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ISA CESA SUP在中国
国际冲浪运动协会（International 
Surfing Association，ISA）1964
年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并开始每两
年组织一次世界锦标赛。1964 年成
立后当年就举行了世界冲浪锦标
赛，1980 年开始举行世界青年冲浪
锦标赛。国际冲浪协会是一个非营
利性组织 , 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世界运动会协会承认的组
织。该组织每两年组织一次世界业
余冲浪锦标赛，并在世界各地巡回
举办世界职业青年锦标赛，并拥有
多个会员国。

中 国 极 限 运 动 协 会（Chinese 
Extreme Sports Association 简称
CESA）于 2004 年 6 月经过国家体
育总局、国家民政部、国务院的批准
正式成立，是国家体育总局 100 个
单项协会中唯一的一个概念型协
会，具有无限延伸性，永远在时尚、
新奇的最前沿。协会积极推进极限
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从竞赛、市场、
俱乐部、选手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管
理，建立一套健康、有序的发展机
制，普及极限运动在中国年轻一代
的受众群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并热爱极限运动。

 SUP 是直立式桨板（Stand up paddle）的
简称，相传起始于 1939 年的 MOANA，是
使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冲浪板，玩桨板的人会
站在板上，通过桨划水给板前进的速度；桨
板不仅可以冲浪，还可以在平的水面上划
行，这使它成为在浪很小的时候也能玩得很
过瘾的一项运动。2009 年，桨板冲浪首次在
冲浪中国嘉年华上亮相，使国人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这一时尚潮流运动。在至今的 7 年
中，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湖
北、山东相继涌现了众多的 SUP 桨板俱乐
部，今年在浙江温州楠溪江举行的赛事中几
乎集结了中国内地、香港在内的一百五十多
名选手参加，在圈内引起极大轰动。



项目介绍

赛事全称：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

概       述：每年4~6场国内不同城市水域（海滩、内陆净水、
白水）的分站赛，最后一场年度总决赛暨颁奖盛
典。（含1场ISA业余世锦赛•中国站比赛或国际精
英挑战赛）以SUP竞速赛、长距离赛为基本项目，
适当增加符合比赛城市条件的特别项目，如水上极
限、趣味挑战等。一方面彰显不同城市文化诉求，
激发城市间的时尚运动“细胞”，提升城市活力；
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多样性比赛项目内容，鼓励和引
导百姓体验项目，促进SUP桨板运动在当地群众体
育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同时，比赛以高额奖金吸引
高水平赛手踊跃参与，增加赛事观赏性。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版块组成

SUP 赛事部分

（1）竞速赛：200米、400米、1000米
（2）长距离赛：3000米、8000米、12000米
（3）趣味赛：限时绕标赛、SUP水上漂、SUP斗阵、10人制大脚板追逐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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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块组成

“Hi- 浪”音乐节

项目人气板块，作为项目核
心配套版块之一，为整个项
目凝聚人气；体现城市水文
化属性和旅游特色为目的，
结合SUP趣味性向岸上泳池
延伸，真正体现出“玩到极
致、快乐无限”。

未来“体育汇”

项目普及版块，以展示、体验和互动的形式展示极
限运动文化；
（1）SUP桨板文化展示/体验区：介绍普及桨板运
动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全球的知名赛事，桨板运动
明星，中国桨板运动发展介绍等；
（2）城市活力区：融合地方体育、旅游、文化部
门，将城市特有的民间运动、活动结合展示，利用
赛事传播平台与选手自媒体，传播城市活力符号；
（3）产品展示区：服务于SUP桨板品牌、桨板周边
器材，以及户外、水上运动器材商家的新品展示发
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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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定       位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时       间：每年5-11月之间。

分站赛举办要求：举办地有俱乐部、水域达标

                          （水深不低于2米、水域最窄不小于60米、可建赛道长度不少于500米）

总决赛意向城市：上海/浙江/福建

参赛选手：中国（含港澳台），并面向世界开放

赛事奖励：奖金总额20万元 

选手报名：各地俱乐部发布，独立线上报名

* 积极推动SUP桨板运动在中国境内的拓展，桨板运动员阶梯式培养、推介；

* 打造成能和世界知名SUP赛事、选手进行良好合作交流的平台；

* 每年一次的冠军总决赛将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SUP运动赛事。



案例展示
2016楠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
 赛事总结

楠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

OPEN TOURNAMENTSUP INTERNATIONALNANXI JIANG
20 61

温州永嘉 · 楠溪江永嘉书院



       历经 6 个月筹备的“2016 楠溪

江国际桨板公开赛”， 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在楠溪江永嘉书院景区热烈

开赛。在赛事主办方的关心支持下，在

永嘉体育局精心指导下，经活动执行

单位与全体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和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本届赛事圆满

落幕。为更好服务地方体育部门积极

开展民间体育赛事，大力推进永嘉发

展“体育 +”模式，现将本次“2016 楠

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作结案报告。



赛事基本情况

       作为目前国际最流行的休闲体育之一，桨板运动一直被国内外著名的滨海旅游渡假区所追

捧和传播。“2016 楠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由永嘉县委县政府、温州市体育局主办，永嘉楠溪江风

景旅游区管委会、永嘉县体育局、永嘉县体育总会承办；由上海英邦文化传播全权策划执行，中

国极限运动协会作为官方支持，香港直立板总会及 Naish 中国提供赛事技术支持及器材服务。

       作为目前国内纯专业桨板内陆静水最高级别赛事，在主办方确定赛事活动后的 3 个月内，从

方案最后定稿，各项筹备工作紧张开展，中间经历“莫兰蒂”台风后紧急调整预案，再到报名截止，

共接收来自国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奥地利等地的桨板选手 132 名，皮划艇、桨板运动各

地俱乐部嘉宾选手 15 名。24 号开赛当天实到 133 名，14 名因故弃赛；赛事分四个项目，以预选

赛晋级金、银、铜组每组冠军、亚军、季军的多层次设计，共决出 48 位获奖选手。



赛项设置

200米冲刺赛 男子组、女子组 1000米竞速赛

200米冲刺赛地图

男子组、女子组 

3000米计时赛 男子组、女子组 4×200接力赛 4人组队，不分性别，最少一名女性



赛事主要特点

       本次赛事，在县委县政府以及体育局、管委会

等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效率高、支持大！从根本上，

为确保本次赛事的顺利完成夯实了根基。特别是整

个赛事进行过程中，除了百忙中赶来参加观摩比赛

的永嘉县委县政府及温州体育局领导给予的关心

和关注，永嘉体育局，更是放弃节假日休息，成立项

目监督和志愿者团队，赛前保驾护航、赛中现场助

威、赛后亲切关怀，有力的确保了本次赛事在积极

良好的氛围下顺利进行。

1 - 依托地方，赛事推动配合好

       作为国际流行新近引入项目，本次赛事因 G20

峰会和天气导致筹备的时间较短，工作要求高，为

了保证筹备工作高效推进，组委会抽调精兵强将，

分别建立了组委会指导、赛事执行、场地落实、选手

交流和媒体支持的有力工作班子，并充分利用现代

通讯方式，以微信建群建组的方式进行无障碍实时

沟通，有效保障了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2 - 精心灵活安排，克服实际困难



赛事主要特点

       本次赛事的圆满举办，有赖于组委会各办事机构之间的团结

协作、相互支持。在备赛和比赛阶段，组委会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

财力保障了各项比赛，确保经费及时到位、人员及时到位。在宣传

舆论造势方面，分组委会指定媒体整合单位和上海英邦媒体资源

密切配合，营造了良好的比赛氛围。当中，两方媒体资源共发布微

信公众号推送文章及朋友圈转发 20000 人次，除当地指定媒体整

合单位发布 32 篇新闻通稿，上海英邦还主动提供 23 家体育、旅游

线上媒体做好本次赛事的预热和当天的舆论宣传工作。

3 - 部门配合，媒体力推

       作为创新引进休闲体育赛事，我们在筹备之

初，以“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团结友谊、奋发进取”

为办赛宗旨，兼顾休闲体育缺少组织化、流程化、职

业化的特性，同时也为桨板运动的发展作出应有贡

献为前提，参照国际冲浪协会与香港直立板总会赛

规，结合本次参赛运动员的实际情况，制定更有利

赛事竞争和评判的赛规，有力地维护了运动会的竞

赛秩序，保证了各项赛事的顺利进行。

4 - 认真完善赛纪，公平公正参赛



赛事主要特点

       在赛事规模上，通过认真分析目前国内桨板运动及比赛形式，汲取国际冲浪协会、世锦赛与亚

洲几大赛的特点，根据现有条件力推国内首场高额奖池公开赛，促使赛事本身具备一定含金量。

       在紧张的比赛之余，还安排与桨板有关的瑜伽表演与水上特技，赢得全体参赛选手、现场游客

的一直高度评价。特别是第二天的市民体验活动中，来自永嘉及温州地区游泳协会的游泳爱好者，

更是对桨板运动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大家直接在现场了解这项运动的赛制、赛规，道具的价格以表

示想购买产品用于自己的学习，争取明年参加此项赛事运动。

5 - 做好服务员，赛事办出特色



总结陈词

       经过这次赛事运营，充分的让前来参赛的选手知晓楠溪江、了

解永嘉书院景区，也通过赛事角逐促成了桨板运动各项技术的不

断提升。所有的话题标签，都离不开美丽的楠溪江，也是从实际效

果上证明了当初策划很次赛事的初衷：充分利用创新模式，通过

赛事体育来传播永嘉、传播楠溪江，实现新型休闲体育项目与景区

的无缝链接。既为新体育找到更理想更生动活泼的场地，又为景区

的人气人流起到促进与提升。

       作为这次赛事的策划执行方，英邦体育之所以策划这项赛事，

除了为广大体育休闲运动爱好者寻找新的“乐玩圣地”，也是看中

了桨板运动未来的发展空间。英邦争取借着极限滑板与冲浪入奥

的东风，迅速形成一股推动内陆静水桨板运动的核心力量，向浙

江、全国、港澳台地区的桨板运动爱好者发出邀请。以中国极限运

动协会联合地方体育、旅游部门为主导的联赛形式，加强桨板运动

的交流与推广，并协助地方体育部门与旅委管委，在当地物色发展

水上桨板俱乐部。希望可以通过集结高水准的国内外选手办出精

彩的桨板赛，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桨板运动，促进全民健身，更要在

这青山秀水间以体育为牵引，探索体育主题旅游模式，确保各地的

水上运动、桨板运动得以在楠溪江形成初步聚合效应，待未来达成

一定规模后，推动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的落地工作，为当地群众体育

事业在时尚休闲的国际化创新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媒体数据统计 新自媒体传播数据统计

微信推文 新浪微博 转发公众号

11 篇

3 篇

4 个

5万+ 
（1个）

10万+ 
（1个）

1万+ 
（2个）

转发量

微信朋友圈点赞或转发

个人微信转发

2000+
赛时微信发朋友圈

30000+数量

上海英邦体育
自媒体

100000+

【网站/论坛传播统计】

浏览量
新浪

腾讯

网易

中国旅游网

搜狐驴妈妈

其它

由上海英邦体育联系召集新浪、腾讯、搜狐、网易、中国旅游网、
驴妈妈在内的23家知名、专业网站与论坛，在赛事举办当天进行
新闻通稿宣传

>>>



2016 楠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英邦媒体资源发稿统计

一、百灵网体育 http:// www.beelink.com/html/201609/content_208482.htm

二、北方网体育：http://sports.enorth.com.cn/system/2016/09/26/031191122.shtml

三、京华网体育：http://sports.jinghua.cn/20160926/k179198.shtml 

四、南方网体育：http://travel.southcn.com/l/2016-09/26/content_156502357.htm

五、东方网体育：http://finance.eastday.com/eastday/finance1/Business/node3/u1ai11829.html

六、搜狐旅游：http://travel.sohu.com/20160926/n469177180.shtml

七、千龙网旅游：http://qndj.qianlong.com/show/18/55481-0.html

八、中国旅游新闻网：http://www.cntour2.com/viewnews/2016/09/26/T70CXQeYKzuZJcMxKAOB0.shtml

九、中国旅游 114 网：http://www.lvy114.com/huadong/zhejiang/1242.html

十、驴妈妈：http://www.lvmama.com/info/newss/2016-0926-261892.html

十一、中国旅游网：http://news.51yala.com/Html/2016926115043-1.html

十二、中华户外网：http://news.huway.com/article/4920085/1.html

十三、上海新民网：http://shanghai.xinmin.cn/latest/2016/09/26/30460776.html

十四、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tech/content/2016-09/26/content_13912684.htm

十五、广州视窗：http://www.gznet.com/live/201609/t20160926_1688595.html



2016 楠溪江国际桨板公开赛英邦媒体资源发稿统计

十六：中国网新闻：http://news.china.com.cn/cndg/2016-09/26/content_39373511.htm

十七、湖北新闻网：http://www.hbneww.com/zx/2016/0926/26511.html

十八、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o/2016-09-21/doc-ifxvyrit2997396.shtml

十九、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6/0922/11/C1IHT0CJ00014AED.html

二十、腾讯财经：http://finance.qq.com/a/20160922/023975.htm

二十一：天津网：http://www.tianjinwe.com/business/ss/201609/t20160926_1059231.html

二十二、杭州网 

http://xiaofei.hangzhou.com.cn/xfzx/content/2016-09/27/content_6055091.htm?nsukey=

ZtTrSTlYoWpov%2FcCIUHDIPiz%2FXh%2FgtUvYnZ6skukoRh9eucVEJhndVr4cFV8fE20aXw

NsxD4r3KxSlocoZsgHA%3D%3D

二十三、海外网

http://huaren.haiwainet.cn/n/2016/0927/c3541771-30364129.html?from=message&isapp

installed=0&nsukey=qmTxK9WpfaPmkvZ90%2BbRtm1yyyZAXX7pRCNyFD4qKrxwAzGSkU

0Ksf%2BMpcbqE3LiKl6NRRCqSWwrLmdwE7oBZA%3D%3D



媒体数据统计 赛事报道微信截图



媒体数据统计 赛事报道微信截图



媒体数据统计 赛事报道微信截图



赛事照片







媒体宣推

电视部分 央视五套、星空体育、北京卫视体育、广东卫视体育、上海五星体育
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四川卫视、旅游卫视

网络部分 CNTV、新华网、新浪体育、腾讯体育、搜狐体育、虎扑专区、乐视体育
爱奇艺、中国极限运动协会（赛事）官网、赛事官网、举办地城市官网首页/专区

平面部分 体育报、体坛周报、城市日报/都市报联盟

新媒体部分 体育APP（以上媒体单位公众账号、其它体育有关推广账号等）
体育微博大V、体育/旅游微信公众号、直播微信公众号

拟邀可选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推广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策划“事件”，联赛系列宣传片摄制，并整体按事件热点逐步投放

赛事直播/回放（电视媒体及网络视频直播/转播/录播累计不少于30小时）

宣传片、新闻为主的各电视媒体赛前预热

在各赛区所在城市落地进行高校校区选拔赛，最终在总决赛所在地进行新秀PK赛

签约明星潜质赛手，SUP浆板题材微电影出演，报送参加ISA或国外知名赛事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联赛费用预算目录

差旅路费

赛事奖金/酬劳  部分可选

场地搭建

赛事   境外（20人编制）、裁判员（境外5人编制）、赛事执行组员（15人编制）

总奖金                   技术保障

赛场搭建：
区域内互动区搭建：        （陆上水池、展览区、影音多媒体）
区域内广告位/展位搭建（1000㎡）：

20万

20万 10~15万

10万
15万

10万

90万元左右分站赛单场预算：



中国极限 IN-SUP
黄金联赛策划方案

联赛费用预算目录

总决赛增配部分

音乐节/其它展览互动：
境外5支、调音师（国内/境外1人）、技术人员（含场工15人编制）差旅：
乐队酬劳：
音乐舞台搭建：
宣  推：              （视宣传要求定制媒体传播级别）
合计预算：

15万
20万起

10~20万
25万

150万元左右总决赛单场预算：

60~70万元左右



THANK YOU FOR 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