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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征订    上海中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电话/手机：__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_

征订内容：（请在下图勾选）                                    征订套餐：_____号套餐_____份

征订总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额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物征订

《知名品牌 标志大全》
（2014年 全年1期） 

□ 全年定价200元 （快递发送） 

     份数：____ 份

《中国自行车》电动时代
 （双月刊 全年6期 单月20日出版）

□ 全年定价120元 （邮局递送） 

    份数：____份

□（自选）平邮挂刷费 30元

《中国自行车》骑行风尚
（双月刊 全年6期 双月20日出版）

□ 全年定价120元 （邮局递送） 

     份数：____ 份

□（自选）平邮挂刷费 30元定价：20元

CHINA 
BICYCLE

2014年第5期总第17期

主办单位：全国自行车工业信息中心   中国自行车协会   上海市自行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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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HINA CYCLE 

China Cycle 
APP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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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组委会主办
Host: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hinacycle Show

China Cycle 
APP 下载

《自行车资讯》
（2014年 全年1期 每年5月出版）

□ 全年定价 30 元 （快递发送） 

     份数：____ 份

《CBG 自行车采购指南》
（2014年 全年1期 每年5月出版）

□ 全年定价500元 （快递发送） 

     份数：____份

《CEBG 电动车采购指南》
（2014年 全年1期 每年5月出版）

□ 全年定价300元 （快递发送） 

     份数：____份

《中国自行车》 
（月刊 全年12期 每月5日出版）

□ 全年定价240元 （邮局递送）

    份数：____份

□（自选）平邮挂刷费 50元



1套
餐

2套
餐

3套
餐

5套
餐

杂志精选套餐
□  套餐优惠价：400    原价：480     
□ （自选）平邮挂刷费 110元

《中国自行车》

  全年12期 定价240元 

《中国自行车》

  电动时代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中国自行车》

  骑行风尚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经销商优选套餐
□  套餐优惠价：850   
      原价：1030    

 
《自行车资讯》

   2014年1期 定价 30  元

《CBG 自行车采购指南》

   2014年1期 定价500元

《CEBG 电动车采购指南》

   2014年1期 定价300元

《知名品牌 标志大全》

   2014年1期 定价200元4套
餐

自行车精选套餐
□  套餐优惠价：880    原价：1090     
□  （自选）平邮挂刷费 80元

《中国自行车》全年12期 定价240元 

《中国自行车》骑行风尚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自行车资讯》2014年1期 定价 30  元

《CBG 自行车采购指南》

  2014年1期 定价500元

《知名品牌 标志大全》

  2014年1期 定价200元

电动车精选套餐
□  套餐优惠价：500    原价：620     
□  （自选）平邮挂刷费 30元

《中国自行车》电动时代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CEBG 电动车采购指南》

  2014年1期 定价300元

《知名品牌 标志大全》

  2014年1期 定价200元

全年所有出版物
□  套餐优惠价：1200     原价：1510 
□ （自选）平邮挂刷费 110元

《中国自行车》全年12期 定价240元 

《中国自行车》电动时代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中国自行车》骑行风尚 全年6期 定价120元 

《自行车资讯》2014年1期 定价 30  元

《CBG 自行车采购指南》2014年1期 定价500元

《CEBG 电动车采购指南》2014年1期 定价300元

《知名品牌 标志大全》2014年1期 定价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