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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市民對傳媒公信力調查2016》



* 尼爾森媒介指數報告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

高學歷
擁有大學程度或以上

讀者群佔26.6%

高職位
專業人士/經理/行政/商人

讀者佔25.8%

白領一族
白領讀者佔28.6%

年青
20-44歲讀者群佔45.8%

高收入
家庭月入50K或

以上讀者佔24.7%

具消費力
個人月入30K或以上

佔16.6%

•全港免費報章讀者人數第2位
•讀者人數高達 959,000

高質量讀者



發行網絡龐大

(*HKABC報告核實:2016年4月至6月)

•每日平均核實發行430,037份*
•鐵路站內派點共29個
港鐵東鐵綫、馬鐵綫、西鐵綫站內



發行網絡龐大

•路面派發點超過1,500個
主要工商業區
鄰近多個港鐵站出口
各大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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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 am730 都市 晴報

發行量

讀者人數

比較免費報章傳閱率

發行量 849,823^ 430,037 372,773* 500,207

讀者人數 1,358,000 959,000 554,000 884,000

傳閱率 1.59 2.23 1.48 1.76

資料來源：尼爾森媒介指數報告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 HKABC Audit report(2016年4月至6月)
^星期一至五平均發行量 *HKABC Audit report (2015年1至12月)

am730傳閱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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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欄1		發行量		讀者人數

		頭條		849,823		1,358,000

		am730		430,037		959,000

		都市		372,000		554,000

		晴報		500,207		884,000







連續多年屢獲殊榮 業界肯定



新聞 | 財經/投資 | 體育 | 新科玩 | 健康 | 特寫

內容全面豐富視野

娛樂 | 旅遊 | 時尚 | 遊樂 |小歇 | 賞味版



逢周五刊登B疊《amFriday》同步派發，
匯聚更多娛樂與品味並重的生活潮流情
報，風格清新脫俗的品味副刊！

花絮 美光燈

美饌 戶外

周五加強內容 打造周末生活消閒娛樂副刊

駕趣

親子



尚有更多專欄作家未能盡錄

王永平 劉銳紹 陳婉嫻 高山行 曾鈺成 孫名揚 曾蔭權 馮煒光

鄧明儀 王慧麟 謝憶珠 古靄茵

畢明 魏綺珊 渾水 胡孟青 Bittermelon 周顯 黃國英 廖偉強 胡雪姬 宣震 曾國平 徐家健

安裕 碧樺依 曾錦強 楊岳橋 施永青

伍諾韻 彭晴 素黑 Gary Chung 項明生 陳強 黃凱詩 Candace媽媽 艾威 月巴氏 區碧玲

專欄作家陣容鼎盛 匯聚社會不同聲音

http://www.am730.com.hk/column_index-32&section=2
http://www.am730.com.hk/column_index-32&section=2


多元化特輯

旅遊 健康

財務/投資

幼兒護理

教育 節日



創意廣告形式

封套
(Envelop)

張貼廣告單張/宣傳品
(Stick-on)

環保袋套
(Recycle Bag Wrapper)

插入宣傳單張
(Loose Insert)

紙圈套
(Paper ribbon)

紙夾
(Paper clip)

同日多樣式封面設計及印刷
(customized front-cover design & printing)



特別派發形式提高宣傳效益

隨報派發廣告傳單/產品

安排模特兒派發宣傳刊物/產品

派報員穿上客戶宣傳T-shirt配合報紙廣告

派報附加口號宣傳

開學喇,快啲去
現代教育報名啦

街頭播放噐



結合數碼平台宣傳優勢

桌面及行動版網站 am730.com.hk am730手機應用程式

 全新「amVideo」頻道，更多新聞、娛樂、資訊影片任你睇

 三個不同平台資訊共享，包括新聞、財經、娛樂、體育、旅遊飲食、專欄等等

 即時新聞全日不斷更新

 「原味版」閱讀模式，方便隨時足本重溫

 手機App特別增設「讀者優惠」專區，獨家電子優惠券/精選讀者活動，隨時隨

地唾手可得

Super Banner



am730 Facebook專頁

•粉絲人數超過

125,000
•每日上載新鮮新聞、
生活趣文資訊及video

• fans有獎遊戲



 一站式製作及統籌各類型講座及讀者活動，包括:財經、健康、親子、美容講座等

活動統籌



活動統籌

 各類型比賽活動、頒獎禮、街頭宣傳、烹飪班、工作坊、試食會、讀者聚會



具效力的廣告媒體
 專業報道、風格清新，可讀性高！
 公正公開發行量，覆蓋網絡穩定可靠！

 讀者人數龐大！
 極高的上班一族讀者比例，消費力強！
 高覆蓋具影響力的專業人士！

廣告熱線: (852)81 730 730
電郵:sales@am730.com.hk

www.am730.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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