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
训练营合作方案

迈可慕——法国体育资源专家

1



目录

一．迈可慕公司介绍
1. 公司领导层介绍..................................P3 
2. 主要业务介绍....................................P4 

二．关于迈可慕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背景介绍........................................P7 
2. 项目内容........................................P9
3. 合作共赢........................................P11

三．击剑交流训练营团队简介
1. 团队核心........................................P13
2. 教练团队........................................P14
3. 法国击剑小将....................................P14

四．合作方案展示
1. 双方职责........................................P15
2. 利益分配........................................P16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2



公司领导层介绍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Gregory Sevault

联合董事

前拳击专业运动员，巴黎索邦大
学市场营销硕士毕业。2005-2009
年曾在多家体育公司任职担任市
场营销经理。Sevault先生从业体

育旅行/赛事旅行/大客户接待近
二十年，累积了丰厚经验和广泛
人脉。2009年，秉承对体育的热
爱，Sevault先生创立了迈可慕公

司并负责公司业务及经营方面工
作。 Vincent Gandon

联合董事

前足球专业运动员，体育组织管理
硕士毕业，曾工作于法甲图卢兹足
球俱乐部，负责青训相关工作，后
为俱乐部进行商务推广，积累了丰
富的业内人脉。2011 年加入迈可慕，
负责公司商务发展策略设计及大客
户开发与维护业务，并凭借其高效
的工作能力和对客户的了解，建立
了广大的大客户关系网，奠定了迈
可慕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后攻读法国尼斯大学体育
管理硕士学位。加入迈可慕之前，曾就职于新
东方及国内外体育行业。在法国期间工作于体
育咨询、体育赛事旅行、体育活动推广等各方
面，了解国外体育产业，掌握相关体育资源。
自2016年加入迈可慕，负责中国区客户开发与
商务拓展。凭借其体育资源网络及精准市场定
位，迅速发展了众多客户，为迈可慕掀开了新
的篇章。

Xiao Lian

商务拓展经理 (中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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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可慕 主要业务介绍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体育公关

在中国体育产业转型之际，迈可慕希望为中法体育产业建立起交
流合作的桥梁。从合作伙伴发掘，到商业谈判支持，再到商业旅
行安排，迈可慕希望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资源，为您提供一条龙
式服务。

2017年，迈可慕正式与法甲图卢兹俱乐部签署独家合作伙伴协议，
并与法国国家足球协会结为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迈可慕还与众
多法国击剑俱乐部、职业教练员、运动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职业足球到职业橄榄球，从法国传统强项击剑、网球、马术、
自行车，再到冬季运动滑雪等项目，迈可慕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
资源。无论是职业体育，还是体育培训、休闲体育，迈可慕都能
提供最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和资源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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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可慕 主要业务介绍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体育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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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可慕 主要业务介绍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2. 体育旅游

迈可慕，Mycomm，总部坐标法国巴黎，致力于体育（赛事、活动）旅游与体育主题体验。经历了十余年
的发展跨越，迈可慕的服务现已遍布全球。无论您想来一段是海外观赛之旅，还是组织一场团体体验主
题游，亦或是参加体育训练营，迈可慕专业的法国团队都能帮您实现。2016年，迈可慕正式决定开始为
中国客户量身打造专业的服务。

我们的经验：

2012：超过500名观众跟随迈可慕现场观看西班牙国家德比

2012：3000名游客经迈可慕安排前往乌克兰与波兰观看2012年欧洲杯

2014：一年内共计租用16架次飞机为客户提供服务

2015：迈可慕年服务客户突破6000人

2017：欧洲橄榄球六国赛期间，有超过2500名客户跟随迈可慕前往现场观赛

2018：中国分公司即将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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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迈可慕特约击剑交流训练营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背景介绍：

作为击剑文化的发源地，法国是当之无愧地击剑强国。中世纪法国亨利三世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击剑
运动开始得到全面的发展；1776年，法国著名击剑大师拉布瓦西埃发明了面罩，成为击剑运动发展的一
个里程碑；1882世界上第一个击剑协会在法国成立；1913 年国际击剑联合会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可
以看出法国一直处于击剑运动发展的中心。而直到今天法国击剑也一直走世界的最前沿，在现代奥运会
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法国是获得击剑奖牌数最多的国家。法国击剑长盛不衰，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成熟的培养体系。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法国击剑联合会(FF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crime)下辖超过
700多个击剑俱乐部。

中国击剑运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历代击剑人不断的努力后，如今也逐步发展壮大，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在国际剑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近几年以来，中国在击剑的普及程度上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各
大城市击剑俱乐部的数量迅速增加。虽然整体发展还是与世界顶尖国家存在一些差距，但是中国击剑越
来越与世界接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所喜爱，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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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迈可慕特约击剑交流训练营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法国击剑界也明显感受了中国在这项运动上的飞速发展，继勒瓦瓦塞尔之后，法国男子重剑金牌教练雨
果（Hugues OBRY）先生于2016年9月开始执教中国国家男、女重剑队。2017年10月，法国体育部部长洛

拉·弗莱塞尔*女士访华时曾表示，法国和中国应该分享优势项目的培训经验，希望不断加强合作，法
国在足球、击剑等领域有传统优势，法国可以把相关经验分享给中国，双方的教练和青年运动员可以加
强互访交流。

为了进一步助力中国击剑运动的大众普及与推动青少年击剑运动的发展，传播法国击剑的经验与文化，
让更多中国青少年感受到击剑运动的纯正魅力，加强中法在击剑运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体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实现献出一份力量。作为法国体育行业从业者，迈可慕积极响应洛拉·弗莱塞
尔部长的号召，力争促成更广泛更深入的中法体育项目双边合作交流。

现迈可慕在结合法国击剑相关资源后，特此策划出本次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项目合作方案。

*洛拉·弗莱塞尔：现任法国体育部部长，击剑传奇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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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迈可慕特约击剑交流训练营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2. 项目内容

迈可慕携手前奥运会冠军、专业击剑教练团队以及法国击剑小将来华，与中方合作伙伴一同开展中法击
剑交流主题训练营。迈可慕希望在中国地区具备一定击剑运动基础的城市，寻找并甄选出符合条件的中
方击剑俱乐部作为合作伙伴，共同举办本次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系列活动。

迈可慕初步计划，首先以北京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深入各大城市，与当地知名俱乐部开展中法击剑
交流训练营系列活动，宣传法国的击剑文化，为中国击剑运动的普及与发展、中国击剑培训贡献力量。
迈可慕希望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法国击剑训练，更希望我们共同打造的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成为传
递击剑运动魅力的窗口，在中国体育改革的宏伟蓝图下，成为中法体育交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项目迈可慕采用与国内相关击剑俱乐部合作的方式进行展开（或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其中的其他机构及
个人）。在各大城市筛选出一家或多家合作伙伴，如有多家合作伙伴加入，具体合作模式可在与迈可慕
面谈后再进行进一步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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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迈可慕特约击剑交流训练营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系列活动主要包含：

 学员击剑技能训练——由法国击剑俱乐部资深教练团队统筹训练计划、现场指导，中方团队辅助展开，原汁原味

的还原法式风格击剑训练，让学员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法国击剑先进的训练、教学理念。

 中法青少年击剑选手交流互动——训练营将邀请来自法国的青少年击剑选手一同参与训练，让中方学员与法国击

剑小将同场训练、交流互动共同进步。

 击剑教练员培训交流——为了加强中法击剑教练员的交流，在训练营期间法方击剑教练团队还将对中方合作伙伴

的教练团队进行教练培训，传授法国击剑培训的经验、相互学习。

 击剑礼仪文化与法语课程——为了提高学员对击剑运动的认识和理解、传播法国击剑文化，法国教练团队将对击

剑理论知识、击剑文化和击剑礼仪进行讲解，并分享他们对击剑的认识体会。法国作为现代击剑的发源地，法语则

是击剑运动的唯一官方语言，训练营期间，迈克慕将邀请法语教师配合法国教练进行击剑法语基础教学。

 击剑友谊赛——训练营系列活动最后一天，开展击剑友谊赛，中法击剑小将同场竞技，最终优胜者有机会来年前

往法国击剑俱乐部进行一次为期一周的训练游学。

 训练营期间，奥运会击剑冠军加厄·图亚先生全程助阵，参与训练、出席活动与教练学员开展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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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迈可慕特约击剑交流训练营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3. 合作共赢

合作伙伴（国内击剑俱乐部）：

 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知名度，迈可慕及法国教练团队在训练营系列活动期间提供必要的宣传支持；

 提高中方教练团队的训练水平，在训练营期间法国资深击剑教练团队与奥运会冠军对中方教练团队进行培训；

 俱乐部在家门口与法国传奇击剑运动员、资深法国击剑教练、法国青少年击剑选手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学习；

 为中方击剑俱乐部植入法国击剑基因，提供了与法国击剑俱乐部进一步接触的可能性，为今后与法国击剑、国际
击剑的进一步合作发展打下基础；

 发掘出的优秀青少年击剑选手有机会到法国击剑俱乐部进行交流培训；

 训练营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经济回报。

迈可慕：

 进一步促进了中法两国在击剑领域的互动合作，输出法国击剑，成为双方交流的纽带；

 促进迈可慕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累计行业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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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击剑交流训练营团队简介（第一期成员）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资深青训负责人

重剑专项教练

佩剑专项教练

花剑专项教练

奥运会冠军
戴米安·图亚

法国击剑小将

击剑小将A 击剑小将B 击剑小将C
击剑小将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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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击剑交流训练营团队简介（第一期成员）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团队核心——戴米安·图亚 Damien Touya
出生于1975年4月23日,法国著名击剑运动员，2004年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雅典奥运会佩剑团体
赛获得金牌。此外，在击剑运动员生涯中斩获了众多世界大赛的重量级头衔：

奥运会：

- 2000年悉尼奥运会佩剑团体赛银牌

-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佩剑个人赛铜牌

世界击剑锦标赛：

- 1999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佩剑个人赛与团体赛双料冠军

- 1998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佩剑个人赛银牌

- 1997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佩剑团体赛金牌

- 1997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佩剑个人赛铜牌

欧洲击剑锦标赛：

- 1999年欧洲击剑锦标赛佩剑团体赛金牌

- 1996年欧洲击剑锦标赛佩剑个人赛金牌

• 为了表彰其对击剑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法国政府为其授予了象征着最高荣誉的法国荣誉军
团勋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如今，结束了运动员生涯的戴米安·图亚在法国

击剑协会任职并从事击剑教学训练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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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击剑交流训练营团队简介（第一期成员）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2. 教练团队：

• 一名法国击剑俱乐部资深青训负责人

• 三名法国击剑教练员（重剑、花剑、佩剑各一名）

3. 法国击剑小将：

• 法方教练团队将在其击剑俱乐部学员中挑选出共4到8名青少年选手一同来华交流训练

注: 

* 具体来华教练员与法国青少年队员最终人员名单需根据训练营敲定时间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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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方案展示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1. 双方职责

 迈可慕:

• 与戴米安·图亚 Damien Touya先生商谈，确保其前往中国，全程参与出席活动；

• 法国教练团队人员以及法国击剑学员名单的制定，确保教练员资质；

• 负责法国团队所有成员在华期间的食宿安排与管理，确保配合中方合作伙伴顺利开展训练营；

• 保证中法双方团队顺利的沟通交流，解决协调可能出现的问题。

所有法方成员均直接与迈可慕签订相关合同。

 合作方：

• 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运作事宜，前期招生宣传、训练场地、训练装备与学员食宿问题、后勤保障等，
确保训练营活动的正常开展，迈可慕配合宣传以及商业活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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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方案展示

迈可慕特约中法击剑交流训练营

2. 利益分配

直接经济来源主要有两方面构成：

一、学员所缴纳的入营费用
二、各类赞助收入

• 为了简化双方合作模式，同时给予中方合作单位最大的自主性与运作空间，迈可慕希
望采用以下的合作方式：即中方合作伙伴对训练营自行定价或自行选择学员、自主选择
赞助商，迈可慕全程不干预中方合作伙伴的所有商业运作。

• 中方合作伙伴与迈可慕签署合同，中方合作伙伴按照迈可慕最终确定的报价直接向迈
可慕支付指定数额的费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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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责任人
项目联系人

连笑

电话: +33(0)1 80 87 46 49

邮箱: xlian@mycommchina.com

Gregory Sevault

电话: +33(0)1 80 87 46 42

邮箱: gsevault@mycom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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