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体育赛事 & 大事件
旅行 & PR款待计划

VIP款待  足球  网球  高尔夫  击剑  马术  冰雪运动  水上运动



Gregory Sevault

联合创始人

前专业拳击运动员，巴黎索邦大学市场营销硕士。2005-2009年在
Next Events公司任市场营销主管，成功领导了国际化的体育赛事团
队。Sevault先生从事国际体育项目及赛事工作近二十年，累积了丰
厚经验和广博的人脉。2009年，带着对体育事业的专注和热爱，
Sevault先生创立迈可慕并全面负责公司战略及国际项目对接工作。

Vincent Gandon

联合董事

前职业足球运动员，体育组织管理硕士学位，曾就职于法甲图卢兹
足球俱乐部青训部，之后成为国际市场部负责人。2011年加入迈可
慕，主要负责赛事运营，法国体育项目对接及国际业务拓展工作，
拥有丰富的体育行业经验和出众的国际视野，更是足球业务的专家。

创始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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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赛事票务及VIP款待项目

迈可慕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票务及贵宾款待项目专家，为您提
供便捷高效的全方位服务，给您带来心潮澎湃的精彩比赛瞬间及
令人难忘的激情观赛体验。

2020 法网公开赛（Roland-Garros）
罗兰加洛斯官方贵宾款待项目（ VIP 

Hospitality ）
大中华区独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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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国际顶级足球赛事的核心区域，永远吸引着全世界球迷的目
光。从激情澎湃的FIFA世界杯、欧冠联赛、欧洲杯，到众星云集的
欧洲足球五大联赛，迈可慕作为拥有强大专业票务渠道的赛事专家，
令您观赛无忧。各项赛事的VIP款待项目更将令您拥有“坐拥球场，
君临天下”的超级观赛体验。

2020 欧洲杯

2020 欧冠联赛FIFA世界杯

欧洲5大足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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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顶级赛事及体育旅游

2024 巴黎奥运会 F1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大奖赛

高尔夫公开赛 巴黎凯旋门杯马术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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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可慕作为顶级体育赛事专家，还为您提供F1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马术、高尔夫大师赛等其它各类欧洲顶级体育赛事的观赛和礼遇服务

2024巴黎奥运会，迈可慕期待为中国专业团组及贵宾提供无微不
至的本地服务，与您携手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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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
著名的滑雪胜地，长
达半年的优质雪季和
顶级的雪场硬件设施，
使其成为世界各地滑
雪爱好者的天堂。无
论你是初级爱好者或
者是喜欢挑战顶级雪
场的运动健将，都将
在此无拘无束的一展
风采！

作为欧洲古老骑士文化中心，法国马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是理想的骑马旅行的度
假胜地。坐落的专业马场和骑行圣地；迈可慕为您倾情奉献巴黎近郊及全法各处
30条骑马旅行路线，让您像骑士般坐在马背上游览古堡，欣赏乡间庄园和私密小
镇的美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绝妙的体验。

地中海是世界上最美的海
域之一，这里的海水温和
清澈，水上运动更是南法
之行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
迈可慕带您在地中海最优
的水域浮浅，与太阳和海
洋世界的各种生物亲密接
触。无论您是否有潜水经
验或水性如何，只要身体
健康并对水下世界充满好
奇，都可参与。一名专业
教练将全程陪同，在水下
随时保证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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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足球俱乐部
Paris FC

布列塔尼足球技术培训中心
Brittany Henri Guerin Technical Center

法甲图卢兹足球俱乐部 Toulouse FC
(青训代表：穆萨.西索科)

法甲里尔足球俱乐部 Lille OSC 
(青训代表：艾登.阿扎尔)

法国足球训练营及教练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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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杯冠军，法国足球的球员培养、训练及比赛体系等专业方
面一直保持世界顶级水准。作为法国足协及多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的
官方合作伙伴，迈可慕携法国顶级足球青训系统和法国教练，为您
提供最专业的青少年足球训练营，冬、夏令营项目。

国际级硬件环境，3-30天训练营项目定制，匹配各年龄段的足球运
动需求，在提高足球团队素养的同时，更能体验法国美食美景，开
阔眼界。

法国足球青训基地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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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四大网球公开赛的主
办地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的
特色红土球场更令人难忘。巴
黎的网球环境和运动氛围绝对
属于世界顶级，无论您是在南
法的碧海蓝天之间、巴黎的繁
华之外，还是在阿基坦高原之
上，都能享受国际专业网球场
地和顶级教练一对一的指导。
迈可慕为您提供各级别的法国
网球训练营及专业培训计划。

橄榄球是欧洲的一项绅士时尚运动。携手法国冠军橄榄球巨星布瑞恩·莱本伯格
(Brian Liebenberg)，迈可慕将在中国设立【青少年体适能综合拓展项目】及【橄

榄球训练营】，为中国青少年智力发展，运动项目的专业化和多样性贡献力量。

巴黎作为体育文化之都，拥有
众多世界顶级的高尔夫球场。
每年的高尔夫大师赛和巴黎传
奇锦标赛都吸引了全世界高尔
夫爱好者的瞩目。迈可慕邀您
挑战欧洲专业高尔夫球场，或
尽情挥杆或在专业教练的帮助
下不断完善球技。巴黎可以满
足不同等级和不同运动水平的
高尔夫爱好者们的需求，尽情
激发您的运动潜能！

通过运用独创并享誉全球
的“Catch and Think”专

业运动学习法，通过橄榄
球作为运动媒介，可以在
相对短的时间内高效促进
儿童及青少年脑部发育及
增加身体协调性、改善和
提高儿童的社会及环境反
馈能力和集中注意力的能
力，从而使参与者在学习
上提高成绩，在家庭生活
中变得更加优秀。



欧洲奢华定制旅行

您是否有放下一切找回年少
轻狂时的无拘无束和仗剑走
天涯的快意？这永远是值得
追寻的梦想！乘直升机探索
欧洲隐秘赛道，驾驶赛车血
脉喷张的飞驰；驾乘重型哈
雷在科西嘉的荒野感受自由
与力量！迈可慕精心设计激
情机车主题之旅，让我们带
您体验机车的速度与激情，
一起感受排气管的炙热和超
排量引擎的轰鸣吧。

法国美食誉满全球，米其
林餐厅在追求菜品精致如
艺的同时更使用本地顶级
食材精心烹制。从巴黎的
鹅肝、蜗牛配甜白葡萄酒，
到尼斯的海鲜大餐；从第
戎的芥末白酱牛肉到勃艮
第名庄的窖藏红酒，法国
美食时刻惊艳到唇齿留香。
再亲临几百年历史的地下
酒庄参与生动的红酒品
鉴…迈可慕与您一起品味
舌尖上的法兰西！

卢瓦尔河谷的皇室城堡群是法国文化遗产的明珠，搭乘私人直升飞机前往百
年古堡参观，与古堡主人共享私人午宴，谈谈未来城堡婚礼的计划？之后一
同前往地下酒窖，品尝窖藏美酒。大快朵颐之后继续徜徉森林美景…傍晚时
分搭乘直升飞机返回巴黎的霓虹。

09

欧
洲
奢
华
定
制
旅
行



国际Event及欧洲目的地管理DMC

巴黎，奢侈品及时尚之都。享誉世界的香水、顶级皮具、ACCARAT水晶、
金银器和豪华餐具CHRISTOFLE；香榭丽舍和蒙田大道的奢侈品，旺多姆广
场的珠宝…巴黎时装周，玛黑区独立买手店，更有私享百年高定参观…迈
可慕独家资源，为您倾情定制时尚探秘之旅。

全球瞩目的戛纳国际电
影节，从来都是星光闪
耀，大咖云集。除了对
电影艺术的热情和追求，
红毯的魅力更是令无数
人为之着迷。迈可慕提
供邀请服务，让您体验
全球注目行走红毯的精
彩瞬间；迷人的地中海
夏夜，更可持官方邀请
函参加与明星邂逅的浪
漫鸡尾酒会。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
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金
色音乐大厅作为全球顶级
的音乐艺术殿堂，随时吸
引世界各地的乐迷前来膜
拜和欣赏。迈可慕为您安
排一切，优雅和从容之间
拉近古典音乐与您心灵之
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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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 法国足球联合会 FFF   

• 法国职业足球教练联合会 UNECATEF

• 法国网球联合会 FFT

• 法国橄榄球联合会 FFR

• 巴黎足球俱乐部 PFC

• 里尔足球俱乐部 LOSC 

• 图卢兹足球俱乐部 TFC

• 特鲁瓦足球俱乐部 ESTAC Troyes

• 布列塔尼足球训练中心

Brittany Henri Guerin 

Technical Center

• 克莱枫丹法国国家足球训练基地

Clairefontaine

迈可慕作为法国顶级的综合性国际体育产业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和
不懈努力，服务现已遍布全球。我们始终致力于提供和完善最佳的客
户体验，独立创新和无微不至的个性化高端服务获得广大客户和商业
伙伴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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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 Sevault
Tel. +33 (0)1 80 87 46 40  
Email: gsevault@mycomm.fr

Yi Bao 包毅
Tel.: +33 (0)6 24 11 10 92
Email: ybao@mycomm.fr
Wechat：kmbyes

Paris 
+33 (0)1 80 87 46 40
info@mycomm.fr

Lille 
+33 (0)3 62 26 35 60
lille@mycomm.fr

Toulouse
+33 (0)5 36 09 06 90

toulouse@mycomm.fr

Lyon
+33 (0)4 37 40 00 88

lyon@mycomm.fr

Shanghai
shanghai@mycomm.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