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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传播周期变化

Reference: RUC新闻坊



公众关注&传播周期变化

Reference: index.baidu



如何应对舆情突发及之后企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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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应对&行动

初期阶段：
➢ 用户关怀
➢ 员工关怀
➢ 企业应对
➢ CEO发声
➢ 合作商政策
Etc….

进行阶段：
➢ 在线复工
➢ CEO一封信
➢ 企业2020战略调整说明
➢ 投资方沟通
➢ 合作商策略
➢ 在线营销
➢ 直播视频业务
➢ 产品调整
Etc….

事件突发：
➢ 企业行动
➢ 行业波动处理
➢ 基金&捐赠等
➢ 响应政策行动
➢ 疫区出行援助

全网数据 2020.02.06至2020.02.12



总体传播原则

适当做

品牌建设
社会责任&正能量
解决问题&信息透明

提供价值
寻找供需新机会
与疫情有关企业知识
紧贴业务做传播规划
舆情监测动态评估变化

提前预备过后传播预案和素材

降低&不做

NO营销
低曝光量

NO蹭热点
NO疫情感情文章

降低投放
降低负面情绪&声量
NO主旋律非一致信息

低敏感话题讨论



了解信息周期变化&应对

早期
突发&信息澄清&获取验证

中期
信息集中&高度关注

后期
缓慢恢复&信息扩散

以日常不变应万变
建立CSR预案
流程等基本策略

主旋律基调
积极重建恢复信心
寻找行业变化机会

对应
公益第一，不要营销，品牌形象维稳

对内：信息通畅，保证员工定心&社会责任
对外：及时发声，与用户在一起，提供企业力所能及解决方案

提前准备 提前准备



3个关键信息传播点

早期

关键点：稳&责任
如何做：提前有预案

• 确认外部动态信息，公司流程
尽快启动应急预案

• 安抚，消费者问题的及时响应
和处理

• 公司管理，员工和内部协作
• 上下游供应链

对外传达信息关键点：
有条不紊、信息开放&可搜
• 对消费者：处理方案
• 对员工：工作沟通
• 对合作伙伴：调整方案
• 对投资人：短期协作

中期

关键点：关系
如何做：品牌建设，不消失，细
节打造线上印象，责任担当

对外传达信息关键点：
应对信息不透明&负面&空白
• 疫情期间，集中在对行业冲击等

负面信息，需要传达积极信号
• 员工情况——如调整策略、创新

方案、温情、人情味等
• 运营情况——如持续消毒，管理

良好，值得信任
• 关系维护——关系的维护主要来

自企业自身形象、口碑、好评等
的打造和展示

• 信息披露和告知，展示企业的社
会责任感

后期

关键点：消费者信心
如何做：舆情监测，素材准备，
留意时机、线上转移；

• 行业复苏是疫情告一段落，用
户信心的恢复时期，对行业来
说需要对时间点的试探，准备，
以及信心刚开始恢复的把握

对外传达信息关键点：
安全&保障&复苏
• 行业整体利好信息
• 安全性服务保障
• 相关政策解读&利好
• 行业运营情况
• 针对特定时间点进行云预热



企业传播建议 早期：短期紧缩

媒体&公众关注

• 信息交叠，信息澄清和获取

• 媒体关注信息来源、时间、
出处、从何验证、第一手资
料信息等

• 公众关注信息事实、真实度、
媒体&其他公众的看法、观
点、解读等等

• 信息逐步聚焦

• 大行业中大品牌将被作为典
型代表来呈现行业态势

早期阶段：对企业传播而言，最早表态支持，最早披露公司动态的，
更容易获得阅读和关注，也可以理解为最早定心的流量引导作用。
早期声量不确定情况下的应对，需要依赖企业之前的预案设置和情报
获取能力。



TIPS #案例#霍尼韦尔-新闻视频化

推荐量 播放量 评论 点赞 收藏 转发

273,673 78,776 35 1,505 85 7

AI视频新闻系列

霍尼韦尔捐赠价值100万美元物资助力武汉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https://www.ixigua.com/i6789892192061096460/


TIPS #案例#万达-行动



企业传播建议

DON’T

• 避免刷存在感
• 避免占用关键信息公共资源
• 减少从企业角度自说自话
• 避免与特定事件无关的功利式品牌曝光
• 不必做纯疫情转载

• 基本原则：公益优先，强化品牌建设&社会责任
• 传播方式：【做事情】代替价值观溢美之词
• 沟通策略：为公众提供解决方案，如，从企业自身擅长

提供知识信息
• 品牌考虑：从用户&公众的需求角度考虑
• 执行方案：紧贴业务，量力而行，企业与社会需求相匹

配

DO媒体关注话题简析

• 根据疫情的变化，媒体报道也分
前中后的三个不同周期，不同周
期的关注重点不同。比如近期重
点：疫情动态变化；

• 紧扣当前形势的主旋律内容，比
如近期主旋律：疫情中的故事等；

• 纯粹捐款的公益话题关注度相对
下降，如直接根据疫情变化的
【行动】会获得媒体更多关注；

• 随抗疫时间等延伸社会话题，商
业大考和社会各界责任考验等；

中期：聚焦



TIPS #案例#信息沟通



TIPS #案例# 首旅如家- 业务&需求考量

首旅如家增加自助选房功能，有自助机
的酒店在门店预订界 面会有自助标识，
可自助下单、选房、续住、退房等，按
机 器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部分酒店提供机器人送物服务，如果 需
要拿外卖、借物品，可以使用此功能来
避免和他人

首旅如家结合节后返程、企业返工人员
的居家隔离需求，在 防疫部门指导下，
推出酒店居家隔离房试点方案。



中期企业内容传播TIPS

TIPS：

1. 官宣文章以简洁清晰5W1H为要，
500-800字以内;

2. 适当匹配图片3-4张便于直观阅读；

3. 群体关注内容前置;

4. 如捐赠，则明确捐赠最终收益方和捐
赠目的;

5. 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信息说明如，
退款，退订，歇业等保障客户利益的
举措。

6. 避免过多探讨和出现企业价值观和企
业公司、产品等介绍

7. 提供企业力所能及的知识信息科普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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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通稿
企业声音

自媒体

社交化传播

赢媒体

报道机会

媒体矩阵

提升

曝光 共享品牌

赢媒体 (Earned Media)

以数据监测为导向，通过
【解决问题】+【用户价值】
双引擎，打造企业对外内容
沟通，支持品牌持续的沟通
与互动，赢得权威媒体主动
的报道、用户社交关注。

企业传播建议 后期：长期发展



Add Your Text Here
For man is man and 
master of his fat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erve as a textbook of life 
for peopl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erve as a textbook of life 
for peopl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erve as a textbook of life 
for people.

#话题#近期媒体关注

媒体报道内容维度统计：

1. 疫情：动态、影响
2. 全球：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全球资本市场动态
3. 医疗：病毒疫苗与药物研发
4. 健康：病毒防治之策
5. 经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正面导向）
6. 风险：企业对疫情的风险防控
7. 观察：深度报道汇总
8. 中央：央媒疫情报道
9. 民生：疫情故事



#话题#

【聚焦疫情】
《财经》杂志：
征集疫情对投融资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背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投资机构的募资、投资的节奏和计划，
将会给我国目前的投融资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资本寒冬是否会雪上加
霜。

采访对象：PE/VC机构负责人或一线投资经理
采访问题：
1、复工情况如何？采取移动办公抑或轮班制度，尽职调查如何开展。
2、疫情对公司的募资、投资的节奏和计划，带来怎样的影响
3、所投企业受疫情的影响有多大，包括复工时间和人员安排、现金流情
况、是否收到政策扶植，线下业务如何转型等
4、面对这些困难，贵司如何帮助被投企业对接资源、争取融资支持、为
其提供“战疫”建议
5、公司后续的投资策略是否会有调整。
采访形式：电话、微信均可。



Your Text 
Towering genius disdains a beaten path. It seeks regions 
hitherto unexplored

Your Text 
Towering genius disdains a beaten path. It seeks regions 
hitherto unexplored

Your Text 
Towering genius disdains a beaten path. It seeks regions 
hitherto unexplored

#行业话题#近期媒体关注

媒体报道内容维度统计：

现况：
• 旅游业受疫情冲击的态势分析
• 旅游业资本市场动态
• 海外国家旅游业受疫情影响

应对：
• OTC巨头推出扶助计划
• 头部企业的危机与应对
• 旅游体验转移线上的创新模式

疫后：
• 疫情后旅游业将迎来报复性增长的发展趋势
• 复工后的旅游企业有哪些应对措施与服务

#旅游行业



#话题#

【聚焦疫情】
《Vista看天下》
关注疫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背景：面对目前的疫情形势，各行业中的企业都将面临不小的挑战，而
这其中企业的经营状况成为了媒体近期关注的焦点

媒体关注：
1、因员工返工、人口流动、物资运输不畅等因素，面临的生产困难和经
营风险。
2、在此次疫情中，企业所受到的其他方面影响及未来规划。

采访对象：餐饮业、制造业等各行业熟悉自身经营状况的创始人/高层等

采访形式：电话、邮件、微信等线上形式均可
发布渠道：《Vista看天下》



应用工具&书籍的推荐

情报获取&监测分析工具

• 媒体：媒体情报
• 舆情：CMM舆情监测系统
• 社交：微指数、西瓜数据、新榜趋势查询

头条搜索、360趋势、搜狗指数
• 视频：卡思数据、
• APP：艾瑞APP指数
• 小程序：阿拉丁指数、Questmobile

书目推荐

传播类书目：
• 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是如何讲故事的》
•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 罗伯特 西奥尼 《影响力》

品牌类书目：
• 罗伯特 斯考伯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 迈克尔 R 所罗门 《消费者行为学》
• 戴维 阿克 《管理品牌资产》
• 戴维 阿克 《创建强势品牌》
• 杰克 韦尔奇 《商业的本质》
• 曾鸣《智能商业》
• 陈春花 《回归营销基本层面》
• 小马宋 《那些让文案绝望的文案》
• 原研哉 《设计中的设计》

媒体专题参考

• 3大央媒：人民网-人民战疫、新华网-新华
锐评、央视网-战“疫”最前线

• 36K：疫情之下 | 非常时期，企业该如何应
对危机？

• 一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 中国企业家：“疫情如何影响经济”系列

报道



应用工具&书籍的推荐



我们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We Tell Your Story to the World

www.prnasia.com

北京 (86-10) 5953 9588 | 上海 (86-21) 8017 9500 | 深圳 (86-755) 8203 7494 | 成都 (86-28) 8511 4629 |  杭州 (86-571) 8821 9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