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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
企业传播服务专业机构
美通社的发布网络覆盖 17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媒体、数百万投资者

和数以亿计的消费大众，为包括 50% 的财富 500 强企业在内的全球 3

万多家客户提供新闻发布、媒体监测和投资者关系等传播解决方案。

美通社通过迅速到达目标受众的权威传播渠道，帮助您的企业或机构：

以可持续且经济的方式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以信息传播的方式促进销售，吸引合作

满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需求，吸引投资者关注

全面监测企业与行业舆情，评估传播效果

我们向世界传播您的故事

 

媒体监测与洞察内容策划与生产 全渠道内容传播 权威媒体人数据库

北京 010-59539588   |   上海 021-80179500   |   深圳／厦门 0755-82037494 

成都 028-85114629   |   杭州 0571-88219685 

www.prnasia.com | info@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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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热点趋势

赢媒体管理：公关与传播的演变

2018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最“接地气儿”的老外谈新闻发布创新

2018 全球传播报告：赢媒体崛起——挑战与趋势

霍尔姆斯报告全球 CEO 眼中的全球品牌公关传播趋势

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企业传播必读

为什么新闻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了？

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的效果，靠谱吗？

搜索引擎如何帮助企业推动内容传播？

海外传播进阶

Cision 2018 全球媒体现状报告

用传播塑造影响力：美通社《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

与“驻华外媒”打交道的正确方式？——FT、路透、彭博社主编如是说

华尔街日报邹碧华：大陆企业怎么才能 Pitch 到外媒？

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企业新闻稿问题

美通社客户故事

海外品牌形象塑造——广汽传祺

全球创意城市传播——杭州

让世界倾听你的品牌故事——中国国际航空

国际快消品牌的本土传播——联合利华

重型制造企业的全球品牌传播——徐工

B2B 技术型跨国公司的中国传播——TÜV南德意志集团

酒店品牌的国内传播升级——锦江国际酒店

整合传播助力中国消费电子类品牌出海——创客工场、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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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Newswire HIGHLIGHTS
美通社母公司 Cision 收购 PRIME RESEARCH、
ShareIQ、L'Argus de la Presse

2017 年 6 月 14 日，Cision（NYSE:CISN）宣布收购媒体

监测解决方案提供商 L'Argus de la Presse，通过此次收购，有

助于 Cision 的全球现有客户了解他们的传播和媒体报道在法国的

影响并对此进行量化。2017 年 7 月 30 日，Cision 宣布收购柏

林 ShareIQ 的视觉识别技术资产，使 Cision 成为业界第一个可

以同时针对文字与图片内容进行监测、分析和传播绩效归因的赢媒

体平台。2018 年 1 月 24 日，Cision 宣布对璞锐咨询（PRIME 

Research）完成收购，加强了其在专业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进一步扩大全方位数据驱动服务。

美通社母公司 Cision 在纽交所上市

2017 年 6 月 30 日，美通社母公司 Cision 纽交所上市，新并

购数家媒体情报与企业传播服务类公司，覆盖更多行业，成为全球

领先的数据驱动传播和赢媒体云平台的提供商。

美通社设立日本、越南办公室，扩大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办公室

2018 年，美通社在日本以及越南胡志明市开设办公室，扩大了位于韩国、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的办公室。

作为全球领先的新闻稿发布和媒体监测服务提供商，美通社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亚太的业务版图，也是应亚太

地区的企业、机构在全球传播和媒体监测服务上不断增长的需求，为亚太区客户提供更本地的优质服务。

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柯佳时 (Joshua 
B. Cohen) 受邀参与 2018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并发表主题演讲

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柯佳时 (Joshua B. Cohen) 应

主办方邀请，出席了在中国乌镇举行的 2018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媒

体变革与传播创新”分论坛，发表《全球新闻分发模式创新发展》主

题演讲。会议期间，柯佳时接受了《人民日报》、《新京报》、浙江

卫视等多家媒体的专访。

美通社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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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发布首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

美通社发布国内首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利用

美通社全球媒体监测平台、全球媒体发布平台大数据，以及中

国企业问卷调查，外媒记者问卷及面访等，重点研究中国企业

海外传播的大环境、大趋势，深度剖析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的效

果及得失。

美通社发布《2017 技术对媒体内容生产
和企业新闻偏好的影响》

美通社正式发布《2017 中国媒体内容生产者职业发展

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报告针对 1,167 名专业媒体

内容生产者展开调查，从媒体人的职业发展状态与工作习惯、

影响媒体信息获取与内容生产的因素、企业新闻内容的偏好、

新传播技术对媒体内容生产分发的影响等方面，展开深入的

调查研究。

美通社全球媒体合作伙伴达到 11,000 家，遍布全球

截至 2018 年 11 月，美通社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签约媒体合作伙伴超过了 11,000 家，发布网络覆盖美联社、

路透社、Yahoo!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人民日报、环

球网、腾讯、新浪、今日头条等主流媒体与分发平台，媒

体数据库覆盖媒体记者、编辑、自媒体内容生产者、KOL

影响者等人群超过 1,700,000 人。

美通社媒体监测服务升级改版

美通社中国网络与社交媒体监测服务（CMM），实时

提供网络舆情监测数据和标准化分析结果，对媒体报道的

数量与分布、社交媒体的焦点与热度等，进行深度提炼和

分析对比。而支持邮件定时发送的日报、周报、月报、负

面预警报告、自定义报告、Excel 数据报告导出功能等， 

更让您对以关键词为核心的话题舆情趋势一目了然。

扫描二维码下载

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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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媒体管理： 
公关与传播的演变

利用数据追踪公关与传播活动的成败并非一个全新的理念，

其效果早在 1927 就被 AT&T 品牌公关负责人 Arthur Page 验

证了。当时，AT&T 因垄断市场面临着审查与将近 90% 的负

面品牌报道，Arthur Page 利用数据分析结果，重塑了 AT&T 

的品牌形象，让公关业名声大振。

Arthur Page 从数据出发，通过调研消费者情绪来了解

消费者对该企业的认知，并利用相关数据点和研究，最终将

AT&T 重新定位成一家公共事业型企业。Arthur Page 这一利

用数据，成功驱动品牌营销的创举，更是开启了公关业的黄金

时代，同时也将传播专业人士的职业定位提升至企业战略领导

层的高度。

但时值今日，支持决策制定的那些重要传播数据反而缺失

严重。据 Cision《2018 年全球传播报告》显示，受访者中有

77% 的公关与传播人士表示，他们的工作在评估传播效果，特

别是彰显品牌传播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

大的可改进的空间，传播专业人士也一直在为赢得应有的尊重

而努力。但曾深受尊重的公关专业人士，为何现今却被董事会

和高管会议拒之门外？传播专家的预算又为何会被付费媒体、

自有媒体夺走？

 ► 引言

73% 的营销人员认为，形象态度积极正面的

赢媒体（Earned Media），可帮助企业构

建品牌认知度和保持品牌美誉度，对提升客

户忠诚度的贡献也蔚为可观。

 ► 付费和自有媒体技术的进步与革新 （Tech 

Advances in Paid and Owned Media）

简言之，付费和自有媒体渠道的运营者们借着数字化和数

据分析技术的崛起，来充分彰显他们的传播工作对企业业务目

标的积极影响。通过数据，他们可以了解如何通过有效互动驱

动目标客户，比如购买新产品或提升客户忠诚度；或者利用数

据和技术优化营销活动方案，创造更多价值。

（来源：Forrester Opportunity Snapshot，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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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传播领域，同样的技术变革还未出现。由于缺乏可衡量、

能解读的数据以及相关处理技术，公关专业人士只能专注于成本付

出较大的内容创制。数据驱动公关决策的工作方式似乎就被束之高

阁了。

公关业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时期：传播专业人无力获悉他们的工

作对业务层面的精准影响力，只能倚赖于赢媒体（Earned Media）

数据和社交媒体分享、点赞数与粉丝数等常规的数据指标。这些维

度看似抓人眼球，但深究其中，有多少能够与经营业绩有明确的关

联呢？这也是没有人再向公关人咨询重要商业决策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只有近半数的公关专业人士（43%）掌握了有意义的

传播数据，即受众阅读内容后的实际行为。只有约半数的公关专业

人士（49%）能洞悉由内容驱动的真实用户行为（来源：《2018

年全球传播报告：挑战与趋势》）。而对照来看，付费和自有媒体

渠道运营者几乎对每一次线上甚至线下的转化都是一应掌握，洞若

观火的。 

因为公关人士无法数据量明其工作价值，所以他们的预算被重

新分配给付费和赢媒体。目前全球付费媒体支出比率高达 95%，自

有媒体和赢媒体分别为 4.5% 和 0.5%。公关人几乎失去了所有的

预算。

现在，是时候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全球付费媒体支出比率目前为 95%，自有媒体和赢媒体

分别为 4.5% 和 0.5%。

媒体预算分配

0.5%

4.5%

95%

Earned

Owend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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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是赢媒体管理？ (What Is Earned Media 

Management?)

定义：赢媒体管理

1. 履行公关与传播工作职能的一种全新的系统性方法

例如：现代公关传播人员使用赢媒体管理来证明其公关

计划的价值。

2. 技术、数据、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战略性组合，旨在使

传播职能实现从支出部门到业务驱动者的转变

3. 证明传播与公关人的工作在业务层面的影响力

例如：Comcast 的传播专业人士使用赢媒体管理策略来

证明他们的计划在第四季度为企业带来 X% 的收入。 

赢媒体管理可将技术、数据、数据处理和分析相结合，

使传播职能实现从支出部门到业务驱动者的现代化转变。

公关人也无需担心这会对内容创制有所影响，赢媒体管

理（Earned Media Management）的优势恰在于，他们不

仅不排斥“讲故事”，还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公关人士越

了解影响力人群及其触达的目标受众，就越可能创作出更富

吸引力的故事。

 ► 赢媒体管理的四个原则 (The Four Tenets of 

Earned Media Management)

赢 媒 体 管 理 可 将 碎 片 化、 难 以 衡 量 的 公 关 传 播 过

程 系 统 化、 组 织 化。 赢 媒 体 管 理 涵 盖 四 大 宗 旨： 影 响 者

全 图 谱（Influencer Graph）、 智 能 化 互 动（Smart 

Engagement）、精准化监测衡量（True Measurement）

以及变革性传播转型（Comms Transformation）。

01. 影响者图表（Influencer Graph）

影响者图表是一个基于影响者、他们生产的内容以及实

际受众的完整映射。这意味着现代公关人必须先分析目标受

众的喜好，再定位重要影响者及其创作的内容，从而了解和

分析二者的异同。

仅半数传播团队在与影响力人群和记者接洽

时使用数据驱动的洞察结果

大多数传播团队的外展性工作策略制定，仍

主要依赖过时的方式：70% 依靠现有的影响

者和记者关系，仅半数传播团队（52%）通

过最终客户数据来决定如何战略性地与影响

者和记者进行沟通和传达。

（来源：Forrester Opportunity 

Snapshot，2018 年 10 月）

赢媒体管理：公关与传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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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关注重点聚焦于目标受众喜好的识别，而非影响者和记者，

这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沟通和接洽的模式。

2. 智能互动 （Smart Engagement）

智能化互动是一种内容与互动信息有效分发的方法，可评估每个

受众个体，有机组合评估结果与内容互动相关性。智能化互动意味着

传播人员需在以往常规的新闻稿发布战略上，更进一步采用可持续、

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实现一对一传播。

智能化互动还意味着品牌所传递的信息需更专注于用户的沉浸感

和娱乐体验。公关人士必须根据目标记者和影响者的具体情况，在媒

体接洽或新闻稿发布过程中，综合考虑以何种方式植入图片、播客、

互动和视频内容可取的最好的效果。

03. 精准化监测衡量 （True Measurement）

精准化监测衡量可以基于信息的实际到达率，受众的个人特征

和关联的企业级信息分布情况，以及最重要的——赢媒体（Earned 

Media）带来的具体业务成果，帮助品牌真正实现传播绩效的有效衡量。

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基于内容质量，衡量内容如何带来具体业务

成果。并且，这些成果需能归因于某些营销活动，归因分析使公关传

播团队能够充分展示其营销活动的效果。 

04. 革命性传播转型 （Comms Transformation）

这一转变使得同一支传播团队，在同一套工作流程下，使用同一

个工作平台进行统一的媒体管理，包括将赢媒体与付费和自有媒体等

更广泛的媒体渠道进行整合。

这可帮助公关专业人士有效结合精准受众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了传播职能的革命性转型，即不再闭门造车，而是使赢媒体与付费媒

体和自有媒体渠道互为补充，和谐共处。

更多有关 Cision《赢媒体管理：公关与传播的演变》白皮书内

容，请扫描二维码下载阅读。

赢媒体管理：公关与传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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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最
“接地气儿”的老外谈新闻发布创新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召开，江南水乡乌镇，再次汇聚全

球目光。

11 月 8 日，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柯佳时 (Joshua B. Cohen) 应主办方邀

请，出席了在中国乌镇举行的 2018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媒体变革与传播创新”分

论坛，发表《全球新闻分发模式创新发展》主题演讲。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

新浪董事长兼 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印尼国家电视台台

长荷尔米 - 雅贺亚等重量级嘉宾一同出席并发言。本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柯佳

时接受了《人民日报》、《新京报》、浙江卫视等多家媒体的专访。

作为一个 90 年代就曾被英国金融时报派到中国工作的老外，柯佳时是一个地道的中国

通，他精通普通话、西班牙语和法语，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柯

佳 时 (Joshua B. Cohen) 在 2018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主题演讲

图片来源：央视网李文亮

柯佳时在演讲中表示，传统新闻机构需要不断的跟上媒体趋势的发展，

在虚假新闻泛滥的传播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权威媒体的信源，媒体

的公信力也正是建立在对事实客观公正的报道，确保内容百分之百准确，

比抢头条更重要。

“过去新闻是静止的，是单向的，大家能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新闻。不

同的媒介有不同的信息承载方式，面向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受众，故事

演讲：柯佳时 (Joshua B. Cohen) 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 整理：美通社



传播热点趋势   11

@美通说传播

COMMUNICATION TREND传播热点趋势

讲述的方式需要更有针对性。”柯佳时在演讲中提到，“我知道，新

华社、人民日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成功，除了权威之外，更

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新闻在不同分发平台上最佳的故事讲述方式，用

中文来讲就是“接地气儿”。 

作为一家有 60 多年历史的企业新闻专线，柯佳时表示“美通社

发展至今，每周会帮助数千家企业，以 42 种语言在全球 1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发布超过 5,000 篇新闻稿。在新闻分发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品牌和组织机构产生的内容，如果要做到让内容有效的分发给受众，

就更需要做到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在不同渠道有独特的故事讲述。在

国际传播上，也需要考虑跨文化受众的文化差异，当地国家或地区的

传播环境。”

在中国，有很多品牌和政府组织在使用美通社覆盖全球的发布网

络，在上海同期进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阿里巴巴通过美通

社的媒体网络发布了未来 2,000 亿美金的商品进口计划。腾讯、百度、

国航、华为、广交会，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宣传与旅游部门，也都在

使用美通社的发布网络进行全球媒体传播。

柯佳时举了一个生动的案例，美通社帮助杭州旅游委邀请美国

ABC 电视网的主持人 Stephanie Oswald 来到杭州，穿上旗袍游览

西湖，体验杭州文化，通过社交媒体，视频直播、新闻发布等方式，

立体的向世界展示杭州。新闻的传播不再是简单的图文，更可以借助

视频，直播等形式，通过社交媒体，移动直播，通过更加实时与生动

的故事讲述去影响目标受众。

他提到，在今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帮助新闻媒体和企业进

行受众定位，指导并追踪新闻内容的生产、分发的全过程，新闻是否

有效地触达目标受众，在何种场景下被受众阅读的次数、时长等信息，

都可以借助技术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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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新闻分发的良性循环 , 首先要去倾

听，理解你的受众，利用大数据去定位和驱动内容的生

产分发策略，通过不同的媒介载体、内容形式获得最大

化传播效果，让每一篇内容具备能与用户产生互动的生

命力，最终去衡量，评估效果产生的价值、转化，用于

指导新一轮的内容生产与分发。”柯佳时说道。

在发言的最后，柯佳时用中文动情的讲到，“我第

一次来到中国是 1987 年，90 年代被英国金融时报派

到中国来工作，在过去的 30 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

巨大的发展，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为中国感

到激动，也希望美通社未来有更多机会帮助中国讲好中

国故事。”

美国 ABC 电视网的主持人 Stephanie Oswald 在杭州

直播，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

美通社副总裁柯佳时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言结束后被

媒体围观解释什么是“接地气儿”

美通社柯佳时在乌镇接受浙江卫视电视新闻专访

美通社柯佳时：传统新闻机构需要不断的跟上媒体趋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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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的严重程度仅次于气候变暖，AI 生产的内容缺少 

灵魂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柯佳时用中文说：“假新闻在社

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是需要被重视的，它的严重程度仅次于

气候变暖。”他表示，“在全球范围内，虽然美联社、新

华社等已经将 AI 应用到新闻生产，但我认为机器写出来

的东西缺少一种精神，缺少那种能够击中读者内心的东西，

我认为好的记者永远不需要担心被机器取代，因为只有人

才能够赋予内容以真正的灵魂，传统媒体需要掌握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提升新闻分发的效率。” 

《新京报》专访美通社柯佳时：AI 和物

联网带来新闻分发新可能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官网

专题报道

新浪网报道：美通社全球副总裁柯佳时 : 假

新闻挑战下 准确重于首发

美通社全球副总裁柯佳时：媒体传播要“接

地气儿”

演讲实录：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美通社全球

副总裁柯佳时应邀发表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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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全球传播报告：
赢媒体崛起——挑战与趋势

从人才到流量、从内容到消费者行为，第二届年度

Cision/PRWeek 全球调查概述了数据和分析如何让传播部

门及其商业影响力焕发新的生机。

 ► 数据武装人才

基于数据的体量和可用性，公关人的工作正在发生变化。

同时，一些用于分析研究数据的工具也开始凸显其重要性。

然而，此次全球调查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数据正确

的重要性。在 410 名高级传播管理人士被问到“最需要改

进技术和数据上的哪些方面”时，“人才”和“工具”分别

以 36% 的占比并列第一，29% 认为是“策略”。

相同的问题，在 2017 年， “工具”占比 41%， “人

才”占比 32%。差距的缩小表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工具在正确的人才手里才能发挥最佳效应。 

同时，公关传播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还包括：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更好地衡量和证明其工作对

商业目标的影响力方面，仍有提高空间

的受访者认为“量化传播对于

公司业务的推进”是传播评估

最大的挑战

的受访者认为“与付费媒体争夺预算”可

以入选前三大工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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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驱动技能

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 Aflac 首席品牌与传播官 Catherine Blades 表示，精通数据至关重要。

 “在看报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哦，这个很突出’，但数据看上去太随机的话，我和我的老板就会

觉得差强人意。你需要获取和解读数据，建立数据相关性，并将其转换成可以根据商业目标进行衡量的实践性

洞察。我需要向我们的 CEO 展示我们的工作价值。”

 ► 公关与营销部门更好的协同工作

谈到协同工作，该调查报告研究了市场营销与公关传播之间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87% 的受访者表示，

公司的公关与营销部门合作良好。去年，这一数据为 81%。

关于市场营销与公关传播之间，是协作还是竞争关系，受访者表示还有如下问题：

营销和传播：协作或竞争

的受访者认为公关传播是品

牌营销的一部分

的受访者认为公关传播独立于

品牌营销

从内容到转化

受访者称，通过数据，他们了解了

有多少人阅读了内容

受访者称，通过数据，他们了解了

有多少人点击了内容

受访者称，通过数据，他们了解了人们

阅读完内容后的后续行为

受访者称，通过数据，他们了解了推广

内容是否促成了现实中的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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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挑战无处不在

参加今年 Cision/PRWeek 调查的 410 名受访者的回答反映出公关专业人士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51% 的受访者将“预算紧缩”列入三大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其次是“无法有效衡量影响力”

（50%），以及“与付费媒体争夺预算”（47%）。其中，57%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无法有效地衡量影 

响力。

各国调查结果数据：

 ► 内容为王

传播人士在内容创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受访者从 10 个不同的平台中选出 3 个他们认为在推动

公司业绩上效果最好的——能够最有效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媒体平台：

加拿大： 

无法有效衡量影响力

瑞典： 

无法有效衡量影响力

美国： 

预算紧缩

法国： 

人才引进与保留

外部媒介持续传

播品牌信息

英国： 

与付费媒体争夺预算
中国（包括香港）： 

无法有效衡量影响力

德国： 

与付费媒体争夺预算

社交媒体

品牌官方网站

品牌视频

在线媒体平台专题栏目 

广播专题栏目

出版物（印刷品）的专题栏目 

印刷出版物网站上的专题栏目

原生广告

传统广告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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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普通消费者的影响力，内容创作对于品牌的重要性，或是技术和数据的充分

利用，全球传播专业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还有许多，但可供公关人利用的工具与机会也逐渐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中。更多《2018 全球传播报告：赢媒体崛起——挑战与趋势》，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2018 全球传播报告：赢媒体崛起——挑战与趋势

 ► 借力发声

在传播过程中，有许多种类的影响力人群可以对消费者的所思、所想、所需和最终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

但是，谁的影响力最大？谁才能够成为品牌的最佳传播合作伙伴？在调查报告中，发现了以下结果：

普通消费者

主流记者

名人

小领域影响者

博主

员工

企业高管

从全球范围来看，普通消费者的影响力最大，主流记者和名人分列第二第三。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对

不同类型的影响力群体有不同的看法，这意味着他们都是品牌应该关注和尊重的群体。

普通消费者（包括家人和朋友）

主流记者

名人（演员、艺术家、运动员和社交媒体
明星）

微网红

博主

员工

企业高管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典 中国

美国受访者

选择主流记

者的比例属

各国最高

加 拿 大 在 最

高 和 最 低 受

访 者 比 例 之

差 上 属 各 国

最小

英 国 在 受 访

者 比 例 最 高

和 第 二 高 之

差 上 属 各 国

最大

法 国 受 访 者

选 择 博 主 的

比 例 属 各 国

最高

德国受访者

选择企业高

管的比例属

各国最高

瑞 典 受 访 者

选 择 员 工 的

比 例 属 各 国

最高

中国受访者

选择名人的

比例属各国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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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姆斯报告全球 CEO 眼中
的全球品牌公关传播趋势
演讲者： Arun Sudhaman 霍尔姆斯报告全球 CEO 整理：美通社

霍尔姆斯报告全球 CEO Arun Sudhaman

1. 营销和公关的融合

在过去，很多公司和机构都会把公关和营销分

开。如今，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集成的、跨行业的时代，

市场和营销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并呈现

出一种融合的趋势。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一些传统

上的公关问题，现在也会对营销领域造成影响。例如，

危机管理或者企业社会责任也会影响到销售业绩和

消费者的参与。反之，曾经一些被认为是市场营销

领域的工作，比如说消费者分析或客户关系管理，

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公关方面。

2. 赢媒体的崛起

从传统角度来说，要做市场营销，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付费媒体，这是一个广告的概念。但在今天

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者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渠道接收

信息，这些渠道可能是微信、领英等等。相应的，

一种与付费媒体截然相反的、更成功的传媒渠道应

运而生，我们称之为“赢得的媒体”，也就是“赢

媒体”。所以，今天的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功，

首先要做的是赢得信誉和信任。

3. 社交媒体的扩散

在中国如此，国际上亦然。通过数字平台讲述

故事，已经成为公司建立全球品牌的重要部分。现在，

人们已经不仅仅考虑在纸媒或电视媒体上做传播，

也在通过数字、视频等更多的方式来分享信息。通

过对一些工具的使用，可以观察、跟踪并分析用户

的在线行为，从而帮助机构和公司更好地了解人们

的观点、态度和意见。对于中国，Arun Sudhaman

先生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就社交媒体

来讲，通过使用数据可以很好地推进数字故事的讲

述。

4. 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运营的融合

传统上，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运营会分别属于

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但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已经

和公司的运营融合在了一起。人们看一个公司，已

经不仅仅是看它的盈利，更会看这个公司在解决社

会问题方面有着什么样的领导力。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联合利华，它在满足股东利益、盈利的同时，

在卫生、节水、供应链的可持续方面也发挥了很好

的引领作用。现在的消费者，会更容易赞赏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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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一家有着非常好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为了盈

利的公司，这是因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得到了 

认同。

5. 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

这是一个由中国引领的营销方式，是除了大众

媒体、数字平台以外的第三个媒体渠道，也就是人。

除了其他的媒体渠道，还要真正地使用好这些意见

领袖，让其助力企业营销。因为消费者会非常相信

这样的代言人，这将是非常强大的工具。这个工具

可以为企业所用，但也是有风险的，有时候用起来也

非常难。因为我们很难控制一家媒体、一个人的意见，

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怎样才能了解这

个市场投入是否有效？对此，Arun Sudhaman 先

生指出，可以通过获得和分析数据，了解这些意见

领袖对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的效果。

谈 到 公 关 传 播 所 面 临 的 一 些 问 题，Arun 

Sudhaman 先生提到了虚假新闻以及公关与企业目

标的一致性问题。对于虚假新闻的存在，他指出，

这需要公关人和传播者的共同努力。除此之外，很

多公关人员还有传播者会一直被问到，他们的工作

和企业目标有什么联系？要证明公关和传播的有效

性，确实并不容易。不过，当营销和公关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跟踪并分析这种在线公关，从而展示公关人

和传播者的工作与企业目标之间的联系。

 ► 挑战：整合全球人才直面海外媒体

对于中国和亚洲公司所面临的一些挑战，Arun 

Sudhaman 先生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人才：如何

寻找、保留人才并不断地让他们的技能跟得上时代

的发展。对于想要立足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

这是一个更难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企业要在全球

找到合适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既需要了解本地市场，

又要能同总部保持恰当的沟通。

第二个挑战是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媒体的恶意。

Arun Sudhaman 先生认为，亚洲或中国品牌在西

方世界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个事实。

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只不

过这种方式大家用的还是不多。

“中国或亚洲品牌在进行国际化的同时，可能

会制定半年度、年度的计划，但其实更多地应该按

月和按周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当地的团队应该更

多地获得这种权利。有人会问，为什么亚洲公司在

国际上非常困难？其问题就在于这种集中化的决策

方式。对此，应该更多地赋予当地团队灵活性，从

而做出快速决策。这就需要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这

很困难，但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和亚洲品牌如何才能打造国际影响

力？这其中又有那些机遇？

 ► 机遇：利用国家“软实力”树立中国企

业领导力

Arun Sudhaman 先生建议，企业首先要学会

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在中国，一个核心词是“增长”。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要利用起这样一个增长的机会，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对中国的市场充满信心。美

国和过去有些不一样，我们希望看到来自于其他国

家的领导力，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领导力。”

提到中国品牌的 “软实力”，他认为，不同于

欧美社会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国非常稳定，很多

亚洲国家非常安全，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

中国的品牌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优势，赢得全世

界人民的信任，从而打造强大的品牌国际影响力。

中国，乃至是世界企业的关注点，应该不仅仅

是盈利，还要有更大的社会目标，雇佣好的雇员，

并让当地团队能够做出决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

人们的信任，建立起一个在全世界都非常强大、持

久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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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作者：李国威  闻远战略总裁 前 GE 大中华区品牌与传播总监

最近企业总是出事，公关这个面临边缘化的行

业又成了焦点。

腾讯游戏“王者荣耀”被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猛攻，

人们指责游戏让青少年上瘾，导致荒废学业，家庭

冲突；腾讯股价下跌，千亿市值蒸发。腾讯启动危

机公关，连续在自媒体上发文，采取“史上最严防

沉迷措施”，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这一过程

不乏“阴谋论”，有自媒体暗指某大公司组织发起

了这一次进攻。真的有攻击策划吗？如何应对大规

模媒体攻击？

百度在发布会上播放李彦宏乘坐无人驾驶汽车

在北京五环路上行驶，被指违反交通法规，北京市

交管局介入调查，正面公关活动引发负面效果，还

是大胆尝试成功引起关注？

甘肃省高考 648 分，患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

囊肿，下肢丧失运动功能的魏祥，给清华大学写信，

要求带母亲一起来上学，照顾他生活，清华充满深

情回复的公开信，被指“侵犯隐私”，“营销炒作”。

严守事实和营销包装的界限在哪里？

杭州一个高档楼盘，家中保姆承认故意纵火，

导致女主人和三个孩子不幸遇难，一起关于人性、

道德、法律的讨论后来演变成对物业管理公司——

绿城物业的指责，家属、邻居和媒体称物业施救不力，

救火设施未检验，员工处理危机不当，火灾中仍然

乘坐电梯，改动消防检验记录。绿城物业发布声明

道歉、反思、解释，公司副总走进直播间与公众沟通。

如果你是绿城，危机公关怎么做？

我也不断接到企业的询问，“企业转型，品牌

公关怎么规划？”“领导要求一切都数字化衡量，

品牌公关怎么衡量？”“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关系现

在哪个更重要？”

公关的困局就是企业的困局，是市场变化速度

超出思维规划能力这一矛盾的缓慢积累和急剧爆发。

 ► 困局之一：品牌转型是原有建筑上垒砖

还是推倒重来？

转型不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是几乎每个企业都

要考虑在竞争中被颠覆的风险，不得不采取的防守

或者进攻的策略。

你认为阿里巴巴是什么品牌，天猫、淘宝、电商？ 

阿里巴巴说，我们是大数据公司。

你认为百度是什么品牌？ 中文搜索？ No，百

度现在要成为人工智能公司。

你认为 IBM 是什么品牌？做电脑的，做服务器

的？不是，IBM 正在转型成为以商业人工智能为核

心的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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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通用电气（GE）是什么品牌？ 家电、医

疗、电力设备？不是，GE 现在要成为“数字化工业

公司”。

小米是什么品牌？ 为发烧而生的高性价比手

机？ 现在小米在做生态链，他们投资了 77 家价值

观和产品调性与小米相符的公司，提供全面支持但

不控股，30 家已经发布了新产品，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

海航是什么品牌？航空公司？ 《非诚勿扰》葛

优和舒淇的故事？ 不是，海航现在是航空、旅游、

物流、金融一体的大型综合产业集团。

怎么去传播这些新战略，甚至完成新的品牌定

位？ 是在原有建筑上垒砖，还是推倒重来？企业正

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有的企业，在原有能力上增添附加能力，比如

GE、西门子，制造业企业增加数字能力，在传播上

突出新能力。有的企业，在老楼旁边盖一座新楼，

如谷歌和百度，保持搜索业务，猛攻人工智能。

你属于哪类企业？

传播有一个规律：与其解释自己不是什么，不

如说自己是什么。

所以，企业转型中的品牌需要做的是：

1. 明确告诉人家自己是什么。GE 是“数字化

工业公司”，小米是一个“生态链”公司。

2. 用带自传播的公关扩大这种新认知。谷歌用

“阿尔法狗”机器人挑战全球围棋高手，百

度用“无人驾驶汽车开上北京五环”做人工

智能领军者传播。

3. 避免在传播中形成新的误解。IBM 的新模式

是“认知商业”，一个听起来时髦但不易被

理解的概念，在转型传播中应该使用简单的

语汇。

 ► 困局之二：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关系怎么

布局？

很多新兴企业，品牌公关部门就是照着新媒体

建的，但是在成百上千的传统企业，特别是跨国公

司里， 传统媒体关系一直是核心业务，现在传统媒

体在衰落，这个职能要不要改变？

首先我们看，“衰落”中的传统媒体对品牌公

关有什么价值。

  价值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

它们的组织属性，制作流程，保证了传统媒体

相对于自媒体更强的权威性。你的品牌需要信用背

书，找传统媒体是最靠谱的。最有影响力的舆论领

袖（KOL）也会有信誉危机，传统媒体则很少会。 

大家都说央视今年 315 对无印良品不公，有人觉得

被央视批评无所谓吗？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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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二：传统媒体，特别是央媒的高搜索权重。

公司的新闻稿、重要公告，在央媒发布后很容

易在搜索引擎上找到。现在人们看一家企业，经常

会百度一下，如果前面跳出来词条都是各种论坛上

的言论，你对这个企业的信誉就大打折扣。而有央

视网、新华网、人民网这样的媒体的报道，就显得

企业品牌很高大。 这种搜索权重，在企业危机中尤

其重要，带有企业声明的内容如果被官媒采用，在

用户搜索中有更大可能最先跳出来。

价值三：传统媒体的多渠道分发。

企业品牌传播，常常遇到面对不同消费群体，

而传统媒体现在都有衍生媒体，多以微信公号的形

式。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可以根据传播内容，传播

渠道，做优化设置。比如财新传媒，看起来是一个

严肃的财经媒体，其实它还有医疗行业的“健康点“，

能源的“无所不能”，生活方式的“雅趣”等有一

定影响力的微信。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企业对自媒体的策略，同样要看自媒体的优

势和弱点。自媒体的优势是粉丝群体清晰，效果转

化容易量化，高质量自媒体内容制作能力突出。做

影响力强，转换率高的战役，找不同的用户群，

生活方式可以找“咪蒙”，少女消费可以找“胡辛

束”，艺术可以找“顾爷”，营销可以找“公关界

的 007”。

自媒体的弱点，特别是行业自媒体的弱点，是

失去重要人物和事件的采访机会。原来中国证券报

记者，中国汽车报记者，现在做自媒体了，原来企

业邀请他采访老总，现在不请了，自媒体的公信力

就会打折扣。

对企业品牌公关来说，媒体关系从传统媒体需

要转向全媒体，互联网企业已经把自媒体关系作为

部门运营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自媒体活跃的行业，

比如互联网、汽车，媒体关系会大量偏重自媒体；

对自媒体相对不活跃的行业，比如制造业，媒体关

系仍以传统媒体为主，但是做创新传播，还是离不

开自媒体。

 ► 困 局 之 三： 危 机 公 关 到 哪 里 找 攻 

击点？

腾讯“王者荣耀”的危机，看似有一个强大的

攻击力量，短时间内，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官媒，钱

江晚报为主的地方媒体和大量自媒体，对王者荣耀

猛烈攻击。腾讯冷静回应，尽管“我们也很委屈”

的声音迅速被更大的批评声浪淹没，造成腾讯危机

公关的一点瑕疵，但总的来说企鹅的防守非常稳健。

在互联网、新媒体，市场高度竞争中，我们每

天都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之下。互联网世界如同黑暗

森林，任何一个生物都可以从任何一个维度对你发

起攻击，危机公关的规律越来越难以把握。

“王者荣耀“面临这样大的攻击，不是某一个

攻击方策划出来的。游戏上瘾是社会问题，只是由

于像《怼天怼地怼王者荣耀》这样的教师信，《王

者的荣耀，社会的忧虑》这样的报纸评论员文章，

才引起了其他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但是，我们时刻

面临攻击，是品牌的常态。

危机公关，攻击你的一般是竞争对手，在黑暗

森林中，你无法将他们全部干掉，只能做三件事，

一，穿戴最好的盔甲；二，准备足够的武器弹药；三，

练习各种应对战术。

盔甲其实就是企业的危机管理体系，最重要的

是强化内部管理，传播正向价值观。如果老板每天

都想用下三路进攻对手，他自己也会被如此攻击，

并在被打时不堪一击。 危机管理体系还包括全员意

识，潜在危机分析，发言人体系，危机管理培训和

演练，等等。

足够的弹药就是在危机之前建立社会资源，包

括外部的政府、行业协会、媒体，意见领袖，内部

的职能部门，这些人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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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战术包括防守，攻防结合和进攻。 危机公

关多用防守，腾讯“王者荣耀”用的就是防守，很

好很有效。315 晚会上被曝光的企业，基本上都是

防守，迅速反思道歉。

攻防结合就是在道歉反思的时候顺便攻击一下

对手。特朗普在大选时被爆出对女性用不雅语言，

他认真地道歉，说自己从来就不是完人，对说那样

的话感到悔恨。接着就开始攻击希拉里，说好好一

个大选，被他们阵营搞成这个样子，云云。

进攻是极少使用的战术，不久前天津一家叫做

小鹿叮叮的做纸尿裤的品牌，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检测出其产品甲醛超标表示抗议，在微信发文“小

鹿叮叮声明：天津消协道歉，我们依旧要追责”，

称测试结果失实，消协没有检测资质。 这种进攻战术，

一般用于被严重错怪，但是与消协这样的机构宣战，

企业对后果也要有充分考虑。

 ► 困局之四：怎样迅速培训媒体转过来的

大量公关人？

最近去参加一个 500 强公司公关团队的交流活

动，自我介绍中，一大半都是前媒体人，其他人都

要强调“我是没有媒体背景的”。

我也不断收到“我已离开 XX 报社，加入 XX

公司公关部”这样的朋友微信。

媒体人做品牌公关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对新闻

敏感，对政治敏感，会制造和传播话题。但是，媒

体人做公关也有巨大的劣势：一是不懂商业和企业

运作规律；二是团队协作能力弱，过去习惯了记者

的单打独斗；三是带有知识分子的酸气，看不上老板，

不习惯公司的等级制度。

我自己也是媒体转的公关，已经 20 年了，新华

社很多前同事现同行对我又感激又怨恨，说我带头

转行，把他们带沟里了。

我也记得刚转型时的困惑，但是 20 年前竞争没

有现在这样猛烈，市场和媒体基本有序运作。现在

媒体人转公关，如同战争征兵，穿上军装扛起枪就

上前线，哪里顾得上你的适应期，你的个人感受。

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媒体人转公关需要完成职业转变和心理转变。 

职业上，你要从公众、企业和媒体三个维度思考和

做事，而过去你只考虑媒体和公众。 在不违背公众

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要从企业利益为先。有时候

媒体要向东，老板要向西，你觉得向东是对的，但

还是要往西走。

心理转变，就是你从“无冕之王”，变成企业

的员工，一颗螺丝钉。我见过那些采访过国家领导人、

全球著名企业家的记者，到了企业公关，对老板言

听计从的样子，这个障碍不克服，你没有办法在企

业走得更远。

媒体转公关，基本上是一去不回头，毕竟金钱

的诱惑太大。但是实在不适应企业的媒体人，还应

该有第二条出路，就是做独立的“新闻策划人”，

或“议题策划人”，最早的策划人是前新华社记者

王志纲。 在信息爆炸，争夺眼球的时代，优秀的新

闻策划是极为稀缺的能力。

企业的公关困局，是公关行业的福音，这个用

不着不好意思，人人都不打官司，律师就没饭吃，

人人都不生病，医生就没饭吃。 公关人不是盼着企

业出事，而是在企业变革中完成自身的蜕变，在变

革中从适应到引领，为企业创造价值，为公关行业

创造价值。

企业正遭遇哪些公关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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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闻稿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有价值了？
作者：刘晓林 美通社中国区受众拓展部总监

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新闻稿正是起源于一场危机

公关。1906 年，“现代公关之父”艾维 . 李帮助宾

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火车脱轨事件，借助媒体向

公众发布了第一篇企业新闻稿，并由此确立了现代

公共关系行业的一些重要原则，包括公众必须迅速

被告知”、对公众“讲真话”的公共关系意识。

在美国知名公关媒体《PR WEEK》上有一个

话题，讨论有着 110 多年历史的新闻稿，在社交媒

体时代对于企业的价值是否变弱了。 

近十年，市场公关人都经历了国内各大社交、

移动新媒体平台的高速崛起。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

就是，近年来通过美通社发出的企业新闻稿数量，

平均每年有约 25% 的增长。

工作中常常会和媒体，包括企业的公关市场负

责人讨论起新闻稿的价值，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

题就是新闻稿的本质是什么？

个人看来，新闻稿的本质实际上是 NEWS，是

企业传递新闻信息和讲述故事的基础工具，可以是

时效性的新闻事件，也可以是独到的观点，更可以

是一个产品诞生背后生动的故事。

再延伸到公关的本职工作，作为企业的市场公

关、品牌人员，公关最基础的职责是内外部发声沟通，

确保企业的信息被正确有效的传递。公关部门是企

业的喉舌，承担着最重要的沟通职能，通过什么发

声？ 最基础的手段其实就是 NEWS，对内和对外传

递企业的新闻动态，讲述观点和故事。

近百年来媒体的发展，使信息传播的载体从纸

质、广播电视，到 PC 互联网、移动手机屏幕，经

历了无数次大的发展变革，而今搜索引擎和移动端

依然是最重要的上网入口，占据数十亿互联网用户

最多的时间，统治着用户获取信息的习惯。

对于公关来讲，企业的信息需要通过广泛而有

效的渠道，触达企业最终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和

用户，包括媒体、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端，以及

搜索引擎等渠道，不断传递和积累内容的长尾价值。 

与此同时，任何渠道所覆盖的受众都是有限的，所

“现代公关之父”艾维 . 李

新闻稿会被反复地被转载，会留在企业网站上，会

留在百度搜索结果中，所以我觉得企业一定不要

忽视新闻稿。新闻稿是传播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

新闻稿不仅传递信息，在社交媒体发出的各种声

音中，新闻稿起到为企业、为产品“定调”的作用，

让人在众说纷纭中搜索到那个“官方”的版本。

在新闻稿这个基石之上，让传播能够更加有活力，

更加具有情感的关联，要有事实，有见解，有意

思，有说服力。在做到这些之前说新闻稿没用了，

完全是你写不好而自己不想写了。

——闻远达成总裁，前 GE 通用电气中国品牌与

传播总监 李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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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在传播的定位组合上，需要有不同功能区分

和侧重。任何传播渠道，工具，平台，都不是单一

的存在，而是并行互补。

新闻稿发布是促进企业成为行业权威的 KOL 最

直接有效的手段

在美通社提出的 7S 内容发布策略中，企业官网

（Site）应该是传播的起点和终点，而内容 (Story)

则是构建传播的基础，以企业的官网为传播的起止

点，通过内容将不同平台上的用户，引导回自己的

官网，而不是仅留存在其他渠道。

 ◆ Story( 故事 ) Site( 官网 )

 ◆ Syndication( 发布 )

 ◆ Search( 搜索 )

 ◆ Social( 互动 )

 ◆ Sustainable( 持续 )

 ◆ Surveillance( 监测 )

看到很多企业总把自媒体、大号、KOL 当做传

播组合的重点，不惜重金求得内容合作得以“软文”

的露出，其实沉下来仔细想想，企业更应首当把自

身打造成一个权威的 KOL，树立企业在特定领域的

影响力。

企业可以借助各大平台的自有媒体，及外部各

种渠道，进行有价值的观点、故事或知识的输出，

价值的判断标准，引用李国威老师的话就是，是否

能够触动消费者的利益和情感，实现影响力的变现，

是企业能否成长为 KOL 的关键。

同时，通过持续不断地发布公司的最新动态信

息，促进外界认知，保持沟通活力与影响力，对于

媒体来讲，来自于企业官方的新闻稿，消息来源透

明可追溯，是可信的新闻素材，对于公众来讲是“在

众说纷纭中搜索到那个“官方”的版本”，权威的

媒体转载也会增强可信度。

新闻稿发布的搜索长尾效应，迅速促进企业互

联网品牌资产的累积

搜索的本质是互联网信息的聚合，而搜索引擎

上的媒体转载和用户声量，是构建企业互联网资产

的最重要的基石，当用户在寻求主动搜索时，搜索

引擎中呈现的有关品牌和产品的内容，往往能够直

接影响用户的印象和行动决策。

而在搜索长尾传播中，新闻稿也是被证实的门

槛最低、性价比最高的传播手段，简单有效的新闻

稿发布，可以迅速增强全网声量，直接有效地促进

企业互联网品牌内容资产的积累，带来稳定的搜索

长尾效应。

新闻稿借助社交移动端平台，能够深入渗透进

用户的阅读场景

在新闻客户端以人工编辑和自主采写为主的时

代，一篇文章供应给所有人看；而算法分发时代，

一篇文章可能只供应给算法判断可能会对其感兴趣

的人看，在“千人千面”的移动资讯分发平台，每

个用户所接受的内容推送，都与其用户习惯和内容

消费特点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新闻稿作为灵活和易于操作工具，既可借助权

威媒体转载树立受众信任，又可借助微博、微信、

移动资讯 APP 等社交移动渠道与用户直接产生互动

沟通。美通社 2017 年在国内发布了超过 16,000 篇

新闻稿，累计带来了 1.56 亿次曝光和 5,700 多万次

阅读，最高的一篇稿件获取 23 万次阅读，过百万次

的推送曝光。

在实操门槛和内容形式上，新闻稿可以快速的

切入时效性热点，借助图文、视频、信息图、互动

元素等多种内容形式，可简要、可深度、可丰富，

适应于互联网，微博，微信，移动资讯 APP，短视

频等多种跨平台，跨载体传播。

有一点可以明确，无论搜索引擎或媒体平台如

何发展，企业所需要触及的目标受众的身份、规模、

人群特征是固定的，并不会随之受到根本影响，关

键是我们如何继续通过正确的渠道去影响正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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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林 美通社中国区受众拓展部总监

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的效果，
靠谱吗？

每隔一段时间，总遇到 PR 的朋友问到如下问题，

为什么发了几篇新闻稿，媒体转载也不少，百度指

数却没有大幅增长？

 ► “百度指数”是什么？
长期以来，百度指数是衡量企业广告营销投放，

甚至公关发稿的一个重要指标，广义上的“百度指数”

指的是百度“搜索指数”。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享平

台。百度指数反映网民的主动搜索需求，所有影响网民搜索

行为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百度指数。”

如上比较容易理解，百度指数其实衡量的是“网

民的主动搜索行为”，当看到一段广告，一篇新闻

或文章，想要去深入了解“知识点”的时候，我们

会习惯性的“百度一下”。

这时候的搜索，就是用户的“主动搜索行为”，

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需要获取答案的强需求，这也

是为什么企业发布新闻稿希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

希望在用户主动搜索的时候，能够在茫茫的互联网

信息中找到自己。

搜索的本质上是互联网信息的聚合，而内容营

销带来的媒体转载、用户声量所形成的搜索长尾效

应，是迅速促进企业互联网资产积累的最重要基石，

当用户在进行“主动搜索”这种强需求行为的时候，

搜索引擎中呈现的结果，往往能够直接影响用户的

印象和决策。

 ► 可以用百度“搜索指数”衡量公关
的有效性吗？
公关的核心职能是内外部沟通发声，确保品

牌的信息能够被及时、有效、正确的传达。不过，

用网民的“搜索行为”衡量公关的有效性，em… 

妥当吗？

不难想明白，体现“用户搜索行为”的百度搜

索指数，实际上应该是企业品牌、市场、公关、广

告等多个传播职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广电、户外、

互联网广告投放，媒体报道，文章、营销活动等多

种方式，有且只有引起用户的关注与好奇心，用户

才会产生搜索行为去搜索目标关键词，这中间存在

一个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

其实，百度自身对“百度指数”的定位也是通

过网民搜索行为数据的反映，用以指导企业的广告、

关键词营销投放，而单纯的用百度指数来衡量公关

部发稿或媒体关系的“KPI”，显然是那么不靠谱的。                      

 ► 百度搜索指数忽然大幅增长对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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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是好事吗？
毫无疑问，引起用户好奇心并产生搜索行为的

内容，一定需要真正触达用户内心，切中其情感或

利益，而要使企业公关通过内容影响百度指数的大

幅变化，多数仅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

一种则多为负向的：

1. 能够引起目标用户强烈关注的资讯、新闻报

道，如投融资，财报，并购等大事件大新闻，

激起用户的兴趣（如新品，合作，并购），

或影响到其利益。( 如财报 )

2. 目标关键词与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性热点紧

密相关，要么是正向的话题热议，要么是负

面的丑闻引发的公关危机，引起用户强烈的

好奇心，产生主动搜索行为，从而影响“百

度搜索指数”。

第一种情况引发的媒体报道或用户关注，信源

大多数来自于品牌公关部门的主动发布，品牌多处

于主导地位，传播内容相对是正向可控的。但必须

通过长期有节奏的、高质量的，多渠道的媒体传播

或内容营销，影响终端用户的认识，促进产生搜索

行为。

第二种情况则多数是的企业被动关注或被动报

道，一般都是“摊上大事了”，相对负面风险极高，

很难受控，即使是麦当劳改名金拱门这类的正向话

题，也极难在企业 PR 层面能力掌控的范围之内。

更多的被动关注是真正的黑天鹅，如近两周被离职

员工送上头条的某事件，互怼了几拨 10W+，百度

指数也是直线飙升。

 ► 百度“媒体指数”能有效衡量公关 

发稿吗？

百度指数 2018 年初低调升级，将之前的“舆

情关注”板块，升级为了“资讯关注”，其中的指

标拆分成了“资讯指数”和“媒体指数”，目前仍

在试运行中。

媒体指数：是以各大互联网媒体报道的新闻中，与关键词相

关的，被百度新闻频道收录的数量，采用新闻标题包含关键

词的统计标准，数据来源、计算方法与搜索指数无直接关系。

按照百度的标准说明，媒体指数衡量的仅是“标

题中包含关键词”的媒体报道数量，也就是“百度

新闻”中的结果数量，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容易

被忽略掉：

1. 首先大量的媒体报道，并不会直接将企业的

品牌名称放在标题之中，多数情况则是在

一篇综合报道中提到某个企业的名字、产

品，或采访了企业的高管或产品的用户。 

目标关键词隐含在全文之中，显然是被“媒

体指数”忽略的一部分，对于经过大量的媒

体关系维护才好容易获得媒体报道的公关人

来说，用百度“媒体指数”来衡量其 KPI 显

然是不公平的。

2. 其次是“媒体指数”并不能完全客观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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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被互联网媒体报道的情况，指数计算尚存在统计

不完整的问题，甚至会漏掉近半数以上的有效媒体报

道，数据是失真有待改进的，不能确定是数据缺失，

还是百度对指数进行了加权处理。

麦当劳最近 7 天有 79 篇标题中包含“麦当劳”关键词的

新闻报道，但只有 35 篇被媒体指数体现，最近 30 天有 611 篇，

被媒体指数体现的则只有 402 篇，中间存在 30%-50% 的差

值，测试了其它的一些品牌关键词，多数也存在媒体指数的

统计与百度新闻实际的新闻报道数据较大差异不匹配的问题。 

换句话说，可能有接近一半的结果不会被媒体指数统计

到。由此可见，用“媒体指数”衡量媒体报道还仅是一个半近

似值参考，并不能完整体现全量结果。

 ► 百度“资讯指数”衡量的是什么？

资讯指数：是以百度智能分发和推荐内容数据为基础，

将网民的阅读、评论、转发、点赞、不喜欢等行为的数量加权

求和得出资讯指数。数据试运行中，当前日（T）更新（T-2）

日数据。

由上可见，百度的“资讯指数”主要衡量内容在百度分

发体系中的用户互动行为，包括内容引起的用户阅读，转评赞

等行为。

能够被渠道分发只是第一步，是否能够真正影响到百度

“资讯指数”，更取决于内容的可互动性。能够激发用户互动

的内容，多数是有用的信息，有争议的观点，有趣的发现，重

要的新闻事件等，内容与用户的相关度和接近性，能否引起用

户的兴趣或影响其利益，是促进内容获取用户“转评赞”等互

动行为的关键。

但可能是在试运行阶段，百度“资讯指数”也存在一定

程度的统计问题，如联合利华和宝洁近 30 天的资讯指数对比，

上一周联合利华取消英国总部的新闻，几乎上了所有门户网站

的首页头版，从百度新闻最近 30 天分发的新闻数量统计来看，

联合利华的新闻有 92 篇，宝洁为 67 篇，但“资讯指数”上

关于联合利华的收录几乎是为零，很显然指数是未能反映准确

情况的。

取 7 天时间，标题中包含“麦当劳”关键词的媒体指数统计有

35 篇

取 7 天时间，百度新闻中收录的标题中包含“麦当劳”关键词

的相关新闻有 79 篇

取 30 天时间，百度新闻中收录的标题中包含“联合利华”关

键词的相关新闻有 92 篇

取 30 天时间，百度资讯指数体现的关于联合利华的数据几乎

为零

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的效果，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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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30 天时间，百度新闻中收录的标题中包含“宝洁”关键词

的相关新闻有 67 篇

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的效果，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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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关发布哪些内容能对百度指数产生 

促进？

结合美通社 2017 年的媒体调查，以及每年对

数万篇新闻稿发布结果分析的大数据来看：

1. 最受媒体和用户关注的有趣的、甚至是有争

议的内容（如观点，报告数据），这类稿件

分发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移动端平台

的推送量、阅读量和转评赞等互动效果是相

对最好的。

2. 其次是时效性的新闻事件，尤其是大的硬新

闻，如投融资，并购，财报发布等。然后是

新产品发布、服务升级、战略合作、企业创

新故事等内容。

近三分之二（62.8%）的媒体希望企业的稿件

内容中带有更多观点性信息。而较软性的稿件，如

促销营销等内容，媒体的关注意愿最低，按照百度

指数各项指标的衡量规则，即使推送到渠道落地，

但无法吸引用户的阅读，也就无法产生主动搜索或

互动，对百度指数也很难达到促进作用。

这就也同时对 PR 稿件的传播与搜索收录带来

更大挑战，常规的媒体发布要获得影响百度指数的

效果，对稿件的内容质量和发布渠道（尤其是移动

端信息流）要求相对更高，只有通过高质量内容在

真正意义上去影响用户对品牌的关注，才可能激发

其搜索需求和互动行为。

 ► 对于公关来讲，有哪些做法可以促进百

度搜索长尾效果提升？

其实百度指数对公关效果的衡量只是一个不全

面参考，单从公关最核心的基础工作媒体发布来看，

重点是如何长期通过百度的分发渠道产生长尾效果，

有如下 4 点建议

1. 大幅提高主动发布数量，尤其是在百度分发

渠道（网页、新闻及移动端信息流）可见的

内容数量，并保持较高稳定的频率。 

搜索引擎对内容的收录和展现，是由复杂的

算法决定的，会综合评判内容的质量、时效

性、热度、相关网页链接结果的数量和质量

等因素。互联网新发布的内容，需要在上述

指标中与现有排序结果竞争，才能逐渐获得

优化的展现结果。 

 

尤其是前面所讲的，影响到用户的搜索行为，

需要跨越一个由“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内容有机会在各种渠道、

最大范围内被目标受众看到。

2. 在稿件标题中有目标地体现核心目标关键

词，关键词在标题、内容中出现的位置越靠

前，且密度合理（但不是堆砌），对搜索引

擎的收录检索就越有利。

3. 增强时效性新闻内容的发布，时效性内容可

以是新闻事件，可以是观点、报告，也可以

是一个产品创新的故事。如果能与公众当下

关注的热点相结合，被百度收录检索，并且

智能分发的机会就越大。

4. 提高发布内容的价值和多样性，深化稿件主

题，相同事件不同角度主题的内容，对百度

的收录呈现，以及对搜索结果多样性的用户

体验，也有促进作用。（如相同的新闻事件，

观点、从不同的新闻点和角度切入，形成系

列内容，增强多样性）

通过公关影响百度指数的确是一件挺曲折的事

儿，但实现长尾的搜索价值其实并不难实现，比做

一篇 10W+ 应该容易多了。

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的效果，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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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如何帮助企业推
动内容传播？
作者：杨梓 美通社市场部主管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

问题：当你坐在冷飕飕的家里刷着双十一的购物信

息，期盼着一杯热茶的时候，你会为一个高颜值、

很实用、有品质、口碑好、又正在打折的电热水壶

心动吗？

你的答案可能是：会。

作为企业，如果你想被更多消费者知道，如果

你想要弄清楚消费者心动与行动背后的力量，关键

字与搜索引擎是你不容忽视的一个渠道。

使用关键词可以帮助正确人群发现企业的信息，

对于从搜索引擎优化、社交媒体到博客公关的每方

面都至关重要，比如在“双十一”这样重大的时间

节点。但除非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全职的搜索专家，

否则在创建网页、撰写公司博客或新闻稿时，就会

很难找到合适的关键词。

 ► 购买倾向与关键词的作用

不仅仅是市场团队，很多企业部门都可以利用

关键词词库。任何企业媒体在撰写内容之前，都需

要有效的关键词，以确保内容显示在恰当的搜索结

果中。

并且，企业的销售团队也可以获益于关键词词

库，比如可以帮助销售人员使用与企业营销信息相

北鼎新闻稿图片 来源：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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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词汇；当制作销售材料时，这些关键词也会加

强品牌的声量和语气。这种销售和市场的表达一致

性使品牌更具专业度，更强的吸引力。

在美通社以往的经验中，以“双十一”为例，

我们发现优秀的关键词优化可以给品牌带来强有力

的曝光与后续转化。内容与关键字是用户点击的动

力，企业可以通过百度指数或其他监测系统了解到

在网络上哪些词被用户搜索更多，哪些词被媒体更

频繁地报道，这些关键词就是用户的核心需求。

企业需要结合这些关键词和自己的产品，将价

值直接表达给用户 , 这意味着品牌能够有更高被看到

的几率。

此外，一旦企业确定了关键词，创建付费点击

广告将会更简单。这不但有助于节省预算，不为错

误的关键词付费，而且还可以鼓励受众将注意力集

中在企业品牌上。

 ► 企业的自我认识定义关键词

在企业潜心于关键词词库的研究之前，简单的

头脑风暴一下：品牌是什么？关键字要用来推广什

么？想吸引谁？接下来，列出描述自身与竞争对手

的产品或服务的词汇和特性。然后列出自己的服务

可以帮助客户解决的问题或挑战。

若企业需要推出一款新的产品，在关键字的选

择与内容的优化过程中，一个技巧是以感性方式切入

硬性功能的介绍，以理性方式描述产品的用户价值，

通过反差使用关键词，使内容能以交叉的方式出现

在目标人群的搜索。在经过新闻的可信性，观点的

引导性等一系列铺垫，可有效的通过关键词引导用

户的需求，并以搜索方式引流至企业的相关内容。 

 ►  关键词与危机化解

按照客观角度创制内容的规律，关键字是用户

好奇、需要的内容，企业需要迎合这些关键字生产

内容从而提高曝光或二次报道。然而换用逆向思维，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能引起用户好奇的内容不完全

是企业希望用户发现的，这就是关键字与搜索引擎

优化在危机公关中不可或缺的时刻。

“危机公关过程中，主体对公众发声的时机很

重要，有时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有时则需要静观

其变”，美通社高级经理 Greely Liang 强调到。以

“海底捞卫生问题”事件为例，海底捞在第一时间

发布了公开道歉信安抚消费者与员工，防止了话题

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酵膨胀，堪称“危机公关典范”；

而美联航在“强制乘客更换航班”这一事件发生后，

并没有立即出面发表声明，而是由律师与乘客沟通

达成一致后，再对外公布具有法律意义的官方信息，

媒体上的各种猜测与谣言不攻自破。

搜索引擎如何帮助企业推动内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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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搜索引擎的最大作

用之一就是争取时间。控制搜索引擎关键字，可以

减少问题的曝光与话题的发酵。不仅是在百度，搜

狗搜索，微信，微博等各种平台的搜索关键字，都

需要同步处理。

搜索引擎在危机公关中起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传达、补充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情绪

化会导致他们听不到第二个声音。当这种情况发生，

搜索引擎则需要以补充信息的形式，冷静客观的表

达一些内容，或以第三方的视角发表言论等。

在类似情况中，效果比较好的处理方式除了回

应本信息之外，可以迎合用户关心的关键词生产内

容，提供更多的信息，从内容上分化原关键词。以

上海网红餐厅“桂满陇”为例，2017 年 8 月 14 日

有消费者称在餐厅就餐遇到卫生问题，这对于一家

依赖口碑的网红餐厅无疑是品牌性的冲击。桂满陇

静观其变，在 8 月 19 日推出迎合年轻消费群体需求

的内容：《独自吃饭也不必将就 桂满陇推出“一人

成宴”外卖套餐》，该内容在发布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使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提供的其他服务上。

 ► 获取关键词反馈和调整

创建一个能够定义品牌的热门关键词词库，将

有助于企业吸引更多目标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并

非所有关键词都必须是单个词汇。在词库中涵盖长

尾关键词可以使内容触达到更多的受众。随着人工

智能（AI）的普及，语音关键词搜索也被越来越多

的人使用，而语音输入与文字输入的关键词搜索大

不相同。比如语音搜索的问题可能会是“什么是企

业最好的媒体监测工具？”而不是“企业媒体监测

工具。”通过研究这些被关注最多的问题 , 企业也可

以得到明确的内容向导——目标人群想要知道哪些

内容？

在组建关键词库的过程中，企业还应该确定是

否有不恰当的关键词。这可能包括那些过于宽泛、

过于具体，或者会被判定为是垃圾邮件的词组，也

可能包括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的遗留品牌或产品。

保持关键字库更新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关键

字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加剧，客户、产品中

心的转移而改变。随时将根据媒体监测情况更新过

的关键词库共享给所有涉及到品牌或内容的部门和

团队，针对关键词库生产内容，对于打造整体化的

企业与公司形象、搜索引擎的优化、甚至是危机公

关的处理都是十分有效的。

搜索引擎如何帮助企业推动内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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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ion 2018 全球媒体现状报告
作者：Hillary Newport  Cision 高级产品市场经理   整理：美通社

2017 年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媒体而

言又是疯狂的一年，他们依靠那些经过实际验证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重获读者们的信心。其中，“提

高新闻的准确性”、“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故事”、“新

闻稿”这三项帮了媒体们的大忙。 Cision 近期发布

了 2018 全球媒体报告（2018 Global State of the 

Media Report），对来自 6 个国家的 1,355 位记者

进行了问卷调查，采集并分析了他们对于媒体和传

播行业的看法。报告分析数据显示，基于对新闻消

息的准确性与质量的要求，记者们认为与值得信赖

的公关传播人士合作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能确保提

供准确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优质内容。

 ► 假新闻仅仅是记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新闻周期的混乱现象由来已久，记者和媒体始

终深受其扰。在 2017 年，他们仍然只能以有限的

信息资源来满足越来越多的新闻需求。并且人们的

阅读习惯逐渐向社交媒体迁移，这种习惯的改变导

致新闻领域大量信息资源流失，这使得记者们不得

不开始学习如何在社交平台上分发推广他们的内容。

这一年对于媒体与记者来说确实艰难，但是他们依

旧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

有限的资源是记者和媒体在 2017 年面临的最

大挑战，这一问题在过去十年中也同样困扰着新闻

领域。28% 的受访者表示，人员短缺和新闻资源匮

乏是过去 12 个月中的两大难题，毫不间断且急速推

进着的新闻周期使得这些问题愈加凸显，但是自从

广告收入从传统出版业流向社交媒体，记者们只能

以手头有限的信息资源来完成新的工作任务。一位

受访者这样总结道： “我一边为真正的新闻机构撰稿，

另一边尽可能地在社交平台上推广我的内容。记者

们必须要兼顾撰稿和社交媒体推广，掌握所有这些

技能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以往我们在撰写

新闻的时候，只要做到准确、快速就足够了。”

在 2017 年，虚假新闻扩散是记者们面临的另

一大难题。然而，除了带来负面影响之外，它也带

来了积极的一面。59%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满天飞

的 “虚假新闻” 让读者们对新闻内容持更加怀疑的

态度，这种读者们逐渐形成的“怀疑态度”就使得

记者们须要花费更多的努力来确保撰稿内容的准确

性。因此， 78% 的受访美国记者表示，确保内容百

分百的准确度是他们 2018 年的重要目标。虚假新闻

现象带来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是，21% 的受访者表示，

遵循记者原则的重要性正日益提升；还有 9% 的受

访者表示，这也从另一方面给了值得信赖的以及成

熟的媒体品牌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尽管人们对于媒体还存有巨大的不信任感，但

是出版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所缓和的。

根据爱德曼发布的 2018 Trust Barometer （“2018

年度信任调查报告”），有 60% 的受访者信任新

闻报道，比去年提高了 5 个百分点。Cision 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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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全球媒体报告指出，71% 的受访记者认为，

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正在下降。尽管 71% 这一比例

仍然很高，但相较去年的91%，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我们姑且撇开记者们的感觉不谈，2017 年媒体

行业的收益数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017 年，传统

媒体行业在流量和收益上有显著提升。2018 年 2 月，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告表明，

较 2017 年第四季度，其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10%，

2017 全年增长率为 7.7% ——这给呈现大幅度下滑

趋势的传统媒体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据 Poynter 报道，《时代周刊》（The Times） 

目前仅电子版的订阅者就超过了 260 万，加上纸质

版和垂直渠道，订阅数量达 360 万。无独有偶，

AdWeek 报道，有线电视新闻广告的年基增长达

25%。这些数据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媒体对诸如政

治、商业和文化领域等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影响力。

 ► 记者们仍依赖真实可靠的企业新闻稿

尽管传媒行业中的其他部分都受到了影响，但

优质的、真实的、相关的企业新闻稿仍深受记者们

的信赖。对于无法紧跟新闻大事件的记者们而言，

企业新闻稿能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真实可信的选

题素材。随着有限的新闻资源而来的是更大的报道

难度，记者们需要想方设法来追踪真实可信的新闻题

材。现如今，在行业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下，记者们

比以往更急需寻找与值得信赖的公关伙伴进行合作。 

Cision 的 2018 全球媒体报告强调，20% 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与公关行业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70% 的受访者表示，这一关系未有显著改变。从这

些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记者们更加需要公关传

播人士来为他们的报道提供关键信息和素材，6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希望能得到的信息就是企业

的官方动态和企业新闻稿了。

连续三年，媒体人们将企业的官方动态和企业

新闻稿列为他们最希望从企业公关处获得的信息，

并且今年的报告数据再一次表明，由于企业新闻稿

能提供最值得信赖的公司动态，企业新闻稿是他们

最信赖的素材来源（44%）。这种现象几乎是全球

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认为新闻稿是公司最可

信的信息来源。

你希望优化企业新闻稿的传播效果？

希望了解记者们想要获得哪些类型的

内容？如果想要了解目前媒体与企业

传播面临着哪些巨大挑战，请扫描二

维码，下载 Cision 2018 全球媒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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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播塑造影响力： 
美通社《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

美通社通过全球媒体监测平台、全球媒体发布平台大数据，

以及中国企业问卷调查，外媒记者问卷及面访等，正式发布国

内首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重点研究中国企业海外传

播的大环境、大趋势，深度剖析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的效果及得失。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企业依

托于巨大的本地市场，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发展成果。与此

同时，数量巨大的企业在国内市场各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实施完整的全球化业务。其中，华为、联想、

阿里巴巴、腾讯、大疆等中国企业快速崛起，不断提升海外媒

体的认识和关注，也为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奠定了利好基础。

美 通 社 海 外 传 播 部 总 监 李 天 翼 表 示，“ 从 2017 年

开 始， 我 们 把 对 于 全 球 传 播 趋 势 的 理 解， 对 于 中 国 企 业

的了解，都融入到这一份白皮书中。通过 15 万条原始数

作者：李天翼  美通社中国海外传播高级经理

中国大陆地区省、直辖市企业对海外内容输出总量 1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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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近 200 家 中 国 企 业 的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多 维

度 探 索 中 国 企 业 海 外 传 播 的 趋 势、 变 化， 机 会

和 挑 战， 也 为 更 多 中 国 企 业 出 海 带 来 一 些 启 发 

和参考。”

 ► 中国企业海外快速崛起，外媒态度转变

为中国制造点赞

根据白皮书数据显示，在全球互联网各种类型

的媒介中，有关中国企业的内容整体倾向以中性为

主，略偏向正面。在全球知名的新闻媒体报道中，

倾向数据略有不同，整体以中性为主。其中，报道

中国企业正面消息比例最高的知名媒体来自财经、

科技及新兴媒体。

 ► 互联网、IT、电子产品企业引领中国企

业出海步伐，70% 分布上海、北京、

广东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新闻内容传播的行业分布

分析，互联网 /IT/ 电子行业遥遥领先，排名第二至

第三的分别是展会、能源 / 矿产、财经 / 投资。在区

域方面，上海、北京、广东三大区域企业对外输出

内容总量占中国大陆地区企业整体海外信息输出量

的 70%。

 ► 中美企业传播内容主题差异明显 , 中国

企业对外推广主题较为单一

从中国企业海外新闻发布主题来看，主要集中

在“新产品 / 服务” 和“参展信息”，超过所有对

外新闻总量的 50%，充分显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经

营的活力，也体现了 2017 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

的缩影。2017 年同期对比，美国企业新闻传播的主

题则更多集中在投资者关系信息（21%），新产品

/ 服务（14%），趋势 / 行业报告（12%）及法律事

件（11%）。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比例，中

国与美国的差距不多。但是环境相关的话题，美国

企业关注更多，中国企业想要在世界市场打造良性

影响力的时候，这个话题是躲不开的一个重点。中、

美企业最常用的传播主题这一数据，侧面反映中国

美国企业新闻传播内容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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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企业不同的发展态势及内容传播偏好，除了让

刚刚开始进行海外传播的企业对于话题选择有更全

面的思考之外，对于中国企业也能进行反向参考。

 ► 外媒眼中的好故事： 时效性选题 + 话

题相关性

美通社在对海外媒体人的选题行为及撰稿行文

进行的调研中发现，98% 的媒体人在选题策划阶段

都更多考虑所报道的故事是否具有“可能改变媒体

所在地群众生活方式和是市场形态”的可能性。其次，

“有意思的故事”及原创性较高，无先例的中国故事，

并能够让外国受众更了解中国的内容也是海外媒体

人的内容关注方向。

对于中国企业自身发布的信息，海外媒体人会

根据该信息对行业趋势分析是否有所帮助，相关企

业行为是会影响到其它国家，以及相关行为的影响

力是否会从中国市场波及整个世界等因素考虑是否

引用相关内容，同时也会进行额外的调查和跟进；

此外，海外媒体人也会同时关注非常创新、潜在可

以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改变的内容。

 ► 中国企业海外传播首选新闻媒体渠道、

传播预算逐年增加

海外传播渠道方面，中国企业一致认同新闻媒

体是首选渠道（75%），较好反映了新闻渠道对于

企业传播的实际价值。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需要远

程处理传播工作并触广泛大众，新闻渠道无疑是最

佳选择。

此外，在海外传播预算方面，45.2% 的企业

表示，过去两年的海外传播预算“略有上升”；

24.6% 的企业有“大幅提升”；“持平” 的比例为

23%；下降为 7.1%。                                      

 ► 中国企业海外传播仍面临巨大挑战和 

难度

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利好局面逐渐扩大的同时，

我们也从调查数据结果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58% 的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布内容是不定期的。内容

发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传播工作保持健康的一项

重要基础，但从调研结果来看，大部分中国企业对

于海外传播发布内容还是缺乏整体规划，更多只是

中国企业海外新闻内容传播首选渠道

用传播塑造影响力：美通社《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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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点水”式的传播。按照美通社的建议标准，

每月一次的内容发布频次，是大部分企业对媒体记

者，搜索引擎乃至目标受众保持影响的下限值。

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

都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关注的问题，相对于发达国家

超过百年的品牌传播公关实践经验，中国企业对于

传播主题、话题选择、渠道利用、与媒体的协作方

式等诸多方面的理念差异，都急待弥合。从零开始，

从基础开始，中国企业需要更积极学习全球传播的

基本规则、规律、调整自我表扬是传播心态，基于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受众的需求进行内容策划及

生产，脚踏实地地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定需求来制定

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和计划。

中国企业海外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外，白皮书结尾部分还有美通社总结的中国企业做好海外传播的 10 条建议以及

中国品牌海外传播优质案例，完整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在美通社官网 www.

prnasia.com 下载。 

用传播塑造影响力：美通社《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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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驻华外媒”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FT、路透、彭博社主编如是说
 整理：美通社

相信各位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驻华外媒”究竟

是一群什么“物种”？

我们知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语言就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具体到外媒这个话题上，就是要了解外

媒的关注点是什么、跟外媒打交道的正确方式，进而化挑战为

机遇、化被动为主动。而与此同时，外媒也希望更多地获取中

国的企业故事。那么，中国企业 VS 驻华外媒应该怎样实现共

赢呢？

对此，美通社特邀 FT 中文网总编辑王丰、路透社主编

Ryan Woo、彭博社大中华区主编刘悦和虎嗅专栏作家 Elliott 

Zaagman，从外媒的视角，以中国企业的海外传播为题，分

享了他们的洞见和思考。

一、知己知彼

FT 中文网总编辑王丰：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以及中国的

媒体生态，外媒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不了解的，很多还停留在

过去的死板印象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想要了解、观察，甚

至影响外媒，就要到外媒熟悉的传播平台上去下功夫，发出自

己的声音。

二、建立联系

彭博社大中华区主编刘悦：中国是技术的未来，很多中国

企业家的故事，在美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新闻报道，外

媒也有自己的原则。跟以往不同，现在很多外国媒体的记者通

常是常驻中国的，这就需要跟中国当地的企业建立一个长期、

FT 中文网总编辑王丰

彭博社大中华区主编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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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联系。中国企业和外媒面谈时可以约法三章，媒体会履

行自己的承诺。

三、把握需求

虎嗅专栏作家 Elliott Zaagman：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

还没有认识到公共关系在公司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遇到问题

的时候，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真正地关注公

司的立场、政策是什么。

很多中国公司的管理层仍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证明中国企

业的强大并且有能力站在国际舞台上。这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

的观点了。现在，世界都已经了解到中国公司的强大和能力，

他们更想了解的是，中国的公司是不是可靠，是否了解他们的

用户等等。因而，展现强大的想法已经不适应目前的需求了。

此外，公司要有勇气和用户建立联系，要有勇气在一千人面前

发言，也需要一些勇气来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虎嗅专栏作家

Elliott Zaagman

四、主动出击

路透社主编 Ryan Woo：中国企业不断在世界舞台崭露头

角，也需要获得外媒的关注。与其过度提防，不如将其看作机遇，

把跟外媒的交流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借此提高企业自身影

响力。对很多外媒来说，“我们只是好奇，想要更多地了解你

们的公司”。在与外媒打交道的过程中，讲故事的方式很重要，

要将企业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告诉对方；也可以询问对方，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故事？你们国家的人会对什么样的故事感兴

趣？在了解听众需求的基础上，不断重申自身理念和特色，从

而提高对话的质量，把记者当作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来讲出自己

的公司。

虎嗅专栏作家 Elliott Zaagman

路透社主编 Ryan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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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邹碧华：大陆企业
怎么才能 Pitch 到外媒？

在近期美通社举办的新传播茶会中，华尔街日

报邹碧华女士向大家分享了她十余年和内地、香港、

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与地区的政府、机构、企业沟

通中的体验、观察与经验。在对待海外以及内地的

媒体的操作模式、文化差异方面，也给大家提出了

很有实用价值的建议。

 ► 外媒有哪些特点？

外媒新闻报道的关键原则

外媒与内地媒体的操作模式和文化一直存在着

很大差异。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如果希望得到

外媒的曝光机会，与大陆媒体沟通的方式可能会行

不 通 的。 你 首 先 需 要 学 会“put yourself into his 

shoes”，就是设身处地的从外媒的角度考虑问题，

来看自己企业关注的是否是他们关注的，在很多情

况下，企业所关注的点未必是媒体所关注的点。

海外媒体与国内媒体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点：

 ◆ 外媒在采访时并不会像国内媒体一样事先和

企业沟通问题，而是给出一个范围，并且就

一些业内近期发生的事情多维度的结合对企

业提问。

 ◆ No Surprise 原则：外媒更聚焦于新闻本身

价值，独家的、有深度的、高时效性的内容，

并且企业无法提前无法看到完成的新闻稿，

但是所有的外媒都会遵循 no surprise 原则，

保证内容与采访原意的一致性。

 ◆ 避嫌原则：外媒格外注重新闻的公信力和独

立性，不会拿企业的一针一线，故而不存在

买稿等问题。 记者会从读者角度出发，关注

新商业模式，企业责任，社会热点，反映重

大趋势，以自身公信力起到媒体的督促作用。

 ◆ Off The Record 原则：外媒对于受采访对

象的意愿十分尊重，能报道与不能报道的内

容会严格把控。

演讲：邹碧华 华尔街日报中国区，商务负责人 整理：美通社

华尔街日报中国区， 

商务负责人邹碧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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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谨性 ：外媒非常重视内容与信息的质量、

准确与严谨，发布前会反复校对，发布后如

果发现错误，也会立即刊登纠错信息。

 

 ► 如何去吸引外媒报道？

外媒对于内容质量要求如此高，那企业如何去

吸引外媒报道呢？其实很简单的两点，第一，在于

你要抓住现在最热门的趋势。

这里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特朗普在上任

后提出要启动 America First 政策，要在美国开设工

厂增加就业机会。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该政策对

中国的影响会非常大，因为美国在中国有许多工厂。

然而当记者走访了深圳的工厂后，发现事实与想象

中大相径庭，因为深圳早已向高端技术转型，中低

端的生产商已经大幅减少，深圳在科技领域已经可

以说是中国的硅谷了，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

的企业在深圳开设工厂。

记者发现了这个和预想有很大反差的事实，这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很值得去报道。这个时候，

你的企业需要抓住这个能吸引人眼球的反差，看看

你自己企业是否有有趣的故事可以讲给记者和媒体

听。无论是市场还是公关，你须要提出你的亮点，

这样一下子就抓住记者的好奇心。

第二个重点是企业商业模式，是不是与众不同

到可以吸引人。以 1+ 手机为例，同样是手机的生

产企业，他们在最开始宣传的时候，1+ 手机不强调

它的功能性有多好，而是从他商业模式上切入，那

就是 1+ 手机不是流水线生产后等待你来买，而是在

网络上接收到客户的订单后才去生产，这种有亮点

的商业模式很有意思，一下就吸引到记者的关注。

然后当记者带着好奇去采访到 1+ 手机的创始人的时

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家企业有更多的故事值得被

报道，吸引我们更深度的挖掘。

 ►  如何与外媒的记者打交道？

中国人往往对和陌生人打交道会有点恐惧，但

其实记者并非是企业的敌人，当记者找到企业的时

候，他们并非抱有恶意，而是希望能够得到某一问

题的答案。

所以第一，企业主动与记者取得联系。我们华

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说，他们其实很高兴企业能

和他联系，即使是现阶段我们不需要进行深度采访，

但如果有一天有相关的内容，他会立即想到你。所

以主动与记者联系，是和记者打交道里很好的一种

方法。

第二，就和上文提及的一样，企业需要放大自

身的亮点，知道自身与众不同的重点是什么。

第三，企业需要重视中国籍记者，就是我们所

说的 researcher, 外媒编辑部的 researcher 会做很

多资料收集的工作，而不是做调研，企业应给予足

够多的重视。

图片信息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7/11/2018_bluepri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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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了解外媒记者的背景。

记者在对企业做采访时往往已经对企业有了足

够的了解，相对的，企业在寻求外媒的采访的时候

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解媒体专注的领域。比

如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前者的重点更放在经

济、科技，华盛顿邮报更侧重于政治和实事。就像

中国的古话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做好

充分的背景调查后，双方才能更有效率的沟通。

第五，如果有记者联系到你，无论你的答案是

肯定还是否定还是无可奉告，都请给他们一个明确

的回应。我们看新闻的报道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企

业对问题避而不答，那在公众看起来就会觉得这家

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搞砸了，所以才不敢回答。所以

在媒体提问企业时，这是一个向公众说明和发声的

非常好的机会，必须要抓住，哪怕回答说因为种种

原因我们现在没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都好过于

避而不谈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最后，企业要切记，别试图操控记者的笔。面

对一个做好充分准别的记者，拿出充足的数据来支

撑自己的观点，说服记者，远远比口头上说“不要

写这个，你要写那个”来的更为稳妥。

 ►  企业如何化被动为主动？ 

上文所说的记者来采访企业，企业往往都处于

一个被动的角色，其实企业也可以主动传播。主动

传播的方法可以是双方合作做新闻稿，就比如美通

社的新闻稿服务，或是媒体的软文广告或者是内容

营销。但是不论是新闻稿还是内容营销，最重要的

还是内容中的亮点。

合作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企业提供原稿，媒

体提供编制服务。如海尔的空气洗衣机、海南航空

的云端科技技术，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合作。

另一种合作方式为企业提供主题，媒体帮助发

挥主题的。以华为为例，华为主要想彰显其——厚

积薄发的企业精神，我们就根据这个主题来帮华为

找故事来凸显这个重点。

 ► 国际媒体的趋势是什么？

过去十年，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新

兴媒体，这些新兴媒体起初几年的覆盖激增，但是

近几年的增长是在逐渐下降的，比如赫芬顿邮报和

Buzzfeed，根据他们官方的数据，近年的覆盖人数

已经分别下降了 40% 和 21%。这是为什么？因为

这些平台的内容都很大众化，比如生活，比如美妆，

没有自身明确的特点，所以无法长期稳定的吸引 

读者。

所以纵然科技的革新会在开始的时候吸引很多

人，但回到根本来说，内容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

为什么这两年权威媒体有明显且稳定的增长，比如

我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而

且现在世界局势变化之快，大众都很希望获得正确

的新闻，而不是假新闻，所以权威媒体就变成了人

们的首选。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端的影响力是越来

越强的。华尔街日报认为新闻是有价值的，内容是

有价值的，即使付费受众也会愿意来看。所以华尔

街日报 1996 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坚持内容付费，但

是依旧保持了一个很稳定的趋势，也体现出了人们

对于权威可靠信息的需求和认可。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邹碧华：大陆企业怎么才能 Pitch 到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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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企业
新闻稿问题
作者：柯佳时 (Joshua B. Cohen) 美通社全球内容授权与发布副总裁

你的新闻稿，西方读者能看得懂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

国际市场上进行产品营销、品牌推广以及投融资活

动。企业需要积极地通过媒体传播来增加自身曝光

度，吸引合作伙伴注意，赢得投资人的青睐。另一

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逐年上升，中

国企业的动态也是西方媒体和读者的一个关注热点。

较为常见的问题是：企业渴望将自己的业绩、成就

以及闪光点传播出去但不知如何表达，西方媒体和

读者热切期盼来自中国企业的消息却无奈看不懂文

章到底要说什么。作为通晓五种语言的美国媒体行

业资深人士，美通社内容授权和发布副总裁柯佳时

( Joshua B. Cohen) ，就中国企业和机构海外发布

新闻稿的常见问题，做了一些深入探讨。 

 ► 中国企业的新闻稿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

几点：

避免夸张的陈述

很多公司在新闻稿中喜欢用“行业领先公司”、

“业界最佳产品”之类表述来增强新闻稿的重要性。

在英文中，除非有相关数据证明，不可以这样夸张

地描述。可以说："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market," 或 者 "a leading company in the 

market." 但一般不能说："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market" 。因为记者看稿件时怀疑内容不真实，

因而不予采用。

另外，除了您的企业是大行业中的百亿元级别

公司，请避免较为夸张的描写，而采用较为客观的陈

述。如："The joint venture will boost the growth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或者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ll improve Sino-African trade." 之

类的表达对记者来讲会更加可信。

注意公司的简单描述

如贵公司尚未建立起良好的品牌，稿件中第一

次出现公司的名字（多数在标题或首段中）时，要

加上简单的公司描述，这样读者能立即获悉贵公司

的概况。除了几家大公司（如华为、联想、中移动等）

外，海外读者对中国公司不甚了解，因此这种描述

性的解释非常重要。例如 : ABC Ltd launches new 

products, 大家一听到就会忽略随后的内容。如改

为 Leading Shanghai-based smartwatch maker 

ABC Ltd launches new products，读者会容易理

解得多。

注意对海外读者不熟悉的内容做背景解释

在稿件中提出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如著

名历史事件、中国特色事物等，需加上背景解释。

因为一般海外读者可能并不熟悉这些内容，理解

起来会很吃力，加上背景解释将有助于信息的准

确 传 达。 如 " 长 征 the Tour of the Long March 

Route,   the trek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took 80 

years ago during those fateful days that were 

the first step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 猴 王 Monkey King,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 旗 袍 qipao (or 

cheongsam),  the traditional one-piece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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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n by women in China at formal occasions."

 ► “中国发明的英文”是一个突出问题，

西方读者在阅读新闻稿时会发现不少

“看不懂”的英文。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概念 + ization

中文的各种概念都可以加“化”，但是用英文

时不能随便在各种概念加“-ization”，这是最常见

的“错误”。如

信息化 informatization ( 英文中没有这个说法 ) 

可 改 为 "digitalize", "computerize", "convert into 

digital form,"

市场化 marketization ( 英文中很少见的说法 ) 

可改为 "commercialization","take to market".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可改为 "bring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2O

这个说法在中国发明的，在海外的英文没有这

种说法，O2O 可以改成：

"online-to-offline commerce","leverage 

the internet for offline activities","a business 

strategy that draws potential customers from 

online channels to physical stores".

自媒体 – We Media

这个说法在中国发明的，在海外的英文这种说

法少用，因为博客的概念有了已经好几年了。

你 可 以 看 上 下 文 说："internet journalists"；

"bloggers"；或者 "citizen journalists".

一带一路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one belt, one 

road", "belt and roa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多加解释，比如：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ogram to build trade 

route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或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ramework that focuses on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primari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Eurasia"

Internet Plus

在中国才使用，如果在稿件提出的话，需加解释，

比 如："Internet Plus, the government program 

to encourage manufacturers to incorporate the 

internet into their industry chain".

"going out"; "going global"

在中国才使用，在稿件中提出时，可如此表达：

"expand into foreign markets"; "expand 

outside the home market"; "expand beyond the 

home market"; "expand abroad".

 ► 英文新闻稿写作的结构及文法的意见和

建议

新闻稿的标题越短越好，我们的标题最好控制

在 110 个英文字符内（通讯社标题限制），并将最

有价值的信息控制在前 65 个字符（搜索引擎限制）。

文章中要注意用事实 / 数据说话，避免一概而论，因

为读者相信数据，忽略假大空。

另外要避免重复信息。尽量让每一句都是新信

息，句句含金量高，这比拖沓冗长的稿件更具新闻

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企业新闻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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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在语法方面，标题中的动词一般用现在时态，

但稿件内容里动词需要用过去时态。

不要在同一句使用同样词根的单词，如 " The 

producer produced a new product" 会 显 得 过

于 重 复， 改 成 "The manufacturer made a new 

product" 就好多了。另外中文句子比英文句子会长

一两倍，中文的逗点经常应该视为英文的句点，将

剩下的内容重新组织开启新的句子。如果你发现自

己的英文句子已经超过 3 行，则有可能因为没有断

句而太长。

 ► 提高英文稿内容质量的经验

英文新闻稿务必要经过母语人士的编辑！这是

最重要的经验。我认为新闻稿作者即使曾在美国或

英国长期居住，仍不能称之为 Native Speaker，新

闻稿必须要经过母语人士编辑才能从结构、文法和

表达方式上和西方读者接轨。我个人曾在大陆和台

湾生活过６年，依然无法自行撰写中文稿件。请母

语人士编辑和润色在英文新闻稿写作中至关重要。

 写出结构和语言都符合英文以及海外媒体需求

的新闻稿，对中国企业来说便尤为重要。好的英文新

闻稿语言地道，信息充分，结构规范，便于读者阅

读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反之有问题的新

闻稿将对企业的宣传起到较为有限乃至负面的作用。 

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企业新闻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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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品牌形象塑造——广汽传祺

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拓展，广汽传祺亟需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2014 年，美通社开始服务于广汽传祺的全球品牌形象传播。2017 年，美

通社为广汽传祺撰写了全年度的英文新闻通稿，同时将其翻译成葡、法、西、

德、阿等 20 多种语言，面向中东、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进行发布。在 2017 年

NAIAS 北美车展期间，美通社为广汽传祺提供了全渠道服务方案，分别获得

了诸如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联社等海外知名媒体的专访和报道。

服务项目：英文撰稿、多语种发布、媒体专访、平面特刊投放、北美卫星直播、

户外大屏投放

全球创意城市传播——杭州

继 G20 峰会后，杭州重新走入国际视野。在“后峰会、前亚运”的背景下，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希望借助美通社的全球发布网络，通过海外受众熟悉的信息

获取渠道，重点面向欧美国家和地区进行富有创意的多元传播，来展示杭州的

城市魅力，推进旅游国际化。凭借新颖的传播方式，杭州先后在有旅游业的奥

斯卡之称的“世界旅游大奖”、“中国内容营销大奖”、“2017 亚洲旅游红

珊瑚奖”等评比中斩获奖项。

服务项目：内容策划撰稿、全球发布、北美博客主连线、海外 KOL 互动

案例电子版下载

案例电子版下载

杭州的游览体验让我非常喜出望外，尤其是西

溪湿地，能够看到那么多的灰鹭、野生鱼蟹栖

息在美丽的芦苇荡边，完全颠覆了以往从西方

媒体获得的中国一线城市认知。

——美国 ABC 电视台 News with A Twist 

栏目出镜记者，Stephanie Os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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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倾听你的品牌故事——中国国际航空

早在 2007 年，国航就开始与美通社建立合作，面向国内媒体和公众传递

国航的最新航线动态。随着海内外业务的飞速发展和新航线的不断开辟，国航

需要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打开市场，向世界传递国航的品牌声音和品

牌故事。与此同时，在数字传媒浪潮下，公听并观，用数字优化决策过程。在

十余年的合作历程中，针对国航在不同阶段、不同目标市场的需求侧重，美通

社为国航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在美通社的服务支持下，通过不断改善传播策略，

优化传播结构，国航的传播声量和品牌美誉度在国内同类型企业中一路遥遥 

领先。

服务项目：全球发布、舆情监测、媒体情报

国际快消品牌的本土传播——联合利华

作为跨国企业，面对繁多的日常公关事务，联合利华需要在已有传播方式

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可靠的传播渠道，来最大化地覆盖中国市场。自 2004

年以来，美通社已连续 14 年为联合利华提供中国大陆的新闻稿传播服务，累

计在百度搜索产生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网页结果，吸引了新华社、新浪、腾讯、

网易、搜狐、第一财经等在内的主流综合媒体和行业媒体。尤其在一些关键的

新闻事件、重要举措、声明公告方面，确保联合利华的声音能够在第一时间得

到最大化传播。

服务项目：内容策划撰稿、国内发布、视频制作、KOL 推广

案例电子版下载

CNBC （美国）  朝日新闻（日本） 韩联社（韩国） 路透社 华尔街日报

案例电子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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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制造企业的全球品牌传播——徐工

作为中国工程机械的顶尖品牌，徐工在研发、生产、服务等领域都已达国

际一流水平，但与排名相近的同行业品牌相比，依然亟需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

品牌软实力。通过近 4 年的紧密合作，美通社帮助徐工不仅在声量、影响力层

面继续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也通过多样、丰富的内容发布，

吸引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雅虎、德新社、塔斯社、日本共同

社等多家国际顶级媒体和通讯社的正面报道和转载，从而向全球各大目标市场

的各类目标受众展示了一个全面、立体、透明而又极具亲和力与战斗力的集团

形象。

服务项目：英文撰稿、中文撰稿、海外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布、 

舆情监测

2B 技术型跨国公司的中国传播 
——TÜV 南德意志集团

自 2010 年与美通社开展合作之后，TÜV 南德意志集团至今累计发布

稿件近千篇，百度新闻搜索“TÜV 南德”及相关检测认证服务关键词，源

自美通社网络的发布结果位居前列，覆盖包括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腾

讯、凤凰、搜狐、网易、第一财经、动点科技、与非网、盖世汽车、中国服

装网、电源网等门户与行业顶尖媒体以及今日头条、腾讯、网易、凤凰、新

浪等 60 多家移动新闻 APP，帮助 TÜV 南德累计获取数十万计的阅读曝光。

服务项目：媒体情报、多媒体新闻稿发布、定制培训

案例电子版下载

案例电子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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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品牌的国内传播升级——锦江国际酒店

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的锦江国际酒店，希望借助多频、优质的新闻稿发

布，以及多种形式的整合传播，提升酒店作为国际知名酒店管理品牌的整

体形象和影响力。自 2012 年起，美通社与锦江国际酒店团建立起合作，

通过了解客户的市场计划，针对性地提供与企业规划紧密切合的内容策略

与传播排期方案，有效地激活了企业的内部信息源，获得了相关媒体持续、

有效的曝光。自合作以来，锦江国际酒店平均每月发布 2-3 篇新闻稿，主

题集中在新店开业，业内荣誉、服务升级、企业战略、用户关怀等多角度，

平均每篇稿件覆盖 70-90 家以上的综合与行业媒体，累计发布 15,188 条

媒体链接，有效获得媒体曝光，并建立起互联网基础声量。

服务项目：内容策划撰稿、国内图文 + 视频发布

整合传播助力中国消费电子类品牌出海 
——创客工场、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创客工厂

在过去一年，创客工场每月发布新闻稿 2~5 篇，涵盖中、英、西、法

等多个语种，覆盖北美、南美、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六大洲市场，

取得了良好的年度海外传播声量。

服务项目：媒体情报、全球发布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案例电子版下载

案例电子版下载

借助美通社覆盖全球的合作 

媒体网络，HRG 的多语种新闻稿被广泛发布至目标市场的主要媒体渠道，

包括 Yahoo ！等门户网站，商业、科技、金融、零售等领域的行业媒体

以及 Twitter 等社交平台。

服务项目：英文撰稿、海外发布、媒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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