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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新闻稿是公关的基本功之一，但是即使你是资深的媒体人，现在转到为企

业写新闻稿，也会感到有种隐藏的屏障，更不用说那些本科或者研究生刚刚毕

业的公关初学者。美通社以多年服务企业传播的经验，整理出这套“企业新闻

稿写作案例书”，这是一套我们花数百上千元上课学不到的实用宝典。当然，

掌握新闻稿写作，单靠读一本书，上几堂课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照案例不

断练习，提高手感，加强语感，当你体会到企业新闻稿真正的妙处，让新闻稿

在企业传播和增长中发挥作用，你一定会爱上这门技能，也爱上公关这个值得

毕生投入的事业。 

—— 李国威 

 闻远达诚管理咨询总裁 资深媒体和公关人

新闻和新闻稿仅一字之差，两者的目的、内容、作者与受众都不尽相同。然而，

一篇好的新闻稿却可以助力新闻产出，核心要义是“像记者一样思考”。祝贺

美通社新书出版，希望它能成为新闻稿写作的红宝书，更好地连接公关与媒体。

—— 贺炜 

中英文口译员 自媒体 @OnHERWAY 主理人 前英文媒体资深记者

企业新闻稿是记者保持长期研究的必要素材，这要求新闻素材中有更多的客观

数据，有明确的基本事实，有高管的坦率表达，而不是没有数据支撑的描述，

以及不符合事实的夸大的修饰。

—— 刘林鹏 

每日经济新闻副总编辑

很高兴看到美通社推出这个内容！新闻稿是传播人士的基本功，也是企业传播

中讲故事必不可缺的环节。正在以及希望从事品牌传播的朋友，或许可以从这

部案例书中学到一些方法论、理念以及实操技巧。

—— 郭新宇 

世界五百强企业传播总监

传播界KOL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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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篇： 
企业新闻稿
基础写作技巧

标题技巧丨如何为企业新闻稿
写一个好标题

标题
如何为一个好标题？这里的“好”，是从媒体的角度出发。站在媒体的角度，标题要清晰易懂、

简短有力，题目需紧贴市场动向、新走势，才能吸引眼球。就企业新闻稿而言，写出一个好

标题是吸引读者和媒体的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

大多数新闻稿标题都有两大问题：

一、 空泛无焦点

很多稿件都喜欢为标题加上形容词，展会类型的稿件经常出现此通病，“圆满落幕”、“盛

大召开”、“重磅”等，标题十年如一日，这些假大空的词语又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

“圆满落幕”或“盛大召开”并没有说出重点。每个展会都有召开和落幕，如果在标题中只

说明召开和落幕，这并不会吸引媒体和读者的关注。事实上，我们应该用其他更深刻的角度

来突出展会的新闻性，不应削弱了标题本来可为稿件点睛的作用。另外，“圆满”或“盛大”

都是形容词，在专题文章或深度报道中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如果希望企业新闻稿能够因

此增色，那可能就要让你失望了。对于企业新闻稿来说，多使用名词，才会有实际效果和意义。

当撰写新闻稿时，如果代入记者的身份，你就会发现行业记者在搜寻关于一个行业的相关讯

息或新闻时，必定是从行业相关的某些重点名词开始，如“共享经济”、“无人驾驶”、“新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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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而绝不会是从形容词开始。这也说明了，形容词对于搜索引擎优化及

内容触达的效果想必是不理想。

标题除了重点外，还需要一个焦点。

展会“召开”和“落幕”是基本信息，除非是有哪位大人物或行业领军者出现在

开落幕现场，否则这不会是一个焦点。难道是大家对展会论坛类稿件有了惰性，

连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稿件的新闻价值才这样凑一个标题吗？否则的话，还是应该

好好的花花心思，想一个主题明确且突出的标题。

作为记者媒体，每天看到 “圆满”与“盛大”这两词频频出现在展会稿件中，

难免会感觉到乏味。另外“重磅”这词，无论内容是否真的重磅，都常出现在标

题中。其实，只要加一个人名，如“马云出席了某某论坛”，就知道是否真的“重

磅”了。读者不需要被告知这些信息是否真的重要，他们需要的是明确厄要的资

料，其重要程度是由读者自己决定的。

以下为可作正面参考的例子：

案例 1：银联四大前沿创新产品亮相新

加坡金融科技节

根据美通社《2016 亚太区亚太记者调

查报告白皮书》，新产品、新技术和新

业务模式等有趣的报道视角在受欢迎的

信息类型中排名第二位。把新产品发布

作为重点放到标题之中，自然更能吸引

媒体报导。

案例 2：Pico CEO 周宏伟受邀出席麦格理 IMT 峰会 移动 VR 观念备受关注

该标题带出了峰会的两大亮点，包括 Pico CEO 周宏伟受邀出席，以及热门话题移动 VR，

相对增加了网搜的曝光率。

以上两个例子仅做参考，大家可以为自己的企业新闻稿想出一个量身打造的完美标题。这里

要考虑的是，在标题中如何适当地加入与企业所在行业相关的关键字，太大众化或适合用于

任何类型稿件的形容词，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二、滥用夸张字词

企业新闻稿中，像“火爆”这样的网络用语常常出现，感叹号“!”也经常被滥用。但实际上，

若两者同时出现在稿件中就很有可能会被读者界定为广告促销类内容，企业须要多加留意，

避免使用。

在标题中常见的夸张字词还包括“必抢”、“震撼”、“疯狂劲抢必抢”等。这些词都是我

们常说“具引导性的广告字句”，包括标题或正文都不应出现。

以双 11 前后为例，很多企业会发布与双 11 相关的稿件。大部份以销售为向导，或为产品的

销量报捷，千篇一律，手法稍显欠缺技巧与心思。而且同时间涌出的大量相似稿件，新闻吸

引力也会大降。但以下却有两个出色的案例，可供参考。

 ◆ 独特的取材写作角度

	● 标题：雅仕维为 LVMH 及天猫于香港推出“双十一”广告

 ● 每年双 11 或其他促销活动，例如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大家都争

相发布销售额。但此篇内容却是以双 11 的营销手法为主，其亮点“推出‘双十一’

广告”在标题中展现，比同类双 11 稿件略胜一筹。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68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68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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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契合热点 突出特点 吸引眼球

 ● 1111 家京东便利店同日开张，与京东新通路共庆双十一

 ● 众所周知，中国人爱讲兆头。这个标题亮点在于京东选取了在双 11 这

个特殊的日子开 1111 家店，成功制造话题。当大家被双 11 折扣或销量

稿件疲劳轰炸时，该内容引起社交媒体于微博上的讨论及二次传播。

标题技巧丨如何提炼优质的新闻稿
标题，避免“标题党”、“软文党”

标题
优质的新闻标题应具备这些特点：

1、生动活泼：一篇好的新闻可以有强烈的代入感。

例如咕咚通过美通社发布的稿件《辣妹子组“词”快乐跑步 咕咚长沙官方跑团启动》新闻稿

巧妙地将参与者用“辣妹子”代替，增强了画面感，生动活泼地再现了快乐跑步活动。较高

的趣味性，赢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2、熟悉贴近：

即新闻三贴近原则，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

群与品牌，都会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心理共鸣，情感共鸣等。这样的新闻会容易传播的更远。

 ◆ 国庆长假归来，CSA 集团为新学期大学生宿舍安全提供贴心贴士

这是十一长假结束后发布的新闻，联系受众关心的在十一当下发生的事情，很好地把握了传

播的时效性，更容易产生共鸣，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www.prnasia.com/story/192888-1.shtml
http://www.prnasia.com/story/130878-1.shtml
http://www.prnasia.com/story/1328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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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变化求创新：

标题要有变化，美通社的新闻以企业新闻为主，大多数时候， 新闻标题要有针

对性的变化，既增强辨识度和连贯性，引起读者探索阅读的兴趣。

 ◆ 全球首个 Discovery 探索极限基地安缇缦莫干山正式启动

 

Discovery 国际品牌授权机构与 APAX Group 宣布全球首个 Discovery 探索极限基地及度假酒

店项目正式启动

 ◆ 御庭酒店集团首个度假品牌安缇缦助阵 2015 国际乡村旅游大会

峰会现场

区别化的标题，即勾起读者对之前安缇缦新闻的回忆，更加强了御庭酒店的宣传，同时参与国际乡村旅游大会也提升了御庭酒店自身的品牌形象。自去年国家提出建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的家乡后，“乡村旅游”，“度假地产”已成为房地产业、酒店业的热词，更是行业趋势。御庭酒店巧妙的结合活动，将自身的品牌变化性的植入其中，也得到更好的宣传。

当然，优质的新闻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特点也各不相同，具体媒体还需要针对性的分析。适合网站传播的新闻标题可能就不是很适合报纸，适合在微信端传播的新闻标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以上主要针对网页发布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www.prnasia.com/story/126251-1.shtml
http://www.prnasia.com/story/13077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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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CK 方法论之”R”R（roles 角色）： 
      三重角色 融会贯通

PR 在写公司新闻稿时，不能只单方向出发，一心只想着如何在新闻稿上呈现公

司的正面信息，信息越多越好，恨不能把公司的所有正面信息一股脑儿地倒在新

闻稿上。动笔前，请把自己想象成三个角色：消费者、记者、PR。

角色一：消费者。PR 写新闻稿时，不要把阅读对象仅仅盯向记者，而要创建能

直接吸引消费者的新闻稿。因此研究消费者，并运用研究结果，根据消费者需要

了解的内容制定一份新闻稿发布计划，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首先，请把自己

就当成消费者：你想从这家公司得到什么信息？了解什么资讯？这家公司发布的

什么新闻稿内容会吸引你？你愿意看下去？

定期研究公司的消费群体，并据此拟定新闻稿发布计划是很有必要的。新闻稿发

布计划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拟定：

普遍性话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涉及一连串消费者关心的普遍性话题。比如：婴

幼儿食品行业消费者关心的几大话题是：食品安全、婴幼儿喂养的新趋势等。看

看这些话题，公司有没有相关的研究、举措、活动等？

根据月份、节庆、时节预估新闻稿主题。以大型连锁超市为例。比如１至２月新年期间，消

费者关心的会有：年夜饭食材有没有新品种？酒类价格会不会飙升？临近9月，消费者会关心：

大闸蟹的品质与售价。

根据消费趋势，把握新闻稿主题。比如一家做自有品牌的化妆品公司。现在，“化裸妆”在

它的目标消费群里很流行。如果这家公司也推出类似产品，则可抓住这股流行趋势，和时尚、

美容类杂志编辑联系，提供这方面的潮流、前沿资讯。

所以，不要总想着只说公司想说的、但不是消费者最想了解的信息。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

别的。

角色二：记者。之所以首先把自己当成消费者，是因为记者挖线索、找选题，也要琢磨读者、

观众想看什么？然后再以专业视角，采写新闻。

把自己想象成记者，就要知道写新闻稿的基本技巧和记者这个行业的规则，设身处地得为记

者着想：如果你发给记者一篇满是公司正面信息的文章，无任何角度、观点，只有比如产品

功能介绍等正面信息的罗列，记者会刊登这样的新闻吗？

行文逻辑丨怎么写新闻稿？—Let's	"rock"!	
（ROCK方法论）
正文

本文由小圈梨（xiaoquanlisocial）授权美通社转载，经美通说传播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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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找对记者

不少 PR 的新闻稿发布名单写着密密麻麻、一长串的记者邮箱，他们也不管有些

记者是不是已经离开原单位，或者已经不跑之前的那个领域、那条线了，就是一

股脑儿的群发。（我不做记者已经很多年了，现在还会定期收到一些机构的新闻

稿。）群发邮件确实省事，但是群发后的效果如何呢？平淡无奇，甚至没有一个

记者会主动发稿。但是与此同时呢？可能另有记者正苦苦寻找、翘首以盼你群发

的这些信息，却无法得到。

有些 PR 会有这样的经历，某活动上，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记者，和他聊天，向

他介绍公司的情况，这位记者扼腕叹息：以后可以把这样的新闻稿发给我啊，我

负责的这个版面就登这样的信息。是的，要找对记者。

其次，要定期研究一个记者的文章

PR 要潜下心来，先列出主流媒体负责报道该公司或领域的记者的名单，然后仔

细研究每个记者的作品。不少公司都希望媒体能大篇幅地报道自己，或对高层进

行深入访谈。那么，PR 就要和记者沟通具体的采访计划，包括采访时间、地点

等基本要素，最重要的是采访问题。如果你从没认真读过该记者的文章，就和他

沟通采访问题，很可能会碰钉子。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就如“门外汉”，记者也不

愿意和你多交流。

定期研究一个记者的文章，包括研究他历来的重要报道、他主要关注的话题、他

特别擅长哪方面的报道，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性格、采写风格，

等等。

此外，那些传统的和记者建立关系的渠道，不能丢弃

所有的渠道，都是和记者沟通的机会。只有多沟通、多交流，才能明白记者在关注什么、媒

体圈子在关注该公司什么。现在有哪些和公司相关的流行、热点话题？所以，请给自己一份

计划表，定期给记者打电话、发短信、用社会化媒体和记者联系，或举行媒体沙龙、记者茶

话会等，和记者“打”成一片。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是帮助记者更轻松地工作，给记者真正有新闻价值、有吸引力的故事。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给记者提供什么信息，你每次给他们的信息，他们似乎都不感冒，你也

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信息、故事呢？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ＰＲ要把

自己当成信息源，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闪亮的宣传员，如同高射炮一样，试图向记者们售卖

公司的故事。

角色三：PR。最后，当然别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ＰＲ，是为公司服务的。对于公司发布

的所有新闻稿，一定要仔细、小心、慎重又慎重。记者拿到这些文章，除了获得信息，也是

戴着挑刺的眼镜，寻找文章的“夸大其词”和缺陷。所以，写公司新闻稿，也要站在 PR 的

角度，注意把握细节的措辞，对事实进行反复的核实。

2，ROCK 方法论之“O”O（opinion 看法）： 
      在“看法”中植入公司信息

我们常说，ＰＲ要是所在行业的半个专家。ＰＲ要懂得该行业的基本知识，高屋建瓴，要有

对该行业的基本洞察力。为什么？只有这样，ＰＲ才能站在高处、俯瞰观察，了解大势所趋，

知道公司琐碎的信息应该怎么用“大势”构筑成一个个可对外传播的话题。此外，PR 也要

有新闻敏感性，了解现在的热门新闻或新闻话题是什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角度，把公司

的信息有机地融合到该热门新闻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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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地妙不妙？就在于找到或制造能引发人们关注的“看法”，然后把公司

的信息成功地植入其中。是的，这是一场移植手术，要移植的公司信息是器官，“看

法”是身体，两者能不能融入一体、有机协调，不排斥、不突兀，就要看 PR 的

能力了，所以 PR 要想地远、看地深。

以大型连锁超市为例：

蛇年农历新年装饰品。同样的，蛇年农历新年临近，你也计划向记者宣传有哪些

中国年装饰品正在热销中，如果只是罗列具体的产品，记者很可能会把它们拒之

门外。同样以话题切入，你可以考虑以下这个看法：

中国人对属相有着特殊的感情，比如特别喜欢龙，不喜欢蛇、鼠等属相。龙年农

历新年，各种以龙为主题的挂历、喜气洋洋的贴纸，琳琅满目。但是蛇年呢？蛇

是中国人较忌讳的动物，关于蛇的成语也很难找到正面的、出彩的，那么，以“蛇”

为主题的农历新年装饰品的特点是什么呢？蛇年农历新年，人们倾向于买哪些装

饰品放在家中？有没有什么避讳？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你可以植入公司的信息了。比如：都有哪些蛇年农历新年的

装饰品出售？具体描述这些装饰品，包括优惠的价格、销量如何？哪款最受欢迎？

你甚至可以帮记者采访几个顾客，问问他们挑选蛇年农历新年装饰品的喜好、讲

究。

所以，PR 写新闻稿时，切不可钻进公司的大堆信息里，无法自拔，一心只想塑

造公司高大上的形象。要跳出公司的各种信息，俯瞰大势所趋，找到消费者、记

者感兴趣的话题，形成“看法”。

例如，美通社发的这篇新闻稿

《Skyscanner 调查显示：飞机座位 

6A 最受欢迎》 ，就很好地将“看法”

与商家信息相融合：

这是消费者有兴趣了解的话题，特别是经常出差的、总乘坐经济舱的商务人士，

读到这样的标题，觉得有意思、有玩味；这也是媒体记者、编辑愿意刊发的新闻，

从细节、微小的习惯看一种现象；而且这篇新闻稿的 opinion（看法）也活泼、生动。

skyscanner 是一家针对数千家航空公司的数百万个航班，提供航班价格在线比

较服务的旅行搜索网站（类似于国内的“去哪儿”），但它没有发一篇直白的、

推销自己网站服务的新闻稿，而是抛出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一个看法、一个角

度，以此吸引目标受众。3ROCK 方法论之“C”C（comment 评论）：有没

有第三方观点？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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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写新闻稿时，为了讲求客观，通常会采访当事人双方或多方，还要采访专家

学者，听听他们对此事件的解读、评论。要平衡各方观点。同样，PR 在写新闻

稿时，也要有意识地采用第三方观点。第三方观点会增加公司新闻稿的权威性，

不会给人只是自说自话、自吹自擂的感觉。

那么，“第三方”指的是什么？最常见的就是意见领袖。要强调的是：功夫在平

时。平时，我们就要有意识地积累意见领袖的资源，别书到用时方恨少。此外已

公布的调查数据、研究报告、白皮书等也是“第三方”。PR 要学会引用。

4，ROCK 方法论之“K”K（key words 关键词） 
      社会化聆听，猛抓关键词

作为一种搜索引擎营销工具，新闻稿的价值体现在它们中包含的关键词和短语上。再强调一

遍：不要只针对媒体名单上的记者发新闻稿，要直接面向公司的消费群发新闻。写新闻稿时，

请尽可能地考虑消费者在搜索相关信息时会使用哪些关键词？

那么，如何挑选关键词？

要想猛抓关键词，就要学会“社会化聆听”。PR 们要有意识地在包括各种主要的社会化媒

体上了解、找寻消费者正在讨论什么样的业内话题？关注什么业内热点？要“聆听”消费者

讨论、使用公司的产品、服务的内容，并重点关注消费者使用频次很高的词语。

让我们来个实战演习。十一国庆长假要来了，某旅行社该如何发布公司的相关新闻稿？

请认真想想：旅行社的目标消费群对“十一”长假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想了解哪方面讯息？

并斟酌、列出关键词，如：“打折”、“促销”、“宅”、“自驾游”、“长线游”、“出国”等。

然后，把最重要的关键词放在新闻稿的标题、副标题和导语等尽可能靠前的位置。搜索引擎

对这些词组会给予更高的权重。在导语中，还可以把关键词链接到一个相关话题的网页。还

是以“十一”长假为例。如果确定的关键词有“长线游”，那么在第一段导语中就把这个词

组链接到旅行社网站上关于“长线游”的页面。新闻稿内容中的超链接、链接指向的页面，

将在搜索引擎中树立起新闻稿所谈论话题的可信度。此外，这也给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可以

点击进入公司网站的方式。添加图片并且在图片说明靠前的位置使用关键词词组。研究表明

以这种方式使用图片可以提升搜索引擎排名。

例如，《迪士尼英语在杭州新开两家英语培训中心》，这篇新闻稿的优点是：

有第三方观点的支撑。“迪士尼英语”并没有自卖自夸其独特的“融入

式学习体验”，它请来了第三方权威、英语专家浙江外国语学院的桂清

扬教授谈了谈现在英语学习的新趋势、新走向、新内涵（这些都可以在

迪士尼英语学习中心一一实践，获得满足）。可改进之处：如果能把桂

教授谈的英语学习新趋势扩展、升华为新闻稿的观点，并放在导语中强调，

提炼关键词，就更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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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引言丨“生旦净末”千人千面，人物引言如何
能为新闻稿加分 ?
引言

还记得小时候语文课上背过的那些名

人名言吗？每每作文课上引经据典，

旁文佐证一番，似乎立马有了深度。

而合理选择人物的头衔，巧妙运用人

物的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新

闻的价值，甚至画龙点睛。

我们经常会在各类话题的新闻稿中，

看到相关的人物引言，不论是事件类

还是观点类新闻，人物的直接引语无

疑会让稿件“活”起来，增加灵动性，更接地气。

一家专业的媒体，基本不会把企业新闻通稿全文照搬使用，但是新闻稿中提到的

事件、引用的数据、企业高管说出的有价值的甚至“有争议”的话，在日后都可

能成为记者引用的来源、写稿的线索、做选题的灵感。

比如，讲话爆金句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在公开场合讲话之后，各大媒体网站就

纷纷有相关文章出炉，例如，马云：“我不是首富，没时间花钱”，“可以失去

一切，不能失去理想”。

当各种人物亮相，如何能够余音绕梁呢？ 

1. 别整“虚”的！直接引用人物的语言，确保新闻真实性

“一位专家表示”、“XX 教授认为”、“相关负责人说”，诸如此类的表述，可谓比比皆是，

却不能令人信服。新闻的第一课就是真实性。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都经得

起核对。类似“路人甲”没有具体姓名和头衔的人物很明显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和讲话，损伤

了新闻的真实性。

通常稿件中会加入企业高管的个人观点。同样要注意确保人物讲话内容的真实，企业内部一

般都有稿件审阅流程，相关人员会进行审核，而对于合作伙伴的讲话，则要更为谨慎，一定

要对方确认允许后再对外发布，以防引起纠纷。

2. 说什么，很重要

语言表述具体，与身份相符

如果企业的 CEO 高调亮相，结果讲话平淡无奇，只是公司介绍，那只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因为原本读者是期待着高质量内容的。比如，针对相关活动，企业的行为会为整个行业带来

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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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文案例，对比同一个话题的稿件，管理者引言不同而带来的不一样的效果：

很多时候，媒体记者关注的不只是企业做了什么，人物说了什么，而是这些动态

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即“SO WHAT（为什么重要）”。 企业可以利用

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结合行业热点，发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甚至利用高管的

个人魅力，助力搭建企业的品牌形象。

3. 来点“新鲜”的！

添加“讲故事”要素，新鲜而生动

人物引言要避免老生常谈，大而空、喊口号、打广告的内容不会吸引人阅读。媒

体记者也希望看到新鲜、有趣的个人观点。

近日，在谈及与 Waymo 的合作时，英特尔公司 CEO 科再奇这样表达了他对自动驾驶的憧

憬与期待：

“我真心认为，我的孩子的孩子不再需要亲自驾车。那是大胆的设想：开车这件 90% 的美

国人每天必做之事，将在那一代划上句号。”  

                                         — 《实现自动驾驶不是独角戏，科技公司与传统车厂要合作共赢》

4. 不选“大”的只选“对”的

巧用人物头衔，提升新闻价值

如实表述人物的姓名，巧妙选择人物的头衔，在提升新闻价值方面会起到一定作用，甚至带

来质的变化。用头衔证明专家的“专”。

比如，单纯说某某某，那么读者会问他是否了解情况？够不够权威？而这个人的身份是 XXX

行业的专家，那么，由他来进行这样的表述，则再合适不过。

例如：霍尼韦尔曾发布过一篇助法拉利备战 F1 的新闻稿，其中展示出自己的涡轮增压技术

如何帮助车队应对赛事新规则带来的挑战。文章选取的人物不是双方的大 BOSS，而是技术

方面的总裁，相比之下更有发言权。

真实的人和话语，能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提供第三方人士的观点，能增加内容的信服力。因此，

一篇优秀的新闻稿应该“见人见事”：有人，有说法，有细节。如图京剧脸谱一样，千人千面，

百花齐放，这样才更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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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丨用多媒体新闻打造“沉浸式”
阅读体验

多媒体
在新传播环境下，“酒香也怕巷子深”，独具匠心的设计页面能够为新闻内容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利用多媒

体信息的优势，传递直觉、展示全景，从第一眼开始快速吸引注意力（如下面的多媒体新闻稿案例）。

左：暗夜的幕布下，开启一场激动人

心的神秘创作之旅 -- DJ 音乐游戏；

中：通过粉红色背景的加持，整体风

格活泼可爱，犹如待嫁新娘的甜蜜爱

情 – 婚纱新品；

右：用蓝色系磨砂背景，为炎炎夏日

带来一丝清凉和惬意 – 鸡尾酒。

 ◆ 由被动观看新闻的“结果”，变为主动探索新闻的“过程”

以往“喂饭式”信息输出已不再流行，现在读者更愿意主动出击寻

找“食物”。Cision Multivu 团队的研究发现，对于相对简单的问

题，68% 的客户宁愿自己去寻找答案。

	● 案例：美国糖尿病宣传活动通过独具特色的小动物视频，

鼓励人们了解患病风险

通过别出心裁的方式，提升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原本略带沉重的

话题，从一个令人愉悦的小测试开始（视频背景有正在玩耍打闹的

可爱狗狗版本，也有假装在海边度假的萌萌刺猬版本），只花1分钟，

就能跟随视频中的系列问题自测患病风险。

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CDC) 数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吸引 340 万

人访问 CDC 网站完成糖尿病自测，更有 12.4 万人通过美国糖尿

病协会网站浏览健康指南，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提升公众

健康意识起到推动作用。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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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体验有助于在“你想说的”和“读者想听的”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打造良好互动体验能够消除读者的阅读疲劳，

让你的读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稿件中自由探索。

1. 寓教于乐：科普也不用非板着一张

严肃的脸，以轻松、简单的方式切

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也更愿意

参与。

2. 读者互动：通过展示 Facebook/

Twitter 等动态页面，添加微信 /

微博等分享按钮，方便让读者参与

互动，在社交平台上一键分享。

Tips

 ◆ 用短视频点亮新闻稿的灵魂

如果说“一图胜千言”，那么一个视频相当于多少文字呢？根据美国市场营销调研公司

Forrester 曾做的一项研究显示，答案是 180 万个字！

	● 案例：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系列短视频	捕捉山东之美

《这里是山东》通过 6 个短视频从多个层次展开全景式描绘：聚焦一本书（历史文化）、一

幅画（自然风景）、一座桥（基础建设）、一首歌（发展进程）和一个家（风土人情）以及

美味佳肴，让人跟随场景的切换“云”游四方、沉浸其中，此刻，读者亦是游客。这篇新闻

稿中展示的 Facebook 官方页面累计获得 71 万点赞。

随着机构媒体进入视频化表达时代，短视频带来企业日常传播的新形式，优质内核是吸引流

量的关键。

1. 黄金 6 秒钟，尽快切入重点，避免信息过量和一味地推销品牌 / 产品。

2. 如果视频过长，很可能让用户“望而却步”，长度尽量控制在 3-5 分钟。

3. 防止读者“跳戏”，短视频的风格、音乐等需与内容主旨匹配。

Tips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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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讲好品牌故事，内容依然是王道

内容上所谓“沉浸”，即不浮于表层直白的叫卖，也不只是令人一笑而过的热闹自嗨，

而是全方位、深层次的用户互动和转化。当读者与内容建立起情感共鸣时，也更容

易接受和认可品牌所传递的理念。

	● 案例：新加坡Manulife 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危重病人花光了大部

分或全部人生积蓄

Manulife 保险这篇新闻稿以“The Unbroken（拼）”为题，讲述了一个普通家

庭父亲和儿子两代人在身患重病逆境中的温情故事，展现了直面危机时坚毅不屈的

精神，深度本地化的闽南歌《爱拼才会赢》也强化了与受众的情感连接，结尾处打

出品牌口号“让我们陪您，做好准备”，体现企业的人文关怀。

视频在社交媒体累计点击量超过 550 万。稿件发布至新加坡后被东南亚数十

家媒体转载，并通过同步做媒体推介，获得更多后续报道，如门户新闻网站

AsiaOne、中文媒体《联合早报》、行业媒体 Asia Advisers Network 等，帮助

品牌在目标市场的传播。

1. 情感共鸣：代入生活场景，比如普通人常遇到的现实问题，熟悉的经历、

生活环境以及观念，在分秒之内触动内心，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有关。 

2. 解决问题：在搭建实际场景后，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分享技巧

和知识，让读者获得有用的信息。

Tips
将文字报道与采访视频、现场照片和可视化数字模型有条不紊地排布在

网页上，通过丰富的多媒体表现手段，多媒体新闻正是通过“沉浸式阅读”

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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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篇： 
按场景、主题
的企业新闻稿

产品丨产品类新闻稿怎么写？产品
不少产品稿件都会有这样的通病：王婆卖瓜式的吆喝叫卖、干巴巴的技术手册，通篇的背景

介绍以及枯燥呆板的模式化语言，往往阅读体验不佳，根本读不懂或读不下去，更别提转化

成购买力了。

简言之，就是说“我”（企业本身）相关的太多，说“你”（目标受众）相关的太少。读完

之后一头雾水，“你说的这么好，跟我有一毛钱关系？”

那么，如何从口若悬河地畅谈自己，转变为从目标受众角度的换位思考，让你的产品新闻稿“闪

闪发光”？借此时机，我们就来解锁几个招数，希望为企业公关人士带来更多灵感：

第一招：营造场景

在冬天寒冷的夜里，你窝在床上，悠闲地刷着朋友圈，可能会被这样一个标题所吸引 《天冷

了，来一碗黯然销魂的日式拉面暖暖心吧》，接下来就是动动手指下个单，开始期待“什么

时候能到货呢？真的好想吃！” 

通过搭建场景来帮助提升传播的效果，能够让目标群体加深印象，进而带来消费的转化。

场景可以是一个有故事的视频、一张有情节的海报、一段有内容的文案等等，极短的文字表

述也有可能是一个场景。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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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台没有司机、却通行自如的车辆，请不要惊慌，

它只是正在路测的自动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的赛道上，英特尔做了这

几件大事》

“清晨，在闹铃响起后、您起床之前，您拿起床头柜上的智能手机，并召

唤载您去上班的座驾。” -《德州仪器：驾乘体验正在发生的五大变化》

当描述产品优势的词汇变得贫乏时，不妨打开脑洞，比喻、拟人甚至天马

行空的想象，这些生动的场景描绘，远比枯燥乏味的广告词儿更有吸引力。

第二招：讲个故事

还记得小时候睡觉前总是缠着妈妈“再讲一个故事嘛”，我们也从这些故事中慢

慢学会了很多的道理。假如妈妈直接拉着你叨叨：“做人呢，最重要的是要开心”，

你肯定会说“哎呀，我知道了，好烦 !” 一样的内容，如果利用讲故事的形式会

更容易让人接受。

同样，品牌完全可以少谈产品本身，而是通过受众喜爱的讲故事要素，让文字变

得引人入胜。

在你大谈特谈产品优势时，其实还可以深入挖掘产品背后的故事：

 ◆ 突出产品创新：

• 产品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创意灵感来自于哪里？ 

• 研发过程中遇到哪些波折，设计师和研发人员有什么感想？

 ◆ 突出新闻价值，吸引相关媒体及目标群体：

• 最终解决了用户的哪些难题？ 

• 对行业有哪些影响？产品如何走在行业前沿？

举两个例子：

“研制首款专门设计用来在太空享用的香槟，他们面临着许多挑战：在没有重力的情况

下，主要的困难是如何让液体从瓶子里出来，然后一出来就抓住它，最后是如何喝……” 

- 《玛姆香槟以前所未有的失重瓶设计开启新时代》

“由于许多公共充电桩位于小区、园区、商超、地下停车场，车主在接近“目标”时容

易迷路，陷入“最后 100 米找桩焦虑”。为解决这一痛点，联行科技在近 40 个充电热

点城市进行密集线下人工扫桩，手工采集了近 6 万张图片，保证“路书”覆盖全面、信

息准确。” - 《联行逸充小程序全国上线，“全准稳”完美解决充电焦虑》

此外，带有情节的客户案例也能增加文章的可读性，比如针对目标用户对产品使用的“体验

型故事”；从产品解决问题出发的“痛点型故事”；或者通过引言提升产品价值的“情怀型

故事”（例如江小白的产品文案）。

第三招：虚实结合

具体到用词方面，要怎么避免读者不想看的“假大空”和看不懂的“高深莫测”呢？

新闻首先要确保真实性。牛皮吹得天花乱坠，标榜全宇宙独一无二，只会让读者嗤之以鼻，

还可能面临新广告法的巨额罚款。

在一些稿件的产品介绍中，常常充满虚化的概念，从产品的修饰词“优质”、“高科技”，

到功能性的描述：“提升业务体验，降低运营成本”，读者也许会将信将疑，你有什么证据吗？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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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例 1：

“绿色节能，PUE 可降低 30%；高密部署，可节省 76% 的机柜，68%

的机房空间。” - 《华为发布 Atlas 智能计算平台，以强大算力开启 AI 未来》 

（所有的修饰语，都有数据说明，以增加信服力）

此外，在科技类稿件中，难免会有很多行业术语，要学会“做减法，说人话”。

尽量将晦涩的技术用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句，来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

	● 案例 2：

一种被称为 EMIB（嵌入式多芯片互连桥接）的英特尔创新技术将揭晓答案。

它是一种比一粒米还小的复杂多层薄硅片，可以让相邻芯片以惊人的速度

来回传输大量数据，高达每秒数 GB。- 《英特尔 EMIB 技术助力实现芯片

间互连互通》（比米粒还小，相比具体数字，展示更为直观。）

所谓“虚实结合”，就是通过“实”（与消费者最接近的点）来阐述“虚”，以

“实”将“虚”沉淀在读者的脑海里，加深印象。

除此之外，撰写产品稿还有哪些实用技巧？请查收我们为您准备的 Dos and 

Don’ts 小贴士。

Don't 千万别“自嗨” 
别一不小心把产品稿写成电视购物广告，用真实客观的语言

来阐述数据和事实，避免夸张以及涉嫌诱导购买的词汇。

别用太多行话 
专业术语、英文缩略语和技术行话的堆砌，会让你很容易失

去听众。英文缩略语是否有注解，专有名词是否有说明，数

据是否有解读？不了解行业背景的大众读者是否能看明白？

Tips

Do 主打亮点 
恨不得把产品的优点一股脑说完，这样泛泛而谈，不如挑一

个最突出的特点来写。比如，海飞丝去屑，飘柔更柔顺，聚

焦一个点，反复强调，以至深入人心。

换位思考 
把产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带给消费者的好处。比如，一件 T

恤，采用网底双线工艺（产品属性）-> 衣服更加耐穿（消

费者体验）。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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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撰写稿件前，我们建议在下面这些问题上找到“差异点”，挖掘内容的新闻价值。

产品类新闻稿写作问卷

你要发布什么产品 (what)?
你有怎样的行业地位发布这样

的产品 (who)?
为什么要发布这个产品 (why)?

选择这个时候发布的原因

(when)?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场合发布

(where)? 产品将在哪些领域应用？

给客户带来的好处有哪些？
新产品与老一代产品和竞品有

什么不同？
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促销方式是怎样的？

对产品销售的预期如何？
有哪些专家意见可以为

这个产品加分？

使用哪位企业负责人的引语会增加说服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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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资丨融资类新闻稿可以这么写！

撰写融资新闻是创业公司最重要的必备技能，也是最有效、成本最低、性价比最

高的传播手段之一。通过公布融资新闻，不仅可以提高目标受众与投资人对公司

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的认可，也日渐成为创业公司吸引人才的基本软实力。如何

撰写融资新闻稿？什么样的融资新闻稿更容易引起媒体关注？本文我们就来聊聊

融资信息披露的要诀。

1 画龙点睛的标题

新闻的标题可谓文章之灵魂，所以点睛之笔重如千钧。它必须题文相符，概括得

当，杜绝使用过于专业或晦涩的词语；它必须简洁，一语中的精炼文章最为核心

的部分；标题应避免重复字眼和标点符号，必须凸显全部信息要点，应包括公司

名称、融资时间、第几轮融资、投资机构、融资金额等。例如：

 ● 亿航无人机获 42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 魔方公寓 C 轮融资 3 亿美元，多品牌进军细分市场

2 首段很重要

稿件写作应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将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标题及首段。根据调查，

读者对于稿件的关注度只能持续 30 秒，并且通常采用Ｆ形模式浏览，重点阅读标题和首段，

后面内容基本采用“扫读”的方式。

融资新闻稿可在首段叙述融资事件基本信息的同时，补充领投及跟投信息以及本次融资对于

行业的冲击及影响力，例如“首次、金额最大的一次融资”这类信息背书。如此内容才有爆点，

吸引眼球也便于扩散传播。

3 融资稿件的 Story-telling

稿件应该提供扎实且基本的信息，例如解释公司为什么是一个好项目，解决行业的那些“痛

点”，呈现的竞争优势如何填补了市场空白，目前取得的业绩如何，市场占有率等第三方数

据如何，投资人对项目的信心背书、评价以及融资过程等。值得一提的是媒体除了对初创企

业和商业模式感兴趣之外，还会对创始人或团队天然感兴趣，尤其是已通过自身努力度过困

难期，逐步走上发展轨道的成功者。创业者也是最恰当讲创业故事的人。

4 聚焦企业背景、商业模式

企业背景和商业模式是公司被投的核心要素。文章信息披露对于增强资本和市场信心非常关

键。它应该着力展现企业的资质、竞争力、市场地位、业绩数据以及投资人背景，以及对优

秀人才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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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

 ● 强调估值，还不如强调融资额。 

对于专业媒体来说，企业的估值只是虚胖，其手里握有的真金白

银才是关键。融资额比估值更有说服力。

 ● 惜字如金，控制适当的披露频次。 

融资新闻披露过多容易暴露公司的软肋。如果竞争对手业绩不差，

屡屡看到对手的融资新闻，出于竞争和妒忌的压力，可能会恶性

融资竞争，加剧了市场的烧钱竞争。因此，对于某些低门槛容易

红海的行业，闷声融资非常重要。

 ● 数据真实，不宜过分承诺，夸大前景预期。 

一旦业绩无法如期达标，可能下一轮融资很吃力，专业媒体对于

这些“海口”可能会口诛笔伐。例如融资额度应该与和投资机构

能力、运营数据匹配、同行规模等等匹配。

节日丨节假日新闻稿写作“避雷
进阶指南”

节日
每年的节假日都是企业必争的传播时间节点，被视为企业制造话题、树立品牌形象的绝佳时

期。然而，每当节假日临近，一大波“真情回馈新老客户”的促销广告体软文蜂拥而至，我

们深感似乎不少企业都踩到了节假日传播的那些“雷”。如何解锁节假日新闻稿写作的正确

打开方式？

避雷指南

一不小心就踩上节假日新闻稿写作的“雷”，这常常是由于对企业新闻稿的一些常识性概念

理解得有偏差而造成的。比如下面的这些“雷区”，你是否也踩过呢？

1 受众“雷区”

企业新闻稿目标受众是消费者？  NO!

新闻稿（Press release）是新闻的一种文体形式，作为新闻素材发布给各大媒体，媒体通

过自身视角对其进行二次处理后，再在公众间进行更广泛的传播。所以，企业新闻稿的目标

受众既是大众，更是媒体的记者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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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了解媒体对于新闻稿的喜好才能投其所好。媒体乐于采纳的新闻稿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备“新闻价值”。简单来讲，就是新闻稿所传递的信息有

用、有品、有趣。而节庆促销这种赤裸裸推销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内容，在记者和

编辑看来就是毫无新闻价值的垃圾信息。

2 目的“雷区”

节假日公关传播 = 促销产品和服务？ NO!

节日促销是企业在某个特定时间点进行的短期售卖行为，主要目的在于刺激目标

用户的购买欲，增加企业盈利。而节假日公关传播的核心在于，借着节日期间舆

论活跃度上升的良好机会，传播企业当下的应景动态，获取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以此帮助企业建立和提高长效的品牌认知度。企业应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

节假日公关的终极意义是良好品牌形象的建立与

维护。

就节假日新闻稿写作而言，建立品牌形象、营造

好口碑可以是多维度的，不必只拘泥于产品服务

的“物美价廉”。任何能够帮助企业强化正面形

象的主题都可以作为切入点，比如节庆期间的企

业社会责任、节前权威的趋势数据预测、节后官

方的业绩总结等等。

3 手段“雷区”

只要新闻稿蹭上节日 / 热点话题 = 增加落地链接和转载率？ NO!

如果企业不考虑自身的行业 / 品牌定位和节日 / 热点话题的匹配度，强行借势，不仅难以增

加媒体的正向 pick-up，还常常吃力不讨好：轻则让人感到尴尬，重则被扣上“恶意营销”

的名号。例如：丧葬企业在春节期间发布推广服务的新闻稿、家装企业在 2018 World Cup

期间发布“世界杯混搭风”装修建材折扣优惠的新闻稿等。

进阶指南

公关达人们如果想助企业一臂之力，在节假日新闻稿的赛场上拔得头筹，除了避开雷区，还

需要将企业品牌和节日真正有机的结合起来。还在苦恼于每年的节日公关内容总是老生常

谈？下面的进阶案例也许能带给你一些新鲜的灵感。

1 初级进阶

巧用联想，寻找企业自身属性和节日的相关性

节日和纪念日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企业不妨善用联想，更深地挖掘品牌和节日间

的共通点，引导受众自然而然地由某个节日或纪念日联想到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在每

年众多的节日和纪念日中有选择性的进行传播，势必可以强化媒体和公众对于企业品牌的认

知。比如：世界睡眠日与床垫品牌、全国爱眼日与眼镜 / 镜片品牌、国际聋人日与助听器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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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级进阶

放眼全局，为节假日行业痛点支招

2016 年圣诞节前夕，零售业商品损耗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保点系统公司通过美

通社宣布：保点系统发布《2016 圣诞假日全球零售盗窃预测》调查报告。该报

告是由保点系统有限公司协助、经由零售损耗分析师 Ernie Deyle 完成的盗窃

统计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亚太区的零售业会在这个圣诞季取得最高的销售额，

同时也将面临最高的损耗威胁；服装、儿童玩具、食品、电子类产品和化妆品是

遭窃率最高的商品；导致零售损耗的原因包括内部因素（员工盗窃、减价促销活

动）和外部因素（商店扒手、有组织零售犯罪）。

Picture from www.prnasia.com (https://www.

prnasia.com/story/162087-1.shtml)

新闻稿的切入点没有落入节庆优惠促销的

俗套，保点系统公司不拘泥于常规，放眼

零售业全局，凭借《2016 圣诞假日全球

零售盗窃预测》中新鲜出炉的行业数据、

趋势预测和现象解读，为圣诞节期间让商

家们“有苦难言”的零售盗窃痛点支招，

提供创新的行业解决方案。同时，也凸显

了保点系统公司的行业洞察者姿态。

3 高级进阶

建立品牌和节日间的情感归属，唤起人们对品牌背后特定生活方式的
向往

9 月 13 日，Airbnb 爱彼迎通过美通社发布了《爱彼迎和马思纯带你开启舒心的长假旅行》

的新闻稿。文中跟随爱彼迎社区成员、青年演员马思纯的旅行足迹，探访了一家坐落于北京

胡同深处的四合院民宿，通过马思纯的入住体验，为即将在十一黄金周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分

享了如何收获舒心旅程的心得。

Picture from www.prnasia.com (https://www.

prnasia.com/story/222565-1.shtml)

古朴院落、参天老树、优雅的设计师女房东。新闻

稿以娓娓道来的形式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一种轻松闲

适的节日氛围，而文中所鼓励的“探索未知、寻求

归属感、与当地文化产生联结”的旅行方式，正与

繁忙的都市人群在假日中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不谋而

合。新闻稿有效地还原和满足了受众对节日的情感

诉求，使人们获得了节日参与感，更深化了媒体和

公众对 Airbnb 爱彼迎品牌形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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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进阶

另辟蹊径，为节日 / 热点事件中的“边缘”人群发声

足球带给人们的激情难以估量。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赛事期间，首旅如家酒店

通过美通社发布了《如家酒店 -NEO 为外卖小哥巧设暖心“骗局” 玩转世界杯

场景化营销》的新闻稿。不同于大部分品牌将世界杯营销的重心放在普通球迷身

上，如家酒店 -NEO 别出心裁，将目光转向了一群无法观看比赛的外卖小哥。

Picture from www.

prnasia.com (https://

www.prnasia.com/

story/214349-1.shtml)

6 月 16 日凌晨，首旅如家通过外卖平台随机将 5 位外卖小哥“骗进”NEO 世

纪公园店内精心布置的观赛室，邀请这些辛劳工作却难以观赛的“边缘”球迷们

共享足球带来的欢乐。新闻稿另辟蹊径，在致敬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

的同时，更彰显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的人性化温度，为获取媒体和公众的

关注带来了更多的正向传播力。

购物季丨 4个方法，拒绝购物季
新闻稿“千文一面”

购物季
在网络普及、自媒体兴盛的时代，购物季的新闻稿会出现“千文一面”的情况，而同质化的

新闻稿很难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要避免“千文一面”，企业要更加清晰地了解购物季新闻稿的常见元素，并实现常见元素与

企业动态、产品和价值观的密切结合，于寻常中觅不寻常。

购物季新闻稿侧重及常见“陷阱”

下面我们以一年中最热闹的“双十一”狂欢季为研究对象，通过盘点美通社近几年发布的“双

十一”新闻稿的分布情况及各类稿件常见“陷阱”来寻找推陈出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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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盘点，我们发现，大型购物季期间，话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26%

18%

13%

9%

购物季业绩汇总

优惠力度 

跨界合作

新品发布

我们还发现，除了以上类型，购物季的稿件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设计，比

如前期物流准备、行业分析等。

但是不管以上哪一种类型，都有不留神变成营销软文的风险。总括起来，约有这

三大类：

那么企业公关人士要怎样利用常见元素，避开上述风险，实现稿件内容的价值性

和独特性呢？

知己知彼： 推陈出新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优惠类及业绩类稿件所占比重较高。业绩类稿件彰显着企业影响力，

为严肃性新闻，可以暂时不讨论。我们来看优惠类稿件，事实上现在很少会有读者愿意接收

到广告一般的优惠类信息。

记者、博主或者潜在的用户希望在琳琅满目的优惠稿件中看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从而对

企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 这便是推陈出新，于寻常中觅得不寻常。

要写出不寻常的内容，这里有四个方法。

跨界合作，定义主张

每一份新闻都在讲述不同的企业故事，因此每一篇新闻应该有定义企业特色的主张。

购物狂欢季期间，就合作类稿件设计，单纯地以“填鸭”形式列举合作形式、优惠力度等信息，

会使读者感到营销信息过载、新闻价值欠缺。

相反，假如能够从合作中抽象出企业主张，反映出企业产品定位及对用户期望的反馈，

也许会有意向不到的收获。

比如博朗在双十一期间发布的新闻稿《德国博朗携手黄轩演绎全新大片，敢尝试，大不同》。

首先在标题突出“携手黄轩打造新片，突破自我”。而在内容上，通过有趣的构思“黄轩的

故事（尝试创造不同）– 产品的特点（剃须体验革新）– 双十一活动”，定义“尝试创造不同”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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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构思中，一方面强调了博朗为迎接购物季所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对

自身的产品进行了有态度的定义，整篇稿件从“尝试”与“突破”的角度展开，

这种写作角度，超越了产品本身特点，从其所象征的生活态度入手，事实上会更

具有可读性。

玩乐融入新闻，让传播内容更有趣

公关传播人士在稿件设计中肯定会考虑用户粘性。那么用户粘性主要包括哪些方

面呢？就参与度来说，玩乐元素无疑提高参与度和互动度的一个好方法。

美国玩乐协会总监斯图尔特·布朗博士（Dr. Stuart Brown）认为，人类是“地

球上最童心未泯的动物” — 所以我们都喜欢玩。而在传播领域，玩乐的元素适

用于以上提到的大多数常见稿件类型中（合作、新品发布等）。

传统的新闻构思可能会缺乏对观众参与其中的期待，而只是企业单方面信息传递，

难以与读者产生互动。那不妨换种方式，通过将游戏、玩乐融入新闻设计，故事

将会变得更具吸引力。

	● 例如美通社曾发布的来自闺蜜网的双十一稿件《双十一喵星理想生活登陆舱完美

收舱	解读新零售未来出路》

在喵星理想生活登陆舱这篇稿件中，以双十一为大背景，KIMISS 和 Onlylady 携手天猫打

造美妆快闪店，以太空舱为主题，设置不同环节活动，利用技术促进用户对产品的认识，优

化用户体验，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善用传播的力量，传达企业价值

奥美中国区首席执行长庄淑芬女士在为《如何让他买：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十大策略》作推荐

序时指出：

“近年来，奥美通过全球调查，发现消费者早已唾弃夸夸其谈的品牌，认为它们与众人

毫不相关。他们期待品牌以实际行动，展现与之呼应的共享价值，提供深具意义的体验

和经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发现强调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公关人士在策划新

闻稿时，与其顺大流强调品牌形象、产品特色，不如尝试从社会责任着手，让读者认识到，

企业在通过点滴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从而更有利于企业传播与形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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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通社 2018 年发布的稿件中，我们看到有这么一篇视角独特的双十一新闻稿，

即《这个双十一，东鹏特饮成为最懂快递小哥的品牌》

稿件以东鹏特饮“11.11 背后的男人”活动升级至 2.0 为新闻点，聚焦于双十一

前线的人群之一—快递小哥，详细阐述 2.0 活动（从物流站点的饮料到快递柜的

暖心话语和意外惊喜再到物流纪实微电影），向读者传递企业致力于“服务民生、

回报社会、共享民生”的公益理念，从而为新闻稿增加亮点，彰显新闻的价值，

同时也可以和读者产生共鸣（也许读者会想起《蜘蛛侠》里的名句“力量越大，

责任越大”）。

洞悉行业发展趋势，与时俱进

美通社在 2016 年发布的中国记者职业状态画像中指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记者

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记者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的首要目的是关注突发热点新

闻（68.8%），其次为跟踪关注领域对象所发布的信息（54.6%），及进行选

题线索相关的信息搜寻与挖掘（近半数）。

技术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内容传播以及媒体工作者接受信息的方式，然而这一改变

也是利弊共存的。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意味着容易产生过剩信息，要想从万千信

息中脱颖而出，更需要企业公关人士在内容传播上的创新。

因此，就企业新闻稿来说，需要打破传统的故事内容设定，反映企业发展对于行

业及消费者生活的影响和意义，从而为新闻增添不少亮点和看点，提高可读性和

媒体关注度。

比如传化智联通过美通社发布的双十一稿件《双十一后记：供应链“逆袭”背后的“智能物流”》

稿件以双十一运输数据为引子，反映如何更好地实现物流与互联网之间的结合，实现高效的

“智能物流”；以及如何通过对平台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影响企业生产与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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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丨参展传播，怎么做？
参展
1 应对潜在不确定，底盘要稳，碗要端牢

如何做好展会的基础信息铺设与线上传播？其中的必选项自然离不开：展会传

播节奏三件套——展前预热，展中亮点，展后总结或展望。这三件套是一个老

生常谈，却也常谈常新的问题。怎么从内容上、渠道组合上去变通，提升执行

灵活度，直至最后吸引媒体主动关注与报道，便是企业在如今参展事件传播中

应该追求的“新”。

例如 LG 集团参与 CES 2022（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线上新闻传播，

就充分展示了运作好“新闻三件套”，将能够为参展传播全程发挥重要价值，

并吸引媒体报道。

 ● 展前预热阶段，LG 提前数月就发布预热新闻稿，内容中强调的信息是，

将在展会期间为观众带来 LG 最新虚拟体验技术、VR 数字艺术、沉浸

式曲面 OLED 视频墙等前沿的体验。此外还介绍自己的展厅地点、即

将登场的数十种全新产品。稿件将展会即将推出的新兴技术内容体验作

为吸引点，有效吸引媒体关注，也充分预热了 LG 的参展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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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中亮点阶段，品牌在展会进行中可谈论的信息内容十分庞大与复杂，

此外媒体现阶段要处理的展会企业新闻也十分繁多，为吸引媒体关注聚

焦，企业就应该去提炼一些“易消化”且核心的亮点作为新闻主旨。 

 ● 比如 LG 在展中新闻稿中正是通过一条 ESG 的主线，串起了整个参展

亮点。新闻内容展示了企业从展台搭建的可回收材料使用，到产品包装、

产品生产过程中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样的主线既体现了展会现场亮

点，也提升了产品价值，还表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 展后总结与展望阶段，是对企业参展事件的价值陈述与总结。LG 在这一

阶段的新闻内容是总结了产品在 CES 2022 中取得的奖项成绩，以此为

参展传播画上句号。而当展会没有相关奖项时，企业仍可以从别的角度

发声总结。比如复盘展会现场的精彩瞬间、阐述参展的收获、表达企业

未来的规划等等。

(LG 的 CES 2022 展会传播三件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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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控”、“临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内容上，除了常说的基础内容维度，如公司介绍，产品说明等，在参展这样的

场景下，还有另一个分类维度：可控内容与临时内容。常规来说，可控的内容一

般包含两大部分：

1. 企业、品牌和产品相关的硬事实；

2. 企业提前准备的话题内容。其中第一部分相对好理解，但第二部分往往缺乏

经验，不知如何提前准备好话题内容。

一个简单且行之有效的逻辑是，提前了解展会官方释出的新闻稿件，把控今年的

展会主题，然后结合这个主题曲产出一些话题方向，将更有利于吸引媒体关注。

例如，CES 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CTA)，在六月中发布了一篇关于 CES 

2023 的新闻稿，表示 CES 2023 将聚焦创新应对全球挑战，并宣布了 CES 

2023 的第一位主题演讲嘉宾，是农业技术企业的高管首次在 CES 展会上担任

主题演讲。由此可发现一些关键词，包括常规的“创新”话题，新出现的“全球

挑战”、“农业技术产品”或将成为 2023CES 展会侧重关注的焦点。

(CTA 通过美通社发布新闻稿，表示 CES 2023 将聚焦创新如何应对全球挑战 )

对企业来说，分析这些关键词的价值在于，可以将可控内容提前锁定在展会主旨上，提前准

备好相关话题或产品内容，这样更容易赢得媒体关注。

同时，这些提前预备的好话题内容，还能为届时媒体的报道时，提供直接的事实案例或趋势

观点素材，增加企业传播内容的效率与质量。

在临时内容层面，应该要一脉相承可控内容，当大概率话题或其它周期性话题预备好内容后，

便能为展会举行期留出更多的执行灵活度，去应对那些临时出现的内容，或者其它需要到现

场才可以执行的工作，比如采集现场精彩瞬间，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同步线上直播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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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疫情时代，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此前美通社海外传播策略部门负责人魏晓女士在其“TEMI 品牌国际传播策略”

系列讲座的第二场中提到，没有任何一个渠道具有绝对的受众影响力。在万物互

联时代，以受众为中心，跨渠道多元传播，促进受众参与及互动，是企业传播的

新答案。

而多元渠道中，官网以及一切官

方社交媒体号，作为品牌自主管

理的自有媒介，是一切传播的基

础。在参展这样一个事件里，展

会现场是前方阵地，后方粮草要

给足，企业的自有媒介渠道要保

持有意义的信息通畅输出，除了

为铺设基础信息而发出去的新闻

通稿，官方的社交媒体号也可以

积极参与其中。

然而每一次参展，前期规划布展，中期现场把控，还有各种参展资源和人员的协

调调动，诸多的繁琐细碎让传播工作的执行灵活度显得更为重要。把不同渠道提

前准备好的备用资源，合理拆分，有机组合，使之适合在不同的官方渠道输出，

“一鱼多吃”，执行者（你）省事，花钱者（老板）省心，何乐不为？

比如，在展会现场要播放的各种视频，可以展会期间同步在公司的官推，带上展

会的 hashtag 发一轮；或投放到行业媒体网站，推送给行业读者；又比如，为

展会准备的新闻稿内容，亮点摘一摘，分成多条推文，利用工具定时发布，那么

执行灵活度的清单里就又可以加一条“拍一张老板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照片，给老板浅浅美

个颜，然后立刻发布到公司官推上并加个展会的 hashtag”。

展会筹备期对自有平台和借力渠道的内容铺设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投入，当展会顺利举行时，

它是锦上添花；而如若展会被始终存在的不确定性击中，出现了临时取消或受到其它限制的

情况时，它便会是雪中送炭。

简单概括，我们认为企业出海参展，以及国内参展，均可参考以下几点方法：

1. 注重新闻传播的三件套：对参展期间的三个阶段，展开不同侧重点的沟通，吸引媒体的关

注，形成完整的传播链条；

2. 对传播内容的两手抓：牢牢掌控参展期间的可控内容，为可能临时出现的内容留下足够的

操作空间；

3. 传播渠道与内容广撒网：虽然无法保证哪一个渠道，哪一个内容会出圈，但能保证的是尽

可能多的布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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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丨品牌代言新闻稿怎么写
明星代言

体育偶像、体育明星代言越来越成为品牌的新宠。他们身上所展示出来的健康、

自信、拼搏、自律、坚持等闪光点，吸引着品牌不惜花重金签约，并通过媒体传

播、广告、线下等多种媒介进行广泛的传播。代言人选好了，对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对品牌代言人或品牌大使进行传播时，企业如何做好基本的新闻稿传播呢？我

们通过以下这些以谷爱凌为代言人的品牌的做法，学习一下写代言人系列新闻稿

的四个技巧。

1 标题醒目突出品牌名、代言人名及代言 slogan 

图片来自新闻稿：

安踏携手谷爱凌，

以无限热爱创造中

国骄傲

我们来看安踏和三棵树的例子： 

 ◆ 安踏携手谷爱凌，以无限热爱创造中国骄傲

 ◆ 三棵树签约全优冠军谷爱凌 创造健康美好生活

 ◆ 安踏携手王一博，品牌重塑领跑奥运赛道

这些都是言简意赅、短促而有力量的标题，让人第一秒就看到关键信息。既节省了读者的时间，
又加深了印象。

2 把合作主旨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和社会高度

比如，安踏在关于携手谷爱凌的新闻稿中，明确提出：“安踏品牌将借助与谷爱凌持续的深
度合作，通过她的故事，建立起与年轻人的沟通桥梁，激励广大青少年参与运动，享受运动
的乐趣；以更专注的信念、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和谷爱凌一样，在人生赛场上发挥出
更大的潜能。”

把代言人与代言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ESG 等联系在一起，也是受到媒体和消费者喜欢
的举措。比如，马爹利在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马爹利特邀梁朝伟倾情演绎全新的理性饮
酒公益宣传片，旨在借助其正面的形象和影响力号召公众将拒绝酒驾落实于实际行动中。身
处巅峰的勇者也需沉淀蓄力、脚踏实地，使理性饮酒、安全出行的生活方式尽在掌握。

三棵树在“三棵树借力冬奥促进品牌升级、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这篇新闻稿中，把绿色建材
与健康中国相关联，文中又融入了签约谷爱凌这一品牌事件，从社会责任方面去提高品牌的
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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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寻找品牌基调与代言人特征的高度匹配

比如，科勒正式宣布谷爱凌为品牌代言人 -- 敢于发问，发现更多新可能。科勒在这篇代言人新闻稿中，标明

自己品牌具有打破桎梏的“敢创”精神。同时从谷爱凌身上挖掘出同样的精神：“勇于打破标签桎梏，在面对

未知挑战时对自己发问：能不能再一次突破极限？能不能尝试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能不能跨界做一个优雅的

时尚先锋？” 通过这样的标签和特征挖掘，将代言人与品牌形象进行了匹配，持续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联想

与认知。

4 持续运用代言人做特定人群的营销战役，不断发挥代言人的正面作用

比如，安踏携手谷爱凌，发布针对女性市场的全新营销主题 # 因动而美 #，透过女性视角诠释安踏“Keep 

Moving- 永不止步”的品牌精神，并正式启动 2021 年度一系列女子推广活动。

2021 年 11 月初，汤臣倍健 Yep 签约谷爱凌 倡导科学营养健康生活。年底，谷爱凌在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大

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比赛中夺冠。汤臣倍健发布了“汤臣倍健 Yep 以科学营养助力谷爱凌征战冰雪，

创造历史”的新闻稿，讲述了谷爱凌的故事，特别突出了她时尚形象、专业能力和多面手的潜力。这篇稿件再

次向体育爱好者或者滑雪爱好者们传递了

代言人的正面形象。

图片来自新闻稿：科勒正式宣布谷爱凌为品牌代言人 - 敢于发问，

发现更多新可能

图片来自新闻稿：汤臣倍健 Yep 以科学营养助力

谷爱凌征战冰雪，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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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oB 丨找到嗨点，让B2B新闻稿
秒霸头条

BtoB
1. 传统新闻的现状

写新闻稿是品牌公关行业的基本功。新闻稿的重要用户，且差不多唯一的用户就

是媒体。新闻稿的起源就是企业和组织的公关发布的一些正式的新闻官方口径，

供新闻媒体来采用。

Cision 2022 全球媒体调查报告中发现，受访媒体人最想从品牌公关人士那里获

取的内容类型中，新闻稿排名第一，超过四分之三（76%）的受访选择了该答案。

美通社 2016 年发布的《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数据说明，

虽然新媒体很发达，但是传统的新闻稿还是很多。记者们最欢迎的三大元素实际

就是让新闻稿能够有吸引力的要素。

31% 的记者每天会接到 6 个来自企业公关人的主动沟通联络，说明公关人还有

公关公司都在积极跟媒体做沟通。能给记者提供好的有价值的内容给他们，让他

们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体现自身的价值，这个就是公关要做的事情。

近 7 成（66.5%）的记者平均每周至少收到 30 篇以上来自企业的新闻稿件，而有足够价值的新闻

性 事件（85%）、资深的行业观点（72%）、有趣的故事角度（67.9%）是稿件内容最受记者欢

迎的三 大价值要素；绝大多数（78.6%）的记者表示缺乏新闻价值、营销性过强的内容会使其选

择立刻忽略。

在撰写一篇新闻报道或求证信息来源时，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源受记者信任比例最高，接近 9 成

比例（87.1%）的记者最信任的信息源为官方新闻通稿，其次是企业机构高管、新闻发言人（51.7%）、

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信息（41.6%）和企业机构官网（39.7%）。

本文作者李国威（PRGo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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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闻稿对公司有什么用处？

（1）便于搜索

一个重要的新闻或者企业动态发生的时候，需要比较官方的观点。媒体，KOL，

官员对于一场活动分别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关于它的官方信息，也需要能够在

搜索引擎上被搜到。

（2）特定用户定制服务

为特定的用户，媒体写稿也需要一个比较官方和正式的说法。特别是关于一些重

要产品的具体说明。

（3）为多元化传播提供一个框架

所谓多元化的媒体是指企业媒体矩阵的一个融合。每个企业几乎都有自己的官方

自媒体。甚至有些大型国企，还有报纸，电视台。中石化在一带一路期间在自己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新闻稿就很具有新媒体特性。

稿件开头先讲了老挝的一个歌手写了一首歌，但是中间的部分也讲他们的董事长

做的一些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发言。中国交建作为海外工程建筑企业也发了类似

的新闻。

中石化在一带一路期间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新闻稿具有新媒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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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2B 新闻稿要素

B2B 新闻稿的要素跟 B2C 差不多，但是 B2B 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一个是“洞

察”，一个是“客户”。洞察就是指发布的新产品对行业有什么大的影响？另外

是对客户有什么影响，甚至企业能不能跟客户一起发布新闻，用客户的案例来证

实产品的有效性？

关于新闻稿的六个要素的例子

（1）洞察

英特尔举办了一个会议讲加速通向 5G 之路。关于 5G 业界有很多不同看法，英特尔的核心

思想是“5G 不仅仅是通讯技术的演进，更是一次全面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

一个革命”。还用加黑的标题强调 5G 不等于 4G 加上 1G。当读者看到这样的一种标题或

者说法，可能就会产生兴趣，特别是英特尔作为行业的领先者，会想听他们怎么讲 5G 这个

会影响很多行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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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题

在标题当中表示一个事件对行业的影响对吸引读者是非常重要的。

《ThreatMetrix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品牌在中国面临网络犯罪的挑战》。这个标

题很吓人，就会迅速引起读者的注意。

（3）数字

B2B 行业有很多数字，西门子新闻稿写到他们的燃气轮机获得新的世界纪录：61.5% 的发

电效率。这个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里面讲到该新产品的噪音水平小于 25 分贝，比

人轻声耳语还安静。这个反而对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下一段说新产品可以节约 250 万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 1.25 万辆汽车行驶在 15000 公里的

排放量。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统计但听起来很抽象。如果将它换算成一种相当于在北京的街

道上每年拿走了多少辆汽车。这种比喻会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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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户

B2B 营销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为客户背书。但是客户背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客户一般

不愿意被宣传，因为有时候它的效果还没有马上确定。但如果是一个不是很知名的公司使用

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的话，就会愿意去宣传。比如现在市场上的手机都会说自己用的是高

通的处理器，骁龙的芯片。

这篇稿件写南京儿童医院用 IBM

闪存方案。IBM 在解决方案上很

强，且医疗行业是其认知商业的

一个发展重点，有了这样的案例，

IBM 以后就作为案例跟别的客户

讲。而对医院来说这是积极采用

新的技术，且反映了行业的发展

趋势。所以这样的新闻稿对 IBM

和对南京儿童医院是双赢的。

（4）场景

随着多媒体的发展，文字的表达有时候会很乏力。下面这篇稿件讲一个机器人身

高 1 米 75 高，活动自如，小心谨慎，从不犯错，读起来很平淡。如果能够使用

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会效果非常好。在营销更多场景化的时代，需要多媒体的呈

现，特别是随着 VR 技术发展大家更能够把一个产品，一个展会或者客户的某个

工作场景变成一种可视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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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结合的比较好的是是海航。他们谈现代物流已经谈了很久。在这篇稿件中写到它们在西

安建立了物流交通枢纽，推动“中国的孟菲斯”建设发展。这个是海航这个业务的核心信息。

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又建成一个现代物流中心，这个已经不光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一带一路期间发表这样的稿件代表了海航非常聪明的战略。

另一个是追行业的热点。这篇稿件的主题是博世联合中国地图供应商开发精准的定位服务。

如果稍微了解下互联网行业，特别是汽车领域。

就会发现自动驾驶，能源汽车都是很热的话题。博世这篇稿件讲这种精准定位服务为自动驾

驶提供一种帮助，实际上这就是用一种技术去切入一个热点话题，这样写就会有比较好的传

播效果。

（6）热点 

B2B 的热点的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的热点，另一个是行业的热点。

这两天最热的话题就是“一带一路”。霍尼韦尔的例子发了一篇新闻稿，标题是

“霍尼韦尔沈达理：鼎力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个稿子有意识去跟热点，

但是整篇稿子都在讲一带一路是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稿子后边讲

了霍尼韦尔在一带一路做的一些项目，与中国企业的合作等等。从新闻稿的写作

上来说这是一个大忌。应该把重要的内容放在前面才行。

蚂蜂窝则是发布了一个白皮书

《丝绸之路旅游大数据报告》。

这给 B2B 企业一个启发，把

行业洞察和热点事件结合起来

的话才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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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闻稿的三大类

I. 产品类新闻稿

写产品类新闻稿可以将这 13 个问题以及前面的六大原则结

合起来，然后再去考虑产品新闻稿的架构。

施耐德这篇稿子虽然导语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基本上回答

了要发布什么产品，自己有什么样的行业地位发布这个产

品，为什么这个时候发布，在哪些领域应用给客户带来的

什么好处。作为一个产品的新闻稿，是比较完整的。但是

还可以从洞察，数字，场景，标题，热点，客户等这些方

面进行改进。

再看下面这个稿件，英特尔携手小米生态链

企业联合发布智能跑鞋。新闻稿里用了小米，

对它的地位是有提升的，而且这个智能跑鞋

很有意思。还有哪些渠道销售，哪些专家可

以为这个事情加分这篇稿件里都有。

英特尔提供芯片，小米生态企业瑞米科技应

该是做了鞋，而京东金融众筹事业部体现了

这是一个众筹产品，最后在京东渠道销售。

这篇稿件把各种大家的影响力和流量都体现

出来，增加了产品和这条新闻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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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稿件是 iPhone4 于 9 月 25 号在中国上市。这个产品的上市是一个

C 端的，稿件里面关于价格，在什么渠道卖，在什么地方卖，为什么发布这个产

品，产品有什么重要的性能全都包含，这是一篇非常全的新闻稿。这种官方的一

种发布对于媒体的使用就是建立一个多媒体传播的框架。这个东西虽然看着很枯

燥，但是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II. 事件类新闻稿

事件类新闻稿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差异性。在落笔写下每一个字的时候，都要想想，这个事情

跟以前有什么不同，跟竞争对手有什么不同？跟上次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跟上一代产品有

什么不同？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否则出来的东西就会缺少吸引力，也缺少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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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的稿件讲“睿变不止”这个主题。编辑不知道怎么拔高这件事情，就写了

红字标注的那一段，但这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将真正的行业洞察和用户关

联在一起才会有很好的传播效果。

TUV 莱茵这篇稿子讲只是参加一个展会，某位高管的讲话放在导语是不合适的。怎么找到一

种行业洞察，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一个活动给记录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必须把关于行业的

洞察和差异点在新闻稿里体现出来。

前程无忧这篇新闻稿写了很多事情，但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关于行业洞察

根本没有任何体现。这篇稿件有一个副标题叫“让人力资源管理移动起来”。这

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和话题。

可以在标题和导语当中写人力资源管理的移动的趋势是怎样去体现，获奖的企业

里边有多少家在采用，这种移动管理代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方向，这样会对

这个活动的影响力大大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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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篇稿子是 2017 数字化首席营销官峰会将于 8 月在上海举办。这篇稿件中

关于你是谁，为什么是你 ? 你有什么资格去做这个事情这几点要素完全没有提到。

或者如果可以拉着一家媒体或者特别有公信力的机构一起去办，一起去发布新闻

影响会更大。

III. 观点类新闻稿写作

写观点类新闻稿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差异点。观点类新闻稿跟 B2B

传播的基本的原理就是与行业洞察是

有密切关系的。那些做的比较好的，

或者比较聪明的 B2B 企业，会经常发

布他们对行业的见解。

比如猎聘做了一个《猎聘离京朝调研》。说近七成职场人表示在北京没有房子会影响其长远

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标题，会引起大家注意。猎聘作为一个招聘机构，想通过行业洞察想

做行业内意见领袖。这种行业洞察就是通过发表白皮书的方式跟公众进行沟通。

这种方式 B2B 的企业应该得到广泛运用。因为这种系统的，科学的权威性表达对企业形象

和影响力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要注意一点就是写这类新闻稿，以及发布这种白皮书的时候，

要有一些专家的认可和专家的观点来支持。要做一个发布会的话，也不要自己做，最好是找

业界的专家一起做。

同样观点类新闻稿也要像产品和事件的新闻稿一样要考虑差异点。但是对观点类的新闻稿来

说，特别重要的两点是哪些重要人物支持这个观点，他会说些什么东西。

另外就是企业里边有哪些有影响力的，比如说是关于技术的 CTO 出来发布一些权威观点，

若是关于财务 CFO 会不会出来发表意见？他们会不会增加行业见解的说服力，需要在新闻

稿和活动中都去考虑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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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篇： 
品牌传播与 
内容策略

借势热点丨公关如何借势媒体，
巧抓热点？

借势热点
作为企业品牌公关的负责人，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让品牌的声音最大、最准确的传达

目标用户，借助有效的传播时机，增加品牌在各个渠道的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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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抓热点蹭热点，热点怎么抓，如何蹭，又时常令人纠结。

热点的主题和类型

什么是热点？简单来讲是大多数人关注或参与互动的信息，按照主题的不同分为

三类：

 ● 社会热点

 ● 娱乐热点

 ● 行业热点

从热点的传播特征上，分为以下两类

 ● 短期热点：实时发生的热点，多是事件性的社会热点或娱乐热点，实时

发生，难以预见。

 ● 长线热点：可以预见的热点，多以行业性事件新闻、大型活动、重要节

日纪念日等为主。

企业能够更好借势的，是可以预见的长线热点，通常已有固定发生的时间，比如

以 2018 年的重要日期为例：

 ● 6 月 7 日全国高考

 ● 6 月 9 日 -10 日青岛举办的上合峰会

 ● 6 月 11 日 CeBit 2018 德国汉诺威国际消费电子展

 ● 6 月 13 日 -15 日的上海 CES 2018 亚洲消费电子展

 ● 6 月 14 日 俄罗斯世界杯开幕

 ● 6 月 17 日父亲节，

 ● 6 月 18 日端午节

 ● 6 月 18 日 618 电商年中大促

        ......

 如何发现热点？

我们在进行热点传播策划时，需要根据热点特性的不同，针对使用不同的工具发现热点，

利用不同层次的渠道传播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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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期：针对难以预见性的突发性热点话题

比较适合利用社会化渠道和工具发现热点并迅速参与，使用强社交、强互动的操

作手法，对热点的敏锐度和反应速度的要求很高，对热点的判断相对感性。一般

来讲，这类短期热点通常为社会或娱乐八卦热点，与企业的契合度十分有限，在

切入时需要分析热点与品牌的契合角度。

2、中期：针对已被媒体报道大量报道的新闻事件热点

可以关注媒体的头条新闻或专题，来辅助判断媒体的短期关注点。其次是可以利

用百度指数，分析热点背后用户的搜索行为（兴趣趋势）和关联关键词，便于在

内容生产时有针对地准确切入用户语境。

利用媒体报道发现热点，对于企业来讲，在热点切入的可操作性上可能会相对滞

后，经过媒体大量报道后的热点通常会处于热点红利的衰减期，用户的关注度也

处于下降通道。

3、长期：针对可被预测和长线切入的活动型热点

可以利用工具来分析预测，提前策划接入，相对来讲是经过分析或确认之后的理

性判断。比如利用媒体监测工具，做行业大数据的综合监测分析，或利用媒体正

在关注的热点方向或正在操作的选题，在媒体正在关注但还未形成报道的阶段，

针对性迎合进行内容策划生产。

以上三类发现热点的方式，帮助大家做一个梳理。

如何做 & 如何推？

品牌利用热点是为了好的传播，不是为了刷存在感或凑热闹。在做热点传播策划时，我们首

先要把握热点趋势，找到热点与受众兴趣的结合点，找到热点与品牌、产品的结合点，这也

是一切的先决前提。

这也就要求我们

1. 深入理解品牌与产品，做好用户洞察

2. 找准（不同）切入角度（差异化）

同一个热点，不同的品牌，结合自己的品牌特点，从独特的角度切入，才会与众不同，单纯

站队跟风是没有意义的。相同的热点话题，相同的切入角度，媒体平台也不会重复推荐。

根据品牌定位和市场计划，有差异性的表达品牌的延展价值，与热点真正产生关联。借用马

东的一句话，你只有做到最大程度不一样（差异化），才可能最大程度被需要（被关注）。

3. 具备媒体思维和算法思维

知道媒体在想什么，会做什么，了解算法推荐什么，为什么要强调算法思维呢？

因为最主要的内容消费场景已经转移到了移动端，你的内容最终能不能被用户看到，首先要

有价值，其次是这个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与多少用户匹配。

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提炼一套与自己品牌和产品服务紧密相关的行业关键词库，可以按照

不同产品，条线，内容主题，将关键词分大类，细类，行业类，产品类等，分析关键词相关

的用户基础和用户画像、行为习惯，在内容生产中，在标题和核心内容中切中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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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广，稳

在热点传播中，除了具备敏锐的热点判断和执行力之外，我们一定不要让精心策

划的内容，只发布在一个渠道，无论是 social 的语言，还是新闻的语言，让内

容适应不同的平台特性，进行广度传播。以稳定的频率，掌握好传播节奏。

5. 扣动情绪的扳机

内容要想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一定要能打动读者的情感。借用李国威老师的一

句话就是，一个好内容的首要技巧，最重要是站在读者兴趣的角度，与目标读者

产生“利益”与“情感”的关联。

只有内容价值触发读者的利益或情绪，读者才有互动与分享的动机。其实很多媒

体平台是鼓励在内容中引导用户互动和转发的，但一定不是那种“不转不是中国

人”式的荒唐引导，如果内容言之无物、文不对题，即使用标题党 0.1 秒把用户

骗进去，也会使人心生反感。

值得借鉴的案例

分享几个值得借鉴的案例，帮助大家从理论落到实践。比如隆基股份的一篇新闻稿，新闻事件

基础是，隆基股份的董事长获得了新浪财经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但隆基股份没有按照一般的套

路，将董事长获奖作为事件的主题，而是借用了 CEO 的一段获奖感言，大意是，清洁的光伏

能源技术有希望在 10 年内成本大幅低于燃煤发电，光伏技术的普及有希望使北京的雾霾十年

内可以驱散。

隆基这篇稿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企业的发展与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了

一起，而不是站在一家企业或个人的荣誉得失之上。非常准确的抓住了痛点，不仅凸显了企业

的社会责任，也把握住了读者的利益和情感。

这篇新闻拆成了两个角度，一个是清洁能源消除雾霾，另一个是贴合国家长线的政策热点，

光伏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篇内容，两个切入角度，其实都是建立在董事长获奖这个新闻事

实基础之上的延展。这就是从差异化的切入热点，隆基股份作为 A 股上市公司，这次新闻事

件传播成功吸引了行业与财经媒体、社会公众、光伏领域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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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每天会即时提供各大行业条线媒体实时关注的热点动向，可以看到

比如某段时间对人工智能，AI 相关的话题非常集中，企业就可以根据媒体

的关注方向提前切入策划。

除非重大的投融资并购事件，关于企业的报道，媒体一般都会从行业，产业，

从推动社会发展等大面的角度做选题，企业如果能够提前切准角度，无疑

会更有效率。比如智能家居 云云互联，中国步入智能社会，AI 人工智能

医疗的应用场景等话题。在大的行业热点上发声，更有助于企业成为某一

话题或领域的可追溯的权威。

另一个大类可预见的热点，就是每年都会备受行业媒体关注的大型会展，

峰会，这个几乎是固定的，可操作周期是最长的，比如每年 CES，都有

不少的媒体通过美通社向企业发出采访邀约，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传播

时机。

还有一类热点是媒体长线关注的某一类型企业，比如出海企业，中概股上

市公司，对于企业来讲，很多话题其实多于媒体去聊，就能找到很多参与点，

比如在某一领域企业具备独特的地位或技术发言权。

受众分析丨企业传播要如何避免
“自high”型内容？

受众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自 High”型内容都有什么特点：

1 “功能 - 情感”定位误差

消费升级的同时企业的传播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将传播的内容从功能理性派转为情感感性派，

企业追求的也已经不仅仅是知名度，而是希望与目标消费者建立情感的深层联接。 以之前刷

屏的“逃离北上广”为例，大多数人都记住了新世相，而航班管家则稍显逊色，这是因为“逃

离北上广”本身是以“情感诉求”为基础的传播，而航班管家的特长是“功能”，这组“功能 -

情感”之间的联系就是用航班管家订机票，稍显薄弱。这种定位误差就会导致传播效果的不

理想。

2 主题不突出

根据尼尔森的研究结果，现在的互联网用户很少会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大部分人都喜欢一目

十行的快速浏览，或者找关键词式的跳读。所以如果你的内容或偏离主题，或不够聚焦，无

法直白地道出你的目的，绕来绕去，让读者犹如做阅读理解一般“体会你的中心思想”，这

些内容也是会被打入冷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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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容过于专业难懂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间碎片化导致人们对某一内容的注意力时间只有 8 秒钟了，所以如果

你的内容从标题到正文充满了专业词汇，可能从企业角度会觉得十分有说服力和可信，但

是以媒体和读者的眼光来看就会让人犹如看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能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读者们可能连标题都不会看完就直接跳出链接了。

综上，有时候这你可能太过于专注你想谈论的内容，而不是台下观众想要听到的内容。所

以，为了缩小这种心理预期的差距，你需要将讲故事的艺术与数据的特征结合起来，来发

现观众们真正关心的东西。那么，要如何做到？

比如：

《百余家上市公司高管为它而来，这份近 10 万亿的品牌价值榜揭开面纱》 

（新闻稿链接：https://www.prnasia.com/story/211412-1.shtml）

同样的内容，如果这个标题更改为：

《2018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公布，腾讯、阿里、移动占前三甲》

是不是能够让你一目了然呢？

I. 时刻关注热点

提高读者参与度、引起共鸣的一个最简单方式就是融入热门话题，简单的说：蹭热点。作

为企业传播人，你需要做到对新闻和社交媒体了如指掌，你可以通过媒体监测工具，重点

关注一些关键词语，你的品牌提及，竞争对手的提及，了解那些被更多媒体报道与转载的

内容，和行业头条的话题趋势；在社交平台方面，可以通过各个平台的指数来了解话题热

度（如微信指数，百度指数，微博指数等）。在了解这些热点之后，你可以从反问自己开

始：我是否有独特的观点？我在这方面是专家吗？我有能吸引人的新想法吗？总之，提高

参与度这个目标是要自始至终贯穿全线的。

就刚刚过去的“520”为例，“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在这个勇敢告白“我爱你”

的日子里，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从小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也满满都是爱的角度出发，以

与可爱的熊猫，猴子等互动为亮点，科普野生动物知识、鼓励人们爱护自然，达到了良好

的传播效果。

《动物也过“520” --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520”满满都是爱》 

（新闻稿链接：https://www.prnasia.com/story/211381-1.shtml）

小朋友亲手体验给熊猫

做定制版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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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为“有态度”的创作者

当你在准备内容的时候，无论它是关于热门话题的，或者是从全新的视角出发的，

你都要做到“有自己的态度”。那种“我觉得你说得对”的内容很难让人印象深

刻，反而，从不同视角观察反应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强有力的立场，或者提供新

的和有价值的洞察力的内容会更受欢迎。

以美林为例，美林强调应对儿童应该科学合理用药，避免错误用药对儿童造成伤

害，推出了“儿童安全用药中国行”活动、《儿童就医及用药指南》，并且联合

线下各大药房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帮助中国家庭树立科学用药理念。这种权威、

严肃、严谨、明确的用药态度与现在动辄就要让孩子“吃药输液”的现状相比，

让人印象深刻。

《美林 20 周年携手药店合作伙伴助力儿童安全用药中国行》 

（新闻稿链接：https://www.prnasia.com/story/211258-1.shtml）

安心守护“美”一刻，美林 20 周年儿童安全用药中国行启动仪式

3 扣动情绪的扳机

能够引起人们注意力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情感触动。以大洋彼岸的美国为例，每次特朗

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一些什么信息的时候，四方评论就会如洪水一般的涌入；哪怕不是他亲

自发的推特，那些和他相关的消息都能让人们争论上好几天，这是因为人们对他抱有强烈的

情感色彩。

所以，考虑与你的业务相关的话题，你要尽可能多的让读者感觉到话题与自己相关，了解他

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与他们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对于食品行业人们关注安全与健康；对

于交通出行行业人们关注安全与便捷；甚至对于国家，人们关心的是稳定与强大。

那么作为上班族他们关心什么呢？智联招聘给出了他们的答案：生活、健康、心理和职业：

《智联招聘：大多数中国白领感到焦虑和孤独》 

（Zhaopin: Chinese White-collar Workers Experiencing Anxiety and Loneliness

新闻稿链接：https://en.prnasia.com/releases/global/zhaopin-chinese-white-

collar-workers-experiencing-anxiety-and-loneliness-211267.shtml）

当一个上班族看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是不是感觉扎心了？这就是成功扣动情绪扳机的一个

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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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衡量丨用百度指数衡量公关
的效果，靠谱吗？

效果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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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分享下个人对百度指数的理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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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百度指数的官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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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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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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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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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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百度搜索指数忽然大幅增长对公关来讲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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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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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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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百度指数的官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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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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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7 天标题中包含“麦当劳”关键词的媒体指数统计有 3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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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7 天百度新闻中收

录的标题中包含“麦当

劳”关键词的相关新闻

有 79 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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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30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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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资讯指数体现的最近 30 天关

于联合利华的数据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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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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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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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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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企业丨成功的 B2B 公司是
如何讲故事的？

B2B企业
 ◢ 讲故事可以成就一家公司，也可以毁掉一家公司。尤其当一家公司的技术越是复杂和难

解的时候，这个道理就越是真理。

 ◢ 想要讲述一个好故事，首先要在必要时抛开行话；其次是将故事置于更大范围且具有主

题性的背景中；最后是好好利用知名度高的客户。

 ◢ B2B 技术公司的 CEO 应聚焦于雇用拥有一定品牌或通讯经验，或至少愿意外包给那个

领域内有能力的专家级伙伴的首席市场官。

 ◢ 尽早聚焦高水准的故事讲述，否则你的公司可能会因为太小众或难以理解而被行业认为

没有价值。

 ◢ 要由你弄清楚你的公司是什么，并以一种引人注目且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讲那个故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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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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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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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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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一些片面的个人分享，仅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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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数字智库（neo_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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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乏味的产品新闻稿。它们不太擅长退后一步处理它们的产品能够实现的实际商业利益问题。

所有人都有故事要讲。要由你来弄明白你的公司是什么，并以引人注目且易于理解的方式来

讲述那个故事。

我认识一位著名的市场营销和公关顾问，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她和上百家硅谷初创公司合

作过。据说，她对一件事“感到震惊”：如今的许多高级技术行业 CEO 传达他们公司的故

事时的差劲程度。

这位名叫珍妮弗·琼斯的顾问最近告诉我说，许多人倾向于回避沟通，认为这种方式在如今

这个着迷于数据的市场营销新时代太“无力”。但是到最后，差劲的沟通和故事讲述可能引

发或加剧商业问题，且经常影响到一家公司的估值。

那么，你如何做到以通俗的语言谈论公司时，获得目标受众中的高层次人群关注呢？

很明显，一个策略就是在必要时抛开行话。你在潜在客户身上使用的说辞对于其他受众来说

并不适合，因为他们已经对你的市场及你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有较深了解。

例如，富达国际 Fidelity 或者美国普信 T. Rowe Price 的高级基金经理或是国家商务记者可

能知道云计算如今势头正好，或公司正购买更多的技术来对战复杂的网络安全攻击。然而，

他们真的理解“混合云”数据中心装置的纷繁难解之处吗？或者说一个“行为攻击检测解决

方案”做哪些事？也许他们并不知道。

2 将故事置于更大的范围 且具有主题性的背景中

另一个建议就是将你的公司故事置于更大范围且具有主题性的背景中。如果你能够解释自己

如何融入更大的技术和社会趋势中，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的所作所为。这些趋势可能包括

免费开源软件的兴起，或移动计算地位的提升。

如果我从在《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担任记者的经历以及目前身为一家全球

投资公司的通讯顾问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讲故事可以成就一家公司，也可以毁

掉一家公司。尤其当一家公司的技术越是复杂和难解的时候，这个道理就越是真

理。

当它们进行 C 轮或 D 轮融资以及真正需要获得广泛的受众时——比如真正的大

型潜在商业伙伴，潜在收购方，公众投资者或高级商务记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通常来说，它们会遇到困难。

这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当我还是一名记者时，我被一些想要成为我笔下主角的技

术公司甩过来的流行语给惊到了。出于好玩的心态，我和我的同事会把其中的一

些术语放到线上的“流行语宾果游戏”网站上，只是为了看看它们会吐出哪些无

法解释的公司描述。（例如：“一家线上的、基于云计算的、开源的、超融合的

Kubernetes 解决方案。”）公关代表迫于压力时，经常难以向我解释这些公司

实际上做的事。

很明显，这些公司从未成为我笔下故事中的主角。

1 在必要时抛开行话

为何 B2B 的讲故事问题如此普遍，还可能变得更严重呢？原因很多。许多令人

费解的公司是由高级技术工程师创立的，而这些创始人天生并不具备讲故事的技

能（这不足为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市场营销部门纯粹受数据驱动，关注

需求生成、投资回报率和将潜在客户引入线上销售漏斗，而不是品牌推广和高层

次通讯。

导致许多 B2B 和企业级 IT 公司总是专注于谈论它们产品那些华而不实的附加部

件，停留在对技术型受众实行的“推销模式”，机械地完成糟糕的白皮书和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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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而不是品牌推广——更加像“数学人”而不是“广告狂人”。这并不件令人惊讶的事，

因为这些公司经常出售具有丰富数据的产品，拥有公关和普通广告宣传并不直接驱动销量的

业务模式（比如，不像制作外卖 app 的公司）。这些公司的 CEO 同样珍视数据和分析。

我鼓励 B2B 技术公司的 CEO 去聚焦于雇用拥有一定品牌或通讯经验，或至少愿意外包给

那个领域内有能力的专家级伙伴的首席市场官。例如，在经历了几轮早期融资之后，你应该

逐渐发展而摆脱你高度专业化且专注于狭窄范围内的商业出版物的公关公司（如果你有的

话）。这些公司通常在规模更大的、进入高级别共有基金经理人视线的国家商业和技术刊物

和思科或甲骨文的商业开发部门没有人脉。雇用前任记者——并非技术专家——来撰写内容

和发展消息传送也是一个好主意。

更早地开始聚焦于高水准的故事讲述，而不是到你已经筹得 1 亿美元的风险基金并且拥有几

百号员工时才这样做。到那时，就太晚了：你的公司已经被行业刊物定型，被高级记者、有

时甚至是潜在的商业伙伴认为没有价值，因为太小众和难以理解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了解到所有人都有故事要讲。要由你弄清楚你的公司是什么，并以一种引

人注目且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讲那个故事。如果你做到了，我非常确信商业利益会随之而来。

谈论你的所作所为时和规模更大、更为成熟的对手联系起来也是有所帮助的。你

正在紧追猛赶甲骨文 Oracle/ 易安信 EMC/ 戴尔 Dell/ 思科 Cisco 发展缓慢的传

统业务吗？作为一名记者，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一家名为 F5 Networks 的小型

公共网络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制作“应用交付控制器”。然而，这个

故事大部分聚焦于 F5 和一家更大的竞争对手的对战；事实上，编辑们将这篇故

事的标题定为“占得思科上风”。那就是大多数读者可能关心的角度。记者尤其

喜爱这些大卫对战哥利亚类型的故事，那些国家商业出版物里充斥着这种故事。”

更早开始聚焦于高水准的故事讲述，而不是到你已经筹得 1 亿美元的风险基金并

且拥有几百号员工时才这样做。

还有一个关键的讲故事策略在于利用你的客户。如果你的业务对于一般人来说很

乏味，那么尽力让你家喻户晓的客户中的一个去公开谈论他们是如何使用你的技

术的。你的供应链软件帮助欧莱雅 L'Oreal 提升唇膏的销量或帮助美国快递公司

UPS 加快包裹递送的速度了吗？

我们的一家投资组合公司在数年前有过一次出色的商业新闻成功之举，方式为讨论

他们的软件帮助 HBO 频道进入《权利的游戏》剧集。（该服务曾经因为太多人想

要这个节目而崩溃了。）你可以利用这些高知名度的客户作为你网站上的案例分

析。只要文笔好加上易于理解，这些案例可以成为你的销售团队以及后续新闻采

访的素材。努力在签合同时让更多的客户同意这种类型的内容。

3 尽早聚焦高水准的故事讲述

最终，技术公司内部有个市场营销领导的问题。以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小型的

B2B 或企业级 IT 初创公司拥有首席市场官或市场营销总监，他们更加关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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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丨医疗药企如何借助大众媒体
合规传播

医疗健康
由于美通社服务多家跨国和本土生物药企，近期我和医学界的总编辑陈捷，

复宏汉霖的品牌公关总监王燕在美通社直播活动一起探讨医疗药企的合规媒

体传播话题。几位公关朋友说很多药企的公关市场负责人都是专业医学背景

出身，对于学术和营销传播的理解程度不同，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合

规性的前提下大众传播怎么做，尺度在哪里。

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合规”，只讨论传播推广层面，其实主要的限制是通

过大众媒介直接面向 C 端患者和消费者的广告推广，DTCA（Direct to 

Consumer Advertisement），这也是医疗药企市场营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 2019 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和 2018 年修订的广告法明确规定，

处方药只能在卫生和药监部门指定的专业医学刊物上做广告，不允许在电

视、报纸、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公众为对象做广告。此外，医疗广告对于

Google 和百度都是收入的很重要的部分，除了处方药之外，非处方药，保

健品和医疗服务，也有很多的广告审查限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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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品市场最大的传播特征就是信息不对称， C 端患者获取药品和医疗信息

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渠道：

医生、医院，终端零售药店

药企通过传统的学术推广方式，将处方药信息传递给医生，直到影响医生处方，

这是处方药最核心的营销方式之一。但学术推广只能针对医生，终端药店等专业

群体，不能以公众为对象，比如针对患者的线下活动也是受到合规禁止的。

社交媒体信息

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微博，抖音，尤其是微信群，朋友圈的很多健康医疗信

息，真假混杂，可信度是相对比较弱的。

媒体新闻报道

公众从媒体报道中了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新药研发、上市进展，比如近期的热点

是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市进展，第三批集采在医院落地，是全社会大众关注的舆论

焦点。

搜索引擎

获取疾病健康管理知识，药品动态，在需要了解某个信息的时候会搜索，除了新

闻报道之外，也可能会到企业的官网去查询和了解。

当然也有其他途径，不一一列举，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社交媒体转发分享，算

法推送的内容，在信息接受上，患者大多数是被动获取的，用户的搜索行为是主

动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不能做大众媒介广告，医疗又是非常严谨的信息，公众和患者需要信息知情

权。因此，药企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大众传播怎么做？

对于绝大多数常见病和慢性病，很多患者久病成医，对于疾病知识，新的特效药品、诊疗方

案有很强的信息需求。对于非处方药或医疗服务而言，患者或消费者可以主动做选择，很大

程度上受药企的品牌强弱，患者沟通的影响。

处方药对于患者是相对陌生的，医生和医院具有药品选择权，患者多是被动选择，但是在实

际临床中，仍然有 30% 的医生处方来自于患者的要求，患者有权选择熟悉和信得过的药品。

前不久看到一组数据，慢性病患者对药品的依从率只有 20%，哪怕提高 10%，对于药企来讲，

销售可能就是翻倍增长。

要获得增量增长，药企品牌就要下沉到终端患者的认知层面。

对于药企和医疗服务品牌企业来讲，一个强品牌的认知信任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下沉到终端

患者的认知层面，和患者产生强连接，建立对品牌，产品的认知、信任，至少知道有哪些药

品治疗哪些疾病，才有可能做出主动选择。不只是依靠医生处方权带来被动增长，更广泛意

义的增量，在于强品牌影响消费者主动决策。

如何正确引导呢？患者教育不是目的，沟通所达成的共识和信任更重要。

公共关系的核心，是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药企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患者教育，

也是很多药企的核心公关策略，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用“教育”这词，更进一步的策略应该

是沟通，不仅仅是对患者，还应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教育是单向的，沟通是双向的，尤

其是社交媒体，移动端赋予了用户话语权和双向交流的机会，很多药企的危机也因此而起，

所以对于公关来讲，教育不是目的，沟通所达成的共识和信任更重要。

对于医疗药企来讲，这个沟通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患者沟通，媒体沟通，政府关系，

上下游合作伙伴、招采方关系等，最终的目标是推动业务，品牌最终是为商业目标服务的。

公关在很多企业中是处在营销职能下面的，公关部门可能拿到很小的一块传播预算，但是在

大众媒介广告合规性约束下，公关部门在媒体传播方面就需要更加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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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事件新闻丨公关传播的
“口红效应”来了

非事件新闻
经济下行时，口红的销量往往会变得很好，这种相对付出成本较低，却拥有较高

心理回报的消费行为，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口红效应”。

事实上，企业公关传播也拥有自己的“口红效应”。

1 持续发声，找回市场信心

今年上半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带来的多重影响，众多行业、企业，包括相关的上

下游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企业半年财报缺少喜讯。

同时直接影响到的还有企业传播。暂停各类线下活动，收紧预算、谨慎对待线上

营销传播的投放。根据互联网平台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腾讯、百度、爱奇艺、

哔哩哔哩、快手等平台在 2022 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明显下降。

这种市场信心不足，使得国内整个市面上 3-6 月份的品牌声音相对稀薄，企业

不得不以消极的心态面对营销传播。然而，消极应对的心态，往往才是最终导

致真正消极的原因。历史上每逢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往往才是处于市场竞争降

温，消费者注意力集中的时机。此时企业若积极发声，反而比平常易于提高品牌的能见度，

提升内部士气、增强投资者信心，激发消费者需求，从各个角度抓到一定的传播红利，为品

牌增长带来机遇。尤其下半年开端以来，“摘星”、“解封”等一系列利好经济的新政策，

都在提醒企业，应及时恢复传播声音。但如何恢复，这又是个关于“花钱”的问题。Big 

Campaign、明星带货、渠道推动，执行这些大预算的动作前，我们认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

公关传播中具有“口红效应”的——企业新闻稿。

2 为什么是新闻稿？

为什么公关传播的“口红效应”会是新闻稿？

众所周知，新闻稿是企业的基础信息设施，是企业的传播标配。

但在经济下行时，企业或多或少会因缺乏营销活动和新闻事件，而减少新闻稿的发布。尤其

面对当下环境——疫情此起彼伏、常态化防控，仍在复苏的消费热情 ... ... 这让一些企业对

待营销传播，仍停留在相对谨慎的态度。在这个时期，企业新闻稿反而可以打头阵，其小预算、

高回报的特点，带来了三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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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预算大测试

新闻稿最显著的优势是所花费的预算较小，但却能及时披露企业近况，并能测试

反馈传播效果，这符合“口红效应”的基本条件。

II. 企业传播起点

新闻稿作为企业品牌传播的基础与重要方式之一，其合法、全面、及时、公关价

值，始终是品牌传播的最佳起点。

III. 获得“赢”媒体

新闻稿不只是品牌的单向发声，而是能在有技巧的撰写方式中，成为一种“赢媒体”

内容，获得媒体的主动报道机会。根据 Cision 发布的《2022 全球媒体调查报告》

显示，76% 的媒体记者希望品牌公关团队向其提供新闻稿，以便他们通过可信

度高、内容清晰的新闻信息中，快速捕捉灵感，为品牌赢得媒体的报道。

基于此三点，新闻稿从预算层面、公关价值、传播效率来看，都成为品牌公关传

播的重要选择。但这中间仍面临一些困惑。

03 PR 们，新闻稿不只有新闻提到新闻稿，一些 PR 们肯定要开始抱怨了。

因为大多数 PR 的认知中，新闻稿需要“配套”的 Big News。比如企业制定新

战略、发布营销 Campaign、融资并购、CSR、线下活动、赢得荣誉等等。PR

们往往要等这些事件出现后才有发布“新闻稿”的素材和动机。而这些事件要么

出现频率低，要么预算高，那是不是就不要发新闻稿了？事实上，企业“新闻稿”

真的不必仅限于“新闻事件”。 

PR 们在制作新闻稿的过程中，不只有结合企业新闻事件这一条路，还能通过深挖企业内外

部有价值的传播点，生成相关的话题新闻内容。这类话题内容与新闻事件文章相比，往往也

能带来极高的阅读量与媒体报道机会。

8 个必知的非事件型新闻稿

梳理今年通过美通社发布的企业新闻中，我们总结了 8 个“PR 们容易忽略的”方向，它们

可以是缺乏“新闻事件”或“预算缩紧”时，制作企业新闻稿的绝佳切入点。费心理，只是

1. 结合社会议题，发布相关报告； 

企业产品不只有单纯的功能价值，还往往承载着情感价值与社会责任。品牌沟通中，常常

通过体现用户的情感价值，来增进品牌好感，在新闻传播领域也是如此。比如预算较低或

缺乏新闻事件的传播期，企业可以洞察产品背后所代表的人群是谁，他们有什么现状问题，

企业能提供什么价值，然后针对这个洞察产出相关的报告和文章。某招聘平台近期就发布

一份 2022 职场人的健康洞察报告，并推送大量新闻稿件吸引全网关注。这个报告聚焦职

场人的健康话题，既符合产品，还利于吸引用户，彰显品牌价值，同时易于获得媒体的报

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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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贴近消费需求，不必上新也能发声； 

没有新品推出，就没有新闻素材了吗？事实上，新闻点，不必来自新品，也可以来自新的消费需求。观察企业

新闻内容，常常会出现一些单纯介绍产品的新闻稿件。但处理的技巧是，文章的切入点是当下某种典型的消费

行为或消费心理，只是顺势代入自己的产品介绍，即便这个产品并不是新品。比如学生居家不仅带火上网课的

相关 3C 产品，也让护眼灯成为家庭的新需求。某品牌就以居家学习这个话题切入，带出产品的护眼功能点，

发布相关的产品新闻稿件。再比如某家电品牌的新闻稿，是通过切入居家期间“食材储存”的话题，来体现自

身冰箱产品在保鲜方面的优势。这样的内容从消费需求入手，同时达到介绍产品的目的，阅读量也会更好。

3. 抓住关键节点，体现企业价值观； 

对节点的把控不仅对营销十分重要，对公关也越加重要。尤其面对当下信息热点不断出现的传播环境，企业公

关传播越来越需要及时全面的洞察力。比如这个 7 月，常规 PR 会注意到“毕业季”的沟通很重要，但其实面

对行程码摘星和“暑假”，“亲子游”等垂类话题也必然会受到关注。此外还有“世界过敏日”、“世界肝炎

日”这样的小众公益节点需要注意。（PR 们常备传播月历，推荐大家关注 @ 美通说传播 每月发布的相关内容。

点击此处阅读美通社 7 月传播月历。不只是节点，更是月度公关热点的全面盘点）

4. 纯粹的 To-B 产品稿，有何不可； 

如今，越来越多传播部门开始懂得一个道理：PR 需要通过新闻稿件为产品适时反复发声，不断向媒体和受众

以更直观的内容形式输出产品优势。这点尤为对 2B 产品重要，一方面 2B 产品不适合大众化传播，缺少发声内容；

另一方面还缺少传播渠道，继而触达面受限。事实上，To-B的产品通过新闻稿发声的必要性很高，因为TA精准，

所以不妨绕开“虚”的，来点实的，直接深挖自己的产品优势 / 设计理念 / 底层逻辑，产出相应的产品解读类

新闻内容。这对保持产品声量，供 TA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传播方式。

5. 缺少外部活动，就回到内部活动； 

上半年有太多线下活动和展会推迟，PR 们在此时往往可以把目光从外部活动聚焦回内部。比如有相当一部分

企业会通过新闻稿报道内部小型活动。而在内容中，由于是轻量级的企业新闻，所以写法上、标题上反而可以

更加有趣接地气，同时新闻内容中还能夹带一部分“企业价值观”或者“产品信息”，这些都是资深 PR 们会

能想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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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半年的预告新闻稿，动笔了吗？ 

上半年“步履维艰”，下半年就要迈开大步。企业活动类的新闻稿三件套，一般包括前期预热，中期亮点，后

期总结三个阶段，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活动新闻传播链条。而下半年随着更多的活动、展会等线下事件到来，

PR 们应该筹备预热新闻，帮助企业线下活动获得更多注意力。同时还要提前梳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内容亮点，

并预备好相关新闻稿件。6 月底以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通过新闻稿预告下半年的参会或活动信息。

	. 启动访谈、对话高层； 

大部分 PR 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给了外部大 V，而忽略了内部也有“大 V”。对公众、媒体，包括投资者来说，

当他们希望了解一家企业时，不仅仅需要看到官方及时披露的客观新闻事实，更希望听到来自这个企业高层的

观点内容。通过盘点美通社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新闻稿件，很多内容中，要么是 PR 们组织跨公司的高层对话来

产出稿件；或者是就某一问题，深度访谈企业高层的观点，构建成一篇独立的新闻稿件内容。聚焦的话题要么

是聊一聊企业战略，要么是如何应对当下的市场挑战等等。这些内容普遍干货度与信息量十足，谈话向的内容

也让新闻稿件更加易读亲和，而高层谈话，往往也容易吸引媒体关注。这个方法，值得更多 PR 们思考行动起来。

8. 输出知识与价值； 

人们乐于观看与主动传播的，往往是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其中知识性内容独具优势。比如，今年上半年的刷

屏事件——新东方的知识带货就证明了这个观点。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向你的受众输出知识，都是极佳的

传播方式，对新闻稿件来说也是如此。如今的新闻内容中，有越来越多的 PR 们会选择将一个“知识点”作为

文章的抓手，来达到宣传品牌的目的。

总的来说，在企业公关传播缺少配套新闻事件的当下，不要忘了此时恰好处在新闻传播的“红利期”，也就是我

们提到的“口红效应”。以上 8 点，是企业新闻公关传播中非常推荐 PR 尝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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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新冠疫情让保险业发生根本性变化 

 ◢ 日内瓦协会（The Geneva Association）在其新报告中全面预测了后疫情世

界的风险状况或“新常态”，详细说明了保险公司的四项最深远的转变：加速

数字化、“大政府”、恢复应变能力和可持续性以及更多的远程工作。 

 ◢ 该研究以对专家和行业高管的 25 次访谈，以及在 2021 年对来自 8 个国家（巴

西、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 8000 名零售和商

业客户的调查为基础。 

 ◢ 在其调查回答中，保险客户讲述了他们在疫情期间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业务体验、

对风险的最新看法以及对保险公司未来的期望。 

 ◢ 这是日内瓦协会关于流行病和保险研究系列中的第三份报告，此前曾就流行病

的可保险性以及流行病风险解决方案进行过研究。 

瑞士苏黎世 2021 年 6 月 10 日 / 美通社 / -- 新冠疫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启

动或加速了重大变革，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各个方面。日内瓦协会的新

报告《新冠疫情后的全球风险状况：保险的作用是什么？》说明了哪些趋势将持

续下去，将对保险业带来哪些影响。 

《日内瓦协会 2021 年全球客户调查》的主要调查结果： 

 ● 在疫情期间与保险公司互动的客户中，88% 的零售客户和 86% 的小型企

业拥有良好的体验。 

 ● 由于疫情趋势极有可能会继续，“远程工作”被零售客户（64%）和小型

企业（62%）提到最多。 

 ● 关于他们未来最大的担忧事项，零售客户（64%）最多提到的是“住院时

间延长”，小型企业（69%）最多提到的是“需要解雇雇员或让雇员休假”。 

 ● 关于对保险公司在疫情后世界的最大期待，零售和小型企业客户最多提到

的“针对未来危机制定更全面的政策”（39%/39%）。 

根据调查结果、深入访谈和日内瓦协会的研究，报告建议增强保险在疫情后风险

环境中的作用。 

日内瓦协会董事总经理 Jad Ariss 表示：“我们对保险客户的大规模调查提供了

许多新的见解。值得赞扬的是，保险公司在疫情期间仍然能够为客户提供服务并

回应客户的需求，尽管他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业务运营。此外，保险客户能够

了解身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风险。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促使购买额外的保险来增

加保护；网络风险的增加就是一个例子。它呼吁保险公司采取行动，让客户了解

他们所提供服务的价值。”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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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日内瓦协会“研究和展望”主管兼本报告作者 Kay-Uwe Schanz 表示：

“在疫情后的世界中，保险公司有大量的机会。个人和企业对生命、健康、

收入和财富所面临风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更广泛地说，在社会层面，

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将使保险公司更容易表达其社会目标：构建应变能力

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也有所提高。疫情结束后，

保险公司需要加快竞争步伐，缩小新冠疫情暴露出的许多保护差距。” 

关于日内瓦协会（The Geneva Association）  

日内瓦协会是唯一的全球性保险公司协会，其成员是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日内瓦协会根据与其成员、学术机构和多边组织合作进行的严谨研究，发现和

调查可能塑造或者影响保险行业的关键趋势和风险领域，并为该行业和决策者提供

相应的建议。 

总体而言，日内瓦协会的成员公司总部设在全球 25 个国家；管理着 17.1 万亿美

元的资产；雇用 240 万人；为 18 亿人提供保护。  

消息来源：The Geneva Association 

来自全球唯一的保险公司协会的行业报告，揭示新冠疫情对行

业的重大影响，前瞻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曝光量超过 30 万。

点评

印尼人民银行荣登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
成印尼市值最高上市公司 

印尼雅加达 2021 年 5 月 20 日 / 美通社 / -- 印尼人民银行 (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Persero) Tbk)(IDX: BBRI) 今天宣布，该行已登上福布斯 2021 全球

企业 2000 强 (Global 2000) 榜单，成为印尼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凭借这项重要

荣誉，印尼人民银行巩固了卓越成就和其商业模式的国际认可度。 

President Director Bank BRI Sunarso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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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仪器 (TI) 全新 12 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基地正
式破土动工

 ◢ 晶圆制造基地位于德克萨斯州谢尔曼，总投资额达 300 亿美元 

北京 2022 年 5 月 19 日 / 美通社 / -- 德州仪器 (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TXN) 今日

宣布其位于德克萨斯州谢尔曼（Sherman）的全新 12 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基地

正式破土动工。德州仪器董事长、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谭普顿（Rich Templeton）

先生在动工仪式上庆祝该基地建设正式开始，并重申了德州仪器致力于扩大长期

的自有制造能力的承诺。 

 谭普顿先生表示：" 今天是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我们将为半导体在电

子产品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以满

足客户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公司成

立 90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

通过半导体技术让电子产品更经

济实用，让世界更美

好。我们很高兴谢尔曼先进的 12 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基地将帮助 TI 持续提升制

造能力和技术竞争优势。" 

此项目投资约 300 亿美元，计划建造四座工厂以满足长期的市场需求。这些新工

厂每天将制造数千万颗模拟和嵌入式处理芯片，广泛地应用于全球市场的各类电

子产品领域。 

可持续制造 

 一直以来，TI 致力于负责任的、可持续制造的长期承诺。新工厂将按照能源和环

境设计先锋 (LEED) 金级认证的标准进行设计，这是 LEED 建筑评级中在结构效

率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高标准之一。通过采用先进的 12 英寸晶圆制造设备和工

艺，新工厂将进一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降低对水和能源的消耗。 

投资 12 英寸晶圆制造 

谢尔曼晶圆制造基地中的首座工厂预计于 2025 年开始投产。该晶圆制造基地将

加入 TI 现有的 12 英寸晶圆制造厂阵营，包括德州达拉斯（Dallas）DMOS6；

位于德州理查森（Richardson）的 RFAB1 和即将竣工并预计于 2022 年下半

年开始投产的 RFAB2；以及位于犹他州李海（Lehi）预计于 2023 年初投产的

LFAB。谭普顿先生表示：" 我们对长期产能的持续投资，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成

本优势，并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 

案例

—科技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德州仪器董事长、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谭普顿（Rich 

Templeton）先生等公司领导出席了谢尔曼全新 12 英寸半导

体晶圆制造基地的动工仪式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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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一直以来，TI 对长期产能持续投资，不断提升制造能力和技术竞争优势，以支持

客户未来几十年的增长。TI 在中国成都的生产制造基地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

凸点加工和晶圆测试为一体，目前正在扩建第二座封装 / 测试厂房。 

关于德州仪器 (TI) 

德州仪器（TI）（纳斯达克股票代码：TXN）是一家全球性的半导体公司，致力于设计、制造、

测试和销售模拟和嵌入式处理芯片，用于工业、汽车、个人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和企业系统

等市场。我们致力于通过半导体技术让电子产品更经济实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今，

每一代创新都建立在上一代创新的基础之上，使我们的技术变得更小巧、更快速、更可靠、

更实惠，从而实现半导体在电子产品领域的广泛应用，这就是工程的进步。这正是我们数十

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自 1986 年以来，德州仪器植根中国，持续投资，助力客户成功。目前，我们在中国建设了

完整的本土支持体系，包括成都一体化的制造基地，上海、深圳两个产品分拨中心，北上深

三个研发中心，遍布全国的近 20 个销售和技术支持分公司，以及 TI.com.cn 提供的海量技

术资源和便捷的本地购买方式，全方位地支持客户当前和未来的发展。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 www.ti.com.cn。 

 消息来源：德州仪器

来自全球唯一的保险公司协会的行业报告，揭示新冠疫情对行业的

重大影响，前瞻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曝光量超过 30 万。

点评

西井科技再拔头筹，全球首款智能换电无人驾驶
商用车实现量产

上海 2022 年 1 月 20 日 / 美通社 / -- 2022 年 1 月 15 日，西井科技

WESTWELL 在上海举行媒体沟通会，宣布全球首款智能换电无人驾驶商

用车 Q-Truck 实现量产。 

在西井科技测试场地的 Qomolo 家族 （包含智能换电版 Q-Truck）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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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 健康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强生宣布与 AVAT 签订候选新冠疫苗购买协议

 ◢ 强生公司将向非洲联盟成员国提供最高 4 亿剂单针型候选疫苗 

 ◢ 疫苗供应取决于是否取得国家监管部门批准 

 ◢ 数据显示，包括变异问题广受关注的地区在内可，候选疫苗可在广泛的地理区

域内预防新冠肺炎相关的住院和死亡  

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 2021 年 3 月 30 日 / 美通社 / -- 强生旗下杨森制药子公

司 Janssen Pharmaceutica N.V.（NYSE：JNJ）（以下简称“公司”）与非

洲疫苗采购信托机构（以下简称“AVAT”）签订了一项协议，从 2021 年第三

季度起向非洲联盟 55 个成员国提供最多 2.2 亿剂单针型新冠肺炎候选疫苗。此外，

AVAT 还有可能再订购 1.8 亿剂，由此到 2022 年合计订购量可达 4 亿剂。候选

疫苗供应取决于是否成功取得非盟成员国国家监管当局批准或授权。 

强生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Alex Gorsky 表示：“从本次疫情开始，强生公司

就认识到，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

围内公平使用新型新冠疫苗。我们对新冠疫苗保障机制（COVAX Facility）的支持，

加上我们与各国和各地区的补充协议，都有助在全球范围内加快结束新冠疫情。” 

强生公司致力于确保全球在非营利性基础上为紧急疫情使用目的公平地获得单针

型新冠肺炎候选疫苗。2020 年 12 月，公司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达成了

一项原则性协议，以便对正在支持 190 个参与经济体（包括非洲许多国家）疫苗

初种需求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给予支持。公司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预计将签订一

项预先购买协议（APA），计划截止到 2022 年，向 COVAX 提供最多 5 亿剂疫苗。 

此外，强生公司还认识到新冠疫情给非洲带来的影响日益严重，以及南非共和国

出现并持续传播 SARS-CoV-2 变种，证明新冠病毒传染性增加。 

3 期 ENSEMBLE 研究数据表明，强生新冠疫苗耐受性良好，受试者接种疫苗后

有症状的新冠肺炎发生率比安慰剂组受试者减少 67%。从第 14 天开始观察到保

护作用，并维持至接种后 28 天。 

相关数据还表明，疫苗在所有研究地区预防重症的有效性为 85%，同时显示从疫

苗接种后 28 天开始对携带不同新冠病毒变体国家的新冠肺炎相关住院和死亡情

况起预防作用。ENSEMBLE 研究中正在进行的分析内观察到的变体包括在南非

95% 新冠病例中发现的 B.1.351 变体。 

生产和供应链信息 

强生公司已与四大洲九家合作伙伴（包括南非 Aspen Pharmacare）共同建立了

新冠疫苗全球生产和供应网络。Aspen 将支持向非盟成员国运送疫苗，并促进疫

苗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 

强生公司新冠肺炎单针疫苗与标准疫苗储存和分发渠道兼容，能够向偏远地区提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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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疫苗。据估计，这种疫苗在 -25 摄氏度至 -15 摄氏度下可维持稳定 2 年，而

在 2 摄氏度 -8 摄氏度常规冷藏条件下稳定储存可长达 3 个月。这使疫苗能够使

用与运输其他常规药物和疫苗同样的冷链技术运输。 

强生公司新冠疫苗 

强生公司新冠疫苗使用 AdVac® 疫苗平台，该疫苗平台是一种专有技术，用于开

发和生产经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杨森埃博拉疫苗方案，并构建试验性寨卡、RSV 和

HIV 疫苗。 

监管审批  

强生公司单针型新冠疫苗于 3 月 12 日获世界卫生组织（WHO）纳入紧急使用清单，

于 3 月 11 日获欧盟委员会授予有条件上市授权，并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获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予紧急使用授权 。同时，单针型新冠疫苗也已在加拿大获得

临时订单授权，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启动额外随报随审制度。

关于公司多管齐下帮助抗击疫情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jnj.com/coronavirus。 

关于强生公司 

在强生公司，我们坚信健康是活力人生、繁荣社区和不断进步的基础。正因如此，130 多年来，
我们始终致力于让人们在每个年龄段和每个人生阶段都保持健康。今天，作为一家全球规模
最大、业务分布广泛的医疗保健公司，强生公司致力于利用其影响力和规模来实现良好目标。
我们努力提高医药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创造更健康的社区，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拥有健康身
心和享受健康环境。我们正在融合关爱、科学与智慧，以便能够为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带来
意义深远的改变。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nj.com。请在 @JNJNews 上关注我们。 

关于强生旗下杨森制药公司 

在杨森，我们努力创造一个没有疾病的未来。我们是强生旗下制药公司，以科学战胜疾病，
用智慧扩大医药可及性，让关爱带来希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乐享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侧重
能够带来巨大改变的医学领域：心血管和代谢学、免疫学、传染病和疫苗、神经科学、肿瘤
学和肺高压。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anssen.com。请在 @JanssenGlobal 上关注
我们。 

消息来源：Johnson & Johnson 

案例

点评：强生向非洲联盟成员国提供 4 亿剂新冠疫苗，促进疫苗在全

球范围内供应。疫情影响下，疫苗与大众的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相

关动态受到广泛关注，曝光量达 23 万。 

点评

尚高拟收购综合性医疗健康服务企业翔鹏佑康控 
股权 

 ◢ 抢先布局数字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业

北京 2021 年 12 月 3 日 / 美通社 / -- 尚高公司 ( 以下简称“尚高”或“公司”；

纳斯达克交易代码：SISI），中国生产中药材和其他生物科技产品生产及销售商，

今日宣布公司与翔鹏佑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以下简称“翔鹏佑康”）

于 11 月 18 日正式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翔鹏佑康 51% 的控股股权。

翔鹏佑康是一家综合性医疗健康服务公司。最终收购价格将根据第三方出具的评

估报告另行确定。公司此举意在加码翔鹏佑康旗下易康国际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升

级，加速数字健康转型，抢先布局普惠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业。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t.prnasia.com/t/mQIgSJZD
https://t.prnasia.com/t/WiuWpcik
https://t.prnasia.com/t/FV344K8i
https://t.prnasia.com/t/4QfYDz9T%22 /t %22_blank
https://t.prnasia.com/t/Dtgx27jY
http://www.jnj.com/coronavirus。  
https://t.prnasia.com/t/RTyvErYn%22 /t %22_blank
https://t.prnasia.com/t/ZEB9jBZy
https://www.janssen.com/
https://t.prnasia.com/t/f3aQi9ey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4383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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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菲新朋友 — 玲娜贝儿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全球首
发亮相 

上海 2021 年 9 月 29 日 / 美通社 / --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达菲粉丝们欢聚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共同庆祝达菲新朋友 -- 玲娜贝儿在全球迪士尼乐园的首发亮

相！成千上万名游客首次与这位软萌可爱的新朋友见面，并被周围欢乐的气氛所

包围和感染，为玲娜贝儿送上最热情的欢迎和祝福。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故事

家雕塑前举行的一场特别的欢迎仪式上，米奇和他的朋友们以及达菲、雪莉玫、

杰拉多尼、星黛露、可琦安和奥乐米拉也加入了欢迎新朋友的行列，共同庆祝玲

娜贝儿的到来。这只聪慧且善于发现生活乐趣的小狐狸甫一出现就立刻俘获了在

场游客们的心，她那标志性的颜色也立刻在迪士尼粉丝中掀起了一股玲娜贝儿主

题色风潮。

到访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游客将

有机会在乐园里见到玲娜贝儿。

部落丰盛堂更是摇身一变，成

为以玲娜贝儿为主题的购物及

餐饮场所。在这里，游客将沉

浸在别具一格的氛围中，身临

其境地感受这位达菲新朋友的

探险故事。这里的一切都焕然

一新：从室外菜单呈现，到室

内装饰，再到独家推出的全新商品及美味餐饮，让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特别的

体验。 

无论游客是即将前往乐园展开一段探索发现之旅，还是在经历了一天的神奇体验

之后满载而归，都可以让度假区精心打造的一系列玲娜贝儿主题商品陪伴他们，

度过充满乐趣的欢乐时光。全新的玲娜贝儿主题商品系列涵盖多款不容错过的单

品，包括经典的毛绒玩具，以玲娜贝儿毛茸茸的耳朵为灵感设计的发箍，以及可

爱的斜挎包和更多萌趣商品。 

对于那些想要坐下来好好享受一顿难忘的美食，或是希望一边拿着小食和饮料、

一边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继续神奇旅程的游客来说，度假区全新推出的玲娜贝儿主

题餐饮体验将可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从各式冰品到清爽特饮，再到美味可口

案例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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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迪士尼全新 IP 形象“玲娜贝儿”全球首发，正式亮相后迅速走红

网络，新闻稿多张配图吸睛，城堡下的伙伴合影和单人照尽显萌趣，

结尾还贴心加了达菲和朋友们系列人物图谱，曝光量超过 12 万。

点评

希尔顿正式开启特许经营模式，希尔顿花园酒店
与业主共期美好未来

中国上海和美国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 2021 年 9 月 28 日 / 美通社 / -- 今日，

希尔顿（NYSE：HLT）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酒店隆重举办了“同心

同盟·希耀未来 -- 2021 希尔顿花园酒店投资品鉴暨特许经营发布会”，并

在活动中宣布，将以希尔顿花园酒店为起点，正式在中国开启特许经营模式。 

希尔顿正式开启特许经营模式，希尔顿花园酒店与业主共期美好未来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的生日蛋糕和新菜品，以及可爱的爆米花桶，缤纷多样的餐饮选择将带给游客无限

灵感和美妙的味蕾体验，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尽享美味。 

玲娜贝儿不仅是备受喜爱的达菲和朋友们中的最新成员，也是首位在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全球首发亮相的达菲的好朋友。下次到访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记得和玲娜贝儿

见面问好，欢迎她的到来哦！ 

消息来源：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3454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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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携手东华能源打造百万吨级可持续航空燃
料生产基地 

 ◢ 该项目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厨余油和动物脂肪为原料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

地之一 

 ◢ 通过 Ecofining ™创新技术推动航空业碳减排，助力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实现 

茂名 2022 年 2 月 28 日 / 美通社 / -- 霍尼韦尔（纳斯达克代码：HON）与东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代码：002221）近日联合宣布，将于广东省茂名市建

设年产量达 100 万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生产基地，帮助满足航空业日益

增长的可持续燃料需求，通过创新技术推动航空业碳减排，助力中国“碳达峰”和“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  

东华能源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基地项目将建造两套以厨余油和动物脂肪为原料的

生产装置。该项目计划分两期进行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厨余油和动

物脂肪为原料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之一。相较于传统燃料，使用厨余油和

动物脂肪作为原料可将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约 80%，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

减少约 240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1]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目前航空业减排的重要可行方案，东华能源可持续航空燃料

生产基地项目对航空业减排意义重大。” 福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铭祥表示，“我们很高兴与霍尼韦尔开启合作

新篇章，结合现有石化产业链基础，打造新型绿色石化工业生产基地，实现可持

案例

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基地合作签约仪式现场照片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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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续航空燃料在中国落地量产，为航空业减排和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东华能源将在该项目中引进霍尼韦尔 UOP 的 Ecofining ™工艺技术，该技术是第

一个被用于主要生产商用航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助力开创了可持续航空燃

料生产先河。

Ecofining ™工艺使用地沟油、脂肪和油脂转化生产的霍尼韦尔绿色航空燃料

（Honeywell Green Jet Fuel ™）可与石油基航空燃料以 1:1 的比例进行大规模

混合以供商业使用，且无需对飞机进行任何技术更改，并满足所有关键飞行规格

要求。   

“霍尼韦尔通过开发 Ecofining ™技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的开拓者，我们

希望通过东华能源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充分利用创新技术推动行业转型，

助力低碳经济增长。” 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刘茂

树表示，“霍尼韦尔与东华能源的合作源远流长，我们很高兴将双方的合作扩展

到绿色航煤领域，为中国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提供有力技术保障，助力航空业碳

减排。” 

Ecofining ™技术被用于大多数 100% 生物原料的可再生原料柴油生产装置以及

全球所有授权的专用可再生航空燃料生产。目前，霍尼韦尔 UOP 已在全球 11 个

国家和地区授权 25 套 Ecofining ™工艺装置，用于加工 12 种不同类型的可再生

原料。2021 年，Ecofining ™技术助力以藻油为原料生产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在商

用喷气式飞机上完成全球首飞。 

2022 年 1 月，中国民航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十四五”民用

航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全生态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以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为引领，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民航局在《“十四五”民航绿色

发展专项规划》中也指出，要大力推动行业脱碳，加强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推动

可持续航空燃料商业应用取得突破。 

早在 2011 年，霍尼韦尔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已在中国应用。当年 10 月 28 日，

由中国国航、中国石油、波音公司和霍尼韦尔 UOP 共同合作，在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成功实施中国首次航空可持续生物燃料验证飞行。中国国航使用现役波音

747-400 型客机加载由中国石油和霍尼韦尔 UOP 合作生产的航空生物燃料在首

都国际机场执行本场验证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此举标志着中国民航航空生物燃

料发展的开端。 

注 1: 根据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低碳燃料标准制定的指导方针测算的结果。请参见：https://ww2.

arb.ca.gov/resources/documents/lcfs-pathway-certified-carbon-intensities  

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丙烯生产商和液化石油气经销商。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南

京市，成立于 1996 年，2008 年 3 月在深交所上市（SZ.002221）。经过 20 多年努力，

已经成功地从全球最大 LPG 贸易商转型为全球最大的丙烷脱氢制造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间，公司将加快茂名项目建设，以绿色化工为基础，“立足茂名、面向南海、拥抱世界”，

聚合国内外全产业链的合作伙伴，以产业、研发、金融创新为动力，发展高端聚烯烃、工程

塑料、特种橡胶、功能生物基材料、3D 打印、金属（催化）聚合、纳米复合及可降解等各

类特性材料，打造自主可控的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基地。 

关于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 

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集团研究并开发工艺技术、自动化解决方案、特性材料和工业软

件，引领世界工业的转型与发展。该集团旗下高性能材料部专业生产广泛多样的高性能产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ww2.arb.ca.gov/resources/documents/lcfs-pathway-certified-carbon-intensities
https://ww2.arb.ca.gov/resources/documents/lcfs-pathway-certified-carbon-int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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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品，包括环境友好型制冷剂和发泡剂、气雾剂和溶剂、精细化学品、添加剂、医药包装，以

及工业用途的高强度纤维。集团下属霍尼韦尔 UOP（www.honeywell-uop.cn）是石油和

天然气领域领先的供应商，其工艺技术奠定了全球大多数炼油企业的发展基石，助力企业高

效地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燃料、石化产品和可再生燃料。集团旗下的过程控制部（hps.

honeywell.com.cn）是工业自动化业界先驱，为众多行业提供自动化控制、安全系统、现场

仪表、燃料运输解决方案和燃烧器、互联工厂解决方案、网络安全、造纸和包装材料控制系统、

互联设施和计量解决方案以及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方微信。 

关于霍尼韦尔 

霍尼韦尔是一家《财富》全球 500 强的高科技企业，为全球提供行业定制的航空产品和服务、

楼宇和工业控制技术、以及特性材料，致力于将飞机、楼宇、工厂、供应链和工人等万物互联，

使世界实现更为智能、安全和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霍尼韦尔始创于 1885 年，在华历史可以

追溯到 1935 年在上海开设的第一个经销机构。霍尼韦尔秉持深耕中国谋求长期发展的理念，

贯彻“东方服务东方”和“东方服务世界”的战略，以本土创新推动增长。目前，霍尼韦尔

所有业务集团均已落户中国，上海是霍尼韦尔亚太区总部。欲了解更多公司信息，请访问霍

尼韦尔中国网站 www.honeywell.com.cn, 或关注霍尼韦尔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消息来源：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与印度尼西亚携手打造近 60 亿美元动力
电池产业链项目  

 ◢ 普勤时代与印尼 ANTAM 和 IBI 公司共建印尼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 

 ◢ 项目投资总金额近 60 亿美元，专注于镍矿的开采和加工、电池材料、电池

制造以及电池回收等子项目 

 ◢ 三方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宁德时代开拓全球布局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将促

进印尼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中国宁德 2022 年 4 月 15 日 / 美通社 / -- 4 月 14 日，广东邦普下属公司普

勤时代与印度尼西亚 PT Aneka Tambang (ANTAM) 和 PT Industri Baterai 

Indonesia (IBI) 签署三方协议，共同打造包括镍矿开采和冶炼、电池材料、电

池制造和电池回收等在内的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广东邦普是宁德时代控股子

公司。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霍尼韦尔与东华能源两家上市公司的合作稿，“全球最大”、“可

持续航空燃料”、“碳中和”均为亮点，副标题补充了新闻的重要性，

助力航空业碳减排，行业影响力重大。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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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推出“积极美”新愿景，让美的定义更具包
容性 

上海 2021 年 3 月 11 日 / 美通社 / -- 近日，联合利华宣布，旗下所有美容和个

人护理品牌在包装以及广告中将不会出现“Normal”相关表达，这是我们推出“积

极美”这一新愿景和战略的其中一个举措。 

“积极美”为公司旗下美容和个人护理品牌（包括 Dove 多芬、Lifebuoy 卫宝

和 Sunsilk 夏士莲等）设定了一系列渐进的承诺和行动，支持公平和包容的美，

以及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依托于联合利华世界一流的创新技术，“积极美”还将有助于推动公司产品设计

与配方的转型，以此来做更加有益于人类和地球的事，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卓越的

产品体验并且紧跟消费趋势。 

联合利华致力于促进消除歧视，倡导更具包容性的美，不出现“Normal”相关表

达的决策是其对美的狭隘观念提出挑战的众多举措之一。因此，联合利华就人们

对美容行业的体验进行了一项全球调查研究，该研究表明使用“Normal”来描述

头发或皮肤会使大多数人产生一种被排斥感。 

此项调查研究由联合利华委托进行，共有来自 9 个国家的万人参与 [1]。具体如下： 

 ● 超过一半的人 (56%) 认为，美容和个人护理行业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被排

斥感。 

 ● 人们 (74%) 希望美容和个人护理行业更加注重让人们感到更舒心，而不

只是看起来更美丽。 

 ● 超过一半的人 (52%) 表示，现在他们在购买产品之前更加关注公司在社

会问题上的立场。  

 ● 70% 的人同意在产品包装和广告中使用“Normal”相关表达会带来负面

影响。对于 18-35 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占比高达 80%。 

联合利华美容和个人护理业务总裁 Sunny Jain 说道：“每天有 10 亿人使用我们

的美容和个人护理产品，甚至有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广告，因此，我们的品牌具有

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影响力。我们立志挑战不好的社会规范和陈规旧套，让美的

定义更加广泛，更具包容性。” 

“我们知道仅仅在产品和包装中不出现“Normal”相关表达并不能解决问题，但

这是朝向这个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是我们为实现“积极美”这一愿景所采取

的其中一项措施，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减少伤害，还要更有益于人类和地球。”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能够解决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品

牌，我们深信，‘积极美’将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成功的企业。”

除了不出现“Normal”相关表达外，联合利华将不再采用使人们改变体型、胖矮、

比例或肤色的数字标准，并增加反映来自多样化群体、少数群体的广告数量。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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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推动人类与地球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积极美”之核心是更有益于人类和地球，而不仅仅是减少伤害。在包装和广告

中不出现‘Normal’相关表达的决策只是联合利华为产生切实且可衡量的影响而

做出的三大承诺中的一项措施：   

1.  联合利华正通过品牌行动，以改善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促进平等和包容，实现

到 2030 年，每年惠及 10 亿人。将专注于： 

 ● 通过对美的狭隘观念提出挑战和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组合，进一步消除

有关美的歧视，倡导包容性。 

 ● 推动性别平等，包括加紧品牌计划，鼓励挑战目前广告中的刻板印象。  

 ● 通过现有的洗手和口腔卫生教育计划以及将精力集中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等新领域来改善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2. 到 2030 年，帮助保护和重建 150 万公顷的土地、森林和海洋，这远远超过

公司用于种植其美容和个人护理产品中可再生成分所需的土地。  

3. 通过与立法机构、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志同道合的公司开展合作，支持

到 2023 年施行禁止在动物身上测试化妆品的全球禁令。联合利华目前已

有 23 个美容和个人护理品牌获得了 PETA 认证，并且还在继续努力，将争取

使更多产品取得认证。 

 联合利华的美容和个人护理品牌作为执行这些承诺的主体，其中许多品牌在落实

有影响力的计划和实现以使命为导向的增长方面都创下了令人欣喜的记录。未来，

联合利华旗下将有更多美容和个人护理品牌加入 Dove 多芬、Lifebuoy 卫宝、

Vaseline 凡士林和 Sunsilk 夏士莲等品牌行列，积极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并倡

导完善规范、政策和法律。 

 女性研究国际中心主席 Sarah Degnan Kambou 表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和

听到如何才能做到‘中规中矩’，如何才能符合狭隘的‘Normal’定义。为了实

现公平，我们需要敢于挑战这些局限的‘Normal’，打造一个拥护包容性的社会

与社区，让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想法。美也不例外。我们期待看到

联合利华能推动实现这一承诺，并坚持达到他们为自己设定的高标准。” 

消费者越来越希望品牌在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上能坚定立场。2020 年，联合利华旗

下那些拥有强烈使命的品牌，其业务增长超过了其余品牌的两倍。公司的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大多数人 (69%) 表示，如果某个美容品牌能够满足各种皮

肤和发质的需求，他们会将其推荐给朋友和家人，而且有一半的受访者愿意为这

样的产品买单。 

“积极美”还将加快联合利华的科学技术计划和促进形成创新合作伙伴关系，推

动公司产品设计和配方的持续优化转型，让其更有益于人类和地球。包括开发量

身定制的产品，满足世界各地人们的不同需求，以领先的科学技术为后盾，提供

真实且有意义的消费者利益点。通过创新促进采用更多可生物降解和可再生的天

然成分，同时不断发展的包装创新还将使公司使用更少、更好的塑料，甚至不再

使用塑料。  

[1]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以及美国。 

编者注意  

继 2020 年 9 月联合利华家庭护理部门推出可持续发展业务战略 “洁净未来”，

以及 2020 年 11 月食品、冰淇淋和茶部门推出可持续发展业务战略“未来食物”

之后，“积极美”是联合利华的一个新愿景。  

“积极美”这一愿景和行动基于联合利华近期的全球承诺，即通过提高整个价值

链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少数群体创造更多机会，以及长期倡议“消除陈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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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深圳乐高乐园今起正式动工 全球最大乐高乐园度
假区落户深圳  

深圳 2021 年 8 月 26 日 / 美通社 / -- 全球领先的娱乐景点营运公司默林娱

乐集团今日宣布，全球最大乐高乐园 ® 度假区正式投建，落户深圳。深圳市

人民政府、大鹏新区、默林娱乐集团、乐高集团、合正集团出席活动。在仪

式现场，逾 2 万颗色彩缤纷的乐高积木倾泻而出，标志着深圳乐高乐园度假

区正式动工建设。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曝光量超过 650 万，媒体转载 133 家。联合利华不再于宣传包装

中使用“正常”一词，展现对“美”的定义更广泛，彰显企业社会

责任，正文中全球调查报告是亮点，稿件发布后获得多家媒体（财

经网、广州日报）的后续报道和行业媒体（WWD 国际时尚特讯、

华丽志）的深度文章，媒体主要关注点为研究调查结果、美容行业

的转变等。

点评

根除广告业中的刻板印象。还补充完善了联合利华为解决塑料废弃物而采取的行动，

并支持公司为 10 亿欧元的气候与自然基金注入资金，该基金旨在解决一系列环境

问题，包括水资源保护、景观恢复、重新造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研究方法 

联合利华进行了一项全球研究，以调查人们对美容行业的体验与期望，并探索可行

的积极行动方案，以此来营造更具全球包容性的美容文化。这项研究包括 25 分钟

的在线调查，由来自 9 个国家的万名受访者参加：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王国、南非、英国以及美国。受访者由每个国家的 1,000 

名 18 岁以上成年人（美国为 2,000 名成年人）代表组成。  

此项研究的现场工作于 2021 年 1 月至 2 月之间开展。 

消息来源：联合利华

深圳乐高乐园度假区动工仪式现场，默林娱乐集团、合正集团代表和

小朋友们共同为项目“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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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F 国际招聘发布《2021 年中国大陆薪酬观察》 

上海 2021 年 4 月 14 日 / 美通社 / -- 日前，RGF 国际招聘（RGF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发布了《薪酬观察 2021：中国大陆》报告（以下称“报

告”）。报告的调查结果综合了 RGF 大中华区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

期间累积的约 60 万自由人才库的数据，针对于该市场的薪酬趋势、热门职位、技

能需求等方面，向企业雇主和求职者分享全新的薪酬观察以及市场分析。本报告

从如下方面感知 2021 年不同行业中薪酬变化的趋势： 

回顾 2020 年，中国在第一季度并没有受到长期封锁及经济低迷的影响，全年

GDP 增长高达 2.3%，作为一个成功抵御新冠冲击的主要经济体，除了首要任务

的调整、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和消费者习惯的升级，中国在科技、生物技术、医药、

互联网、电商、物联网等垂直

领域的持续投资、业务增长和

创新也整体带动了行业的全面

复苏。根据报告显示，后疫情

时期，这些在冲击中仍展现出

强劲反弹能力的领域，其行业

整体薪资将有一定涨幅，例

如，科技、互联网与电信行业

（9%）、医疗健康行业（6%）、

消费品（4%），交通运输领

域则为 3%。 

在疫情期间暂停、取消的

招聘活动逐渐地恢复到了

频繁的状态，这也使得热

门领域中候选人的求职情

绪从审慎向积极转变。报

告标记了各行业热门职位，

同时提供了当候选人在转

换职业时可参考的薪资涨

幅概览，例如，在科技领

域，一位人工智能与数据

科学经理 / 架构师的薪资

涨幅可达 30%，而网络安

全架构师的薪资涨幅则为

26%。 

另一方面，研发人员在各行业都备受青睐，无论是在疫情之前，还是疫情暴发期，

企业雇主的人员计划更多地侧重于对研发方面的投入 -- 这一趋势在医疗健康行

业最甚，根据报告显示，医疗行业在研发岗位的薪资涨幅可高达 37%，位居薪资

涨幅热门职能首位；同时，随着中国大陆大力推进“互联网 +”策略、打造数字

经济时代的竞争优势，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抗击新冠疫情的过

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电子商务岗位的薪资涨幅为 26%，数字化则为

20%。 

案例

《RGF 薪酬观察 2021：中国大陆》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上线 

十大薪资涨幅最高的热门职能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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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RGF 国际招聘基于大范围数据分析，揭示薪酬观察以及市场

趋势，信息图表为亮点，一目了然，清晰展示出热门行业 / 职

业的薪资涨幅变化，对于企业雇主和求职者均有参考价值。

点评

经验丰富且具有潜力的人才仍然紧缺，然而企业雇主在考量候选人水平资质时，也

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差异化对候选人的衡量标准。报告梳理了各热门职位的技

能需求，以帮助候选人在求职时能够通过这些信息获取一定的指导意义。 

RGF 国际招聘在调研中发现，经历了重创与恢复的中国大陆市场，重新显露出令

人振奋的增长趋势。尽管如此，企业恢复招聘的趋势与节奏不一，对此 RGF 专业

人才招聘（中国）的董事总经理崔文静（Rita Cui）指出在疫情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在企业瘦身、行业洗牌时，候选人在评估企业时不仅要考量它的薪酬支付能力、核

心竞争力，更多是观察它们在非常时期所展现的企业文化与临危能力，大环境对招

聘的影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潮水退去，裸泳的人一览无余。与其说表现出茫然和

无措，人们完全可以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这种不确定性，从中探索它对于现阶段的求

职思路，存在怎样的益处。RGF 国际招聘相信这些新的思考，在疫情之后的职场

中将会成为一种“捍卫”职人的武器，帮助大家面对那些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难已

预测的风险。 

此次发布的《薪酬观察 2021：中国大陆》是 RGF 国际招聘针对包括中国大陆在

内的亚洲 4 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进行调研后发布的系列报告，接下来，日本、印度、

新加坡等 3 个市场的薪酬观察报告将陆续发布。该系列报告数据来源均基于各国家

和地区的不同的数据库体量，旨在为各行业的雇主和人才提供不同职级的薪酬参考。 

作为亚洲领先的招聘服务提供商，RGF 国际招聘是瑞可利集团（Recruit Group）

旗下的海外招聘业务品牌，得名于“Recruit Global Family”的首字母。RGF 国

际招聘旗下拥有专注于企业中高管理人员的搜寻服务的 RGF 高阶人才搜寻（RGF 

Executive Search）、为企业招聘中层管理和专业人才的 RGF 专业人才招聘（RGF 

Professional Recruitment）、帮助日资企业寻找各类需要日语技能人才的 RGF

日企专版（RGF HR Agent）。 

消息来源：RGF 国际招聘

热门岗位的技能需求与跳槽时薪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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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QS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  
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六 

伦敦 2021 年 9 月 24 日 / 美通社 / -- 全球高等教育分析研究机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于今日发布其对大学选择和毕业生就业结果之间关系的

深入研究报告，即 2022QS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一份面向专注职业发展的学

生的世界顶尖院校独立榜单。清华大学被评为中国大陆就业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大

学，并保持了其全球第六的排名。 

QS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对大学为培养通往高质量就业有利途径所做的工作进

行了更详细的比较检查。 大学根据其与雇主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实习）、校友

中部门领导的数量、雇主在校园出现的频率及其随地点调整的毕业生就业率进行

评分。 

中国大陆共有五所大学进入前 50 名，超过了任意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除清华

大学外，还有： 

 ● 北京大学，其跌出了前 20 名的位置（第 23 位，上次排名为第 19 位）  

 ● 复旦大学，其跌出了前 30 名的位置（第 33 位，上次排名为第 29 位）  

 ● 浙江大学（第 35 名，无变化）  

 ● 上海交通大学（第 41 位，较上次排名上升了两位）  

 ● 本次排名的 550 所院校中总计共有 22 所中国大学，其中有：  

 ● 7 所排名相较上一次有所提高  

 ● 3 所排名下降  

 ● 12 所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大陆：其他见解 

 ● 在本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中，只有英国（8 所）和美国（19 所）拥

有排名前 50 的大学数量多于中国大陆。  

 ● 清华大学在 QS 雇主声誉指标中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分：98.8/100 ，该

指标基于全球超过 75000 份雇主调查回复。  

 ● 北京大学的雇主声誉得分为 98.5/100。  

 ● 根据 QS 的数据，北京大学的知名校友比任何其他中国大学都多，其在校

友成果指标中达到全中国领先的 91.3/100 分。  

 ● 世界上只有三所大学与行业和雇主的合作比例高于清华大学。清华大

学与雇主的合作关系指标得分为 99.7/100，北京大学则排名第 110 位

（71.5/100）。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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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清华大学拥有中国大陆最高的毕业生就业率。然而根据地区平均水平

调整后，中国大陆的大学均在这一指标上表现不佳：在中国 22 所大

学中，清华大学是唯一一所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前 100 的大学。  

 ● 中国大陆的大学在雇主—学生关系指标方面表现出色：华中科技大学

获得全球最高分，且排名前十的大学中有七所来自中国。

QS 高级副总裁 Ben Sowter 表示：“随着学生越来越意识到全球毕业生就

业市场的竞争及其为教育投资日益增长的经济成本，他们能够获取到这类独

立数据相应变得至关重要，以便为关于他们未来教育的循证决策提供信息。” 

Sowter 继续说道：“中国大陆大学在我们 QS 世界大学整体排名中的崛起是

过去十年全球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成功案例之一。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学在

如何为学生面对充满挑战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这一方面的世界一流标准案例。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学在确保雇主校园参与度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 在我们的雇主—学生联系这一指标中，排名前

十的大学中有七所来自中国大陆。” 

2022QS 世界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前 10 位 

2022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2022QS 世界
大学排名 

院校名称 国家 

1 1 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2 2 3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美国 

3 3 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4 4 38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5 5 5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美国 

6 6 17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 
中国大陆 

7 10 2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 
英国 

8 7 37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9 12 21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0 9 22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最终解释权和版权归 ©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2004-2021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 所有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 


89行业新闻稿

美通社
企业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PR Newswire Big Book

目录： 入门篇 进阶篇 高级篇 主题新闻稿行业新闻稿

案例 2022QS 世界大学排名：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 中国

2022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2022QS 世界
大学排名 

院校名称 

6 6 17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 

23 19 18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 

33 29 31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 

35 35 45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 

41 43 50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学 

111-120 121-130 334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中科技大学 

111-120 101-110 225 
Wuha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 

131-140 131-140 211 
Tongji University 

 同济大学 

161-170 161-170 131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 

161-170 171-180 290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安交通大学 

161-170 181-190 373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北京理工大学 

181-190 201-250 601-650 
Renmin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 

201-250 251-300 403 
Shandong University  

山东大学 

201-250 201-250 260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学 

201-250 201-250 98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51-300 301-500 571-580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东理工大学 

301-500 301-500 531-540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东师范大学 

301-500 301-500 236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哈尔滨工业大学 

301-500 301-500 501-510 
Jilin University  

吉林大学 

301-500 301-500 358 
Nankai University  

南开大学 

301-500 301-500 436
Shanghai University  

上海大学 

301-500 301-500 334 
Tianjin University 

天津大学 

更多有关用于编纂 QS 毕

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方法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

qschina.cn 

消息来源：QS 

Quacquarelli 

Symonds 

作为影响范围广泛的四大权威世界大学排名之一，QS 世界大学排名备受学术界

和教育行业关注，毕业生竞争力排名更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突出了中国大陆大

学在整体排名中的崛起，吸引本地读者关注。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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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 建筑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重庆佛罗伦萨小镇正式启幕，为一站式意式购物树立
新标杆 

中国重庆 2021 年 2 月 4 日 / 美通社 / -- 以意大利风情为特色的中国领先名品

奥特莱斯 -- 佛罗伦萨小镇，于 2 月 3 日在重庆正式开业。这也是继成都之后，

品牌在西南地区布局的第二座名品奥特莱斯。佛罗伦萨小镇及 RDM Asia 董

事总经理鲁墨睿（Maurizio Lupi）先生，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毕岚祺（Guido 

Bilancini）先生，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唐文先生，重庆市沙坪坝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代建红先生，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蒋中全先生以及重庆

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书权先生等贵宾莅临现场，共同见

证了这一时尚消费新地标的正式启幕。 

重庆佛罗伦萨小镇作为重庆首家国际名品奥特莱斯，同时也是继天津、上海、广州、

香港、武汉和成都后，第七座佛罗伦萨小镇。重庆佛罗伦萨小镇的全新开业不仅

展示在市场上的持续成功，也为重庆零售业市场树立起全新标杆，同时加强中意

两国文化交流，助力于推动中国当地与区域的经济和旅游业。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领衔者，重庆在商业资源集聚性、城市枢纽性、城市人口活跃度、

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方面均有惊人的表现以及潜力，也是我们选址

重庆的因素之一。重庆佛罗伦萨小镇延续了佛罗伦萨小镇一贯的设计理念，将意

大利经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元素完美结合，并在顶蓬设计上特别采用了与水立

方国家游泳中心相同的材料结构，以实现小镇功能性与设计感的完美平衡。小镇

总建筑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落成后预计容纳超百家名品店铺。佛罗伦萨小镇及

RDM Asia 董事总经理鲁墨睿（Maurizio Lupi）先生表示：“在我们进入中国市

场十年之际，重庆佛罗伦萨小镇的开业是我们在西南地区业务战略布局的一个里

程碑，它的开业更加坚定了我们立足中国市场的信心，对于我们在西南乃至中国

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奢侈品购物爱好者的一站式目的地，重庆佛罗伦萨小镇也为家庭游客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重庆佛罗伦萨小镇坐落于交通便捷的沙坪坝地区，具有通达四

方的地理优势 -- 众多旅游景点近在咫尺，距重庆市中心及江北机场都可使用轨

道交通快速直达。此外，作为佛罗伦萨小镇的第四座家庭游乐中心，占地超过

案例

佛罗伦萨小镇— 

 重庆名品奥特莱斯

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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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 平方米的“奇幻丛林”家庭游乐中心也将于 2021 年上半年正式揭幕。届时，

凭借周边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家庭游客可以轻松制定一段适合全家大小的

旅程 -- 在重庆佛罗伦萨小镇乐享时尚休闲的购物体验之余，可选择再安排一场

重

庆的文化之旅：体验酣畅淋漓的重庆火锅、尽享壮观的三峡之旅亦或是乘坐过江

缆车，一览重庆的大好山河。

重庆佛罗伦萨小镇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品牌理念和创意灵感，为消费者带来了身临

其境的一站式意式购物体验。小镇不仅完美诠释了意式风情中独具的奢华、文化

与休闲，更以最佳的国际品牌阵容、无与伦比的折扣和无懈可击的服务礼遇，打

造下一个重庆新地标。 

重庆佛罗伦萨小镇此次开业的一期项目建筑面积约 37,000 平方米，汇聚了超过

百家欧美以及亚洲名品，全年提供低至 2 折起的名品折扣，汇聚了包括 Furla，

Calvin Klein，Karl Lagerfeld，Ports，Brooks Brothers，I.T，Tommy 

Hilfiger，Agatha，Adidas，Under Armour，New Balance，Puma，Vans，

Skechers，Asics，Sasa 等知名品牌。 

佛罗伦萨小镇隶属于意大利商业地产集团 RDM，而投资管理公司 Nuveen 则为

品牌的中国奥莱市场战略提供相关专业支持。其 2020 年销售增长数据表现可观，

销售总额接近 100 亿元，同比实现 7% 的增长，并吸引高达 1,900 万名消费者到

访。此次重庆佛罗伦萨小镇的开业，预计将在 2021 年实现近 5 亿元的销售额，

并吸引超过 80 万名消费者。佛罗伦萨小镇及 RDM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墨雅

博（Jacopo Mazzei）目前居住在意大利，由于全球旅行限制，遗憾未能亲临开

业活动现场。在提及重庆佛罗伦萨小镇开业时，他表示：“在品牌亮相中国的十

年之际，很高兴能够在重庆揭幕我们的第 7 座名品奥特莱斯。2021 年，我们也将

庆祝京津佛罗伦萨小镇的开业十周年并迎来上海和成都小镇佛罗伦萨小镇二期项

目。我们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期待重庆以及全国的佛罗伦萨小镇能够在 2021 年

创造更多的惊喜。” 

“CIA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你好”。该字母装饰将在顾客步入小镇之时以意式

礼仪恭迎大家探索这座城中全新风尚地标。开业当天，重庆佛罗伦萨小镇携手意

式风情体验盛装以待 -- 新年装饰、艺术装置和威尼斯主题巡游无一不凸显了佛

罗伦萨小镇浓郁的意式氛围以及品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农

历新年，重庆佛罗伦萨小镇以意式风情为主题，给前来的顾客在购物的闲暇之余，

带来了如奢华汽车品牌玛莎拉蒂豪车展、艺术家 Yvan Deng 的插画艺术展览等

沉浸式体验。为了助力农历新年气氛，消费者在品牌店铺购物，就有机会获赠佛

罗伦萨小镇与中国新锐插画师 Yvan Deng 合作定制的新年红包；在小镇消费满额，

更有机会参与幸运抽奖，抽取玛莎拉蒂畅行卡、小镇现金礼品卡和定制礼品等好礼，

为农历新年增添好运和福气。 

佛罗伦萨小镇及 RDM Asia

董事总经理鲁墨睿（Maurizio 

Lupi）先生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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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量超过 15 万，媒体转载 165 条。作为重庆首家奥特莱斯，佛

罗伦萨小镇在西南地区的拓展展示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到当地

政府部门和媒体（界面新闻、重庆晨报、腾讯）的关注。新闻稿中

高清现场图片在媒体后续报道中被采用。

点评

佛罗伦萨小镇在西南地区的拓展喻示着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诚意。作为一站式

奢华购物体验的名品奥特莱斯，重庆佛罗伦萨小镇将为本地顾客带来更多升级意

式购物体验的同时，为重庆消费市场注入更多活力与发展。

关于佛罗伦萨小镇 

以意大利风情为特色的名品奥特莱斯 -- 佛罗伦萨小镇，隶属于意大利商业地产集团

RDM。自 2011 年以来，佛罗伦萨小镇目前已在大中华地区拥有 7 家奥特莱斯，遍布天津、

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重庆、香港重要城市。小镇以意大利经典建筑风格为设计灵感，

通过广场、游廊、喷泉、纪念性建筑物等意大利经典元素的应用，将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

的佛罗伦萨一一呈现。小镇汇聚了超过 300 家欧美以及亚洲名品，全年提供低至 2 折起的名

品折扣，旨在为消费者打造更好的购物体验。 

通过 RDM 集团遍布全球零售业的广泛网络，汇集了众多知名的时尚奢侈品牌入驻小镇。迄

今为止，佛罗伦萨小镇构建了共 30 万平方米、多达 1,200 家商铺的名品奥特莱斯版图，每

年吸引超过 1,950 万的顾客光顾。作为名品奥特莱斯，佛罗伦萨小镇会继续将充满意式风情

的生活方式和购物体验带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消息来源：佛罗伦萨小镇 

伦敦格林威治半岛地产：东伦敦成最受家长青睐
“以房养学”地区

 ◢ 中国申请英国留学人数创新高

伦敦 2021 年 7 月 30 日 / 美通社 / -- 受多方因素影响，英国逐步超越美澳

成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地点，首都伦敦也随即成为最受家长青睐“以

房养学”地区。作为伦敦市大力发展的区域，东伦敦平衡价格、交通、学

区、环境等因素，越来越成为投资热点。伦敦格林威治半岛（Greenwich 

Peninsula）因其三面环河、绿地多、工作便利和学区等多方优势，受到众多

中国留学生家长的青睐。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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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中国首款半鸡 1	 点开售，全新组合加码餐饮
“夜经济”

上海 2021 年 6 月 16 日 /

美通社 / -- 麦当劳中国今

天宣布推出全新青花椒风

味半鸡及 0 度泡泡啤风味

饮组合，该组合于每天下午

5 点起，在中国内地麦当劳

餐厅发售。消费者可以享受

口感丰富的夜食组合，为

“夜间生活”增添更多选择

与活力。

此次发布的新品半鸡，椒麻

风味饱满、整整半只、鲜嫩

多汁，让人大块朵颐。搭配

的 0 度泡泡啤风味饮为无

酒精饮料，具有啤酒的麦芽

风味和清新口感。 

“鸡肉产品是麦当劳中国的

战略重点之一。家喻户晓的

麦辣系列和去年重磅推出的

麦麦脆汁鸡都是麦当劳中国

的当家产品。我们力求用对

美味的热爱，为中国消费者

呈现更丰富的菜单选择。”

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

茵表示，“我们也关注到，

年轻人尤其是职场人群的夜

间消费越来越旺盛、多元。这个全新组合每天下午 5 点开售，希望结束一天工作

的顾客能享受半鸡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麦当劳中国此次特别邀请脱口秀演员王勉，担任“麦麦半鸡体验官”，并于 6 月

16 日下午 5 点在上海广场，联合全国 45 个城市超过 100 家餐厅同步发起“麦当

劳下班回魂操”快闪，助力下班后的职场青年找回轻松状态，并吸引顾客前往体

验青花椒风味半鸡。麦当劳微信视频号也在下午 5 点同步发起直播，由“麦麦半

鸡体验官”王勉分享半鸡特有的“大块手撕、鲜嫩爆汁、整整半只”美味。直播

中王勉还将与粉丝畅聊职场感悟和趣事，探讨如何从“失魂”状态重拾能量“回魂”。

同时，麦当劳还在直播间向私域社群粉丝送出多重福利，包括 1 万张青花椒风味

半鸡套餐品尝券，以及 10 万张饮品升级券等。 

案例

麦当劳中国推出全新青花椒风味半鸡及 0 度泡泡啤

风味饮组合

王勉担任“麦麦半鸡体验官”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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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麦当劳中国宣布推出全新的“炸鸡 + 啤酒”组合，为消费者提供口

感丰富的夜食选择。稿件发布后获得多家地方媒体（北晚新视觉、

广州日报）的后续报道和行业媒体（蓝鲸财经、职业餐饮网）的深

度撰文。在餐饮‘夜经济’日益火爆的当下，媒体主要关注点为“快

餐 + 夜宵”市场布局、职场青年客群等。曝光量超过 16 万，媒体

转载 364 家。

点评

【雪碧】全新视觉系统中国首发亮相 

北京 2022 年 3 月 28 日 / 美通社 / -- 2022 年【雪碧】全新视觉系统在中国

首发上市。作为一个在中国拥有 38 年历史、全球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品牌，

【雪碧】在可口可乐公司全球设计团队的指引下，颠覆传统观念，创新推出

了全新的品牌形象。在保留经典原味的同时，【雪碧】还推出了两款无糖新品，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焕然一新的酷爽选择。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麦当劳中国 

麦当劳是全球知名的餐饮服务品牌，近 38,000 家餐厅遍及全球，每天接待顾客人次超过 6,800

万。每一家麦当劳餐厅都立足于本地社区，为社区邻里提供美味和凝聚力，让美味与美好，

人人轻松可得。

麦当劳于 1990 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目前，中国是麦当劳全球第二大及发展最快的市场。

2017 年起，在中信、凯雷的支持下，麦当劳中国以特许经营的模式加速业务发展。截至

2021 年 3 月，全国有超过 3,900 家麦当劳餐厅，员工超过 18 万。  

麦当劳中国致力于提供随时随地的美味与优价。麦当劳中国现有巨无霸、薯条、麦辣鸡腿堡、

麦麦脆汁鸡等 11 个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的当家产品，并通过餐厅、外送、麦咖啡、甜品站、

得来速等业务平台为顾客带来超级便利。麦当劳中国还积极推进绿色餐厅、绿色包装、儿童

营养等可持续发展行动，并长期投入“麦当劳叔叔之家”和青年就业等公益项目，践行“因

为热爱，尽善而行”的品牌理念。 

麦当劳是全球知名的餐饮服务品牌，约 36000 家餐厅遍及全球。麦当劳餐厅植根社区邻里，

不间断供应巨无霸、薯条等经典美味，并致力为社区与地球带来更多美好。 

麦当劳 1990 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2017 年起，麦当劳与中信与凯雷共同运营和
管理麦当劳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业务。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国有超过 3600 家麦
当劳餐厅，员工超过 18 万。  

消息来源：麦当劳中国 

* 新装【雪碧】全系列已经在全国各渠道陆续上市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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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w2015.com/news/html/013/670.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35603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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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 艺术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DESCENTE 迪桑特概念店闪亮登场上海新天地 

 ◢ 全新标志 D 空间，用动力引领未来感 

上海 2021 年 5 月 17 日 / 美通社 / -- 高端专业运动品牌 DESCENTE 迪桑特以

焕然一新的店铺形象入驻上海新天地南里，打造独特的标志性 D 空间，将品牌的

专业运动力和未来创造力完美融合，在上海新天地这个充满活力的商圈首次呈现，

为运动爱好者和时尚潮流人士带来全新的高端专业运动体验。 

全新 D 空间，闪耀新天地 

步入迪桑特新天地店，第一眼不免被店铺中一个类似于“D”形状的一个通道空

间所吸引，走进时仿佛进入时空隧道，在这个时间体系中，过去、今天与未来如

同新天地的历史一样，在这里交织。这就是迪桑特全新 D 空间，为顾客讲述关于

迪桑特过去与未来的故事。 

1954 年的冬天，迪桑特与日本第一位专业滑雪运动员西村一良先生合作开发滑雪

服，在之后的近 20 年中，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滑雪服功能及设计发展至世界领

先水平。但迪桑特并未止步于此，1972 年日本札幌冬奥会之际，经历了近 20 年

的技术与经验累积，迪桑特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创新之举，和来自瑞士的顶级流

体动力学专家 Hannes Keller 博士和其助手 Hans Hess 合作，目的只有一个：

为所有努力追求完美表现的滑雪运动员提供现代科技可以打造出的最好的滑雪服。 

案例

迪桑特新天地全新品牌概念店盛大开业 

从左至右：上海新天地太平桥项目租赁

助理总经理陶然女士、上海新天地太平

桥项目商业总监李振辉先生、迪桑特（中

国）总裁乐俊先生、迪桑特（中国）副

总裁丁少翔先生

迪桑特新天地全新品牌概念店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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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在瑞士 Hannes Keller 公司先进的风洞实验室中，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测试气

体流动对滑雪中运动员体表的阻力影响，并试图通过服装技术改进将阻力将至最

低。最终合作成功了，打造出世界上首款 3D 立体剪裁的速降滑雪竞赛服，将滑

雪比赛中衡量胜利的标准精确至百分之一秒，标志着滑雪竞赛时代的正式到来，

为这项蓝天下的雪白运动带来了更大的乐趣。 

D 空间的灵感来源，便是迪桑特在追求滑雪极致速度上所经常使用的风洞实验室。

D空间宛如一个连接品牌悠久专业运动历史和未来高端专业运动体验的时空隧道，

漫步其中，随着纵向灯带的指引，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的技术突破，引领着顾客

走向品牌所打造的未来感高端运动体验中。 

不仅是对空间的立体呈现，D 空间整体采用清水混凝土营造出日式极简的高级感，

机械钢索悬挂系统将服装凸显为空间中的重点，顾客在 D 空间中可以充分感受到

迪桑特服装设计中的极致匠心。在这里，D 空间将迪桑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

带给顾客沉浸式的惊喜体验。 

城市地标高级定制，打造极致消费体验 

迪桑特新天地店保留了石库门传统建筑外观，和新天地街区后现代的浓郁摩登感

完美融合，迪桑特的运动感与新天地的潮流属性交相辉映。 

不同于 D 空间极简风格的空间感，通过暴露在清水混凝土墙面外的青石砖裂缝设

计，为入口处的陈列空间更添历史的沉淀感，更加贴合新天地街区的文化累积；

充满未来感的数字化环绕代码流，給服装蒙上了一层未来的滤镜，仿佛从过去穿

越至未来，强烈的文化碰撞与视觉冲击，激发更多想象力的创新空间。  

迪桑特的历史中流淌了近 70 年滑雪的血液，持续研发的滑雪服创新和滑雪文化早

已生根在品牌基因中。在新天地店中，迪桑特提供了一个跨越雪季限制的雪空间，

雪山、雪道、缆车，一瞬间从都市回归到滑雪的速度与激情中。现场还配置了雪板、

雪镜、头盔等道具，引来众多运动弄潮儿纷纷打卡，仿佛置身于滑雪世界。 

迪桑特全新 D 空间 迪桑特新天地全新品牌概念店夜景 迪桑特新天地店历史与未来融合陈列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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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新天地店还首次使用了全新的香氛和音乐系统，带来惊喜感官体验。香氛前调清

新佛手柑遇见一个活力的雪白世界、中调灵动迷迭香自由飞驰在动感雪道、尾调

温暖广藿香被雪上阳光包围，置身新天地店，仿佛驰骋在梦中的冰雪世界；店铺

歌单则采用充满未来科技感的 Soft House 类音乐，以动感的节奏打破过去与未

来的界限，共同探索无限可能。 

迪桑特新天地店开业期间，品牌联手新天地首发 RE:DESCENTE 限量环保系列，

该环保系列是迪桑特于 2020 年推出的一项有关环境保护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项目，

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衍生材料制造产品，并通过收集废旧产品来实施回

收活动，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们可以持续享受体育运动的世界。 

“行动家俱乐部”，为运动赋能 

迪桑特在全球拥有一群积极迎接挑战、热爱运动的精英们，称之为“D-MOVER（行

动家）”，他们往往拥有着在自身专业领域优秀的成绩，且始终热衷开辟新的领域，

抱着奋勇前进的决心、敢于不断突破创新挑战自我。 

早在 1861 年，世界上最早的滑雪俱乐部在挪威的翠寒尔成立，而高尔夫俱乐部

的历史更悠久可追溯到 18 世纪的苏格兰。滑雪和高尔夫爱好者们聚集在俱乐部中，

一同出行运动精进技术、聚餐交流分享热爱。 

迪桑特“行动家俱乐部”，以追求运动赋能为出发点，旨在为全球的行动家提供

一个专业开放、享受运动、自由交流和自我挑战的平台。在这里，迪桑特精英行

动家将为您制定行动计划，帮助您将自身领域所显现的专注和挑战的精神注入运

动中，享受运动赋能生活的同时，将更多的运动乐趣传递至更大的范围。

迪桑特新天地店雪空间

迪桑特行动家俱乐部骑跑运动月活动

迪桑特行动家俱乐部骑跑运动月活动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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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迪桑特骑跑运动月，破风前行 

5 月 16 日，迪桑特“行动家俱乐部”正式揭幕，品牌于上海新天地店开业当天正

式开启 “AWAKEN 破风前行”迪桑特骑跑运动月系列活动。

活动日清晨天微亮，品牌联手合作伙伴高端健身房 PURE Fitness，邀请各领域

热爱运动的行动家，在新天地北里广场开启了一场铁人两项体能训练课，精准地练

习到骑行和跑步运动中极为重要的核心力量，在不断进阶的运动中享受乐趣。随后，

品牌和沪上知名的 SETC 上海毅力特铁三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赛，

在新天地标志性石库门历史建筑中骑行慢跑、于迪桑特新天地店内挑战 Switch 虚

拟赛，解锁新关卡，用运动赋能活力整天。 

“AWAKEN 破风前行”迪桑特骑跑运动月活动期间，迪桑特还将与潮流骑行玩

家平台 RESEE、Vespa 踏板车中国俱乐部和沪上知名跑团合作，呈现精彩纷呈

的俱乐部活动；并联合北京、成都、重庆、昆明等重点城市，一同打造一场扩散

全国的“行动家俱乐部”骑跑之旅。 

消息来源：DESCENTE 迪桑特中国 

曝光量超过 50 万，媒体转载 199 家。专业运动品牌迪桑特的全新

旗舰店在陆家嘴正式开业。稿件发布后获得多家媒体（环球网、时

尚中国）的后续报告和媒体（界面新闻）的深度撰文。媒体主要关

注点为企业终端零售升级、未来市场布局等。

点评

INTIMISSIMI 推出全新时尚系列 

 ◢ 柔美锋芒 耀目盛放 

上海 2022 年 3 月 9 日 / 美通社 / -- 无关年龄，无关身份，每一位女性都是

独特的发光体。INTIMISSIMI 在三八妇女节之际推出全新时尚系列，让每一

个“她”都能美丽由我，自在展现别具一格的光芒。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INTIMISSIMI Pretty Flowers 桑蚕丝细肩带上衣 LT1294A_735i；INTIMISSIMI Pretty Flowers 

桑蚕丝短裤 PC1294A_73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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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交通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上海地铁 15 号线试运营 日立电梯为线路提供 201
台自动扶梯

上海 2021 年 2 月 5 日 / 美通社 / -- 1 月 23 日，上海地铁 15 号线开通试运营，

这是国内一次性开通公里数最长、全自动驾驶等级最高的轨道交通线路。日立电梯

为该线路古北路站至顾村公园站共 14 站提供了 201 台自动扶梯产品和服务。

上海地铁 15 号线北起宝山区顾村公园站，途经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南至闵

行区紫竹高新区站，全长约 42 公里，均为地下线路，共设 30 座车站，此次开通

试运营 29 座车站。 

此次服务于上海地铁 15 号线的是日立 BPG 系列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针对上海

地铁客流量大且变化性强的特点，BPG 系列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部件强度、驱

动和制动性能上均以高于行业要求设计，配备超过 30 个安全装置，可应对高客流

量运载，全方位保障乘客的搭乘安全。 

在服务中国轨道交通方面，日立电梯有着丰富的产品、服务经验和解决方案，应对

城市轨道交通的各种场景。目前，全国已有 24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使用了日立

电梯的产品和服务。未来，日立电梯将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继

续助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消息来源：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案例

上海地铁 15 号线 

日立电梯助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新闻亮点为国内一次性开通

公里数最长、全自动驾驶等级最高的轨道交通线路，曝光量超

过 13 万。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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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地平线与理想达成深度合作 打造可持续成长的智能
驾驶电动车

上海 2021 年 4 月 22 日 / 美通社 / -- 4 月 20 日上海国际车展期间，边缘人工智

能芯片领导者地平线与头部新造车企业理想汽车正式签署深度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共同打造可持续成长的智能电动车，地平线征程系列芯片将在未来向

理想汽车提供极致效能、开放易用的智能驾驶和智能交互计算平台。

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兼 CFO 李铁表示：理想汽车和地平线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

着深度密切的沟通，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战略高度协同，同时双方的企业文化以

及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也基本一致。因此，我们相信理想汽车和地平线的合作

不止于今天，未来双方也将一路并肩同行，共同推动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

地平线联合创始人兼 COO 陶斐雯表示：两家企业的合作往往需要目标的一致和

能力的互补，但是更可贵的是拥有共同的理想。理想汽车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势力

造车的佼佼者，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智能化驾乘体验；地平线一直以来也希望能够

让每一辆汽车都具备主动感知、人机交互和智能决策控制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共

同愿景，相信双方的合作从今天再出发，未来将发挥更强的协同效应。

理想汽车从新造车浪潮中脱颖而出，与产品紧跟用户需求迭代升级密不可分。地

平线与理想汽车达成深度合作，是基于双方拥有共同的发展认知 -- 打造可持续

案例

签约人：地平线联合创始人兼 COO 陶斐雯、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兼 CFO 李铁（左四、左五） 见证人：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左

三、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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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Power 发布 2021 中国新车质量研究，对刚买车在半年之内

的新车主进行深度调研，重点关注新车使用中遇到的各种质量问题。

稿件发布后获得多家央媒和行业媒体的后续报道（太平洋汽车网、

车讯网）和深度撰文（中国经济网、中国新闻网）。媒体主要关注

点为自主品牌汽车形象提升、自主汽车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进一步

缩小等。曝光量近 12 万，获得媒体转载 217 条。

点评

成长的智能电动车。未来，地平线将持续以“芯片 + 工具链”的智能汽车方案，

携手理想汽车共建深层次、多维度、开放共赢的智能汽车生态。

早在 2019 年，地平线与理想汽车就宣布达成合作。地平线为理想首款量产车型 -- 

理想 ONE 增程式智能电动车配备“车载多音区交互技术”，支持多达 4 路人声

分离和 6 路音区检测，实现全车多路拾音、人声定位、降噪、回声消除和语音唤醒，

打造精准的全车语音交互功能。如今，理想 ONE 已经成为新能源中大型 SUV 市

场的领先者，助力理想汽车成为智能电动汽车赛道的头号实力玩家之一。

此次，地平线与理想汽车签署深度合作协议，代表着双方对此前合作成果的认可，

并将进一步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随着汽车产业进入智能电动汽车时代，整车企

业要想赢得激烈的市场竞争，就必须要求汽车的智能化、网联化技术持续迭代升级，

这也对基于底层汽车智能芯片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国内唯一实现车规级人工智能芯片量产前装的企业，地平线拥有自主研发

兼具极致效能与开放易用性的边缘人工智能芯片及解决方案的能力。继征程 2、

征程 3 之后，地平线的征程系列汽车智能芯片即将迎来更高效能的征程 5，打

造覆盖 L2-L4 级智能驾驶的多元化解决方案。本次车展期间，地平线发布了全

场景整车智能方案，包括 Horizon Matrix® Mono 辅助驾驶解决方案、Horizon 

Matrix® Pilot 领航驾驶解决方案、Horizon Matrix® FSD 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以

及 Horizon Halo® 车载智能交互解决方案。未来，地平线将以极致服务助力理想

汽车满足用户消费升级需求，双方共同驱动产业创新，引领汽车智能化变革趋势。

消息来源：地平线

理想 ONE Baby Blue 限量版亮相地平线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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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三一重工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重型设备制造商

长沙 2021 年 5 月 26 日 / 美通社 / -- 第 19 期《福布斯》年度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发布，该榜

单依据市值、销售额、利润和资产这四大衡量标准，评选出全球最大的 2000 家上市企业。三一重

工位列榜单第 468 位，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重型设备制造商，仅次于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今年，三一重工凭借 144 亿美元的年销售额、22 亿美元的利润、193 亿美元的资产和 412 亿美

元的市值，榜单排名上升 235 位，首次跻身《福布斯》全球企业 500 强。 

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工程机械市场因新冠疫情而下滑 27%，这也是全球市场自 21 世纪以来所

遭受的最严重打击，尽管如此，该公司凭借具有远见的全球业务布局，以及完善的经营与业务管理

战略，依然实现了稳定增长。

2021 年一季度，三一重工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本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90%，达到 51.7 亿美元。

在全球范围内，该公司在主要产品线方面持续表现良好，进一步巩固了行业领导地位。 

消息来源：三一集团 

案例

曝光量超过12万，获得媒体转载222条。三一重工首次跻身《福布斯》全球企业500强，

在全球疫情对行业的巨大冲击下，依然保持稳定增长。这也是长沙首家世界 500 强

企业，获得央媒、地方媒体和财经媒体的报道（人民网、长沙晚报和证券日报）。

点评

新一代半导体封装技术突破 三星宣布
I-Cube4 完成开发 

日前，三星半导体已开发出了能将逻辑芯片（Logic Chip）和

4 枚高带宽内存（HBM，High Bandwidth Memory）封装在

一起的新一代 2.5D 封装技术“I-Cube4”。

韩国首尔 2021 年 5 月 6 日 / 美通社 / -- 日前，三星半导体

已开发出了能将逻辑芯片（Logic Chip）和 4 枚高带宽内存

（HBM，High Bandwidth Memory）封装在一起的新一代2.5D

封装技术“I-Cube4”。 

三星半导体 I-Cube4 技术 

阅读本篇新

闻稿原文，

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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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 广告 / 传媒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全球视觉传播平台 Canva 可画宣布 150 亿美金 
估值 

北京 2021 年 4 月 7 日 / 美通社 / -- 全球视觉传播平台 Canva 可画今天宣布，

公司完成新一轮 7,100 万美元的融资，最新估值达到 150 亿美金。这一数字表明，

Canva 可画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软件公司之一，公司今年的年化收入超过了

5 亿美金。Canva 可画还在今天宣布，针对工作场所的旗舰产品 Canva 可画演

示文稿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赋能世界各地的团队，轻松设计和大规模在线协作。 

Canva 可画估值的上升，是 Canva 可画产品在全球团队和工作场所使用急增的

直接结果。截至今天，Canva 可画全球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 5,500 万，并在保持

盈利的同时实现了年化收入同比增长 130%。Canva 可画是数百万团队和工作场

所首选的协作平台，用户遍布全球 190 多个国家。演示文稿则是公司增长最快的

在线应用。迄今为止，用户已经在Canva可画平台上创建了超过2.5亿的演示文稿。 

“全球各地的团队和工作场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可扩展、可协作、易于

使用的视觉传播产品，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Canva 可画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梅兰妮·珀金斯（Melanie Perkins）解释说：“Canva 可画演示文稿

的推出为各种规模的工作场所提供了独特、灵活的团队协作工具，让工作变得轻

松有趣。快速发展的全球团队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将共同努力，赋予世界设

计的力量。” 

“我们很高兴能支持 Canva 可画的使命，帮助全球各地的团队实现视觉传播的平

民化。”普徕仕环球科技基金（T.Rowe Price Global Technology Fund）投资

组合经理 Alan Tu 表示：“Canva 可画强大的客户忠诚度和持续的创新，带动着

公司健康成长，我们相信，在培育公司成为更大企业的道路上，公司的领导团队

会持之以恒。” 

“Canva 可画对不断发展的工作场所有着深刻地洞察，能够觉察到这些场合对创

意和沟通工具的需要，并且在推出产品，帮助团队协作和有效展示上，有着卓越

的执行力。”

Dragoneer 投资集团的合作伙伴 Christian Jensen 表示：“这家来自悉尼新型

科技中心，灵活而充满激情的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非

常令人惊讶。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只有极少部分、真正特别的公司能被成就，我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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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 可画完成新一轮融资，最新估值达到 150 亿美金，成为全

球增长最快的软件公司之一。新闻亮点为公司估值金额，从写作角

度看，数字对比突显了业务快速增长成果，多位人物讲话让内容更

灵动，接地气。

点评

百度爱番番受邀参加 CDEC2021 中国数字智能
生态大会

 ◢ AI 时代，共当商业增长“敲锣人”

北京 2021 年 3 月 31 日 / 美通社 / -- 3 月 30 日，以“抢占五新生态”为主

题的 CDEC2021 中国数字智能生态大会暨第十四届中国软件渠道大会（北

京站）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百度爱番番商业化负责人李钧受邀参加，

与各大企业服务生态主和多方渠道伙伴们，共同探讨新时代下的数字机遇和

企业再增长话题。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们相信，Canva 可画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很高兴能与 Canva 可画合作，

进入下一个增长阶段。” 

Canva 可画是将整个设计过程整合在

一起的平台，它使得各行各业、各种

规模的团队和工作场所都能轻松通过

设计和视觉传播，实现其目标，提高

生产力，并保持品牌的一致性。在演

示产品上，Canva 可画为现代工作场

所推出了一系列内容和功能：有包括

商业计划、创业融资、工作报告、产品演示等在内的模板；有“会说话”的有声

演示文稿；团队成员还可以跨平台查看、修改演示，在任何地方创建、分享和评

论团队工作；Canva 可画大量的图表和信息图，则简化了数据叙述，能帮助用户

将可视化的信息整合到演示文稿中。 

Canva 可画演示产品由 Canva 可画强大的在线协作工具支持，目前，每分钟有

600 个演示文稿在 Canva 可画上创建。Canva 可画目前正在和包括美国航空公司、

Live Nation、金佰利、麦肯锡和 Salesforce 在内的领先品牌进行合作，提升生

产力与在线协作。 

消息来源：Canva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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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2022 世界杯官方用球揭晓，阿迪达斯 AL RIHLA 
逐梦之旅即将启航 

上海 2022 年 4 月 1 日 / 美通社 / -- 全球知名德国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正式

公布了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 --  “AL RIHLA 逐梦之旅”。AL 

RIHLA 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旅途”，其球身设计从卡塔尔的文化、建筑、帆船和

国旗中获取灵感，以全新的珠光球面展现了当地标志性的文化色彩。 

半世纪传承与突破，塑造世界杯足球历史 

作为 AL RIHLA 的创造者，阿迪达斯已经连续第 14 次为世界杯这项全球足球
盛事创造比赛用球，并且半世纪以来一直不断突破和创新技术极限，今年的 AL 

RIHLA 更是创下了多项“首个”记录，助力足球健将们在世界杯赛场上赢得出色

表现。 

 ● 较以往所有世界杯用球的飞行速度都更快：足球比赛越来越快，随着速度

的提升，足球的精准度和飞行稳定性变得至关重要。为了世界杯这个全球

体育盛会，阿迪达斯提升了足球的速度和精准度，期待以突破性创新技术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AL RIHLA 大幅提升了足球在空中保持飞行速度的

能力，整体设计均以精密数据支持，并在阿迪达斯实验室、风洞和球场上

经过了严格测试。此外还搭载了阿迪达斯两项核心的创新科技 -- CTR-

CORE 和 SPEEDSHELL，通过新款拼接形状和表面纹理，力求在赛场

带来高精准度和稳定性。  

 ● 首款仅采用水性油墨和水基胶的世界杯用球： 可持续发展是阿迪达斯业务

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款 AL RIHLA 的所有零部件都经过细致考量，

被认证为首款仅采用水性油墨和水基胶的世界杯用球，彰显了阿迪达斯心

系地球可持续发展，注重世界环境保护的品牌理念。  

 ● 汉字体现包容主题：传递足球精神的平等与包容，AL RIHLA 球身选用了

多种世界文字用以装点，其中的中文方块字尤其亮眼，围绕着“足球”，“团

队、公平、集体、责任、激情、尊重”逐一展开，以这一全球使用人数最

多的语言，来体现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包容性。  

案例

AL RIHLA 纹理表面和内嵌式的设计细节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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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A 斐乐连续 8 年赞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国家队

队员出镜演绎《凌空直上》广告大片，新闻稿配 1 个视频 +8 张图片，

多媒体元素丰富生动，加上明星代言，更增添吸引力。

点评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阿迪达斯的创始人阿迪·达斯勒先生就致力于研发和生

产最好的足球产品。1970 年，阿迪达斯首次受邀打造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并为

墨西哥世界杯创造了足球历史上的经典 -- Telstar。Telstar 革新性地采用了表

面 32 块手缝嵌面的新构造，使足球拥有了更圆和更稳固的外形，直到今天仍是各

种足球的原型。历经逾 50 年的匠心积淀，从 Telstar 到 AL RIHLA，阿迪达斯一

直在足球的重量、性能以及防水性等技术层面上追求细致改进与卓越提升，为世

界体育事业与国际足球赛事的蓬勃发展持续贡献品牌力量。 

开启逐梦环球之旅 让足球为世界带来积极改变 

为支持全球草根足球文化长远发展，AL RIHLA 的 1% 产品净销售收入将会用于

Common Goal 活动，这使得 AL RIHLA 将成为世界杯 92 年旅程中首个为直接

给世界带来积极改变而筹资的比赛用球。阿迪达斯希望能够借由此举营造齐心共

进的积极氛围，助推世界各地的草根足球文化在改变与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 

AL RIHLA 也将开启其逐梦环球之旅，在全球 10 座城市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

鼓励所有草根乃至专业的球员和球迷释放自己、超越极限、追求无限可能。AL 

RIHLA 此行将以卡塔尔为起点，目的地包括迪拜、东京、墨西哥城、纽约，以及

中国的两个城市 -- 上海和广州，旨在为当地足球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带来更

多社会关注，用实际行动促进当地社区运动的普及度和公平性。阿迪达斯始终相

信并坚持，通过足球运动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全球的足球队和足球文化赋

予更积极的影响。    

关于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是世界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德国黑措根奥拉赫，在全球拥有

62,000 多名员工。阿迪达斯于 1997 年在中国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大中华区是阿迪达斯

全球三大战略市场之一，上海与北京被列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 12 座重点城市之中。目前，

阿迪达斯在华店铺超过 12,000 家，其中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和台北的七家品牌中心，

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细化分专业门店，公司在华员工超过一万人。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adidas-group.com  

消息来源：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为 1970 年墨

西哥世界杯打造的经典

足球 Telstar

AL RIHLA 即将开启世界 10 城之旅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http://www.adida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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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稿

FILA 发布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战袍

 ◢ 凌空直上 成就巅峰瞬间

厦门 2022 年 1 月 4 日 / 美通社 / -- 2022 年 1 月 4 日，意大利时尚运动品牌 FILA 斐乐隆重发布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比赛服。自 2014 年起，FILA 斐乐

便已连续 8 年赞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此次战袍的发布，FILA 以孔凡钰、贾宗洋、徐梦桃三位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队员为原型推出《凌空直上》

冰雪三英主题视频大片。此次释出的大片别出心裁采用《山海经》的元素，用蠃鱼、穷奇、烛龙来喻指三位滑雪运动员面对的困境险阻，将运动健儿们涌动的热情和坚

定不屈的意志以及冰雪运动体育精神精彩呈现。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 2022，FILA 将继续以专业装备助力国家队征战赛场，再创辉煌佳绩。

案例

FILA 斐乐《凌空直上》广告大片海报图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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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闻稿案例
行业新闻稿

“雀巢咖啡计划”彰显咖啡的力量，改善更多农户的
生活水平

北京 2021 年 1 月 25 日 / 美通社 / -- 雀巢咖啡是享誉世界的咖啡品牌。人们每

饮用 7 杯咖啡，就有 1 杯是雀巢咖啡。 

然而，还有很多咖啡种植农户依然无法获得稳定的生活。他们的作物收成和收入

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十年前，雀巢在全球启动“雀巢咖啡计划”，旨

在改善咖啡种植农户的生活水平。十年来，该计划帮助农户提高了收入，降低了

环境因素对咖啡农场和工厂的影响，并在诸多国家提高了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

如巴西、哥伦比亚、科特迪瓦、肯尼亚、墨西哥、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等。自“雀

巢咖啡计划”实施以来，雀巢已投资了 3.5 亿瑞士法郎。 

在过去十年取得的显著成效之上，雀巢于今日再次承诺加码自身在可持续发展上

的努力。 

雀巢高级副总裁、饮料战略业务部门主管 Philipp Navratil 表示：“我们同合作伙

伴和 230 名雀巢咖啡农艺师一起，共同提高了农场效率，改善了农业实践，使农

户能够让可持续种植的咖啡卖出更高的价格。通过帮助农户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

我们帮助他们降低了对单一经营的依赖，提高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的努力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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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咖啡计划聚焦可持续发展，用数据说话，体现出对农户的实际

帮助，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成果。稿件采用当地农户的人物配

图，更能打动读者。

点评

不止于此。项目还将努力改善咖啡农场内外的社会条件。我们将在劳动权利、儿

童保护、青年和女性赋能方面加倍努力。” 

到 2025 年，雀巢咖啡预计将 100% 实现负责任采购，让咖啡能追溯到对应的农

户群体。咖啡获得独立机构验证或认证。 

同时，雀巢咖啡将减少和移除咖啡采购地和整个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雀巢咖啡

还将采用环保包装。在我们采取的众多举措中，以下列举了一些我们采取的具体

步骤，以帮助雀巢实现 2025 年包装承诺和 2050 年净零碳排放目标。

雀巢咖啡的合作伙伴雨林联盟还将对全球咖啡采购地区的活动进行评估，以确保

这些活动对农户生活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雨林联盟定期监测农户采取的良好实

践以及生产效率等相关指标的波动。 

雨林联盟首席市场官亚历克斯 • 摩根（Alex Morgan）表示：“在雀巢咖啡计划

中，我们与雀巢的合作是为了改善和优化咖啡种植。通过和雨林联盟合作进行培训、

监测和评估，雀巢咖啡利用数据和经证实的信息调整其与咖啡农户间开展的活动。

我们很高兴成为他们在这段旅程中的合作伙伴。” 

自 2010 年起，雀巢通过实施“雀巢咖啡计划”实现了以下目标： 

 ● 目前，雀巢咖啡产品所用的咖啡中 75% 来自负责任采购。仅在 2020 年

一年中，雀巢咖啡就采购了 64.9 万公吨的咖啡豆，是单个咖啡收购者最

高的采购量；  

 ● 发放高产抗病咖啡苗 2.35 亿株，超额完成 2.2 亿株的最初目标。从而实

现了全球近 12 万公顷咖啡农场的改造；  

 ● 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菲律宾和泰国五个国家开发并发放了

15 个阿拉比卡 (Arabica) 和罗布斯塔（Robusta）咖啡新品种。这些品

种具有较高的产量、抗风险能力且品质极佳；  

 ● 为农户提供了 90 多万场优质农业实践培训。致力于通过有效的灌溉方式

或修剪技术，优化生产力和成本，提高品质，同时减少环境足迹；  

 ● 通过领导力项目和家庭经济规划培训，赋能 1 万多名女性和青年农户；  

 ● 帮助 1 万多民农户提高商业技能，重点强化他们的金融知识、记录能力和

企业家精神。 

雀巢将在今年年底前发布全新的雀巢咖啡可持续发展路线图。雀巢将继续孜孜不

倦地努力，推动建设更加生机勃勃且可持续发展的咖啡行业。  

消息来源：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普洱天宇咖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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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大战金刚》IMAX 发威 全球劲揽 8100 万
人民币

 ◢ 创一年多来最强好莱坞片开画 

 ◢ IMAX 中国票房以 6140 万人民币引领全球市场，以 1% 银幕数斩获高达 14%

的首周末票房 

上海 2021 年 3 月 29 日 / 美通社 / -- IMAX 中国内地 700 多家影院在《哥斯拉

大战金刚》开画首周末共斩获约 6140 万人民币的亮眼票房。这部由传奇影业、华

纳兄弟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好莱坞史诗级怪兽灾难巨制一举创下 IMAX 在中国市

场自 2019 年 7 月以来好莱坞片的最佳首周末票房，也为逐渐临近的春夏大片季

振奋起势。另外，该片也创下传奇出品电影的 IMAX 中国历史最高首周末纪录。 

在全球已上映《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市场中，中国是 IMAX 票房最高的市场，内

地影院首周末斩获 6140 万人民币，以仅 1% 的银幕数票房占比高达 14%。《哥

斯拉大战金刚》在中国市场首周末票房最好的前十家影院都是 IMAX 影院。

在全球市场，IMAX 以仅占 1% 的银幕数占该片首周末票房的 10% -- 延续了

IMAX 在怪兽宇宙电影一贯的强劲市场表现。 

IMAX 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葛尔方表示：“《哥斯拉大战金刚》是一部必须在超大

银幕欣赏的史诗巨制，而全球观众的选择也印证了这一点。观众的热情持续推动着

IMAX 市场份额的强劲增长，也充分证明了高质量好莱坞大片的市场吸引力。我们

尤其被中国市场格外亮眼的开画表现所鼓舞，这部好莱坞系列电影得到了中国观

众的大力支持。”

《哥斯拉大战金刚》目前是整个怪兽宇宙系列电影中的王者影片，一举创下该系

列在全球 13 个市场的 IMAX 最佳首周末纪录。 

关于 IMAX China 

IMAX China 是 IMAX Corporation 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注册成立的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

IMAX Corporation 成立 IMAX China 的目的在于管理 IMAX 在大中华区不断增长的业务。

IMAX China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为“1970”。 

关于 IMAX Corporation 

IMAX Corporation 是创新的娱乐技术提供商，结合专有的软件，影院设计和设备，创造出

一种身临其境般的体验，让观众感觉置身于电影之中。知名制片人和电影公司都利用 IMAX

影院以特别的方式与观众联系起来。IMAX网络成为世界多地的主要电影重要的电影发行平台。 

IMAX Corporation 的总部设在纽约、多伦多和洛杉矶，并在伦敦、都柏林、东京、上海设

有办公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IMAX 在全球 84 个国家和地区共有 1,650 家 IMAX

影院 (1,562 家商业综合项目内影院，12 家旅游景点商业影院与 76 家科教场馆影院 )。

2015 年 10 月 8 日，IMAX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 IMAX China 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正

式上市，交易代码为“1970”。 

消息来源：IMAX Corporation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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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量超过 57 万，媒体转载达 207 条。创一年多来最强好莱坞片

开画。稿件发布后，获得主流网站（新浪网、网易、钱江晚报、和

讯）和行业媒体（1905 电影网、猫眼电影）报道。媒体关注点为

IMAX 票房纪录、中国内地市场、CEO 讲话。

点评

数千观众齐聚易北爱乐音乐厅观赏灯光艺术装置
“破浪”

 ◢ 汉堡为其地标庆祝 

德国汉堡 2022 年 4 月 29 日 / 美通社 / -- 周四晚，数千观众齐聚汉堡港，

现场观看荷兰艺术家组合 DRIFT 在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外创作的灯光艺术品

" 破浪 "。伴随着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的约瑟夫·海顿清唱剧《创世纪》

音乐 , 汉堡国际音乐节开幕。随后，数百架闪亮的无人机围绕着标志性的音乐

厅翩翩起舞，这正是为了庆祝这一汉堡文化新地标开幕五周年。灯光艺术装

置还将在之后连演三晚至 5 月 1 日。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破浪 Breaking Waves (2022) 由荷兰艺术家组合 DRIFT 创作于汉堡易

北爱乐音乐厅，由 Florian Holzherr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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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 新服务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PLAYSTATION5 将于 5 月 15 日在中国大陆市场
发售 

 ◢ 产品预售将于 4 月 29 日中午 12：00 在线上及线下部分官方授权渠道开启 

上海 2021 年 4 月 29 日 / 美通社 / -- 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SIESH) 今

日公布了新一代家用游戏主机 PlayStation®5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上市日期和建议零

售价。 

PS5 将于 5 月 15 日在中国大陆市场推出。配备超高清蓝光光驱的 PS5（光驱版）

建议零售价为 3,899 元，PS5 数字版建议零售价为 3,099 元。产品预售将于今日（4

月 29 日）中午 12:00 在京东、天猫、索尼中国、Bilibili 会员购、山姆会员商店、

顺电等，线上及线下部分官方授权渠道开启。国行 PS5 主机将一如既往提供 2 年

免费保修服务。 

两款 PS5 均使用相同的定制 CPU 和 GPU 来处理高达 4K 的高分辨率画面，同

时均配备了同样的超高速 SSD 和集成式 I/O，以实现快如闪电的加载速度。两款

PS5 均通过 DualSense 无线控制器和 3D 音效技术提供更深入的沉浸感。无论选

择哪款产品，玩家都将享受到同样的创新性游戏体验。  

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总裁江口达雄表示，“自去年 11 月 PS5 在全球发

售以来，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者和游戏爱好者的热烈支持。终于 PS5 即将

来到中国市场，我相信 PS5 会给更多中国的玩家朋友们带来超越期待的次世代视觉、

听觉、触觉和游玩体验。感谢中国玩家们长期以来对 PlayStation 的支持与厚爱。

案例

PS5 产品图及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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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我也非常期待 5 月 15 日开始与大家一起在全新游戏世界中探险。” 

SIESH 正在积极准备一系列国行游戏软件，包括深受玩家们喜爱的动作冒险游戏

《麻布仔大冒险》以及《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和国产精品网络游戏《原神》。 

此外，SIESH 今日还公布了 PlayStation Plus 精选集，这是一系列定义了 PS4

世代的精选游戏内容。PlayStation Plus 会员将可以在 PS5 上免费下载并游玩。

PlayStation Plus 精选集收录了 12 款广受好评的游戏，包括《硬核机甲》、《乐

克乐克重制版》、《反重力赛车 终极典藏版》、《地平线 零之曙光™》和《地平

线 零之曙光™：冰尘雪野》下载内容、《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最后的守护者》、

《绝地潜兵》、《瑞奇与叮当™》、《撕纸小邮差：拆封》、《风之旅人》、《小

小大星球 3》及《最终幻想 15》。 

PS5 兼容绝大部分的 PS4 游戏，连接 PS VR 后可以畅玩支持的 PS VR 游戏。

特定的 PS4 和 PS VR 游戏在 PS5 上使用时，用户将可以享受更高的帧率和更

流畅的游戏体验。 

*“PlayStation”、“PS5”、“PS4”和“DualSense”为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其他商标为其拥有者的知识产权。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 https://www.playstation.com/ps5

数字版游戏以及 PlayStation Plus 服务，请访问 PlayStation® 商店 : https://

store.playstation.com/  

官方授权渠道详细信息供参考：https://www.playstation.com/zh-hans-cn/

local/retailers  

( 详情请咨询店面，以店面信息为准 ) 

PlayStation Plus 精选集

HD 摄像头

DualSense 

无线控制器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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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索尼 PlayStation 5 新品在中国大陆上市预热，突出产品优势，

为玩家带来创新体验，吸引本地读者关注。 

点评

飞利浦首个医用级牙齿美白解决方案 Zoom! 
上市 

广州 2021 年 5 月 11 日 / 美通社 / -- 今天，全球健康科技领导企业飞利浦在

第二十六届华南国际口腔展上正式面向中国市场发布 Zoom! 专业牙齿美白解

决方案，并与深耕专业口腔健康领域多年的领健正式签署了 2021 年度战略

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整合各自的渠道资源和技术优势，在产品孵化、渠道拓展、

服务创新等多个领域展开广泛深入的合作。基于飞利浦最新上市 Zoom! 牙齿

美白解决方案，双方将率先携手推出集成创新专业级产品、IoT 平台和远程服

务的口腔护理服务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打造便捷、可靠、安全的消费链路。

飞利浦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健康生活事业群总经理瞿峰先生与上海领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吴志家先生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飞利浦与领健高层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合影 左：瞿峰先生 右： 

吴志家先生

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作为领先的数字娱乐与互动平台领军企业，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SIESH) 在

中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PlayStation® 游戏主机及系列相关产品与服务。从 1994 年第一

台 PlayStation 在日本诞生至今，PlayStation 系列通过创新的技术与体验设计为全球玩

家不断带来惊喜。PlayStation 家族系列产品及服务包含 PlayStation®4, PlayStation®5, 

PlayStation®VR, PlayStation ™ Store, PlayStation®Plus 等 , 以及来自 SIE 全球知名工作

室的广受好评的游戏软件。 

消息来源：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PULSE 3D 无线耳机组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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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变动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快手两位联合创始人调整分工 宿华任董事长 程一笑
任 CEO 

香港 2021 年 10 月 29 日 / 美通社 / -- 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快手科技（香

港联交所股票代码： 1024 ）（简称“公司”或“快手”），今日宣布董事会已

同意公司联合创始人宿华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已批准联合创始人程一笑担任

该职务，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生效。 宿华将继续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薪

酬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公司长期战略。程一笑作为首席执行官将负责公司日常

运营及业务发展，并向董事长宿华汇报。宿华和程一笑持有的公司不同投票权均

不会发生变化。 

2011 年，程一笑推出供用户制作及分享动图的原创移动应用程式“GIF 快手”。 

2013 年，宿华加入快手，担任首席执行官，程一笑任首席产品官。之后，宿华

引入演算法推荐系统，并和程一笑联手开创了短视频时代。在担任董事长兼 CEO

期间，宿华主要负责作出战略及关键决策，包括战略方向、战略投资及收购、公

司整体管理等。程一笑则全权负责产品相关的事务，包括电商、游戏等在内的新

业务孵化以及生态系统的维护及发展。 

在宿华和程一笑的带领下，快手十年来不断突破，业务多元化发展，组织也在持

续扩大升级，同时逐步夯实支撑万人组织的专业体系。为了更好地推动业务发展，

进一步提升效率，公司在组织架构上不断优化。2021 年 9 月 28 日，快手宣布启

动以加强事业部闭环为方向的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实现从职能型架构向事业部

制架构转型，以进一步释放组织红利。此次治理架构的调整也是公司依据《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对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进

行区分。随着管理角色的变更，宿华将更专注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发展，也将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方向的探索上；程一笑将专注于公司整体业务及运

营管理。此次调整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更好地促进公司整

体业务发展。 

关于快手 

快手作为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其使命是成为全球最痴迷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司。

快手坚持不懈，专注为客户提供服务，并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其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在快手，任何使用者都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生活，呈现和发挥所长。

透过与内容创作者和企业紧密合作，快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满足使用者自然产生的各种需

求，包括娱乐、线上行销服务、电商、网路游戏、线上知识共用等。 有关快手的详细资料，

请浏览网站 https://ir.kuaishou.com。  

消息来源：Kuaishou Technology 

案例

快手科技调整联合创始人分工，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获得多

家媒体的关注报道（经济参考网、36 氪）和深度撰文（21 世纪

经济报道、钛媒体）。媒体主要关注点为公司创业历程及未来

架构调整方向。曝光量超过 35 万，获得媒体转载 181 条。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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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 参展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日本通运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东京 2021 年 12 月 14 日 / 美通社 / -- 日本通运株式会社 (Nippon Express 

Co., Ltd.) 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此

次进博会于 11 月 5 日（星期五）至 10 日（星期三）举行，为期六天。这是日

本通运多年来第四次参加进博会。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2018 年 11 月举行，是专门面向中国进口商品的一

般性贸易展会。今年举办的第四届进博会约有 2900 家公司参加，会场内的参观

人数累计达 48 万人次。 

日本通运的展位介绍了该公司的全球网络以及海空货运服务（使公司具备特有优

势），以及公司的医药物流平台、绿色（环保）物流和数字化举措。

集团公司上海通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此次进博会提供物流支持，为日本馆的

83 家公司运送参展产品进出会场，并与主办方和官方货运代理进行协调。 

该集团将继续利用其全球网络和积累的丰富物流知识，解决东亚地区客户面临的

物流问题，并为其业务扩张提供支持。 

活动信息 

博览会名称：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至 11 月 10 日（星期三） 

案例

日本通运展位 

展位内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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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日本运通参加进博会，对参展情况和大会物流

支持进行了总结，短小精炼，美通社官网浏览

量为 18k。

点评

荣耀在 2022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全新 
荣耀 Magic4 系列

 ◢ 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耳机全新阵容亮相，将“Magic 的力量”带给全世界的人们 

深圳2022年3月2日 /美通社/ -- 全球科技品牌荣耀今天在2022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obile 

World Congress 2022) 上发布了全新高端产品阵容。主打产品是荣耀旗舰智能手机系列的最

新成员，即全新的荣耀 Magic4 系列，包括荣耀 Magic4 和荣耀 Magic4 Pro。这些开创性的

新设备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在智能手机的设计、显示、摄影、摄像、性能和隐私方面都取得了

新的突破。此外，荣耀还发布了全新的荣耀手表 GS 3 和荣耀 Earbuds 3 Pro 耳机，扩大了其

智慧生活产品的组合。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荣耀在 2022 年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上发布全新荣耀

Magic4 系列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 

日本通运官网：http://www.nipponexpress.com/ 

Official LinkedIn account: NIPPON EXPRESS GROUP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ippon-express-group/ 

消息来源：Nippon Express Co., Ltd.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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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 研究成果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德勤管理咨询发布《2022 技术趋势（中文版）》

 ◢ 助力政企用户领跑数字时代 

北京 2022 年 4 月 8 日 / 美通社 / -- 4 月 8 日，德勤管理咨询在京正式发布报告《2022

技术趋势（中文版）》，该报告不仅详解了未来 18 到 24 个月或将深远影响企业的重要技

术趋势，还展示了全球诸多领先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实践与心得，同时也融入德勤管理咨询

中国团队对国内市场的洞察，旨在帮助广大政企用户精准把握科技趋势，构建技术驱动的

未来。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企业技术与绩效事业群总裁孟晓凡、德勤管理咨询中国技术战略与转型

服务领导合伙人刘俊龙，以及德勤管理咨询中国合伙人韩光辉出席此次报告发布会，向十

余家国内知名媒体详细介绍报告精华与德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经验。 

孟晓凡表示：“这是我们连续十三年发布技术趋势报告，因为当今世界新技术新名词层出

不穷，为了帮助企业在纷繁信息中去粗取精，我们全球研究团队基于广泛调研和服务全球

客户的实际经验，筛选出未来 18 到 24 个月最值得关注的技术趋势，期望能让企业在技术

选择上少走弯路、技术投资更具回报。” 

《2022 技术趋势（中文版）》报告显示，以下关键技术趋势值得重视： 

 ● 信息技术自我颠覆：大举推进自动化。IT 部门正着力推动信息技术后台现代化，

从人工响应任务的被动模式变为推行自助服务和工程自动化的主动模式，组织可以

更有效地管理复杂系统。 

案例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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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网络人工智能：有效防御。当组织疲于应对安全漏洞，网络人工智能或将

激发乘数效应，助力网络安全团队提前预判并采取行动。 

 ● 技术堆栈实体化延伸。随着智能设备的大规模采用以及作业自动化程度的

提高，信息技术关注范围日益扩大，例如智慧工厂设备、工业机器人、无

人机等。CIO 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连接、管理、维护各种各样核心业务资

产并保障它们的安全。 

 ● 数据共享更加便捷。新技术在保护隐私的同时，使得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数

据共享机制也正在简化。随着数据共享趋势的推进，会有更多的组织参与

“数据协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同时数据共享下将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和产品。 

 ● 云向垂直领域渗透。云和软件供应商如今提供垂直领域针对性解决方案，

有助于变革固化流程、助推创新。其部署过程类似于装配作业，从而使组

织将资源集中用于提升竞争优势。 

 ● 区块链：商业化应用启程。区块链和其他分布式账本技术平台正从根本上

改变各行各业的业务模式，帮助许多企业重构和管理身份、数据、品牌、

来源、专业认证、版权等有形资产和其他方式。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团队认为，以上技术趋势在国内不仅应用前景广阔，并有望形

成更多“中国特色”创新实践，因此，此次发布的《2022 技术趋势（中文版）》

中文版不仅涵盖英文版全部内容，还包含了来自德勤管理咨询中国团队的中国洞察： 

行业云：边界、机会、洞察。制造、金融、贸易、医疗等很多行业里的头部企业，

突破了原有的内部优化，自我提升的局限性，转向了全局优化、行业赋能的数字

化战略，这些企业将协同云厂商、专业咨询服务机构、软件服务商和系统集成商

开发一系列基于云的带有行业特定属性的解决方案，形成面向垂直领域的行业云

平台、行业一体化供应链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大数据中心等。 

配合国家战略的区块链技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区块链应用在中国已经形成“百

花齐放”的格局，各种区域性和小型的联盟链、协同链等层出不穷，从业者未来

重点应是促进不同区块链生态圈的互融互通，并探索如何通过生态融合去创造更

大价值。

除了上述技术趋势，《2022 技术趋势（中文版）》报告还指出，量子 、指数级

智能和环境体验可能会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主导整个数字化领域 。 

德勤管理咨询中国首席执行官戴耀华表示：“将新兴技术转变为核心生产力是企

业的核心诉求，也是真正挑战所在，德勤管理咨询不仅输出技术领域的前瞻洞察，

还将持续深耕行业，期望通过领先的端到端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广大政企用户真

正驾驭趋势、领跑数字时代！” 

关于德勤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

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

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及遗漏承担责任，

而对相互的行为及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德勤是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

税务及相关服务。德勤透过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与地区的成员所网络及关联机构（统称

为 " 德勤组织 "）为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约 80% 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敬请访问 www.

deloitte.com/cn/about，了解德勤全球约 330,000 名专业人员致力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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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玛氏推出全球调研报告，揭示女性面临的日常现实问题，

文章包含视频和图片多种元素，参与者语录是亮点，各个

行业的女性发声，呼吁性别平等，更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

任心。

点评

玛氏推出全球调研报告，过万名女性号召性别平等

广州 2021 年 11 月 10 日 / 美通社 / -- 近日，玛氏公司发布 # 聆听女性声音的

全球调研报告，针对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世界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让更多女

性潜能全开”，总结了 88 个国家、10,319 名女性的调研回答和分析，展现女性

对于自由平等生活环境的强烈诉求，号召整个社会倾听、学习、行动，以打破女

性面临的僵局、打破性别平等的包容社会的最终实现。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座

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

墨尔本、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德勤于 1917 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如今，德勤中国为中国

本地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风险咨询和税务服务。德勤中国持续致力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专业人才培养

作出重要贡献。德勤中国是一家中国本土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

所拥有。敬请访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

平台，了解德勤在中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

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

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

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

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

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 2021。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消息来源：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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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 第三次将美的集团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先驱

 ◢ 2022 年美的又有两个生产基地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网络 

顺德 2022 年 3 月 31 日 / 美通社 / -- 美的集团 (000333CH) 被誉为工业 4.0 技术先驱，

美的合肥和美的荆州两家工厂成功入选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Global 

Lighthouse Network)，彰显了该集团在实现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所做的努力。 

全球“灯塔工厂”网络是由生产基地和价值链组成的社区，这些生产基地和价值链是采用和

整合第四次工业革命 (4IR) 的尖端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导者。美的集团共有四个 WEF 灯塔工

厂，致力于生产智能家电，占集团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 

美的荆州工厂总经理 Li Zhen 评论道：“过去我们工厂同时生产中高端产品，生产面临着很

大的挑战。传统的生产方式效率很低，难以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美的荆州灯塔工厂通过采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措施，采用了柔性自动化生产方式。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拥有 2000 多个数字化转型计划）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2%，生产前置时间

减少了 25%，故障率减少了 53%，单位动力消耗减少了 20%。 

合肥的美的洗衣机厂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革命。产品 SKU（库存量单位）数量超过 1100，

年产量和销量也位居前列。美的合肥工厂总经理 Zhang Zhimin 表示：“数字化推动了我们

整个业务流程和模式的转型以及效率的提高。” 

美的合肥工厂是先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灯塔工厂，以国内高端产品细分市场和海外市场扩张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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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获奖新闻的典型案例，介绍获奖原因，各方面的评价，展

示企业成果，标题中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先驱”是点

睛之笔，令人印象深刻。

点评

华为公布 " 十大发明 " 评选成果，将对人工智能、
5G 和用户体验带来深远影响

 ◢ 华为分享知识产权和创新进展 

深圳 2022 年 6 月 8 日 / 美通社 / -- 华为今天在深圳召开 " 开拓创新视野：

2022 创新和知识产权论坛 "，并公布了在其两年一度的 " 十大发明 " 评选活动中

获奖的重大发明。 

该奖项旨在肯定和奖励有潜力开创新的产品系列、成为产品重要商业特性，并为

公司和行业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发明或专利技术。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为目标，在端到端价值链广泛部署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以形成响应更快速、

更高效的供应链，使前置时间减少了 56%，客户报告缺陷率降低了 36%，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5%。此外，它还有助于实现 2025 年实现碳排放峰值和

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美的集团首席信息官 Simon Zhang 则说道：“未来，美的集团将继续加大

对数字化、物联网、全球突破性技术和技术领导力的投资，并投资于新的前

沿技术。” 

美的集团简介 

坚持“通过创新改变生活”的愿景，成立 54 年来，美的集团一直秉承着“科学尽善、

生活尽美”的理念。如今，美的已发展成为一家科技集团，专注于智能家居业务、工

业技术、建筑技术、机器人和自动化以及数字创新业务。近 5 年，美的集团在研发领

域投资近 450 亿元，在全球设有 35 个研发中心和 35 个主要生产基地。该公司的产品

和服务造福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 亿消费者。 

消息来源：Mide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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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和必胜客在中国推出新减塑行动

 ◢ 百胜中国加强可持续发展包装举措 

 ◢ 预计到 2025 年底之前将减少 30% 的不可降解塑料用量

上海 2021 年 1 月 5 日 / 美通社 / -- 1 月 5 日，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百

胜中国”，纽交所股票代码：YUMC 及联交所股票代码：9987）宣布旗下品牌

推出一系列减塑及使用环境友好包装行动，包括将现有塑料包装替换为纸吸管、

纸袋代替塑料和生物可降解塑料袋等，以响应国家倡议。推进减塑行动后，百胜

中国预计自 2021 年起每年减少使用近 8000 吨不可降解塑料。 

肯德基中国最近发布“自然自在”可持续发展宣言，旨在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倡导减少塑料消费和垃圾分类等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 2021 年 1 月起，中国大

陆所有的肯德基餐厅将全面停止使用塑料吸管；超过 90% 的餐厅将在堂食和外带

中用木质餐具替换一次性塑料餐具。除此以外，超过 50% 的肯德基餐厅外带、外

卖中使用的塑料袋也将全面更换为纸袋或可降解塑料袋。截至 2025 年底，所有

中国大陆的肯德基餐厅将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袋。 

2020 年底，中国内地所有必胜客餐厅已停止使用塑料吸管，同期，全国超过

70% 的必胜客餐厅已把现有塑料袋更换为纸袋或生物降解塑料袋。到 2022 年底

前，必胜客中国全面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这些最新举措不仅是对监管要求的响应，也是百胜中国包装战略的体现。百胜中

国致力于通过采用新的包装方法、原材料以及创新技术从源头上减少包装使用。

根据此战略，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塑料包装均可被循环利用；百胜中国拒绝采购存

在破坏雨林风险的供应商提供的纸制品；截至 2025 年，公司将减少 30% 的不可

降解塑料用量。 

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容（Joey Wat）女士表示：“这些新的减塑措施通过包

装创新和减量，将加强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百胜中国

将继续携手价值链各利益相关方，致力于促进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推动一

个更可持续的未来。” 

百胜中国遵循“减量、回用、替代、循环”（Reduce, Reuse, Recycle, 

Replace）4R 原则，不断探索新的环保材料和设计以减少一次性包装，并带动消

费者减少塑料使用。自 2017 年起，肯德基超级 APP 订餐提供“不需要餐具”选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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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鼓励顾客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2019 年肯德基推出可循环餐篮，该举措可

以每年节约用纸超过 2000 吨，使 2019 年餐厅垃圾总量下降约 20%。2019 年

肯德基推出了“这个餐篮很种草”公益活动，带动逾 20 万人次参与，在内蒙古地

区修复了超过 100 万平米草原。 

2020 年，百胜中国凭借其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出色表现，被评

为 2020 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餐饮和休闲行业领导者，并同时被正

式纳入 2020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DJSI  World）和 2020 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新兴市场指数（DJSI Emerging Markets）。通过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业务运

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司将继续与利益相关方共创、共享、共赢提升公司的长

期价值。 

关于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 Yum! Brands 在中国大陆的特许经营商，获授肯德基、必胜客及

塔可贝尔三大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经营和授权经营权。肯德基是中国领先的快餐品牌；必

胜客是中国领先的休闲餐饮品牌；塔可贝尔是源自加州、专门提供墨西哥风味食品的连锁餐

饮品牌。百胜中国还独家拥有小肥羊、黄记煌、东方既白及 COFFii & JOY 餐饮品牌。百

胜中国亦与 Lavazza 合作，于中国探索及开发 Lavazza 咖啡店品牌概念。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公司拥有 10,150 家餐厅，覆盖中国 1,400 多个城镇。百胜中国在《财富》美国 500

强榜单中排名第 361 位。在 2020 年，百胜中国入选彭博性别平等指数，并荣获中国杰出雇

主认证。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ir.yumchina.com。 

消息来源：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百胜中国最新减塑措施，展示企业节能减排成果，设立 3

年目标，用数据更有说服力。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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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平安全方位升级绿色金融行动 响应国家“碳中
和”目标 

在第 52 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4 月 21 日，中国平安发布“致地球的一封信”，

提出全方位升级绿色金融行动，量化制定绿色金融工作目标，通过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积极响应国家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力社会

可持续发展。 

郑州 2021 年 4 月 22 日 / 美通社 / -- 在第 52 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4 月 21 日，

中国平安发布“致地球的一封信”，提出全方位升级绿色金融行动，量化制定绿

色金融工作目标，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响应国家 2060 年碳中和目标，

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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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卡车将在中国生产重型卡车

北京 2021 年 8 月 23 日 / 美通社 / -- 2021 年 8 月 23 日，沃尔沃卡车与江铃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铃汽车）通过线上仪式正式签署协议，收购江铃重型汽车

有限公司（简称江铃重汽）及其在太原的生产基地。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马军女士、沃尔沃卡车中国总裁董晨睿先生、江铃汽车第一执行副总裁金文辉

先生等嘉宾出席该仪式并见证此次签约。通过收购由江铃汽车 100% 控股的江铃

重汽，沃尔沃卡车将在中国建立独资的沃尔沃卡车生产基地，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这

一全球最大的卡车市场。沃尔沃卡车的目标是从 2022 年底开始在太原为中国客户

生产沃尔沃 FM、FH 和 FMX 系列重型卡车。 

沃尔沃卡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934 年，第一辆沃尔沃卡车就已经抵达

中国上海。2020 年，沃尔沃卡车年交付卡车总量创历史新高。今年五月，全新一

代沃尔沃卡车在敦煌正式上市。在这场以“每一程致梦想”为主题的上市发布会上，

沃尔沃卡车向中国客户全面展示了以驾驶员为核心的“高效、安全、舒适”的产品

设计理念。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物流效率的不断提升，包括沃尔沃

卡车在内的高端卡车细分市场也将进入迅速扩张的新阶段。 

新工厂总占地达 52.3 万平方米，位于山西省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山西省深化

转型综改的主战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在洽谈和落地过程中，综改示范区对

沃尔沃给予大力支持，为项目快速实施创造了良好条件。 

现工厂包括冲压、焊接、驾驶室制造、涂装和总装等全系列工艺。工厂将采用沃尔

沃卡车全球生产体系，依照沃尔沃卡车的高标准运营。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都与

沃尔沃卡车全球其它地区的工厂保持同等高标准要求。 

案例

沃尔沃卡车中国总裁董晨睿先生在

沃尔沃卡车签约现场

江铃汽车第一执行副总裁金文辉先

生在江铃汽车签约现场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128主题新闻稿

美通社
企业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PR Newswire Big Book

目录： 入门篇 进阶篇 高级篇 主题新闻稿行业新闻稿

沃尔沃卡车中央采购和技术开发部门将为太原本地的团队配备强大的供应链管理

和研发能力支持。此次收购和即将开始的本地化生产还将为沃尔沃卡车中国和供

应商伙伴实现本地化采购提供机会和可能性。依靠在中国日趋完善的供应链，许

多零部件的本土化将成为可能。 

通过在中国建立新的生产基地，沃尔沃卡车将进一步缩短从客户订单到交货的周

期，提高为客户提供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通过不断完善的经销商网络，沃尔

沃卡车中国致力于将全国性物流枢纽的服务半径缩短至 1 小时，区域性物流枢纽

的服务半径缩短至 2 小时。本土化的新生产基地的建成投产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在

中国的分销和服务网络建设，以更高效的服务和更适合的定制产品为客户创造更

大的价值。 

在新能源和低碳排放领域，沃尔沃卡车在多个市场推出了全系列纯电动卡车。同

时也为客户提供替代燃料解决方案以大幅减少碳排放，并计划将在几年内推出燃

料电池电动卡车。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力争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承诺，

与沃尔沃卡车的目标和愿望高度一致。沃尔沃卡车在中国的增长将推动中国交通

运输解决方案的快速发展。同时，依托中国在新技术、新能源和互联互通解决方

案上的高速发展，沃尔沃卡车也将进一步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并通过可持续交

通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新工厂建立后，沃尔沃卡车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培养本地优

秀人才。这些针对本地员工的培训，并不限于流程和系统方面，还包括产品知识

和管理技能。沃尔沃卡车的目标是拓展团队现有能力，以期提供最佳产品和解决

方案，更好满足中国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正如沃尔沃卡车中国总裁董晨睿先生所言：“本土生产基地的建立标志着沃尔沃

卡车朝着在中国打造区域价值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价值链包括采购，制造，

产品研发以及销售和服务。这一战略性的举措，彰显了沃尔沃卡车对中国市场的

坚定承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完善对客户和经销商合作伙伴的支持。” 

沃尔沃卡车全球总裁 Roger Alm 强调：“沃尔沃卡车致力于塑造可持续货物运输

的未来。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证了中国物流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对高端卡车和

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选择当下这个时机在中国建厂，将有助于沃尔沃卡车走近

客户，进一步在中国扩大品牌影响力。” 

山西省王一新副省长对项目签约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沃尔沃卡车选择山西

建设其国内首个生产基地的决定，体现了沃尔沃卡车对中国市场的承诺和信心，

同时也是山西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节点。山西省政府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支持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实现投产达效。” 

沃尔沃卡车和江铃汽车此次交易有待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双方将启动相应的审

批流程。 

关于沃尔沃卡车 

沃尔沃卡车为专业人士和寻求高品质产品的客户提供从中型到重型的全系列卡车解决方案。

分布在全球 130 个国家的 2,100 多家经销商和维修站让我们的客户售后服务有保障。沃尔

沃卡车在全球 13 个国家设厂组装。在 2020 年，有超过 94,000 辆沃尔沃卡车在全球交付。

沃尔沃卡车是沃尔沃集团的一部分，后者是世界上领先的卡车、客车、建筑设备、海洋及工

业用途动力系统制造商。集团还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和服务。沃尔沃卡车的核心价值观是品质、

安全和环保。 

消息来源：沃尔沃集团

案例

沃尔沃卡车将在中国生产重型卡车，标题精炼，一句破的，突出

沃尔沃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卡车市场上的扩张，充分挖掘了双

方合作的影响力和意义。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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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医疗完成收购瓦里安，强化在医疗健康领域的
全方位合作伙伴地位

 ◢ 本次重大合并将加速提升公司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影响力，在癌症诊疗全流

程，成为客户和患者强大的合作伙伴，同时助力应对许多最具威胁的疾病 

 ◢ 瓦里安成为西门子医疗旗下的新业务部门，也标志着西门子医疗在实施公司

“2025 战略”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 预计从 2025 财年开始，每年至少可实现 3 亿欧元的协同效益 

 ◢ 沃卡车全球生产体系，依照沃尔沃卡车的高标准运营。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

都与沃尔沃卡车全球其它地区的工厂保持同等高标准要求。 

德国埃尔朗根 2021 年 4 月 15 日 / 美通社 / -- 西门子医疗（法兰克福证交所代

码：SHL）今天宣布，已顺利完成对瓦里安医疗系统公司的收购。收购交易此前于

2020 年 8 月 2 日披露。 

西门子医疗监事会主席 Ralf P. Thomas 教授表示：“瓦里安加入之后，西门子医

疗将拥有医疗科技领域最全面的产品组合，有望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价值创造潜力。

凭借高度一体化的经营策略，西门子医疗将把全球抗癌事业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案例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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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x 获软银和贝莱德领投 6.4 亿美元融资，以数
字技术推动零售变革

上海 2021 年 4 月 8 日 / 美通社 / -- 业界领先的变革实体零售的计算机视觉公司

Trax 日前获得了 6.4 亿美元 E 轮融资，由软银愿景基金 2 期和现有投资人贝莱

德集团管理的科技基金领投。本轮融资也吸引了一级和二级资本新的投资者参与，

如加拿大最大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之一 OMERS，以及 IGV 旗下的索尼创新基金。 

Trax 的云平台通过提供细粒度的快速变化的门店状况，加速推动消费品公司和零

售商的数字化转型。Trax 解决方案使用户能够及时做出数据驱动的决策，并立即

实施纠正措施。因此，品牌和零售商可以加速增长，降低成本，提高认知度和购

买意愿。凭借其专有的计算机视觉、先进的物联网硬件、随需应变的劳动力和购

物者解决方案，Trax 帮助客户能够提供想象中的最佳购物体验。 

“我们看到零售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数字技术，”Trax 执行董事长

兼联合创始人 Joel Bar-El 指出，“虽然 2020 年受到一些干扰，但通过我们的

努力工作、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Trax 的业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的很多解

决方案满足了消费品品牌和零售商需要迅速调整以应对消费者行为变化的复杂需

求。此次融资使 Trax 自信地走在未来零售业的前沿，实体和数字以新的方式结合，

为消费者带来有意义的购物体验。” 

“通过其创新的 AI 平台和图像识别技术，我们相信 Trax 的数据和分析将帮助消

费品品牌和零售商执行更优的库存策略，从而优化零售门店。”软银投资顾问公

司总监 Chris Lee 表示，“我们非常高兴能与 Trax 团队合作，帮助拓大其产品

线和进入新市场。” 

“十多年来，Trax 一直在打造复杂精细的、AI 驱动的零售云平台，”Trax CEO 

Justin Behar 表示，“我们的旅程始于为零售创造新颖的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

并不断拓宽我们的能力边界，以服务现代零售生态系统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此

案例

从左至右：Trax 执行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 :Joel Bar-El、Trax CEO Justin Behar、Trax 联合创始人 

Dror Feldheim 

https://www.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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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软银、贝莱德和其他机构的重大投资，我们将持续投资于我们的团队，

扩大市场领导地位，继续规模化零售商业务，并推动下一阶段的长期增长

和创新。” 

自 2010 年创立以来，Trax 引领了行业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去年，Trax

推出了一套自动化货架监测解决方案和一项 AI 驱动的企业级动销服务，

以帮助品牌和零售商在 Trax Flexforce 的帮助下保持产品上架。 

本轮 Trax 融资由 J.P. 摩根承销。 

了解更多关于 Trax 零售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www.traxretail.com  

关于 Trax 

Trax 的使命是让品牌和零售商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最佳的购

物体验。通过 Trax 的零售平台，客户可以随时了解每家门店、每个货架的实时情况，

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 -- 为购物者带来愉悦体验。许多世界

顶级的消费品公司和零售商都在大规模使用 Trax 的动销、门店执行、购物者互动、

市场衡量、数据分析和货架监测解决方案，来推动积极的购物者体验，并解锁所有

销售点的营收增长机会。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先驱，Trax 通过开发先进的技术

和自动数据收集方法，持续引领行业的创新和卓越。Trax 是一家全球公司，在美国、

新加坡、以色列和中国设有区域中心，服务全球超过 90 个国家的客户。 

消息来源：Trax 

案例 比昂芯科技宣布完成近亿元天使轮融资

 ◢ 元禾璞华等国内知名机构投资近亿元，比昂芯科技天使轮融资正式收官 

深圳 2022 年 3 月 2 日 / 美通社 / -- 比昂芯科技于 2022 年 1 月完成近亿元天使

轮融资。继此前完成投资的英诺天使、复星创富和临港科创，国内知名集成电路

领域投资机构元禾璞华加入投资。  

公司由 EDA 和 AI 领域连续创业者领军创办，致力于打造新一代 EDA 平台公司。

本轮融资主要用于升级从数字电路到模拟及射频电路的高精度大容量仿真平台。

该产品已销售头部客户。 

知名品牌大额融资，备受关注，文末来自合作伙伴多角度

的评价是亮点。曝光量超过 10 万。

点评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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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爱尊尚咖啡创始人推出第一本商业自传 
《咖啡皇后》

阿联酋迪拜 2022 年 1 月 6 日 / 美通社 / -- 2021 年 12 月 29 日，越南高端咖啡

品牌“添爱尊尚”咖啡（TNI King Coffe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黎皇叶草（Le 

Hoang Diep Thao）女士，在 2020 迪拜世博会上推出新书《咖啡皇后》（The 

Queen of King Coffee），这是越南企业家的第一本英文版商业自传，这本书在

迪拜的发行标志着越南咖啡行业与中东地区的合作日益密切。 

作为第一部探索越南商业领袖生活经历的书籍，这本书为世界各地的读者展示了

一个从 90 年代末的农村咖啡小摊发展为越南第一咖啡品牌的创业史，书中涵盖了

对于越南咖啡产业的深入见解，分享了真实的商业管理经验，用实例阐释了获得

成功的重要决策。此外，这本书将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想亲自品尝越南罗布斯塔

咖啡的味道。 

黎皇叶草在现场讲话中表示：“我认为对越南来说，现在是时候向全世界骄傲地

宣称，咖啡已经成为越南的一个重要战略性经济产业，同时，我们也该是时候考虑，

如何将越南咖啡更好地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尽管越南咖啡占据了全球主要市场，

但全世界大多数的咖啡爱好者都不知道自己正在享用的是来自越南的咖啡。 

近日，越南罗布斯塔咖啡刚刚获得两项世界纪录：越南成为全球最大的罗布斯塔

咖啡出口国，并拥有最为丰富的罗布斯塔咖啡享用文化。目前越南咖啡产品已销

往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罗布斯塔咖啡为主。 

 作为越南咖啡历史上颇为成功的两家咖啡企业的创始人，黎皇叶草女士被誉为越

南的“咖啡皇后”，拥有在越南开设成千上万个咖啡店的成功经历以及在国际市

场发展咖啡连锁店的丰富经验。从业 20 多年来，她一直秉持向全世界推广越南咖

啡的信念。 

添爱尊尚咖啡英文名字是 King Coffee，意为给全球咖啡爱好者带来更极致纯粹

的越南咖啡体验，与畅销全球的 G7 咖啡同出自中原国际旗下，严选越南高原多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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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比尔和梅琳达 - 盖茨发布 2021 年度公开信

 ◢ “这一年，全球健康与你我休戚与共”  

西雅图 2021 年 1 月 27 日 / 美通社 / -- 今天，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发布了他们的 2021 年度公开信《这一年，全球健康与你我休戚与共》。

在今年的年信中，比尔和梅琳达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以及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行动中涌现出的全球协作机制和科学

创新成果。他们也分享了对疫情过后的乐观愿景，讨论了为什么他们

认为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健康、有韧性。此外，比尔和梅琳达

还探讨了他们认为对建设更好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两个议题：优先解决

公平问题和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 

比尔·盖茨的年度公开信，标题迅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一年，

全球健康与你我休戚与共”，对全球疫情影响进行回顾和展望，从慈

善机构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体现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点评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种优质咖啡豆，结合东方神秘的烘焙秘方，研制加工成各种咖啡产品，涵盖速溶咖啡、

研磨咖啡、咖啡豆、即饮咖啡、滴滤式等各式不同种类的咖啡，以优异的品质，迅速征

服了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2019 年，添爱尊尚咖啡荣获“年度越南最受欢迎咖啡品牌”，2020 年被英国国际杂志《全

球品牌杂志》（GBM）授予“年度全球增长最快咖啡品牌”奖项；同时，黎皇叶草女

士凭借非凡的个人成就和卓越的全球战略布局能力，获得 “2020 年度越南餐饮行业最

佳 CEO”奖项。 

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2020 年，添爱尊尚咖啡国际市场从 60 个国家扩展到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营收和市场份额提高了 200%，实现逆势增长。2021 年 6 月，在美国

开设其首家咖啡连锁店，并计划 2022 年在中东、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等多个地区开设

100 家门店，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 

作为越南咖啡产业的巨大贡献者，黎皇叶草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

心，希望以此书将越南女性的正能量传播给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鼓舞更多的年轻人、

企业家、女性和所有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们。 

《咖啡皇后》的英文版现已在亚马逊的全球网上商店试发行，在未来一年内，将以越南

语、阿拉伯语、俄语、中文和韩语等多个语种出版。 

消息来源：添爱饮品（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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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将收购动视暴雪

 ◢ 传奇游戏、沉浸式互动娱乐和出版专长将加速微软在移动、PC、主机和云端

领域的游戏业务增长。

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 2022 年 1 月 20 日 / 美通社 / -- 如

今有 30 亿人在积极玩游戏，新一代也沉浸在互动娱乐的无尽乐趣之中，在此推动

下，游戏现已成为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娱乐形式。今天，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纳斯达克股票代码：MSFT）宣布计划收购游戏开发领导者与互动娱乐内

容出版商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 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TVI）。此

次收购将加速微软在移动、PC、主机和云端领域的游戏业务增长，并将为元宇宙

提供构造块。

微软将以每股 95.00 美元的价格收购动视暴雪，这是一项价值 687 亿美元的全现

金交易，包括动视暴雪的净现金。此项交易完成后，微软将成为营收仅次于腾讯

（Tencent）和索尼（Sony）的全球第三大游戏公司。除了通过职业游戏大联盟

开展的全球电子竞技活动，此次计划中的收购项目还包括来自动视、暴雪和 King

工作室的标志性特许经营权，如《魔兽争霸》、《暗黑破坏神》、《守望先锋》、《使

命召唤》和《糖果粉碎传奇》。该公司在全球各地设有众多工作室，员工近万人。 

Bobby Kotick 将继续担任动视暴雪首席执行官，他和他的团队将继续专注于推动

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公司文化和加快业务增长。交易完成后，动视暴雪的业务将向

案例

微软宣布计划收购游戏开发领导者和互动娱乐内容出版商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此次计划中

的收购项目包括来自动视、暴雪和 King 工作室的标志性特许经营权，如《魔兽争霸》、《暗黑破坏神》、

《守望先锋》、《使命召唤》和《糖果粉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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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微软游戏（Microsoft Gaming）首席执行官 Phil Spencer 汇报。

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Satya Nadella 表示：“游戏是当今所有平台的娱乐领

域中最具活力和最令人兴奋的一类，并且将在元宇宙平台的开发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对世界一流的内容、社区和云端进行深度投资，以开启一个将玩家和创

作者放在首位的游戏新时代，让游戏变得安全、更具包容性和普及性。”

微软游戏首席执行官 Phil Spencer 表示：“世界各地的玩家都热爱动视暴雪，我

们相信创意团队为玩家们呈现了最好的作品。我们将共同打造一个未来，让人们

可以在几乎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畅玩他们想要的游戏。”

动视暴雪首席执行官 Bobby Kotick 表示：“30 多年来，我们才华横溢的团队创

造了一些最成功的游戏。动视暴雪的世界一流人才和非凡特许经营权与微软的技

术、分销、人才渠道、宏志以及对游戏和包容性的共同承诺相结合，将有助于确

保我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中继续取得成功。”

移动端是游戏领域最大的细分市场，全球近 95% 的玩家都在手机上玩游戏。通过

出色的团队和卓越的技术，微软和动视暴雪将使玩家能够在几乎任何想要的地方

享受《光晕》和《魔兽争霸》等最沉浸式特许经营权。同时，凭借像《糖果粉碎

传奇》这样的游戏，动视暴雪的移动业务将为微软在这个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带

来巨大的影响力和机会。

此次收购还巩固了微软的 Game Pass 投资组合，计划将动视暴雪游戏推出到

Game Pass 中，Game Pass 已达到 2500 多万订阅者的新里程碑。凭借动视

暴雪每月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4 亿活跃玩家和 30 亿美元的特许经营权，

这次收购将使 Game Pass 成为业内最引人注目和多样化的游戏内容阵容之一。

此项交易完成后，微软将拥有 30 个内部游戏开发工作室，以及额外的出版和电子

竞技生产能力。

此项交易需符合惯例成交条件、完成监管审查并获得动视暴雪股东批准。此项交

易预计将在 2023 财年完成，并在收盘时增加非公认会计原则每股收益。此项交

易已获得微软和动视暴雪董事会的一致批准。

顾问

高盛有限公司（Goldman Sachs & Co.） 担任微软的财务顾问，盛信律师事

务所（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担任法律顾问。艾伦公司（Allen & 

Company LLC）担任动视暴雪财务顾问，Skadden、Arps、Slate、Meagher 

& Flom LLP 担任法律顾问。

网络直播详情 

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Satya Nadella、动视暴雪首席执行官 Bobby Kotick、

微软游戏首席执行官 Phil Spencer 和微软首席财务官 Amy Hood 将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为投资者和媒体举办关于此项交易的网络直播， 具体时间为太平洋时

间上午 6 点 或东部时间上午 9 点。

 ● 美国：（877）407-0666（无需密码） 

 ● 国际：+1-201-689-8023（无需密码） 

 ● 网络直播：https://aka.ms/MS-Investor-Call

电话会议结束后不久将提供会议录音， 2022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太平洋时间下午

5 点可获取。要访问该录音：

 ● 美国：（877）660-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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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国际：+1（201）612-7415

 ● 会议 ID：13726291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微软游戏首席执行官 Phil Spencer 的博客帖文。亦

有相关图片可提供。如需获取广播级幕后花絮和音频，请联系 XboxPress@

assemblyinc.com。

关于游戏的快速事实

 ● 价值超过 2000 亿美元的游戏产业是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娱乐行业。

 ● 仅在 2021 年，视频游戏发行总量与 2020 年相比就增长了 64%，并且

51% 的美国玩家表示，他们每周花在游戏机、PC 和手机上的游戏时间超

过 7 小时。

 ● 如今全球有 30 亿人在玩游戏，我们预计到 2030 年将增长到 45 亿。

 ● 每月有 1 亿多玩家，包括 2500 多万 Xbox Game Pass 会员，通过游戏机、

PC、手机和平板电脑玩 Xbox 游戏。

关于微软

微软（Microsoft，纳斯达克股票代码：MSFT）实现了智能云和智能边缘时代的数字化转型， 

其使命是成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

关于动视暴雪

我们的使命 -- 通过史诗般的娱乐与世界连接和互动，从未如此重要。通过植根于我们视频

游戏特许经营权的不同社区，我们让数亿人能够纵情体验到欢乐、刺激和成就感。我们通过

娱乐视角建立社会联系，并通过竞技游戏培养目标和意义。与任何其他社交或娱乐媒体不同，

视频游戏能够打破阻碍宽容和理解的重重障碍。乐于接受差异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并确保我

们能够为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背景玩家打造各种游戏。

作为《财富》500 强成员和标普 500 强的成分公司，我们在提供卓越的股东回报方面拥有

30 多年的非凡往绩。我们获得的持续成功使公司能够支持与我们特许经营项目直接相关的

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例如，我们的使命召唤捐赠基金帮助为 9 万多名退伍军人找到了就业机

会。

请通过公司网站了解关于动视暴雪的更多信息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史诗般的娱乐与

世界连接和互动：www.activisionblizzard.com

消息来源：微软公司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这将是微软和科技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也

是年度游戏圈的重量级新闻。作为收购案范本，详细阐述了收购

后对各自的影响，双方高层引言展示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末尾

关于游戏的快速事实，用几组数据展示出游戏市场的前景。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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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踏携手谷爱凌，以无限热爱创造中国骄傲

厦门 2021 年 3 月 3 日 / 美通社 / -- “我是谷爱凌，一个热爱滑雪的女孩，滑

雪赋予了我力量。我很骄傲能够在三年后代表中国征战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

会。”2019 年，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正式宣告她加入中国国家队，同年，谷

爱凌签约中国运动领导品牌安踏，成为品牌代言人。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安

踏将继续深化和谷爱凌的合作，为这位极具潜力的滑雪运动新星征战世界级赛事

提供支持，并借助冰雪运动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推进安踏品牌年轻化和国际化的

战略进程。 

冬奥新力量 冰雪运动激发无限潜能 

2009 年，安踏集团与中国奥委会正式携手；2010 年，安踏与国家体育总局冬运

中心达成战略合作；自 2017 年起，安踏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官方体育服装

合作伙伴。作为最早支持和助力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品牌之一，安踏至今已伴随

中国健儿走上三届冬奥会的领奖台。谷爱凌作为世界滑雪运动领域备受关注的新

星，与安踏签约后，不负众望在 2020 年冬青奥取得两金一银的好成绩；在 2021

的 X Games 世界极限运动会上更斩获两金一铜，成为首位在这项赛事中夺冠的

中国选手，再次创造历史！优异的状态和表现，令谷爱凌代表中国征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更加受到国人的期待，成为夺金热门选手。 

面对成绩，谷爱凌坦言，“我不是为了获奖而滑雪，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热爱，

有热爱，在练习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累。”是这份热爱，支撑她一路披荆斩棘走到

今天，也是这份热爱，激发她追求更高的梦想，挑战自我潜能。谷爱凌所表现出

的运动追求，也正契合安踏一直以来倡导的“永不止步”的品牌精神，是向大众

传递品牌形象的理想“代言人”。 

年轻新力量 开朗勤奋激励青少年 

身为 00 后，谷爱凌以出色的表现成为新一代中国年轻力量的突出代表。雪场

上，她是天赋与实力兼具的小能手，3 岁接触滑雪，年少便因优异的滑雪成绩扬

名赛场。学习上，她顺利达成 “要用一年时间完成剩余两年的高中课程”的大计

案例

安踏携手谷爱凌，全力支持征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https://www.cision.com/
https://www.prnasia.com/


138主题新闻稿

美通社
企业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PR Newswire Big Book

目录： 入门篇 进阶篇 高级篇 主题新闻稿行业新闻稿

划，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生活里，她是长相甜美、性格开朗的美少女，

更是钢琴滑板样样精通的全能选手。 

集众多光环于一身的谷爱凌常常被媒体以“天才”称呼。但她自己曾表示，“天

才有可能只是一部分，但是我自己觉得大多数还是和努力、有效的时间分配以及

自律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生于异国他乡的谷爱凌能讲一口流利的京味普通话，

自自然然展现出中国女孩的身份。她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幼年时每年都会回到

故乡北京，对故乡文化的钻研也在生活中凸显了她的认真与天赋。 

安踏品牌将借助与谷爱凌持续的深度合作，通过她的故事，建立起与年轻人的沟

通桥梁，激励广大青少年参与运动，享受运动的乐趣；以更专注的信念、更积极

的态度去面对未来，和谷爱凌一样，在人生赛场上发挥出更大的潜能。 

女性新力量 安踏全力布局女子市场 

谷爱凌为滑雪梦想倾注热爱，为年轻力量做出表率，更积极为女性群体发声。她说，

“男孩擅长的项目，只要给女孩一个机会，她们也能做得很好。”她也用实际行

动验证了这句话。 

作为国产运动品牌的领军者，未来安踏将透过更国际化的视角布局女子运动市场，

构建安踏女子科技平台“美力实验室”，在产品设计上保持创新，为女性消费者

打造专属的运动产品，倡导“因动而美”的运动体验，支持女性在生活中同样敢想、

敢动、敢追梦。 

世界的安踏，中国的谷爱凌。放眼即将到来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安踏将加大

创新力度，加速品牌国际化进程，在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下，深耕大众专业运动市场，

凭借更专注的研发、更领先的科技、更专业的产品，以及更加美好的品牌体验为

消费者创造“新国货价值”。 

消息来源：安踏

案例

安踏携手谷爱凌，布局女子运动市场 

2022 冬奥会后迅速成为品牌新宠的体育明星代言。标题醒目突出

品牌名、代言人名，谷爱凌的个人经历细节描写让内容更生动，

将代言人与品牌形象进行匹配，最后把合作主旨提升到更高的精

神层面和社会高度。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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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稿

帝国大厦以虚拟灯光仪式及橱窗展
示庆贺农历新年

 ◢ 这座世界知名建筑将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合作庆

祝牛年的开始 

纽约 2021 年 2 月 10 日 / 美通社 / -- 帝国大厦今天

宣布将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共同庆祝农历新年：大

厦将于 2 月 10 日点亮其世界知名的建筑灯光，并将

在其位于第五大道的大堂推出一个以庆祝牛年为主题

的新的橱窗展示。 

2 月 10 日当天，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 5 点落日之

前， 世界各地的客人可以通过帝国大厦的 YouTube

页面参加虚拟灯光仪式，并见证“拨动开关”将这座

著名建筑点亮成红色，迎接 2 月 12 日到来的中国农

历新年。帝国房产信托公司（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首席执行官、总裁兼董事长 Anthony E. 

Malkin 将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黄屏大使一起

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这一仪式可通过总领馆网站、

微信和 Instagram 观看。 

帝国大厦还将以第五大道大堂的博物馆级橱窗展示来

庆祝农历新年，展览名为“恢复秩序”，展示时间

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 展示由 United 

Design Lab 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合作设计，其主题

是在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年过去后，牛年伊始，一切开

始恢复常态。“金牛迎春”展示分为四个场景，表现

为和平象征，代表着防御洪水的保护神，带来风调雨

顺的年景，并预示着丰硕的收成。橱窗展示才艺葫芦、

祥云、莲花、石榴、灯笼等传统元素，凸显这些中国

古老象征符号的重要意义。  第五大道大堂橱窗展示仅

对帝国大厦租户及帝国大厦观景台客人开放。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华裔人士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节日。 人们合家团聚以庆贺春节。在全世

界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以特殊而有

意义的大楼灯光秀和绝美的橱窗展示来庆祝这一节

日，”帝国大厦观景台体验（Empire State Building 

Observatory Experience）总裁 Jean-Yves Ghazi

表示， “帝国大厦向庆祝牛年的朋友致以最美好的祝

愿，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财源广进。 帝

国大厦已经开启大门，做好准备，欢迎大家重返纽约。”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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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大厦及其特别灯光秀和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见https://www.esbnyc.com/。  

关于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由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Inc.）（ESRT: NYSE）拥有，

高 1454 英尺（从楼底到顶部天线），从曼哈顿中城拔地而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厦”。

2021 年，这座纽约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迎来落成 90 周年。 

通过在能源效率、基础设施、公共区域和配套设施方面的新投资，帝国大厦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不同行业的一流租户。帝国大厦是帝国房地产公司（ESRT）共计 1010 万平方英尺资

产组合中的一部分。ESRT 是建筑环境和可持续性方面的能源效率领先机构，是美国首个获

得 WELL 健康安全等级的商业房地产联合公司，该评级是针对所有设施类型的第三方循证

验证等级，注重运营政策、维护规程、应急计划和利益相关者教育，以应对当前的新冠疫情

环境以及未来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  

ESRT 在 2020 年 GRESB 房产评估中获得最高的 GRESB 5 星评级和“绿色之星”认证，

得分高达 88 分，名列所有提交报告的机构前 20%。  GRESB 是一家全球公认的机构，其

广受认可的严格标准是评估房地产公司和基金在可持续性方面表现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优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帝国大厦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在美国建筑师学

会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帝国大厦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建筑物。在《孤独星球》的第 2 期

终极旅行榜单（Ultimate Travel List）中，帝国大厦被评为排名第一位的纽约市景点。

有关帝国大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empirestatebuilding.com、www.facebook.

com/empirestatebuilding、https://twitter.com/empirestatebldg、www.instagram.

com/empirestatebldg、http://weibo.com/empirestatebuilding、 www.youtube.

com/esbnyc、https://www.tiktok.com/@empirestatebldg 或 www.pinterest.com/

empirestatebldg  

关于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 

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Inc.（NYSE：ESRT））在曼哈顿

和大纽约都市区拥有、管理、运营、收购和重新定位办公大楼和零售物业，其中包括“世界

上最著名的大厦”——帝国大厦。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办公和零售组合面积为

1010 万平方英尺，包括 14 座办公物业的 940 万平方英尺商用面积，其中包括曼哈顿的 9 家、

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郡的 3 家、纽约州威彻斯特郡的 2 家、以及零售组合中约 70 万平方

英尺的可租赁面积。   

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是建筑环境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领域的领先机构，符合要求的资

产组合中有 76% 已获得能源之星认证，100% 完全采用可再生风能供电。作为美国

首个获得循证型第三方认证 WELL 健康安全评级的商用房地产组合，ESRT 还赢得了

GRESB 的 5 星最高评级和 Green Star 房地产可持续性表现认可，并凭借健康型高效

能建筑被评为 FitwelChampion。要了解关于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empirestaterealtytrust.com 并通过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和 LinkedIn 关注

ESRT。    

消息来源：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 Inc.

案例

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Inc.（NYSE：

ESRT））在曼哈顿和大纽约都市区拥有、管理、运营、收购和

重新定位办公大楼和零售物业，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著名的大

厦”——帝国大厦。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办公和零

售组合面积为 1010 万平方英尺，包括 14 座办公物业的 940 万

平方英尺商用面积，其中包括曼哈顿的 9 家、康涅狄格州费尔菲

尔德郡的 3 家、纽约州威彻斯特郡的 2 家、以及零售组合中约 70

万平方英尺的可租赁面积。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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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 诉讼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最高院终审驳回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上诉 

 ◢ 终审判决再次明确“红牛系列商标”权权属归天丝集团 

北京 2021 年 1 月 5 日 / 美通社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就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由严

彬实际控制）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丝集团） “红牛系列商标”权权属纠纷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合资公司上诉，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 25 日做出的一审判决。 

此外，最高院在终审判决中还做出如下认定： 

 ● 天丝集团并未将商标权作为（合资公司的）出资。“95 年合资合同”明确表明，天丝集团对合资公司是商标许可使用而非商标转让，天丝集团作为红牛技术配

方和商标提供者，应保有对其所涉及的红牛配方、技术工艺以及商标的控制权。 

 ● 合资公司自 1996 年起至 2016 年，就“红牛系列商标”签订了多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合同中有明确条款确认天丝集团对注册商标的权属。 

 ● 在合资公司和天丝集团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中，合资公司并未对商标权利归属提出异议。合资公司主张“95 年合资合同”约定了商标归属于合

资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 “红牛系列”商标权属明确，合资公司使用是基于天丝集团的授权许可。许可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合资公司使用并宣传“红牛系列商标”

并不能取得商标权。 

 ● “50 年协议”真实性存疑，最高院不予采纳。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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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舍弗勒赢得品牌商誉诉讼案，对知识产权侵
权“零容忍”

 ◢ 案件胜诉有效地保护了舍弗勒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商誉 

 ◢ 舍弗勒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政策，坚决维护

自身与客户的合法权益   

上海 2020 年 4 月 27 日 / 美通社 / -- 日前，舍弗勒宣布已收到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两家公司侵犯舍弗勒知识产权案件的终审判决书。

法院驳回两家被告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舍弗勒获得胜诉。这是

舍弗勒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尤其是企业品牌商誉保护取得的又一重

大胜利。 

持续多年的红牛知识产权纠纷案终审判决，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标题

直截了当，明确判决结果。正文直接引用最高法院判决细节，结尾附

判决书全文，客观陈述。Tips - 纠纷类新闻稿应避免在判决前对案件

进行主观评论。

点评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最高院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流程和终审判决，进一步确认了天丝集团对“红牛系

列商标”享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树立了典范。 

天丝集团与合资公司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已经于 2016 年 10 月 6 日到期，到期后合资

公司仍然在非法使用红牛系列商标生产、销售红牛产品，造成对天丝集团红牛系列商

标专用权的侵犯。天丝集团已经分别针对各个主体提起相关诉讼。 

天丝集团将致力于积极推进诉讼进程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 相信正义和公正终将得以伸

张。自 20 多年前第一次将红牛产品引入中国，天丝集团始终全心致力于保持红牛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继续为行业和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将持续

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投入，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本地合作伙伴，能更好地使我们将“品

牌之家”里更多的优质产品带给中国消费者，为广大中国消费者持续提供优质合法的

红牛产品和更多集团旗下的创新产品。 

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全文 

消息来源：天丝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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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新闻稿案例
主题新闻稿

前程无忧响应整改，推出企业账户个人实名、虚拟号、
简历水印等措施

上海 2021 年 3 月 22 日 / 美通社 / -- 3 月 16 日和 3 月 19 日，上海和浦东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先后两次针对央视 3·15 晚会点名曝光的数据安全问题约谈了

前程无忧，要求前程无忧严格落实《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阻断

不法分子倒卖求职者简历信息“利益链”，切实保护求职者合法权益。接到整改

要求后，前程无忧积极配合并主动开展企业内部的自纠自查，在上海市、区两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约谈和指导要求下，已暂停为新企业用户提供线上购

买简历服务，并关停了招聘管理系统接口服务。 

前程无忧已经成立了由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全总监负责人、开发经理业务负责人

等组成的信息安全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升级各项信息安全及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企业黑名单制度、升级相关监测与干预机制、强化个人用户授权流程，现已

推出多项加码整改举措如下： 

强化实名认证：对企业用户的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进行人工审核，法人以

及账号使用者实行个人实名认证，需身份证、手机验证码等全部符合方能通过审核。

只有通过审核者才能发布招聘信息。 

上线“虚拟中间号码”和“简历水印”功能。启用“虚拟中间号码”后，企业主

动联系求职者时将通过虚拟中间号码的方式沟通，HR 获得的求职者的简历仅显

示中间号，且有效期为 7 天 。HR 获得的求职者简历上会生成不可修改的企业名

称和时间，显示简历流向的路径，一旦求职者简历被泄露或非法倒卖，可以进行

及时、明确的追诉。 

再次并将多次提醒个人用户对简历浏览的授权，求职者必须设置和授权简历的“公

开状态”，比如不公开，仅对平台公开，以及对所有雇主公开，只有得到求职者

的授权用人企业才能浏览。同时，个人用户可以通过“谁看过我的简历”功能查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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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国知网发声：向中科院提供的知识服务从
未停止 

北京 2022 年 4 月 19 日 / 美通社 / -- 4 月 19 日下午 3 时许，在网传

“中科院因续订费用高达千万元而暂停订购知网”的消息引起舆论一

片哗然之后，中国知网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发出《关于中国知网与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合作服务的说明》。《说明》提出：中国知网从

未停止或中断向中科院各院所提供知识服务，双方 2022 年度的合作

将于近日签署协议并启动。

315 晚会被点名后立即响应，针对具体问题相应整改，真诚地知错就改，

接受社会监督，做到公开透明，才能帮助品牌顺利渡过危机。

点评

阅读本篇新闻稿原文，请点击

看简历被企业浏览的情况，当有新的企业查看求职者简历时，会通过手机系统通知并

在消息频道“谁看过我”中，提醒求职者前往查看。 

前程无忧坚决关闭招聘管理系统接口服务。近年来，一种以“精准服务，智能匹配”

的管理招聘系统被一些雇主所采用，但是这种第三方软件在帮助雇主解析和过滤求职

者简历时常常会私自截留，甚至在社交平台上爬取个人信息，极易造成非法的数据交

易。前程无忧呼吁打击和叫停这些隐匿、非法的招聘管理系统接口。 

前程无忧将继续严格落实《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企业账户的信息

浏览加强日志管理和痕迹追踪，严格履行求职者信息保护主体责任，响应政府监管部

门的要求、媒体和用户的监督，营造更安全的求职招聘环境。同时，与猎聘、智联招

聘等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同仁达成进一步共识，联合抵制一切侵犯求职者权益的不法行

为，联动分享失信企业名单、建立日常沟通交流机制、共同分享安全保障技术经验等

方式，并联合向有关部门提出打击互联网黑产倒卖简历的具体建议。共同努力建设安

全、健康的招聘求职环境，为广大用户提供满意、放心、值得信赖的服务。 

消息来源：前程无忧 51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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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ision

作为公关、市场营销和社交媒体管理技术与洞察领域的全球领先者，Cision 帮助品牌和机构锁定、联系和接触客户以及利

益相关者，以取得业务成果。Cision 旗下的美通社（拥有 11 亿影响者的企业新闻稿发布网络）与 Falcon.io（一站式社交

媒体管理平台）构成了一套一流的解决方案。此外，Cision 已经签订了收购 Brandwatch（社交媒体监测平台）的最终协议。

Cision 在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有关该公司屡获殊荣的解决方案的详情，

包括新一代 Cision Communications Cloud®，请访问 www.cision.com，并在 Twitter 上关注 @Cision。

关于美通社

美通社（PR Newswire）在企业传播领域深耕多年。1954 年美通社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发布行业的先河，于 2016 年成为

Cision 旗下公司。美通社服务着全球七万多家企业和机构，每天以四十多种语言，帮助客户把他们的最新文字、图片和视

频资讯发布给世界各地的目标受众。此外，美通社还提供全球媒体数据监测和分析服务，为客户的日常传播工作提供数据、

技术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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