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公關集團最近榮獲 11 項國際大獎
(香港，2013 年 10 月 24 日)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縱橫公關集團」或「集團」)新加坡分公
司的客戶項目獲 Golden World 大獎 2013(「GWA」)頒發現有消費品公關大獎，集團亦剛於
西班牙巴塞隆拿舉行的 2013 國際商業大獎(International Business Awards;「IBA」)頒獎典禮
榮獲十個獎項，包括亞洲最佳公關顧問(中國、日本及韓國) – 金獎，更成為 Grand Stevie 大
獎得主，是該獎項首五名得獎者之一。
Sentosa Leisure Management Pte Ltd 的萬聖節活動 Spooktacular 2012 獲 GWA 頒發現有
消費品公關大獎。集團策劃的傳訊項目為期兩個月，創意十足，成立了虛擬非牟利機構 Ghosts
Were People Too，引起大眾關注，該活動獲得空前成功，五天的門票迅速售罄。

(由右至左) Stevie 大獎主席 Michael Gallagher 先生與集團主席曾立基先生及
集團高級總監(亞洲)溫淑賢女士於頒獎典禮上拍照留念。

IBA 傳訊或公關活動及典禮(亞洲) – 金獎
集團為俄鋁(香港股份編號: 486)籌劃的「連繫港俄兩地人民」企業傳訊方案，包括「潮拍俄羅
斯」攝影比賽及作品展覽，以及多個不同活動，成功增加港人及投資界對俄羅斯和俄鋁的認識，
並進一步加強兩地的聯繫。
IBA 投資者關係傳訊或公關項目 – 金獎
「品味〃成功之道」是翠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編號：1314)的香港上市傳訊項目，股份以上限
價定價上市，數月後股價仍能飆升兩倍。
IBA 消費品推廣–傳訊或公關項目(亞洲) – 銀獎
「成為實力派 才是真正的 MVP」推廣活動旨在為海倫以度絲提升市場份額，並加強品牌於
台灣市場的領導地位。活動邀請了台灣超級籃球聯賽(SBL)成員出席，以吸引更多男性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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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 傳訊或公關活動及典禮(亞洲) – 銅獎及
IBA 消費品推廣 – 傳訊或公關項目(亞洲) – 銅獎
Sentosa Leisure Management Pte Ltd 的萬聖節活動 Spooktacular 2012 除獲 GWA 殊榮外，
亦獲 IBA 頒發兩個獎項。
IBA 投資者關係傳訊或公關項目 – 銅獎
集團為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 (「DYNAM」；股份編號：6889)制訂新上市集
資傳訊計劃，在全球經濟疲弱及投資氣氛不明朗的情況下，DYNAM 成功集資達 16 億港元，
成為首家於香港上市之日式彈珠機遊戲館營運商。
IBA 危機及議題管理傳訊或公關項目 – 銅獎
縱橫公關集團為三林環球有限公司就私有化策劃了傳訊計劃，協助客戶於法院會議及特別股東
大會取得股東的支持。兩個大會最終順利完成，並通過所有決議案，而客戶亦成功達致私有化
的目標。
IBA 公眾服務傳訊或公關項目(其他地區) – 銅獎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希望妳在 為妳而跑」台灣環島馬拉松活動，旨在呼籲男性提醒身邊親友
應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以預防子宮頸癌。活動獲台灣民眾的積極參與，以及總統馬英九
先生的鼎力支持，他更首度開放總統府讓馬拉松跑手到府內衝線。
集團主席曾立基先生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夠於 GWA 及 IBA 獲頒發多項國際殊榮。集團於 2013
年已獲得近 20 個獎項，並會繼續積極參與本地、地區及國際性大獎，令集團及更多客戶的傳
訊項目獲得業界表揚。」
關於 Golden World 大獎
Golden World 大獎由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IPRA」)舉辦，旨在表揚
世界各地優秀的公關項目。今年的獎項由 2012-2013 年度推行之本地、地區或國際性公關項
目報名角逐。
關於 Stevie 大獎
國際商業大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wards)、美國商業大獎 (American Business Awards)、
亞太區 Stevie 大獎、Stevie 商業女性大獎(Stevie Awards for Women in Business)及 Stevie
銷售及客戶服務大獎(Stevie Awards for Sales & Customer Service)，旨在表揚世界各地不論
種類及規模，均表現超卓的機構及其員工。
本年度的國際商業大獎共有逾 3,300 個來自超過 50 個國家及地區的項目參與，競爭相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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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為亞洲最大公關集團之一及香港最大之公關顧問公司。
縱橫公關集團為多元化的公關顧問集團，亦為投資者關係及財經傳訊的領導者。集團在香港、
北京、上海、廣州、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設有九家分公司，聘有 290 名專業公關顧問，
為客戶提供投資者關係、企業傳訊、市場推廣、活動策劃及管理、產品推廣、企業社會責任項
目、新數碼媒體推廣、企業對企業(B2B)傳訊、會議組織及策劃、媒體應對及演說技巧培訓、
議題及危機管理、編撰翻譯服務及宣傳品製作等服務。縱橫公關集團的客戶群甚廣，覆蓋汽車、
銀行及金融、資訊科技、旅遊及酒店、醫療保健、體育、生活時尚與娛樂等行業。
集團透過環球公關網絡，能於全球逾 110 個城市為客戶提供公關顧問服務。
自 2009 年，縱橫公關集團獲評為:
國際商業大獎(2013)
- 亞洲最佳公關顧問公司金獎
- Grand Stevie 大獎
Marketing 年度最佳營銷代理
- 最佳本地公關顧問獎 (2010, 2011, 2012 及 2013)
- 最佳本地媒體關係獎 (2010)
Campaign 大中華顧問公司(2012)
- 大中華獨立顧問公司銀獎
亞太區 SABRE 大獎(2011)
- 亞太區最佳財經公關顧問
The Holmes Report 全球首 250 家公關公司排名(2013)–
唯一香港公關集團
- 排名 66
- 亞洲排名第四位
The Holmes Report 亞洲公關顧問公司排名(2009)
- 香港最佳公關顧問公司
Campaign 亞太區公關大獎(2010)
- 亞太區最佳公關集團
亞洲卓越表揚獎(2012)
- 最佳財經公關 – 亞洲
P&G 台灣
- 最佳整合行銷公關專案大獎 (2010 及 2011)

縱橫公關集團為客戶策劃之傳訊項目囊括了逾 30 個業界獎項，頒獎機構包括：Bulldog
Reporter、Marketing、Campaign、The Holmes Report、IPRA、PRNews、PublicAffairsAsia、
Stevie 大獎及 Mer Com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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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詢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
葉巧儀
電話
: (852) 2114 4931
傳真
:
(852) 2114 4948
電郵
: evelyn.ip@sprg.com.hk
網址
: www.sprg.asia
集團成員 : 香港 │ 北京 │ 上海 │ 廣州 │ 台灣 │ 新加坡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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