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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3月25日周年大會後，新一屆執委會已於4月

動，達成多項目標，包括強化本會作為香港公關業

宣告誕生。值得慶幸的是上屆執委會成員大部分獲

喉舌所擔任的角色；提升大眾對公關專業的認同；

選留任，繼續竭誠為本會及全體會員效勞。正值本

宣示本會過往十年的成就：以及加強全體會員與各

會籌劃明年創會十周年慶祝活動之際，執委會成員

界友好對本會的歸屬感。十周年慶祝活動的詳細資

留任及盡心盡力履行會務更顯重要。

料日後將陸續在本

3月25日舉行的周年大會總結了本會去

刊公布。

年 所 獲 佳

本會中國事務委

績。去年儘管

員會組織代表團

香港社會及本

赴內地訪問，並

地公關行業面

出席中國國際公

對嚴竣挑戰，但

共 關 係 協 會

本會在提升知名

(CIPRA)於本月

度方面，卻取得

底 舉 行 的

豐碩成果。本地公

「2004年會員

關行業克服重重挑

代表大會暨頒

戰的同時，本會亦

獎典禮」，在

愈來愈獲各界認

各位的鼎力支持下，本港公關行業藉

同。今屆周年大會亦

著今屆的CIPRA大會，反映業界的意見與需要。

作出一項重大突破， 首次選出一批傑出公關專業

有關詳情請參閱第2,3頁。

石嘉麗

人員擔任資深會員。經過本會悉心甄選，他們皆是
業內舉足輕重，並為業界作出卓越貢獻的先驅。這

編者按：

些資深會員的詳盡資料載於第6,7頁。

為配合以第一時間向會員報導本會代表團6月
底訪京實況，今期「雙關」特延至7月出版。

今屆執委會將與督導委員會攜手合作，籌劃明年

葉衛國

慶祝創會十周年的連串活動。本會期望透過有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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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為加強與內

考察團於6月24日早上出發，下午抵達北

地公關界人士的交流和聯繫，於6月24至26

京後，參觀海天網聯公關顧問公司，隨後

日舉辦北京考察交流團。

出席傳媒座談會。

這次交流團是PRPA繼2002年上海考察

6月25日，考察團參加了在國賓酒店舉行

團及2003年澳門交流訪問團後第三次舉辦

的第五屆中國國際公關大會，大會的內容

類似活動，亦是繼本會於2003年與中國國

豐富，主講者包括來自國際公關

際公共關係協會(CIPRA)簽署合作協議後的

協會主席、國務院新聞辦、商務部、天津

首次交流活動。

開發區管委會、29屆奧組委市場開發部、

這次交流團的重要行程是出席由CIPRA

中國國際公關協會之代表，分別就經濟全

舉辦的第五屆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大會及第

球化下的融合與發展、溝通時代的國家

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頒獎典

形象、貿易爭端中的公共關係策略、區域

禮。

形象促進經濟發展、奧運市場開發與品牌

第五屆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大會是中國公
關界的盛事，其主題是融合與發展，議題

戰略及融合與發展的中國公關業等方面發
表演講。

有「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融合與發展」、

6月26日，考察團出席第六屆中國最佳公

「融合與發展的中國公共關係業」、

關案例大賽頒獎典禮及案例解析，香港得

「溝通時代的國家、城市形象」等 。

獎機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恆生銀行及水

除香港公關代表團外，應邀出席者還有

務署獲頒發金獎；新創建集團、香港中華

來自台灣、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新

煤氣、九龍巴士及香港理工大學則獲頒銀

加坡等地區和國家的公關界代表。

獎。獲獎機構亦派員參加是次交流團，並

第六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剛於

大會亦設有論壇，讓業界就公關實務、

托負責統籌香港區之參賽案例申請。本會

理論研究、業務市場等方面互相交流。考

副會長崔綺雲博士獲邀為本屆九位評審委

察團還出席了閉幕午宴。

入圍，香港12個案例中共獲頒三個金獎和

逆市創佳績

「2002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編號：2388）於2002

積極提高青少年的滅罪意識，並培育年輕人成為有責

年7月25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成功上市，規模空前龐

任感的公民。此比賽參加人數超過110,000萬名，是警

大。招股在全球股市低迷的情況下獲得熱烈回響，其

務處歷年主辦的單項撲滅罪行比賽中，參與人數最高

中有賴一系列有系統、有計劃，結合了上市、業務、

的一次。

商業與慈善贊助等的營銷活動，壯大了上市聲勢，結

人數再創新高，超過120,000萬名。

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

生銀行於2004年繼續贊助這項比賽，參加

果成為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公開零售招股和最大的單
一香港上市招股；是亞洲歷來最大型的金融機構招股

鼓勵維修食水系統

和2000年10月以來亞洲最大型的公開招股；以及當年

水務署以「齊護食水 共建未來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

全球最大型的金融機構招股之一，並贏得10多個國際

計劃」的案例參賽，經過評審後水務署榮獲公用事業

獎項。這次上市，標誌著中國金融改系的新篇章，對

組別金獎。這個認可計劃旨在鼓勵用戶注重樓宇內的

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發展深具影響。

供水系統維修，同時亦涉及東江水的問題。在今日的
香港社會，政府部門經常受到壓力及批評，而水務署

提高滅罪意識

作為一個有公用事業職能的政府部門能夠在這次比賽

生銀行榮獲社區關係類別之金獎，此乃社區關係類

中脫穎而出，其原因何在乃值得留意。

別之最高獎項及唯一的金獎，以嘉許該行透過贊助

出席了頒獎典禮。

年初評審圓滿結束，PRPA首次獲CIPRA委

員之一。本屆共有79個案例獲評選

第六屆中國最佳公關案例大賽
第六屆中國最佳公關案例大賽
香港區金獎案例簡介：
香港區金獎案例簡介：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裁辦公室
副總經理文曉鈴(左)及企業傳訊處副
主管葉麗麗代表中銀香港領取金獎

考察團在繁忙的行程中，也抽空進行一
些觀光活動，可說滿載而歸。

六個銀獎，成績斐然，令人鼓舞。

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
兼秘書長鄭硯農先生於歡迎酒會致詞

PRPA崔綺雲副會長向中國國際公共關
係協會李道豫會長致送榮譽顧問委任狀

香港參賽機構在案例大賽中
共取三金六銀共九個獎項
PRPA北京考察團大合照

水務署總工程師/客戶服務林文鵬
(中)及高級工程師/公共關係孫國
強(右)代表水務署領取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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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銀行助理總經理及企業傳訊部主管張樹
槐(左)及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何卓惠
生銀行助理總經理及企業傳訊部主管張樹
(中)代表
生銀行領取金獎
槐(左)及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何卓惠
(中)代表 生銀行領取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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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高級工程師/公共關係孫國
強(右)代表水務署領取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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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銀行助理總經理及企業傳訊部主管張樹
槐(左)及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何卓惠
生銀行助理總經理及企業傳訊部主管張樹
(中)代表
生銀行領取金獎
槐(左)及企業傳訊部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何卓惠
(中)代表 生銀行領取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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