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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危机公共关系是企业对于由于非常性因素引发的危机事件所采取的全部公

关举措与管理行为。危机公关的性质包括：公关行为的广泛公众关注性、处理紧

迫性等特点。研究危机公关，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消除危机，回复稳定状态，是公

共关系的高端课题。

危机既有内部危机也有外部危机，按照危机的类型，可划分产品或服务质量

与安全危机、营销宣传危机、经营管理活动危机、突发事件危机等四大类。当危

机引发公众关注时，正是危机公关出手之时。剖析危机公关中各种力量对于危机

作用，可以认为危机公关是一个具有“事件维”、“责任维”、“关注维”、“助

益维”的钻石形四维模型。危机公关四维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影响，共同决定危

机的发展方向与最终结局。

危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可划分为突发期、扩散期、高潮期、衰退期四个发

展阶段，利用危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有效的控制与妥善处理危机，如突发瓣

与扩散期就是危机处理的早期机会，而高潮期对危机公关的需要最为重要，衰退

期的危机善后处理将作为企业的危机管理经验库。

在网络时代，危机公关出现了若干新趋势：新型媒体的出现加快了危机转播

的速度：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益显著；一些拥有高等级品牌的企业遭受

危机的频度更高。

环境促成了危机，造成企业危机的环境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尤

其是微观竞争环境中，购买者、供应商、潜在进入者、同业竞争者从不同的动机

与行为模式上影响危机。企业应建立“4R”危机监测预警机制，进行危机公关的

预防、减缓、反应、善后。以“5T”策略进行媒体传播公关；订立危机公关渠道

控制策略；危机公关法律策略；品牌战略与新产品开发战略。

结合危机公关的理论研究，本文对SK-II金属门危机公关个案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其危机“四维”与具有双峰波峰谷的危机曲线，衡量SK_II由于危机公关

的失败所遭受的损失，分析了snII危机公关中所犯的六方面沟通错误，并设计

了可行的危机公关方案。

关键词：危机危机公关SK-Ⅱ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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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sis Public Relationship is all the management activities using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methodologies to solve the clisis issues．T刍c characteristics of Crisis

Public Relationship include：the inevitability and incidental of the crisis；the extensive

attention by the public；the urgency for the crisis solving．Crisis Public Relationship

can help the organization to come back its stable circumstance．

The crisis comes into be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which can be dsssified

into 4 typical types due to its nature：the crisis from quality and safety of goods or

services；the crisis from marketing campaign；the crisis from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the crisis from thunderbolt accidents．The time when the

crisis occurring is the time Crisis PR moving．11”“event dimension’：“duty
dimension'’．“aid dimension",“attention dimension”build up the Crisis PR a

4-dimensic咀model in which these 4 dimension age independent relatively as well as

inter-affected．

The crisis CUl'Ve which has the bell shape啪be divided into break-out stage；

diffusion stage．upsurge stage and the decline stage．1nhe first 2 stages offer the

forepart chances to∞he the issue．The upsurge stage is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curve and the decline stage enrich the organization’S喇sis management experiences

data bases．

In this informational ages,the crisis PR present some new trends：the new

medias accelerate the diffusion of the“bad news'’：“domino effect'’represent

distinctly during the crisis；those high-rank brands oftgn will be damaged deeper by

the high frequency of crisis than low-rank brands；at the s锄c time，the market

supervisors are become reigning． ，

Before setting up a corporation Crisis PR strategy,the manager should consider

the macro and micro circumstance effects,especially micro competitio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supplier,competitor,buyer,potential entrant，substitute

effect the strategy in different incentive and motion mode．The“4R’’Crisis PR

strategy is the basic one to help the corporation preventing．slow-downing．reacting,

and recovering from the crisis．Then。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control，“5T"media

diffusion control，legal approach，brand strategy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so should be mixed into the strategies matrix．

The“SK—H Poisonous Metal Material Gate"event弱a typical Crisis PR failure

case is discussed in the last chapteL

KEY WORDS：Crisis；Crisis Public Relationship；SK-H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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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企业既有品牌战略，制定危机公关策略

六、危机公关的产品创新策略⋯⋯⋯⋯⋯⋯⋯⋯⋯⋯⋯⋯⋯⋯⋯⋯
七、危机公关的促销策略⋯⋯⋯⋯．⋯⋯．⋯⋯⋯⋯⋯⋯⋯⋯⋯⋯．．

第四章SK-II。金属门。危机公关案例分析

一、宝洁SK—II。金属门”案例回顾⋯．⋯⋯⋯⋯⋯⋯⋯⋯⋯．
二、SK_II危机的发展阶段与维度识别⋯⋯⋯⋯⋯⋯⋯⋯⋯⋯
三、SK-Ⅱ“金属门”危机的损失⋯⋯⋯⋯．⋯⋯⋯⋯⋯⋯⋯
四、SpⅡ危机公关的失策分析⋯⋯⋯⋯⋯⋯⋯⋯⋯⋯⋯．．．
五、SK一Ⅱ危机公关方案设计⋯⋯⋯⋯⋯⋯⋯⋯⋯⋯⋯⋯．．

(一)SK-II危机公关资源分析

(--)SK-II危机公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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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危机与危机公关的概念及研究意义

一、企业危机问题的提出

1985年，美国莱克斯肯传播公司对美国企业总裁的一份调查表明，虽然89n5

的公司认为企业危机就像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却只有50％的公司总裁表示

他们已有危机管理的计划。人们赫然发现，我们在危机面前竟然如此的手足无措，

国外学者开始对危机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并引导企业与组织将危机管理列入企业

管理的目录之中。1987年，国际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英国查尔斯·巴克公关公司

危机管理部经理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首次出版《危机公关》

(CRISIS^lANAGEMENT)一书。

1995年，经陈向阳、陈宁的翻译，里杰斯特的《危机管理》一书的中文版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危机公关”概念正式登陆中国。继《危

机管理》中文版之后，国内相继出版了张岩松编著《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经

济管理出版社。2000)、朱德武编著《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广东经济

出版社，2002)、卢珍译《企业危机管理革命'([韩]权石俊李永民原著，新华出

版社，2005)、鲍勇剑等著《危机管理——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3)等危机管理图书，这些书籍引入了国内的一些危机公关案例及实证

分析。如成为国内危机公关经典案例的“三株”虚假广告事件、“沙松”冰箱爆

炸事件、霞飞公关事件等等，这些本土化案例为国内企业危机管理提供了具有借

鉴与操作意义的蓝本。

进入21世纪后，危机管理，或者更常见的“危机公关”一词频繁出现在各

类媒体文章上，随着企业运作透明度的提高，一些企业的危机事件不断曝光于公

众面前，媒体甚至已经形成于年末盘点当年危机公关lO大案例专题策划的惯例。

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集团，无论是名不见经传的“苏丹红”小生产厂商，

还是名满天下的“肯德基鸡翅”、“奔驰豪华轿车”都曾与危机公关不期而遇。

继2005年在社会公众视野中闹的沸沸扬扬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雀巢

公司“碘超标”奶粉、光明“回产奶”等一系列企业公共关系危机事件后，近期

一些知名企业的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本文将进行剖析的宝洁公司的sK—II产

品，在2005年因虚假广告被消费者投诉风波后，2006年再被传出其配方含有我

国化妆品卫生标准(GB7916)的有关规定明定禁止的物质铬和钕，广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的消息一经传出，消费者哗然，各地分销商、专柜纷纷将SK-II问题产

品主动下架，至2006年lO月，SK—II的销售己在国内全部暂停，曾经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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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牛”产品陡然进入衰退期。其产品完全退出市场纵然令人唏嘘，而其背后

拙劣的危机公关更加发人深思。本文的危机公关个案研究便将在第四章以SK_lI

“金属门”危机展开。

二、危机的概念与性质

所谓危机，‘韦氏词典》中为“危机”下的定义是：“变坏或变好的转折点”。

斯蒂文·芬克(Stewen．Fenk)(1986)把这一定义引申为“危机是事物中的一种

不稳定状态。在危机到来时，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一种有决定性的变革。”1罗森格

尔(Rosenthal)和皮内泊格(Piyjnenburg)(1991)勾勒出更为广泛的危机概

念：“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有危机感的情绪”。2危机与风险是同

义的。罗伯特·希斯也在其《危机管理》一书中，指出了危机存在的三个关键因

素，即“几乎来不及行动(或反应)”；“缺少信息或信息不明确、不可靠”；“对

物和(或)人存在威胁”3

危机的产生有其内在必然性，但危机的爆发则具有偶然性。

企业作为一个开放与复杂的系统，其运作与管理千头万绪，任何一个微小环

节上的纰漏都可能危及企业生存与发展，所谓“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而现代

企业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频繁，客户对于产品与服务不

断提升的要求，科技创新的压力，信息传播的迅捷，使得企业如履薄冰。危机如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危机的企业是不存在的，“舫微杜渐”固然应当，但

所谓将一切危机扼杀于“前危机”时期却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正因如此，

危机管理以其急迫性与实用性而风行管理学界。

但是危机公共关系的有趣在于其爆发具有偶然性。以2005年有关DELL的一

场危机公关为例：从六月开始，杰夫·贾维斯在其博客上开始写抱怨戴尔公司的

文章，原因很简单，戴尔客服部拒绝更换或修复他损坏的笔记本电脑。和大多数

时候一样，大公司总是听不见或者不愿听见小客户的抱怨。于是，杰夫·贾维斯

一整个夏天都在连篇累牍地嘟囔“戴尔见鬼去!J'Jo但戴尔公司仍未做反应。戴尔

公司可以对一个客户，一个小客户的抱怨充耳不闻，但它低估了网络的传播力量。

8月17日，忍无可忍的杰夫·贾维斯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给戴尔和麦克·乔治

(戴尔公司市场部的主管)写公开信。随着博客链接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戴尔公

司的危机真正开始了。对戴尔公司技术支持不满的人纷纷跑到杰夫·贾维斯的博

客上大吐苦水。8月23日，戴尔公司为杰夫退款，并表示今后公司将有新的程

序处理来自Blogosphere的意见反馈‘。戴尔虽然以网络营销斐声全球，成为互

联网经济的奇迹，也未曾料到来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个无名网人的数码投诉竟然

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危机公关风波。究其根源，当然我们可以声讨其客户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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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缺陷与公司的傲慢与偏见，然而正如戴尔公司所承认的，对于互联网博客

世界影响力的低估，或者说对于新兴传播方式的陌生与疏远，使得这个偶然事件

成为危机公关。

正所谓不知哪片云彩会下雨，危机公关爆发的导火索可能干差万别，一句讲

话，一封NAIL，一个6西格玛误差，一场误会⋯⋯日本丰田的一则“霸道”汽

车广告，CECT的一个手机动画开机画面，明星的一条裤子、一件裙子，都可能

造成危机，危机以其偶然与诡谲防不胜防，常常令企业公关营销人员大伤脑筋。

偶然性也令危机极具戏剧性，如果处理得当，适当引导，将危机公关转化为

营销契机则可使企业受益匪浅。这样的案例也不胜枚举。英国麦克斯亚州有一个

妇女向法院控告，说她丈夫迷恋足球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疯狂”地步，严重影

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要求生产足球的厂家赔偿她精神损失费10万英镑。精明

的厂商却利用这一离谱的案例，大造声势，利用那位妇女的指控，向人们证明该

厂生产的足球魅力之大。结果，这一奇特的官司经过传媒大肆渲染后，该厂名声

大振，产品销量一下子翻了四倍。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危机公关不经意地为企业

搭建了一个低成本、影响力广泛的营销舞台，优秀的企业长袖善舞，借势造势，

大打营销牌，而拙劣的企业则疲于应付，束手无策。危机总在门外徘徊，伺机而

入，但机遇却仅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们。

三、危机公关的概念与性质

了解了什么是危机之后，那么企业针对危机所开展的公共关系活动就可以说

是危机公关。危机公共关系英文原文为Crisis Public Relation(以下简称危

机公关)，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所编撰的《营销、广告与公关辞典》的

解释：“在那些可能发生严重故障、事故、罢工或其他危机的行业中，越来越需

要预先策划的、一旦危机出现即可付诸实施的传播方案。这需要掌握如何处理员

工、工会、社区、政治及媒介情况的技巧”。事实上，随着“危机公共关系”一

词在公众媒体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其概念内涵早已超出了原先的界定，不仅

“严重故障、事故、罢工”这些重大危机，甚至一个广告创意、企业管理者的一

句公开讲话、来自网络某个角落的博客上的一句流言，通过现代科技发达与高速

的传播，都可能使企业陷入危机，而迫使企业启动危机公关。关于危机公关的其

他定义还有：“危机公共关系是公共关系工作中对危机处理和管理的总称～。该

定义把危机处理和管理作为公共关系工作的一项内容，以现实所发生的公共关系

危机案例来看，众多危机发生时，面对公众与媒体的不仅仅是企业公共关系人员，

而是包括整个企业的管理层、甚至借助外脑，如专业的危机公关公司等，危机公

关工作变成了一项全员参与的活动。因为，笔者认为危机公共关系是企业对于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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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常性因素引发的危机事件所采取全部举措与管理行为，包括危机前预警，危

机中处理与危机后善后等工作。而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危机公关问题。

危机公共关系与公共关系危机，这两个概念，公共关系学界多数将其混同使

同，但其实内涵是不同的，需要加以之区分。对于公共关系危机，常见国内学者

的定义有如下几个：“公关危机是指企业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某种突发事件的出现

造成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恶性变化”：6“所谓公关危机是指突然发生

的，严重损害企业形象，给企业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如公众的指责批评，恶性事

故等．公关危机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难，使企业陷入舆论压力之中，使企业失去公

众的信任，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7；“公关危机是指社会组织由于突发事件或

重大事件的出现，导致其面临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和危机四伏的社会关系环境，

使组织的形象严重受损，组织的公共关系处于危机状态”。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多数学者认为，公关危机是企业危机的一种，而危机公关则是企业面对危机所采

取的公共关系活动，为表述清晰，本文将统一使用危机与危机公关的概念。

与普通的公关活动相比，危机公关具有两大性质：

第一，危机公关具有广泛的公众关注性。

企业的危机既可能存在企业内部，也可能存在于企业外部，但那些存在于企

业内部或者仅为少部分人群所知晓的危机，其可以是危机公共关系的源头与事

端，但在其尚未为较广泛的公众所知晓，引起非特定人群所关注时尚不可称为危

机公共关系。比如某企业发现一项产品的某批次原材料来源不清，质量不稳定，

于是马上停止该种原料的入货，对存货进行了清查与盘点，主动召回了己售产品。

由于时间处理及时，货品尚未上架，没有造成消费者的损失。企业对该危机的处

理属于危机管理与质量控制，企业也成功消除了一次“潜伏”的危机。消除潜伏

的危机，或称“前危机公关”，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策略，本文后面将有篇章详述。

所谓“非特定人群注意”，即指该危机由于进入了公众视野，使得危机的实

质内容，如产品质量、广告创意、消费者所受损害等等，不再仅与具体的顾客、

利益相关人有关系，而成为一个公众皆可提出意见、表示态度、甚至直接参与的

事件与活动，这样的公关活动才能称之为“危机公共关系”。普通的企业对于客

户投诉，三包退换货处理等“前危机公关”，即使发生在公共场合，但仅为投诉

人与被投诉入所知晓与沟通的危机，都不是危机公关。曾进入2003年危机公关

十大案例的麦当劳“红茶风波”次危机公关的始末可见一斑：7月12日，广州

两消费者到麦当劳用餐，点了两杯红茶后发现其中有极浓的消毒水味道。现场副

经理解释，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店员前一天对店里烧开水的大壶进行消毒清洗后，

未把残余的消毒水排清所致。两消费者与麦当劳相关人员就赔偿等问题理论和争

执长达两个多小时之后，店长和督导才到达现场，甚至在工商局工作人员赶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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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停近一个小时后最终仍以破裂收场，消费者愤然报警9。分析现场情形，如

果消费者进行投诉，麦当劳承认消毒水味道确实存在，态度坦诚地对消费者进行

沟通与赔付的话，“红茶风波”可消于无形，危机仅停留在“前危机”阶段，但

现实是消费者与麦当劳相关人员发生争执时间长达两小时，以后工商现场调停破

裂，消费者愤然报警。此时，“前危机”已然酿成“危机”。原本只与特定消费者

相关的偶然产品质量问题演变成为麦当劳与广大消费者的对峙，消费者对麦当劳

的认知改变，危机愈演愈烈。

第二，危机公关行动具有紧迫性。

危机公关的急迫性是由于危机的偶然与突发而使得企业对危机的处理备显

急迫。只有突然被置于公众广泛关注下的企业危机属于一般学者所界定的危机公

关范畴，危机一旦以出其不意的形式爆发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街头巷尾

的热门话题，成为新闻媒体的报导内容，成为有关部门的检查重点等等，而诡异

的是，处于危机中心的企业却往往显示出后知后觉的懵懂状态，或者漠然态度。

危机会被迅速传播，根据传播学的原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形、放大、

甚至交得面目全非而不可辨识，增加危机处理成本，影响危机处理结果。如果不

能正确认识危机公关的紧迫性，试图以“拖”、“摄”、“盖”、“谎”等方式消极处

理危机，企业最终的结果是自吞恶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也是为什么公共关系

危机处理中有“48小时原贝IJ”，所谓兵贵神速，注重危机处理的时效性乃是应对

危机公关紧迫性的不二法门。本文后继章节将进一步详述。

四、研究危机公关的现实意义

(一)帮助企业快速消除危机，回复稳定状态

根据系统论与协同学创始人哈肯的观点，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总是受两类变量

的影响，一类变量在系统受到干扰而产生不稳定性时，它总是企图使系统重新回

到稳定状态，起着一种类阻尼的作用，且衰减得很快，一般称之为快变量，另一

类变量则正好相反，起着使系统离开稳定状态走向非稳定状态，表现出无阻尼现

象，衰减得很慢，称之为慢变量。如果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快变量使系统达

到一种新的稳定平衡，而如果原来的稳定平衡状态是一种无序状态，则新则意味

着有序的产生与形成。如果原来的稳定状态是一个有序状态，则新平衡意味着系

统的进化。

而研究危机公关的意义在于，危机公关致力于辨识出系统不稳定状态下的快

变量与慢变量，发挥快变量的协调平稳作用，如组织新闻发布会、迅速产品召回

等举措，达到迅速稳定局面的形貌，同时努力控制、转化、消除慢变量，如停产、

销毁问题产品、给受损客户赔偿等。危机公关本身，则直接起着快变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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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工作，统领全局，作为危机处理的前锋与突击队、救火队，举一发而动

全身，力图以最短时间、最佳结果为企业消除危机

(二)危机公关是企业公共关系的高端课题

在198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所谓“公共关系”被定义为：“旨在传

递有关个人、公司、机构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并改善公众对于其态度的种种政策

或行为。而国际公共关系学会的定义则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功能。它具

有连续性和计划性。通过公共关系，公立的和私人的组织、机构试图赢得同他们

有关的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借助对舆论的估价，以尽可能的协调它们自

己的政策和做法，依靠有计划的、广泛的信息传播，赢得更有效的合作，更好的

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另外，英国公共关系学会的定义为：“公共关系的实施是

一种积极的、有计划的以及持久的努力，以建立及维护一个机构与其公众之间的

相互了解关系。”

尽管公共关系的定义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但基本而言，公共关系的目的

都在于通过活动与努力，获得理解、支持，公共关系注重、监控、利用舆论的评

价，维持组织与公众的沟通。现代企业公共关系的目的在于树立企业在公众中关

于企业的良好形象和声誉，增进其知名度、美誉度和信誉度。公共关系现在已成

为一种良性的市场营销手段。公共关系在市场营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可表现

在1)树立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塑造企业形象与文化；2)公

共关系作为促销形式，可直接促进产品市场销售；3)公共关系发挥收集与企业

决策相关信息的基础作为；4)应对突发事件，进行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在公共关系中具有特殊性。首先，危机公关与非危机型公关不同，

如果“非危机型”公关是主动型，危机公关往往是“被动”型，是由危机而“被

动”引起的公共关系管理行为。然而，“被动”仅指危机公关不是由企业主动策

划、努力宣传，在危机的处理上，危机公关又必须是争分夺秒，主动出击“危机”，

可以说，危机公关是危机处理中“主动”与“被动”的矛盾一体活动。

其次，危机公共关系的处理，较普通公共关系更为复杂，其影响程度也较普

通公共关系大。普通公共关系中，主动权由于掌握在企业手中，企业可以有计划、

脉络清晰、有条不紊的开展其公关活动，施加影响，以达到扩大销售、提升企业

形象等目的，此时，对于公关活动而言，是一种宽松的良性环境。而危机公关属

于“救火”行为，需要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辨析事件真相、采取应急措施、弥补

损失等。一旦失策，可能对企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普通公关活动是不可

比拟的，此时，公众与对危机公关是相对苛刻、严肃的非良性环境，而企业的危

机公关错误，更可能将企业带入恶性循环的舆论环境。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

危机公关是企业公共关系的高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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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企业危机的基本问题与危机新趋势

一、危机的分类

人们早已开始关注林林总总的危机，并试图将其归类，以发现具有高频度的

危机发生域。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商业计划与研究机构”曾对《泰晤士报》

所列1000强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员认为以下类

型的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产品瑕疵、非意愿收购投标、蓄意破坏、高

管成员亡故、高管成员遭绑架、电脑系统瘫痪、产业争端、欺诈行为。

不过，从归类方法来看，该调查的结果仅是高频度危机的若干列举，该列举

法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对危机类型获得感性认识与快速辨识。同时国内学者也进

行了其他一些分类，如张岩松在其《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中将危机分为：1)

人为危机和非人为危机；2)有形损失危机与无形损失危机；3)“已知的危机”

与“未知的危机”等。但该分类法不便于企业实务操作性，如人为危机和非人为

危机中，作者举例的飞机失事认为属非人为危机，很显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操

作失误造成的飞机失事当然属于人为危机。而危机损失通常既有可以货币计量直

接的如经济损失、市场股价的有形损失，也有商誉、客户忠诚度、品牌效应等无

形损失，无形损失总是伴随着有形损失，有形损失必然造成短期或者长期的无形

损失，有形损失与无形损失与其作为危机分类法，不如作为对危机的性质的理解

更为适当。

笔者对于危机的分类从危机事件角度着手，将常见的危机按初始事件触发动

因将其分门别类，由于引发危机的初始事件将是企业公共关系人员的工作对象，

因此，把“危机事件”进行清晰的分类，更有助于实务操作。

(一)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

所谓“危机事件”我们界定为相对独立的“触媒”事件，那么从“危机事件”

的发端独立性看，有内部触发与外部触发两大类，凡是发生于企业主要生产及运

营地点之内，完全由企业内部人员或者事故所引发的危机事件，进而引起公众关

注，酿成危机公关的，我们归之为内部危机。典型的如前“均瑶”集团总载王均

瑶突然去世引发对均瑶集团前途猜测风波；另外如2004年3月联想进行了一次

大规模裁员，幅度达到当时员工总人数的5％，公司裁员作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完全属于内部事务。然而就在裁员后不久，某原联想员工撰写文章《裁员纪实：

公司不是我的家》在网上迅速流传开来。文章说，一些部门员工整体被裁，这恐

怕是联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该文章经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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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讨论，进而发展到对联想公司文化、联想战略，甚至整个联想进行重新审视。

更有舆论尖锐地指出，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时，结果却发现人们所推崇的

联想，从根本上偏离了商业性价比的轨道。4月，素有“中国企业教父”之称的

柳传志出面向被裁员工作出回应并道歉。这是一场由于企业与员工沟通不善引发

的内部危机。内部危机的典型特征为“危机事件”发端于企业内部，却在企业外

部造成危机风波。内部危机主要包括内部经营管理战略战术危机、人力资源异动

危机、财务危机等。

对比内部危机，外部危机则是从“危机事件”的角度看，发生在企业主要生

产及运营地点之外，完全或部分由企业外部人员或者事故所引发的危机事件。比

如最常见的由消费者投诉所引发的产品质量与安全危机、企业通过专业策划公司

在社会公众广泛发布的广告营销宣传却引发的营销宣传危机、而由其他事件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本企业受牵连的关联影响危机则更属于典型的外部危机，如

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金龙鱼“1：1：1”花生油事件等等，关联性外

部危机的影响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二)企业常见危机类型

按照引发危机的。危机事件”的具体内容，危机可以划分为几大类型：

1．产品或服务质量与安全危机

最常见的企业危机，即由企业自身产品质量或服务尤其是涉及消费者人身健

康而引发消费者不满所酿成的危机。根据笔者的统计，1／2强的危机是属于此类

危机。可见，把关产品质量、稳定服务水平、监控产品安全是消弥产品或服务危

机的根本法宝。

2．营销宣传危机

由于企业的市场营销、广告宣传、促销策略的失当所导致的危机。有超过

10％的危机是由于营销宣传所引发。广告营销宣传作为企业理念、产品概念、文

化价值观、公司形象、品牌定位的表述与阐发，在当今的多元文化价值社会中，

可能引发不同层次、不同国家、民族人群的截然不同反应。“歧视”、“虚假”、“不

当夸张”仍营销宣传危机之大忌。

3．经营管理活动危机

由于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管理决策所引发的危机。典型的如生产调整、兼并

收购、财务危机、管理层异动、裁员风波等等。在要求信息公开披露、透明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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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公众上市公司，公司处于股东、员工、客户、竞争者、社区、政府等多重利

害相关人的网络之中，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进行信息公开披露，将影响

相关利害人对公司未来的评估，甚至成为公司市场公开价值的转折点。可以说，

信息披露无小事。格林柯尔、德隆系的危机事件正是基于内部经营管理危机而在

二级市场上引发的危机。再如2003年盛传的长虹彩电“海外受骗”事件，当日

Ilpql起公司股价大跌4．22％，股民疯狂抛售，四川长虹作为国内家电行业领导厂

商的光彩自此逐渐黯然失色。

4．突发事件危机

几乎所有的危机都可称之为意外，而本处所谓“突发事件”意指由于自然灾

害如飓风、火山、雪暴、海难、空难、瘟疫、恐怖袭击等“不可抗力”所引发的

危机。如2001年的SAKS危机，导致国内众多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与运营。

二、危机的维度与危机发展四阶段

(一)危机的维度

我们研究危机的维度，即是意图以立体的层面对危机进行剖析，认清其本质。

因为危机公共关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层面上的问题。当一件危机事件发生时，人们

往往发现在一个看似简单独立的事件背后，有多重力量同时起作用，而随着危机

事件的深入发展，一些原本毫不相关的影响因子、利益群体被卷入，事件愈趋复

杂，真相晦明晦暗。这正表现了危机的维度多重性。

有国内学者认为危机是“一个四维综合系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维，

同时又相对独立”，如图2—1所示：

主

公众

／
危机

图2—1危机结构四维图

(转自阮朝辉：《危机公关的维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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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者对其各维度的解释为：“危机：事实性危机”；“可利用条件：就是危

机公关可利用的外围条件，具体包括政府、媒体、他人和公关公司等与具体无直

接联系的，但又能帮助解决危机的机构或个人”；“公众：就是危机有间接关系或

者直接影响的消费者⋯⋯”；“受体：指危机的直接承载者——单位或个人”；“主

体：危机的制造者。危机主体既可以是受体之外的危机制造者，也可能是受体本

身——制造者和受体同为一个对象。”“

危机的维度分析对于危机公关研究大有裨益，但笔者以为上述图表及维度的

解释颇有可商榷之处，如可利用条件中“媒体、他人和公关公司等”，事实上也

属于“公众方”，而“公众方”所包含的受“直接影响的消费者”又可以被归入

“主体”。

考察公关维度，实质是要以维度的形式界定清楚各种危机博弈力量在危机公

关中的坐标地位及影响因子数，如果存在交叉关联，则应分清各维度以何种形式

发生关联及相互作用。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也建立了一个“钻石形”的危机维

度图，如图2—2示：

事件维

关注维

圈2—2“钻石形”危机维度示意图

1．事件维(event dimension)：

即引发危机公关的客观初始事件，是危机公关的客体。危机通常以突发事件

而发端，危机公关也以初始事件为运作起点，虽然事件维貌似单一，实则错综复

杂，但处理危机则必须从事件维入手，一个良性的危机公关应以起于事件、止于

事件，无枝叶蔓延，影响仅限于事件为佳。事件维是危机公关的基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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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维(duty dimension)

即需对“事件维”承担客观责任与义务的危机主体，是危机的直接承载者。

对于企业的危机公关的责任维通常落足为责任企业，即使危机由企业中的个人行

为所引发，但其最终仍以企业名义承载责任，以企业名义消除危机。责任企业有

时是单一企业，有时可能是多个企业，比如一件产品质量危机公关的责任维既包

括终端销售流通企业，也包括最终对产品负责的生产企业，当然，多个责任企业

在责任维中的责任分量并不相同，有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之分。

3．助益维(aid dimension)：

即“责任维”可以利用的主客观条件，如政府、媒体、他人和公关公司等，

助益维的特征与前面所引“可利用条件”的区别在于，由于“责任维”需要“助

益维”出面进行危机消除的辅助工作，诸如澄清事实、权威公证、新闻发布等，

“助益维”的态度与结果可能直接改变甚至决定了危机发展方向与“责任维”的

最终责任，因此，助益维是实际介入危机的维度，而不是“可利用条件”所认为

的“无直接联系”，“助益维”仅在危机公关的初期与“事件维”无直接联系。

4．关注维(attention dimension)：

即对危件事件持关注态度，并往往直接进行评论、表态的除助益维之外的广

泛社会公众。关注维的存在，表现了危机公关的特性，即危机事件进入公众领域，

因而无论“群体”或者“个体”皆可能发表意见。但“关注维”与“助益维”的

分野在于，“关注维”是相对不具有“话语权”的普通公众，公众关注而不是参

与介入，对危机的进程与结果没有必要的影响力。而直接报导事件进展、对危机

表明“铅字”意见的媒体则属于助益维，而不列入关注维，正在于新闻媒体的“话

语权”对于危机是有影响力的。

笔者所建立的“危机维度图”，以“钻石形”作为维度形态模拟，其意义还

在于，钻石形以“事件维”、“责任维”、“助益维”、“关注维”的合力共同聚合成

危机，危机似“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千均一发之势倒悬，同时四个维度之间尽管

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影响，事件维作为危机公关的客体，责任维则是危机公关的

主体，责任维的危机管理将同时施之于事件维与助益维，关注维通过助益维的事

件传播机制将关注焦点投注于事件维，评议责任维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事件维”往往通过“助益维”寻求关注维的支持，而“关注维”尽管不能直接

影响责任维的作为，但却可以通过关注“助益维”的作为来推动“事件维”的发

展。本“钻石形”以危机四维的虚实交错关系代表了各维度的联系与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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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机的发展阶段与危机曲线

对危机的研究一般认为，危机可以划分为突发期、扩散期、爆发期及衰退期。

另据研究人员统计发现，大多数危机的周期约为5一15日，即一至三周，危机的

阶段性为人们进行危机公关提供了实证支持与时间准备。以下笔者将结合危机的

四维度对危机曲线作阐述：

1．危机突发期阶段特征

危机的突发期一般即“事件维”现场时期，是危机的发端时间，突发期时间

基本可界定为事件当日或二日内。突发期间，如同戏剧一样，与危机事件直接相

关的主要内、外部人物已经出现，事件有了讲述的开场白，突发期“事件维”的

述事局限于事件本身，无外延扩散，无牵连，尚未获得公众关注，但事态的严重

程度尚未充分表现出来。突发期的危机易解决，却更易被忽视。因为此时企业由

于对危机的走向缺乏预见性，或者心存侥幸而致使危机继续发展。

2．危机扩散期阶段特征

扩散期指危机已经通过信息传播渠道向外发散式的传播，不仅“事件维”

直接相关人卷进危机，非直接相关者，如“助益维”或“关注维”开始关注事态、

了解事态，有关该企业的传言一时大增，由于多方卷入事件，危机事件的内容可

能出现突变，向着企业始料不及的方向发展。但危机在扩散期仍是较易被化解与

控制的，此时企业积极求助于“助益维”不失为良策，错过在该时期进行危机化

解与控制，就失去了迅速消灭危机的最后时机，危机公关将不得不由“闪电战”

而变成“持久战”或“消耗战”。

3．危机高潮期阶段特征

高潮期标志着企业危机进入传播的高峰期，关于该企业危机的传言满天风，

各种媒体争相报导，各自解读，“事件维”、“关注维”表现亢奋，“助益维”相时

而动，作为“责任维”的企业危机公关应急组织活动频繁，高潮期是危机处理的

关键阶段，一个危机能否成功化解，保持企业声誉与品牌地位，不至于影响企业

日后发展，甚至化“危”为“机”，危机公关组织此时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影响甚至不仅限于本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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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机衰退期阶段特征

在衰退期，危机的真相己然大白于天下，“事件维”不再发展；“责任维”

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对事件相关人和公众进行了交待；“助益维”也完成

了其作为；公众对该危机事件逐渐失去兴趣，媒体的报导已趋于沉寂；企业回复

正常稳定状态，危机公关组织开始对本次危机事件进行经验总结、形象弥补、品

牌再造等善后工作。

如前所述，危机维度在危机发展不同阶段被卷入，如果按照危机维度在危机

发展阶段的卷入度来考虑，可如下表如示(下表中以“Y”表示“卷入”，“N”

表示未卷入：

表格2--1危机时期维度卷入表
＼＼ 卷入度

＼ 突发期 扩展期 高潮期 衰退期
维度＼＼

＼
事件维 Y Y Y N

责任维 Y Y Y Y

助益维 N Y Y Y

关注维 N N Y N

危机公关的四个时期如图2—3所示：

危 高潮期
机
程

、＼度

／ ≮扩散期

突发期

‘’’’，～～

～’～’●，，，-- 。’～--‘

／ ～’-，-。 ●-o-●⋯

时间7

图2—3危机曲线图

(图片来源：中国管理传播网，作者：颜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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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企业危机的影响分析

(一)宏观环境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今天企业最容易遭受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是来自行业内部，而是来自行业外

部的宏观环境。公司与他们的供应商、营销中间机构、顾客、竞争者和公众，都

是在一个更大的宏观力量与趋势中运作。它创造机会，也带来威胁、引发危机。

宏观环境的力量是“不可控制”，但公司必须对其进行监测和做出反应，宏观环

境的外部性意味着企业难以施加影响，只能顺势而为。大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是圈

定了企业克服危机的“极限”。判断宏观环境以保证企业大方向的正确与否，一

个与宏观环境背道而驰的企业不难想象其举步维艰，危机重重。一般而言，企业

对行业内的变化熟悉而了解，能够对其施加影响，即可以改良微观环境，但在动

荡的环境中，企业常常受到来自宏观环境的威胁。宏观环境中导致企业危机的仍

是传统的S．T．E．E．P模型因子的变化。所谓S．T．E．E．P，即是英文Sociological

(社会环境)、Technological(技术环境)、Economic(经济环境)、Ecological

(生态环境)、Political(政治环境)的缩写。S．T．E．E．P五大环境与企业系统

的关系如图3—1所示：

图3—4企业与宏观环境关系图

1．社会环境(soci0109ical)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人口与社会是企业生态的基本环境。企业根据人口规模和增长率、家庭生命

周期、种族组合、教育水平、家庭类型、地区特征和运动等社会环境确定了企业

的市场，或者选择细分市场以其产品和服务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关注社会环境

下的公共关系，要求关注企业的客户群的共同心理诉求与价值观，同时必须注意：

对特定细分市场客户的营销战略不得触犯、伤害其他社会人群的价值观、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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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企业渗透新的市场时，必须了解新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传统与禁忌，

以“和谐”观念指导企业营销，否则危机将成为“美丽的错误”，与企业将不期

而遇。

2．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日新月异的世界科技发展成为企业外部技术环境。改变人类命运最戏剧化的

因素之一是技术。技术创造了很多奇迹也能制造出恐怖的魔鬼。企业公关人员也

应了了解技术的几大趋势：1)技术变革步伐加快；2)无限的革新机会，现在最

为令人兴奋的技术研究领域是微生物技术、计算机、微电子、电信学、机器人和

材料科学等。3)变化着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各国都在争取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科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企业作为高新技术研发的一种社会力量，其投资

风险较之政府、研究机构更高。可以说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决策。一项新技术的

成功可能持续数年，耗资巨大，而一个项目的失败则可能带来整个企业航母的沉

没。4)不断增加的技术革新规定。随着产品越来越复杂，新产品带来全新的行

业与市场增长，行业技术标准作为技术规范与进入门槛，也是为了保证公众使用

产品的安全与可靠。如中国的3c强制安全标准，美国FPA的新药实验的详细规

定等“。

以上四大技术趋势交织，技术环境为企业带来机遇也带来危机。新技术可能

造成的危机主要表现在：

1．技术不成熟带来的客户不满。首先，新技术产业化下的企业新产品质量

缺陷与安全隐患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2．新技术、新产品操作的复杂性与使用者素质的局限性冲突，酿成危机。

一些产品手册、使用指南复杂无比，使用者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极易发生使用与

操作错误，不得不寻求帮助。而企业如果不能提供有效与及时的支持，危机也会

应运而生。

3．企业的“技术崇拜”与消费者心理感受相冲突。20世纪80年代英特尔

的Pentium芯片刚推出的时候，由于浮点运行上出现了纰漏，遭到消费者抵制。

其实，从技术的角度看，浮点运行出现问题发生的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般

的消费者用不到这么多的复杂功能，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但是，英特尔一开

始并没有向媒体澄清，而是同消费者大谈技术问题，忽略了用户的感受，反而越

描越黑，媒体和消费者都不依不饶。最后，英特尔时任CEO安迪·格鲁夫下令全

部收回芯片，为此，公司损失4．75亿美元。一件本应该由公关部来处理的事，

却由技术部门出面解决，而技术部门又全然不顾用户的担心，把一件本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公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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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环境(Economic)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互联网经济与虚拟经济，成为当今经济环境的大

趋势，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此消彼长，在世界经济经历了美国新经济高速发展

的20年，日本经济滞胀的20年，亚洲四小龙与金融危机之后，“金砖四国(8RIC)”

又成为全球经济热点地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

经济的强劲引擎。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带来了进入全球供应链增值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成

长为跨越国界的经济界人，原料采购到生产、营销、分销与服务，可能在不同的

国家进行，而网络经济与虚拟经济更使得全球同步成为可能。

必须承认，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企业需要针对所在

国家、地区的客观经济环境进行产品的营销，如果不管当地经济环境的特殊性而

照搬他国经验，极易酿成危机，另一方面，企业如果以经济环境的差异，尤其在

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消费者歧视”的借口，引发危机也是必然的。

4．生态环境(Ecological)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环保、绿色、健康已成为21世纪人们的共识。企业已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利润机器，而应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所谓社会责任，

其中就包括了保护生态环境，不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公众的生命与健康负责。

一些地方政府曾经有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思维方式遭到广泛批判，也不再

能作为向企业开环境污染方便之门的借口，和谐发展是世界潮流。正确认识生态

环境已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光的体视。

近年来，因企业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而导致的危机也屡见不鲜，最近的典型案

例当属松花江污染案。

5．政治环境(Political)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企业无法生存在真空中，政治环境为企业创造了现实的生存空间，宽松的政

治环境有利用企业的良性发展，而紧张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则可以导致企业的衰

退甚至灭亡．一些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发生的危机可能根本不过是复杂政治环境下

的牺牲品。

(二)微观竞争环境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通过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竞争模型考察企业微观竞争环境，决定一个市场或

细分市场的长期内在吸引力，是企业管理层实施企业战略规划的基本工具。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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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力量是：同行业竞争者、潜在的新参加竞争者，替代产品，购买者与供应商。

“波特五力模型”如图3—2：

潜在新参加竞争者

‘流动性f威胁’
V

购买者

供应商__●-同行业竞争者—_ _(购买能力)
(供应能力) 、＼场／’

替代曼品
(替代产品的威胁)

图3—5波特五力竞争模型图

实际上，笔者以为，波特的五力竞争模型，也有助于考察导致企业危机的微

观竞争环境，因为企业危机不外乎由此五种力量所引发。购买者、同行业竞争者、

潜在的新参加竞争者，替代产品，与供应商在企业危机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为，

了解“五力”影响，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有针对性的监控微观竞争环境，开展危机

公关活动，避免不必要的危机损失．

1． 购买者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大众消费购买者即终端消费者，终端消费者是主要的外部危机的制造者，是

“事件维”的核心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危机中可以

相应解释为购买者对于危机风波的追究意愿与能力。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

提高，消费者权益意识自觉增强。过去我国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完善，消费

者维权成本太高。而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健全，开放的网络信息环境，产品与服务

的购买者的维权手段日益丰富，消费者素质的提升，也可以说，购买者的对于危

机风波的追究意愿与能力增强。

在企业营销者感叹“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难伺候”并以弹压的姿态处理风波，

他们往往忘记购买者拥有企业产品的最终选择权。购买者希望看到企业对危机的

认真负责的处理态度，务实的处理作风。有数据表明，85％的购买者愿意重复购

买某产品，前提是该产品的问题能够被及时、有效的处理。企业危机公关的成果

将决定购买者对产品的忠诚度与信任度，营销中常说“挑剔的顾客才是好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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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愿意维权的购买者才是好的购买者”。

2． 同行业竞争者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剖析一些危机案例，我们发现，同行业竞争者已成为微观环境中危机重要影

响因子。同行业竞争者与竞争对手所处的同一细分市场，在盈利水平、市场份额、

品牌地位、上下游资源、公共关系等几乎所有方向上同业竞争，竞争者较普通消

费者更为了解竞争对手产品的优劣势、掌握行业标准、拥有信息传播渠道。如竞

争者所建立的行业技术情报系统，可以有效的预知、察觉、评估对手的市场营销

动作，哪怕企业某个细枝末节所出现的纰漏，也会被竞争者所利用作为攻击武器。

可以说，竞争者具有挑起企业危机的动机，也拥有引爆企业危机的能量与手段。

以金龙鱼花生油“I：l：I”危机事件为例，2004年8月26日，在《北京

晚报》的“健康快车”版面上，刊登了一篇题为<1：l：1——食用油营养的黄

金比例：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副会长李志伟教授对食用油的宝贵建议》的文章，

该文借李志伟之口从专家的角度对目前的食用油进行了点评，得出结论：长期食

用单一的菜籽油、橄榄油、红花籽油、大豆色拉油和花生油，都会引起营养不均

衡等问题。并指出，在我国食用油领域第一个运用1：1：1理念的品牌是“金龙

鱼”，“1：1：1，应该成为各家厨房最合理的用油选择”。

该文章被一些花生油厂商认为是金龙鱼的公关策划之作，并对所谓“1：l：

1”概念提出质疑。9月，以鲁花、福H临f-J为首的数家公司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

申诉，认为金龙鱼广告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说，都违反了《广告法》有关条例，

并且指出，“金龙鱼”在“不真实地贬低同行产品的同时”，又在其他的广告中

“欺骗性地夸大了自己调和油产品的特征和功能”，所以，“是明显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

这则广告同样惹恼中国粮油学会油脂专业分会，该分会对外发出“郑重声

明”称：“近日有个别单位在媒体上盗用中国粮油学会油脂专业分会副会长李志

伟的名义，给本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声明还指出，广告内容“是错误的和

不负责任的”；同时指出，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没有任何单一食用油或者食用调和

油的成分能达到1：l：1的均衡营养比例。凡是符合国家食用油标准的产品，均

属健康、安全和营养的。而金龙鱼在广告里模糊地提出了1：1：1的比例，消费

者容易误解为这样的比例说的是油内含量，可是油外包装上却写着油里三种酸的

比例是0．27：1：I。不过，其字体非常小，不容易辨认。

面对来自同业者与行业协会的压力，金龙鱼最终承认，“1：l：1”存在广

告营销概念不当的问题，停播了该广告。。

其实，金龙鱼危机公关案例背后，是油用食行业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18



042025505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II为案例的研究

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金龙鱼以26．67％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市场份额排名

第二的福临门、第三的鲁花的总和。2002年金龙鱼推出的“1：l：1”概念，通

过密集式广告轰炸，着实在市场上火了一把。独创概念、对行业现存标准的隐性

打击，或许春风得意的金龙鱼忽视了竞争者的尴尬存在，忘记了行业“潜规则”。

果不其然，竞争者抓住其营销概念漏洞，尤其广告与实际产品配比的不一致，对

消费者存在的有意识误导狠狠地引发了一场金龙鱼营销危机，处于下风的鲁花、

福临门乘机反戈一击。同业竞争者在危机公关中的破坏性力量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同业竞争者也可以是帮助企业进行危机公关修复的积极力量。啤

酒“甲醛门”事件可为例证。2005年某报章媒体在不了解相关技术背景的情况

下，贸然做出的“95％啤酒添加甲醛”的结论，同时某地方啤酒企业的“唯一不

添加甲醛醇造”的广告也无意间为甲醛事件推波助澜。一时间啤酒甲醛含量成为

公众广泛议论的沉重话题，引发消费者对整个啤酒行业的强烈不信任。结果，157

种国产啤酒和64种进口啤酒受到有关部门的检查，可以说，啤酒行业突遭一场

不妄之灾。此时，啤酒行业紧急联合起来，主动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品质

检测，国家质检总局迅速组织北京、天津、青岛、上海、深圳、四川、河南、吉

林、新疆等分布于全国东、西、南、北、中的9个国家级食品质检中心对国产啤

酒和进口啤酒中的甲醛含量进行了专项国家监督抽查。不久，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表态称，国内生产的啤酒甲醛含量是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规

定的，是安全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饮用；并表明国产名牌啤酒完全可以与纯

进口啤酒相媲美。这样，“甲醛门”危机消予无形，啤酒厂商团结起来，打了一

场漂亮的危机公关战役，行业竞争者的一致口径与主动配合成为同业合作共度难

关的佳话。

竞争者面对同行对手危机公关的第三种态度则是壁上观，或者“撇清”，在

肯德基为禽流感、“苏丹红事件”四面楚歌之时，老对手麦当劳乐得壁上观，或

者不失时机的重推牛肉汉堡餐，或者在“苏丹红事件”中向媒体两度发布声明，

声明表示，“鉴于目前很多媒体报道国内‘同业某些产品’中查出含有苏丹红一

号的事件⋯⋯麦当劳再次声明为顾客提供的产品都是符合要求的。”

3． 潜在竞争者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企业遭遇危机的时刻，可能成为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良机。危机可能使企业盈

利水平下降、市场份额萎缩、品牌价值下跌、企业声望低迷。根据行业利润的观

点，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细分应该是进入的壁垒高，退出的壁垒低。高进入壁垒

作为在位者的竞争优势。而企业遭遇危机时，恰比如木桶短板，将行业进入壁垒

的“吊桥”主动放低，为新进入者提供了以较低成本进入的机会。毕竟，公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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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危机具有时间性，短暂的危机可以改变个体企业的环境生态，但行业大趋势难

改。

潜在竞争者在危机时进入，通过充分利用原在位企业的困境，可以不失时机

的推出竞争产品、打造全新品牌、加速市场份额渗透，密集广告公关以期在行业

内站稳脚跟。企业危机甚至可能成为潜在竞争者兼并、收购的良机。潜在竞争者

此时的杀入，对在位企业而言好比雪上加霜。因此，迅速消弥危机，预先建立危

机公关壁垒是防止潜在竞争者的战略远见。

4． 供应商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供应商角色，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供应商在企业微观环境战略决策里，原本

主要考察供应商的供应能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谈判博弈能力。而在危机中，

供应商与企业可谓福兮祸兮。

2005年3月初肯德基的热销食品“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

调料中被发现含有可能致癌的“苏丹红一号”成分，陷入全球臭名昭著的“苏丹

红”泥潭。作为国际快餐业巨头的肯德基公司，不得不展开了一场“涉红”危机

公关。肯德基在3月16日第一次发表声明承认“涉红”以后，肯德基又连续向

媒体发布了五篇声明，适时介绍“涉红”产品的检查及处理情况。而百胜餐饮集

团更在随后由其中国区总裁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就日前其旗下品牌肯德基的

几款产品查出含有苏丹红的事件发表声明，确认问题调料均来自其供货商。在发

布声明当日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集团上海总部通知全国各肯德基分部，从即日起在

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停止售卖前述两种产品，同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在其随后

的“涉红”调料进货源头调查中，肯德基也向社会公众即时公布进展，并配合媒

体与工商执法部门，对原料进行封存、退货等处理。

客观而言，肯德基此次“苏丹红”危机公关是成功的。在“涉红”事件的后

期，肯德基成功地把媒体的注意力从肯德基产品转移到对“苏丹红一号”来源的

关心上，同时表示积极配合调查，这个“高招”帮助肯德基迅速脱离“苏丹红”

的泥潭。肯德基自己也是“苏丹红”的受害者，秉着诚实、主动态度获得了公众

的谅解。

从肯德基“苏丹红”事件中，供应商对于企业的危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供

应商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企业需为供应商的过错向终端客户承担责任，

供应商选择不慎，企业容易陷入危机泥潭而不可自拔。

现代生产技术的复杂度，尤其在制程复杂的制造业，可能需要向上千家的供

应商采购品种繁多的原材料与零部件。即使在使用先进IT技术进行采购物流管

理的企业里，采购与物流控制仍不免百密一疏。通常，企业按照传统的ABC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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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原材料与零部件进行采购与库存管理，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管理对

象的价值(主要指采购价值)高低将其分类为A、B、C三类，对A级物料以最高

等级从严控制，保持完整和精确的库存记录；给予最高的处理优先权，保持较低

的库存水平；B级物料中等控制，c类物料，则尽可能简单控制。ABC控制法的

局限性在于仅以价值为物料控制无法全面反映物料在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主从”

地位，例如在快消食品行业中，产品外包装的价值完全可能超过产品核心价值，

如果仅以价值作为物料控制着眼点，而对貌似价值不高而实际上对产品品质具有

关键性影响因素的B、C类等级的物料控制不严格，劣质产品流入，不合格供应

商未被剔除。企业因小失大与危机不期而遇的可能性自然大增。

另一方面，由于物料的纷繁复杂，新材料、新技术在物料中的应用，物料的

质量标准随着产业的升级而与时俱进，企业采购者无法成为通晓所有物料特点与

最新质量标准的“江湖百晓生”，在此情况下，按产品价值结合ABC物料管理，

严格执行IS09000供应商管理控制，不失为降低供应商危机的捷径之一。

从战略角度看，供应商与企业在危机公关环境中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食

物链关系，也是促成供应商与企业的公关战略联盟的动因之一。企业可以与供应

商达成危机“连坐”的风险共担联盟，要求一旦由于供应商的原因而发生危机，

供应商应与企业共承责任，分担损失。

5． 替代产品对企业危机的影响

替代产品在公共关系危机时，相对影响较小。除非是发生涉及全行业的危机，

或者发生危机的企业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那么替代产品乘虚而入是可能的。

如航空业突然发生全行业性的危机，使公众失去了对该行业产品的整体信任，那

么，其作为“运输服务”的替代产品，如火车、轮船、汽车运输的市场份额会相

应增长。通常来讲，在行业中不占领导与垄断地位企业的危机不会导致替代产品

的大幅市场侵蚀。

四、企业危机发展与传播的新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体形式不断创新，社会公众正以前所未有的兴

趣获得信息，参与信息的复制、传播与加工，企业从来不是孤岛，企业公共关系

正在变得更为“名副其实”，任何细小的事件都可能以出人意料的形式浮出水面，

广为人知。现代企业危机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1)新型媒体的出现与危机传播速度的加快。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第四”、“第五媒体”的出现，拓宽了大众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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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危机传播途径与传播模式，加速了危机传播速度。

根据联合国1998年新闻委员年会上正式提出的“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

媒体指的是继报刊、广播和电视后出现的互联网(internet)。互联网白20世纪

90年代中期商业化运作后，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美国eTForcaste公司的研

究报告显示，2000_-200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长率为19％。预计全球互联网用户

数量将达到10亿“3，而互联网己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之后，成为入类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体，具有：1)新闻传播时效性强

的特点。以2005年的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为例，在7月7日当地时间8：50至

9：47分之间，连续四起爆炸案发生，造成至少49人丧生，700人受伤，约25

人失踪。这一突发事件震惊全球，而最先将事件传播开来的正是互联网。事件的

目击者、亲历者、幸存者第一时间将事件信息通过电话告诉自己的家人，而朋友

及家人，他们甚至迅速通过网络发布并传播了这一重大新闻。几分钟之内，全世

界已知晓了该事件的发生。这样的传播速度，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网络传

播无需太多的中间环节，只要信息文本准备完毕，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将

信息瞬间发布至终端用户。传播周期大大缩短，单位时间内传播的信息量却大大

增加。2)受众面广，讯息传播的无限制。互联网作为一个覆盏全球的网络，是

向所有讯息发布者和接受者开放的讯息通道。据信息产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0

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获1亿，在未来5年内中国网民数量将会达到2．3

亿。2006年11月底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经突破5000万户，达到5101．7

万户。中国网民数量已跃居世界上第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第

四媒体”传播受众基础。每一个互联网终端结点都是讯息的读者和收视者及传播

者。3)互动性。互联网传播改变以传统传媒信息传播的单向方向，“受众”同时

也是“授众”，互联网不仅能有效处理数据、文字，而且其图像、文本、音频等

多种信息的处理能力，将电脑、电视、录像、电话、传真等融为一体，形成智能

化的多媒体终端与用户间的互动式操作环境。互联网的高度自由度使得每一位用

户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讯息的发布者及反馈者。相于与传统媒体互动性差、信息

回馈滞后的不足，恰恰是英特网的互动性打造了第四媒体的舆论影响力。4)信

息传递具有重复性。由于互联网信息易于复制与加工的特点，使得互联网信息能

以最快的速度反复传播，而即使信息传播高峰之后，信息的查寻、再加工也是轻

而易举“。

“第四媒体”方兴未艾，“第五媒体”已悄然登场。移动电话、手机短信、

掌上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层出不穷的网络增值服务也成为信息传播的又一新兴

渠道。2005年、2006年度红遍中国的“超级女生”娱乐节目，即充分借助与发

挥了第五媒体的互动性，将本来仅有电视、报纸、互联网参与的一档娱乐节目，



042025505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n为案例的研究

裹挟进。投票选星”这样一个群体性狂欢的活动中来。“第五媒体”除具有“第

四媒体”传播的一些特征，如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互动性强等特征外，由于

“第五媒体”所依托的传播介质(移动电话、手机短信等)对使用者的素质要求

较之互联网的门槛低，受众的参与度相应更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开始选择“第

五媒体”作为企业广告宣传、产品服务营销的工具之一。

“第四”、“第五媒体”的兴起与活跃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危机的传播途径。

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传媒，由于受制于新闻检查制度，有其严格的信息发布

流程，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媒体人员进行信息采集、甄别、筛选、编辑后予以发布。

要求新闻具有真实性、及时性、权威性等。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打破了信息发布

的门槛，成为任何“个体”都可以直接向不特定的他人发布信息的平台，是一个

理论上完全自由、无国界、无禁区的媒介平台。正如曾率先揭露过美国总统克林

顿性丑闻的著名博客卖特·德拉古所言，“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由于

缺少了传统媒体对信息质量的监控，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信息科

技先进的编辑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信息加工的随意性，信息传播偏差易被

放大。在开放的网络空间，尤其是在众多的电子公告板和网站论坛、个人主页、

博客空闻以及一些即时通讯软件平台上，真实的与虚假的、正面的与负面的信息

自由传播，流言、谣言、不实言论将公众眼球吸引，从而增加了企业危机发生的

概率。2006月7月10日，百度表面风平浪静，可是某论坛上的一篇《百度实施

大裁员》的网络文章却引起轩然大波，各方求证的电话纷纷打至百度，压力之下，

百度公关部向外部发表了官方声明，但各方的质疑却使得百度无端经历了一场危

机。曾引发联想危机的某员工文章《裁员纪实：公司不是我的家》也同样发端于

互联网。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加大了企业监控危机的难度，难怪微软著名的博客

写作者罗伯特·斯考博就预言：“由于博客影响力的增强，数家‘世界财富1000

强’的公司将组建全天候的博客班子。”

I． 企业危机的“溢出”及其。多米诺”骨牌效应

研究近年若干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危机公关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

多的企业被卷入由本产业链上其他企业所引发的危机之中，正所谓“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随着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一些关乎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产品一

旦出现产品质量危机，社会公众将在全行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之内进行清算，笔者

整理了近年影响较大的危机公关连锁反应事件，列表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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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危机连锁反应案例表

发生时 危机发
危机事件 涉及企业 涉及产业链

间 端企业

2001焦
南京冠 上海冠生园、天津

“陈馅月饼”事件 生园食 冠生园、武汉冠生 食品制造及分销终端
9月

品厂 园食品厂

2005年 光明乳 中国乳业及分销零售
“过期回炉奶” 伊利、三鹿、蒙牛

6月 业 终端

肯德基、麦当劳、广

2005笠 亨氏、联
州田洋、珠海市“公

快餐业、食品添加剂
“苏丹红”事件 仔DOLL”脾产品、长

2月 合利华 业
沙“坛坛乡”调料公

司

鲁花、福临门、古
“食用油1：1：1” 2005年 金龙鱼 食用油制造与分销

船等7家企业

2006焦 金威啤 157种国产啤酒和 啤酒制造业及分销终
“甲醛”啤酒事件

8月 酒 64种进口啤酒 端

危机的连锁反应，或者称为“涟漪效应”，主要反应在三个方面： 1)同质

牵连。即指与发端危机企业具有相同和类似产品或服务，如上表所列示的南京冠

生园“陈陷月饼”、光明乳业的“过期回炉奶”事件及“甲醛啤酒”，本是某些厂

商的个体性危机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整形个行业的不信任，社会舆论调动了监

管机构的作为。2)因果牵连。指由于上游企业的危机事件牵连下游企业一并出

现危机。因果牵连以分销商危机最为显著。分销商为上游企业承担产品宣传、销

售、售后服务等供应链增值服务功能，是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接口环节，当上

游企业产品出现危机，分销商代理的相关产品营销受影响、服务遭质疑，面对上

游企业带来的产品质量危机，分销商甚至不得不面对撤柜、退货、赔偿等问题，

因果牵连的危害迫使分销渠道越来越重视监控分销产品的所有新闻，分销渠道面

对危机的反应往往比危机发端企业更早一步。3)扩散牵连。指由危机所造成的

心理恐慌使得人们把危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危机的产业或者领域”。2003年

爆发的SARS危机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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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危机的高频度与危机对高等级品牌的损害

自20世纪80年代“危机公关”一词被引入中国，随着中国企业形式的多

样化、管理水平的提高、社会新闻与舆论自由度的不断开放，企业作为社会公民

在国民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也呈多样化。危机公关已成为中国管理学

界、新闻媒体豹一个常用高频词。一方面，人们承认任何企业都存在着危机，另

一方面，人们仍然发现那些知名企业或者品牌的危机更受关注。为研究公共关系

危机与品牌之间的关系，笔者引入了品牌等级(Brand Hierarchy)概念。所谓

品牌等级，即企业所拥有的品牌基于地域空间的分布，所具有的被知晓程度与影

响力。通常品牌等级是一个由下至上金字塔形的垂直等级链结构，可以划分为5

个层级：

1)Private Brand：品牌等级的基础级，仅在生产企业当地小范围销售，没

有知名度的私有品牌；

2)Local Brand：在本地生产商国内的有限地区被知晓的品牌；

3)National Brand：全国性品牌，在生产商本国具有较高知晓度与市场影

响力，即所谓名牌；

4)International Brand：国际性品牌，在二个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产

品分布或者被消费者所知晓与认同，具有跨国界的较高知名度。

5)Global Brand：品牌等级的最高层次，全球品牌，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

知名度，获得消费者的高度认同，是全球该行业的领导性品牌，具有最高的市场

地位，品牌无形资产价值高。

品牌金字塔结构如图2—3：

图2—4品牌等级结构图

笔者统计了2003—2006年间国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广受关注的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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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现企业危机公关与品牌等级存在显著相关度，结果如下(表2—3)：

表2—3危机与品牌等级关系对照表

年度 事件 涉案品牌 品牌等级 危机类型

CECT手机：“中国种的狗” CECT928 3 广告营销

罗氏：“达菲”风波 “达菲” 1 广告营销

长虹：海外“受骗”风波 长虹 4 经营管理

家乐福：“进场费”风波 家乐福 5 经营管理

麦当劳：“消毒水”事件 麦当劳 5 产品质量安全
2003

SONY彩电：“召回”风波 SONY 5 产品质量安全

红牛：“进口假红牛”危机 红牛 3 产品质量安全

丰田：“霸道广告”事件 丰田 5 广告营销

格力：“内讧”事件 格力 3 经营管理

富士：“走私”丑闻 富士 4 经营管理

巨能钙“有毒事件” 巨能 3 产品质量安全

黄宏生“被拘事件”， 创维 3 管理层异动

新兴医院“虚假广告事件” 2 广告营销

联想“裁员事件”， 联想 4 经营管理

德隆“财务危机事件” 3 经营管理
2004

腾讯QQ“保钓事件” 腾讯QQ 3 经营管理

金龙鱼“虚假广告事件” 金龙鱼 3 广告营销

三鹿“阜阳奶粉事件” 三鹿 2 产品质量安全

海南航空“航班延误事件” 海南航空 3 服务水平

格林柯尔“收购遭质疑” 科龙 3 经营管理

2005 “苏丹红”事件 肯德基 5 产品质量安全

“婴儿石蜡油”事件 强生 5 产品质量安全

“立顿速溶茶”氟超标 立顿 5 产品质量安全

卡夫转基因饼干 卡夫 4 产品质量安全

SK-II化妆品中含有腐蚀成分 SK_II 4 产品质量安全

“雀巢”奶粉碘超标 雀巢 5 产品质量安全

高露洁牙膏致癌物 高露洁 5 产品质量安全

光明乳业回炉奶 光明 3 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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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根达斯厕所门”事件 哈根达斯 4 产品质量安全

格兰仕冒用3c标志 格兰仕 3 产品质量安全

广本雅阁汽车“婚礼门” 雅阁 4 产品质量安全

戴尔“妖魔化营销” 戴尔 5 广告营销

95％啤酒含甲醛 1 产品质量安全

芝华士勾兑酒 芝华士 5 经营管理

欧典地板黑幕 欧典 3 经营管理

富士康机器罚站员工 富士康 3 经营管理

SK一1l化妆品中含禁用成分 SK—lI 4 产品质量安全
2006

丰田悦志汽车漏油 悦志 3 产品质量安全

博士伦药水致角膜炎 博士伦 5 产品质量安全

家乐福超市食品柜 家乐福 4 经营管理

蜀国演义福寿螺染病 蜀国演义 2 产品质量安全

(资料来源：12004年度十大企业危机公关案例》，《大市场·广告导报》2005

年第2期；{2005年度中国营销十大危机公关案例》，《大市场·广告导报》2006

年第2期。)

通过表2—3，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88％的危机发生在第3等级品牌及以上，

全球性、国际性、全国性品牌的危机公关发生概率分别达到30％、22％、37％的概

率。更有甚者，某些国际性品牌连续性的发生危机，如三鹿“阜阳奶粉事件”期

间，三鹿奶粉在全国多个市场被强迫撤下柜台、封存，损失过千万；如本文将分

析的宝洁公司的sK—II产品，一再成为“问题产品”，这对宝洁品牌的伤害度不

可谓不大。SK-Ⅱ持继发生质量安全危机，已经全部撤出中国柜台。SK-II，一个

高端化妆品女神的市场形象，在中国消费者心里已轰然坍塌。

高等级品牌为何成为危机公关的高危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

1)品牌等级的攀升需要时间积累，往往与企业的发展壮大相伴随，品牌通

过市场营销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内至外，由少数至多数的逐渐为公众所知晓、

认同，较高的品牌等级证明了品牌具有广泛的消费群体量级基础，消费群体越多，

市场占有率越大，产品与服务出现缺陷的概率越大，危机突发机率高。

2)消费者对高等级品牌的心理预期比对低等级品牌的心理预期要高，在消

费者心里，“品牌是对企业或产品的践诺、社会地位、文化品位、肯定和愉悦的

购买与使用体验、生理和心量满足等的综合自我认知””消费者认为，购买高等

级品牌产品的消费者剩余最高，这样一旦高等级品牌的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心理

预期发生偏差，消费者的反应强烈，将力图运用各种可能的渠道表达不满，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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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以期获得物质与心理补偿。现代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消费者认为

引发公众关注是意见表达的快捷、有效方式，“好消息是坏新闻，而坏消息是好

新闻”的新闻价值观使得传媒对坏消息，尤其是知名企业的坏消息趋之若骛，争

相报导，企业危机随之而生。

3)一些高等级品牌自身的认识偏差，不能正确对待危机，态度轻慢、文化

差异、反应缓慢等，令本可以掐灭的“前危机”最终转化为“危机”，可谓自食

其果，得不偿失。对于一些拥有全球品牌的跨国企业，由于跨文化管理的难度，

跨国企业对所在国文化传统、民族心理认识上的缺失，易在广告营销上犯“低级

错误”，引发众怒。如丰田“霸道”广告、力邦漆“盘龙柱”广告事件等。一些

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运营策略上采用的地域歧视、消费者歧视

等行为也是品牌危机的诱因之一。如SK-II的产品仅在亚洲市场销售，欧美市场

难见踪影，据称其根本无法通过欧美市场的化妆品准入资格，无怪乎其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现产品质量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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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企业危机公关实施

在第二章中，笔者阐述企业危机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了引发企业危机的环

境因素，提出了企业危机发展与传播的新趋势。本章中，将具体论述企业危机公

关活动实施。

一、以“4R”模型作为危机公关的指导原则

罗伯特．希斯在其《危机管理》一书中，建立了有效危机管理的4R模型：

●Readiness预防：“有效使用监视和预警系统，并且通过训练，提高

员工对预警正确反应的能力来见效危机冲击”

●Reduction减缓：“降氏风险，避免浪费时间，摊薄不善的资源管理，

这可以大在缩减速危机的发生及其冲击力”

●Response反应：在危机发生后，要有有限的时间内，尽量获取信息，

有效分析解决问题，进行各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制定出可行的危机

策略

●Recovery恢复：“恢复在危机管理中通常是从反应计划中剥离出来，

这样有助于区分短期(反应管理)和长期(恢复管理)问题””。

罗伯特．希斯的4R模型给出了危机管理的一般模型，它说明危机管理是一个

系统有序的策略。具体到危机公关的应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危机的预防

危机监视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以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为主导，企业公关部

作为企业为外部系统信息沟通与交换的渠道，负有收集企业外部信息，监查企业

外部评价，纠正企业负面形象的职能。根据危机的特点，公关部的危机监控内容

应包括如下关键点：

·有哪些关于企业的信息正在传播?

●所传播信息的可能影响是属于正面或者负面?

●该传播信息涉及企业的哪方面问题?

●所传播信息的源头及是否引起传媒机构的重视?

●建立危机预警“信号灯”矩阵，确定危机信息的严重程度

●对处于危机预警的高危信息进行重点监测

●确定高危信息是否需要通报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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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准备高危信息应急方案

2．危机的减缓

对于已发生的危机，要迅速向管理层通报，准备备选应急方案，对处于危机

初发期及发展期的危机进行处理，开始组织资源，如危机小组人员配置；危机公

关的费用预算；危机公关专业组织的外协优选；危机公关物资支持；危机新闻发

言人选择；从管理层获得危机处理授权；对危机发生区域的企业动作暂时冻结等，

以减缓减慢其向高潮期爆发的对企业冲击强度。此时，是做出一份具体的危机减

缓准备书面方案的时候，该方案内容应包括：

●对危机持一种正确积极的态度

●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名单及分工

●确定可能受到危机影响的公众

●确定有效的传播沟通渠道

●制订危机应急计划时，多倾听外部专家意见，以免重蹈覆辙

●写出书面方案

●确定可有作用的助益维，寻求帮助。

3．危机的反应

由危机处理小组统一出面，一致行动，快速反应，安抚顾客、稳定渠道、主

动配合权威机构、主管部门工作，寻求媒体支持、以官方新闻发布进行事件澄清、

处理进程的公告，以“48小时原则”，缩短危机的高潮期时限，以低调负责态度

争取良性舆论支持。

危机的反应可从危机四维入手，企业站在“责任维”的角度，对于“事件维”，

企业在事实不清时采取人道主义态度尽量安抚当事人，在事实清楚时应及时采取

对策，承担和履行责任；对“助益维”，通过权威专家与机构来帮助澄清事实、

解决危机；对“关注维”，通过媒体的公开报导，企业用准确的人在准确的时间

和地点说准确的信息，避免传播的失误造成舆论真空，流言四起而误导公众。肯

德基的“涉红”危机公关堪称迅速反应，他们在自检时查出“苏丹红”调配料的

当日，其在全国各地的分部同一时间发表公开声明，称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

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被发现含有“苏丹红一号”，称对供应商给自己提

供含违禁成分调料的行为“非常遗憾”，并表示停售相关食品，重新安排调料生产。

4．危机的善后

危机衰退期的善后工作，可包括：危件后续跟踪；建立危机事件档案；形成

危机处理应急手册；企业形象重塑i品牌声誉重建；渠道重建与扩张；改良服务、

替代产品上市等等。如强生泰诺在毒丸事件后推出“防掺假药品包装”新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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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史克在PPA风波后推出全新不含PPA感冒药等举措，都是良性的危机善后工作，

以重塑企业品牌，夺回市场地位。

二、危机公关的媒体传播“5T”策略

众口烁金，集毁销骨，危机公关中，公众舆论与媒体，占据“关注维”与“助

益维”两端，推动“事件维”向发展期及高潮期发展，针对媒体的“扩音”(工

amplification)效应，致使原本不起眼的话题扩大成巨大的声音。一方面，“媒

体增加了企业危机处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公关沟通的效果也需要通过媒体体

现””，的媒体传播策略需以诚实、信用、坦诚为原则，端正对媒体的态度，切

不可将媒体视为“肇事者”，惹事生非者，而应充分发挥媒体的客观正公报导的

正面效应。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3T”法则——即以“我”为主提

供情况(Tell Your Own Tale)：提供全部情况(Tell It A11)；尽快提供情况

(Tell It Fast)，迄今仍是危机营销媒体传播的有效策略。除了里杰斯特的3T

基本策略，笔者以为还可以再增加“2T”策略，“向关键媒体提供情况”(Tell On

Key Medias)；“以真诚态度提供情况”(Tell In Sincere Mode)。

1．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就是要避免言出多门，危机主体内部所有针对媒体的信息沟通渠道只能统一

到一个“出口”。媒体为提高新闻报导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会从不同渠道来了解

事实真相，如果来自企业的信息不统一，企业内部都各执一词的话，没有统一的

新闻发言人，媒体更易寻求其他渠道的信息来源，更易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

●掌握对外报道的主动权，以组织为第一消息发布来源；

●准备好组织的的背景材料，并不断根据最新情况充实；

●建立新闻办公室，作为新闻发布会和媒介索取新材料的场所；

●应有一名高级公关代表组织作为官方发言人；

●确保组织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应付媒介及其他外部公众的咨询；

●确保危机期间组织的电话总机人员知道谁可能打来电话，应接通至何部

门。

2．提供全部情况

即指危机新闻发言人向媒体提供全部、真实的信息与背景材料，不可有意隐

瞒与己不利的信息，因为一旦不利信息不是由企业主动公布，而待到媒体或公众

自行发现，企业危机处理的诚意受到质疑，其危机新闻发布的公信力降低，那时

百口难辩也莫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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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部情况时要注意：

●不要发布不准确的消息；

● 了解更多事实后再发出新闻稿；

·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尽可能的减轻公众电话询问的压力；做好

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

●如果新闻报道与事实不符，应及时要求更正；

●要建立广泛的信息来源，与记者和当地媒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及时通知

他们对外发布最新消息；

●在传播中，避免使用行话，要用清晰的语言。

3．尽快提供情况

危机管理有个“黄金48小时”大原则，两天内不出面，就会给人不负责任、

推诿渎职的印象，危机公关主体甚至应在媒体找上门之前，主动先找到媒体尤其

是权威媒体进行沟通，既给人以主动、负责的印象，又争取了事件的解释权，避

免谣言滋生。

● 以最快的速度设立危机控制中心，由其负责新闻发布；

●争取第一时间对媒体做出回应，要尽快对外发布相关背景，显示组织已

有所准备；

●准备好消息准确的新闻稿，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危机，并正采取什么补

救措施：

●新闻办公室不断了解危机处理的最新进展并提供给媒体；若有必要，设

立24小时新闻热线。

4．向关键媒体提供情况

即企业选择在危机传播中起了主导作用，影响最大的一个或几个媒体进行信

息发布。关于Key medias，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可理解为：1)危机事件最初见

诸于公众的媒体，本处所指媒体，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和电视，还包括网

络传媒；2)介入危机事件传播过程，具有较大公众影响力的媒体，如知名报刊、

电视、网站。媒体行为也是具有从众性特征的，在关键媒体发布新闻后，其他媒

体将进行跟进，转载、深入报导，而且关键媒体的报导在公众心目中更具有权威

性。所以，控制信息在关键媒体的传播，即抓住了危机公关传播的主要矛盾。

向关键媒体提供情况应做到：

●确定信息传播所需要的媒介，掌握媒体的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

工作时间等；

·为新闻记者准备好通讯的软硬件设备，方便其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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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一份应急新闻稿，留出空白，以便危机发生时可直接充实并发出；

●利用关键媒介与公众进行传播沟通，以控制危机。

5．以真诚态度提供情况

诚实、信用、坦诚是企业进行危机公关媒体沟通的准则，切不可低估公众与

传媒对于谎言的分辩能力。sincere mode也可表述为：

●对危机持一种正确积极的态度；

·使组织的危机公关行为与公众的期望保持一致；

●沟通以事实为依据，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

·倾听公众的意见，并确保组织能把握公众的抱怨情绪；

●态度诚恳、言辞谦逊，与公众分享你的感受；

●坦率，不躲躲闪闪，回避问题；

●有企业高层人士直面公众沟通；

● 以诚感人，以德服人，影响媒体态度的转化。

如2006年的欧典地板事件，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号称行销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源自德国的“欧典”总部根本不存在，存在严重欺诈行为，

而3月月16日，“欧典”品牌拥有者北京欧德装饰材料公司对此做出回应的是，

“欧典对企业宣传层而所出现的失误”，试图回避关键问题，此番回应只是更加

重公众的质疑声。4月15日，北京工商部门经过调查认定欧典公司属“夸大企

业形象对外宣传”，违反《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处以747万元的

罚款。欧典，为谎言付出了代价。

三、危机公关的法律手段

(一)公众对于危机诉讼的态度分析

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在遇到危机时都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然而，对法人身份的企业而言，简单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事事找律师，

言必称“法庭上见”却未必是应对公共关系危机的良策。何出此言?从危机的一

些典型案例上，可见笔者所言非虚。

“三株”口服液案，即是“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典型。在三株消费者告

三株口服液致死，将官司打到法庭后，虽然“三株”公司在官司上获得了胜出，

但却无法挽回三株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恶劣影响，产品由滞销到完全退市。类似

的情况也发生在宝洁SK-II应诉消费者官司上。

企业在应诉消费者法律诉讼时，应当慎之又慎，尽管消费者个体寻求法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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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由于取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原因，往往不易在法庭上获得胜诉，但企业

却应学会善待诉讼中的消费者。危机诉讼中，公众对于上诉的“个体”维权方，

一般即原告消费者，通常持有以下态度：

1)同情弱者：消费者作为“个体”，当他们与拥有强大资源，以“法人”形

态的企业公司对抗时，公众天然倾向于同情处于弱势的原告消费者方，公众同情

弱者的天性将体现在舆论导向中，相信“弱者”，支持“弱者”，甚至在事件证明

企业并无过失，“弱者”也有错误的时候，也更愿意原谅、谅解“弱者”消费者

一方，而不是企业。

2)有罪推定：在消费者作为“弱势”原告，企业作为“强势”被告的法律

关系上，公众易对企业进行有罪推定。“由于人性的局限，每个人包括由人组成

的机构都可能在智性上出错，在德性上利已。而强势一方的过错后果通常更为严

重，因此在不能杜绝双方出错可能的预设下，限制强者的权力和保护弱者的权利

就尤为重要””，因此，尽管在民法的司法原则中，“无罪推定”通常利于企业进

行诉讼辩护，但“对强势一方的舆论监督实际上不能不依靠‘有罪推定’原则：

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换言之，强势者在舆论面前充当‘被告’

时，不能要求弱势批评者承担有错举证责任。””其实，公众与舆论对于强势者的

有罪推定就是“怀疑权”、“知情权”，了解公众“有罪推定”的现实与法律根源

后，企业就不应埋怨公众的“苛责”态度与传媒的寻根就底。

3)情绪特征：“关注维”公众在对企业危机发表议论的过程中，往往会表现

出情绪化的特征，甚至出现过激行为，如上海消费者怒砸宝洁分公司办公室，武

汉消费者砸“奔驰”骄车等。当然，情绪特征通常无助于原告获得法律上的胜诉。

但对企业而言，仍需充分冷静应对公众与原告情绪。

(二)企业危机诉讼应对策略

根据以上对涉及法律诉讼的企业危机中公众的倾向性行为分析，笔者以为，

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的企业通常应采取诸如下列策略：

·以认真、诚恳的态度接受消费者诉讼：

● 以充分材料进行无罪举证，欢迎媒体旁听、报导庭审过程；

·对于法院判定消费者败诉的案子，要有高姿态，主动向原告消费者

示好；

●争取庭下和解，主动给消费者补偿；

●理解消费者，不要轻易反诉消费者“诽谤”，得理也需饶人；

●对于因传媒误会引发的危机，企业要宽容，不和媒体打官司

尤其是。不和媒体打官司”也早已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观点，除非媒体

报道和事实真相出入较大。以2006年经由《第一财经日报》报导富士康血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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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虐工”事件所引发的危机为例，富士康以开始向记者个人索赔3000万，继

而态度软化，索赔隆至l元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为被告，而最后仍以和解告

终，人们不难看出富士康的步步退让，于是，一个很可能符合事实的猜测是——

最终的和解极有可能也是富士康主动提出的，这应该是整个事件过程中富士康唯

一正确的地方。同样，广东一家国企状告《中国改革》杂志不实报道，并索赔

500万，最终以《中国改革》的胜诉而告终，法官认为“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

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

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

事实方面的豁免权”。这是因为“法律判断和公众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

比如站在法律角度认为，只要符合法律程序，企业起诉记者并无不可；但公众的

判断却是，强势的企业将诉讼矛头对准记者个人则是一种恃强凌弱之举。这样的

话，即使在法律上说得通，也不可避免地对企业的品牌产生损害。”21表面上，

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这一事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富士康在市场上的产品品

牌形象，但它却损害了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雇主品牌形象，而其在诉讼过程中的

霸气也必然影响到它在整个公众中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不仅没有成功

地进行危机公关，反而适得其反地将危机扩大化了．

四、危机公关的渠道控制策略

(一)生厂商与渠道的危机博弈

生产商发生危机时，其营销渠道由于产品代理、分销与物流、服务、特许经

营而与企业发生上下游供应链关系使其与危机中的企业成为“一条绳上的蚱蜢”，

作为“事件维”的企业处于危机中心旋涡，而营销渠道也由于牵连效应而成为危

机责任维的边缘部分，此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营销渠道将永远采取最有利于

已方的应对策略。企业与营销渠道将进行一场各自为阵的博弈较量。

以危机公关中最常见的产品质量危机为例，笔者试图建立企业与渠道的危机

博弈模型：

企业发生产品质量危机时，处于流通环节中的分销渠道手中的在售商品首先

受到冲击，由于危机具有阶段性，在爆发和扩散期，“事件维”的真相浮出水面

需要一定时间，而令企业与分销商坐卧难安的往往就是事件晦明晦暗、责任不明

的时候了，企业基于企业声誉、产品品牌、利润维持等要求，通常面临两种选择：

1)以谨慎态度对流通渠道中产品发出“召回令”或者暂时封存令；2)高调强硬

态度维持正常渠道销售，不对分销商做出撤柜要求。而分销商作为独立的利益关

系人，面对生产商的召回、不召回要求，也要回应做出撤柜或者不撤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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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柜，短期内必然损失销售利润，不撤柜，销售部分损失，但分销商同时也要考

虑企业声誉、代销产品质量缺陷的不确定性、违约责任、赔偿风险等利弊孰轻孰

重。以下将论证，为什么生产企业召回，分销商撤柜是最优博弈决策：

首先，确定召回／不召回及撤柜／不撤柜策略分别对生产厂商和分销商的影响

因子。产品召回与撤柜通常会带来销售、品牌形象、服务与赔偿的直接损失，销

售损失、品牌形象、服务与赔偿对危机公关中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速，但以上三

种损失对于厂商与分销商的影响分布是不均匀的，比如，厂商由于召回／撤柜全

都渠道中的产品，因此，厂商销售损失>分销商销售损失；品牌形象方面，通常

也是由厂商统一进行品牌形象宣传，分销商仅负责广告宣传的执行，因此，厂商

品牌形象损失大于分销商品牌形象损失，在服务与赔偿上，即使分销商先期或者

部分承担了赔偿，最终仍会向厂商做出二次偿付要求，也就是厂商服务与赔偿损

失大于分销商服务与赔偿损失。为方便说明问题，首先，笔者给出了不同影响因

子的假设估值如表3—1所示：
表3—1渠道与企业危机公关博弈示意图A

厂商 分销商

召回 不召回 撤柜 不撤柜

销售损失 -10 —8 -5 -3

品牌形象 -5 —8 -2 -5

服务与赔偿 一3 -5 —1 -3

合计 -18 -21 -8 —11

(it：单项损失以-10分表示假设损失最大值)

其次，建立生产企业与分销渠道的召回／不召回，撤柜／不撤柜的博弈矩阵，

如表3屹：
表3—2渠道与企业危机公关博弈示意图B

分销商
撤柜 不撤柜

斗女r寓 召回 (一18．一8) (-18，一11)
‘7 7”

不召回 (一2l，一8) (一21。一11)

在厂商召回的情况下，无论生产厂商是否召回，分销商采取撤柜的损失始终

最小为一8，无论分销商是否撤柜，生产厂商采取召回的损失最小为-18，于是最终

的博弈结果成为生产厂商与分销商同时选择召回／撤柜，这时双方损夫均为最小

值，达到博弈均衡，成为最优决策。以上两个矩阵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厂商与分

销商纷纷采取召回与撤柜的选策，有些时候，分销商的撤柜决策甚至于厂商更快。

(二)根据危机类型，引导渠道建立危机公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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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业需从战略意义上识别分销渠道的“顾客”与“助益维”的双重角

色。从广义上讲，分销渠道属于企业的中间顾客，在企业发生危机时，分销渠道

也会从顾客角度出发，对企业产生顾虑。同时，分销渠道也是公关维度中的“助

益维”，可以起到帮助企业发布正面信息、稳定消费者信心、帮助企业迅速恢复

生产与销售的作用。因此，分销渠道在危机公关作用不可小觑。

其次，建立危机公关渠道预案。通过前述渠道的博弈最优化矩阵，我们已然

了解，为追求损失最小化，渠道将以撤柜、暂停销售、封存退货等方式处理危机

企业产品。那么，企业对渠道“最优应对”可进行“二次应对”，以引导渠道发

挥其助益维的作用。

不同的危机类型下，分销渠道的作为是不同的，由于厂商在危机中如终处于

主导地位，那么厂商应引导分销商认识危机类型的差异，相应采取公关策略：

1)产品或服务质量危机：

对于有形产品，解释产品特性、品质内涵、提供相应产品质量证书，对产品

质量缺陷应实事求是，以首先获得渠道的谅解。实际上，渠道基于产品的代理、

营销关系，通常对其代理产品质量具有相应知识，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终端渠道，

对于产品缺陷的了解甚至更胜于厂商。因此，对待产品质量危机，首先要做到对

渠道诚实。

对于无形产品如服务，由于其发生只限定特定服务区域，那么非事发区域的

营销一般所受影响较小，即牵连性不大。

产品质量危机中，厂商对渠道应做到以下承诺：

·正在销售中产品紧急撤柜并封存；

●原已售出产品发生退货后，厂商无条件或按合同约定同意退回原厂

●发生理赔时，如由渠道先进行偿付的，在渠道偿付后，厂商应无条

件清偿渠道全部费用或按原销售代理合同条款进行费用分摊。

2)营销宣传危机：

渠道作为厂商营销宣传的现实承担者。厂商营销的宣传工具，如宣传册、海

报招贴画、视频音像广告片、试用品、纪念品礼品等，多数要在渠道的店面、卖

场等地点进行发放、展示、播出、活动布置。一旦发生营销宣传危机，厂商应立

即要求渠道协助进行涉案宣传品的撤展处理，统一收回有关营销宣传物资。

3)经营管理活动危机：

在其涉案经营管理活动与营销渠道具有直接相关性时企业需进行照会解释，

如厂商对渠道的扩展与收缩政策、对渠道成员的管理行为与激励政策变动等。另

外，厂商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如管理层的变更危机等也应对渠道进行说明以安

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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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发事件危机：

除了突发事件直接处于渠道区域之外，其他非“事件维”渠道不受影响。可

只做事件说明。

渠道在不同危机公关中的介入可如表3—3所示：

表3—3危机公关渠道介入表

危机类型 渠道介入程度 应对方案

产品或服务质量危机 高 撤柜、退货、理赔

营销宣传危机 由 撤展、停播

经营管理活动危机 低 事件说明

突发事件危机 低 事件说明

(三)生产商与分销商的危机公关战术部署

遵循“48小时”危机处理黄金原则，进行渠道尤其是关键渠道的照会。在

企业危机进入发展期，企业危机事件已受到媒体关注后的最短时间内，企业应向

其全部营销渠道以公开信、新闻发布会、电话视频会议、网络会议、传真稿等形

式发布事件说明。

如果条件有限，企业至少要做到关键渠道的照会。按照媒体的运作惯例，通

常会选择几个危机事件企业的主要营销渠道进行明查或者暗访，其目的通常有二：

通过渠道以新闻的敏感捕捉事件真相，如渠道对事件的介入、消费者的反应、产

品营销所受影响等；通过渠道观测或者印证企业的危机公关运作；对关键渠道的

特别照会，向其提供危机应对蓝本，以保持口径一致，渠道照会蓝本应该包括如

下要点：

●危机“事件维”全要素：时间、地点、产品或者服务、介入人物、事件

过程；

●现己就该事件产生的“关注维”传播路径：相关报道、传播方式、媒体

及公众主要观点或倾向；

●企业对危机的处理方案：这是照会蓝本的关键部分，对于不同类型的危

机，其应对方案不尽相同；

●要求渠道配合厂商进行新闻发布的协同，如：渠道指定发言人对媒体作

回应；渠道发言人回应内容应与企业照会蓝本相一致；不有意拒绝媒体

发言，也不过分回应，仅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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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机公关的企业品牌策略

(一)结合事件营销，进行品牌危机公关

笔者在前述章节中已经谈到，品牌等级链中较高层级的企业遭受危机的频度

高，危机对品牌的伤害度加大。

但从另一角度看，危机公关也是企业品牌破冰的一个机会。一个良好的危机

公关可以藉此提高品牌影响力，确立品牌地位。籍由危机而伴生的企业品牌高频

度曝光率，使得媒体成为企业的免费广告宣传员，同时企业处理危机的公关活动

进展也在媒体的跟踪报告之中，这实际使得企业获得一次在公众面前展示企业形

象、强化品牌地位的时机，当然，危机本身带给企业品牌的多是消极的“负强化”，

如何将“负强化”转化为“正强化”，正是危机公关的企业品牌策略所思考的问

题。关于品牌危机“正强化”，中国危机公关史上著名的“沙松冰箱爆炸案”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88年7月20日，南京发生了全国首起电冰箱爆炸事件。一台“沙松”牌

140立升的电冰箱爆炸，所幸冰箱的主人一家4口人未受伤。

7月22日，南京《扬子晚报》记者采访，刊出了‘一台沙松冰箱爆炸》的

消息的现场照片，报道了冰箱爆炸的情况。不难想象该“爆炸”新闻在全国沙松

几十万冰箱用户中引起的恐慌。一时间，“沙松”驻南京办事处门庭若市，几乎

处在被包围之中。各媒体如《扬子晚报》、《新华日报》、南京广播电视台、‘中国

消费者报》争相报导。沙市电冰箱总厂领导接到南京办事处的汇报后，马上做出

决策，组织专案小组日夜兼程赶赴江苏南京，会同已在南京的该厂驻华东办事处

主任组成事件处理小组，负责处理这件事。

事件处理小组组建后，马上策划了一系列公关活动。首先，事件处理小组在

著名的南京玄武饭店专门接待记者。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反复地向记者们表示，

一旦把爆炸原因搞清楚后，一定公布于众，将所有细节全部告知各新闻单位。如

果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一定要向南京人民交待清楚，使几十万冰箱用户放心。沙

市电冰箱总厂的这种诚实合作的态度，各报记者们都感到比较满意。但仅仅做到

这点是远远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迅速查出冰箱爆炸的原因。

沙松电冰箱厂事件处理小组一到现场，马上召开了南京市各家记者、物价局、

消费者协会、标准计量局、保险公司和一所大学的制冷专业教授等各有关部门和

人员参加的论证会，在论证会无法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又将论证会移到冰箱爆炸现

场进行。现场结论是：虽然经过爆炸震荡，但压缩机、制冷系统都工作正常!这

毫无疑问地表明，爆炸原因与冰箱质量无关。对现场的检查过程，南京电视台都

做了录相并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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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己查明既然事故责任不在工厂一方，沙市电冰箱总厂已经洗清了责任。

但沙松冰箱总厂的事件处理小组为了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为了对沙松冰箱的公众

形象负责，坚持要查出冰箱爆炸的真正原因。事件处理小组开始调查用户对冰箱

的使用情况。但却未得到用户方面的配合，最终的事件结果令公众大吃。惊：原

来是用户自己冰箱内存放了易燃易爆品丁烷气瓶，而导致丁烷气与冰箱内空气混

合并超过一定浓度时，遇到温控开关启闭产生的电火花引起爆炸冰箱。令用户和

南京市民感动的是，即使真相大自的情况下，沙松厂仍当场表示愿赔偿一台180

立升双门电冰箱给用户。

沙松厂完美的危机处理，使得沙松品牌因祸得福，媒体是公正的，也以最快

时间发布了事件真相的新闻，沙松品牌在南京及全国市场上获得了一次整体提

升，为沙松的品牌之路奠定了一块里程碑，“沙松冰箱爆炸案”也成为本土危机

公关的经典案例而进入多本教科书。

沙松案例也是一个将危机公关成功演变成“事件营销”(event marketing)

的经典之作，“事件营销是企业通过策划、组织和利用具有名人效应、新闻价值

以及社会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引起媒体、社会团体和消费者的兴趣与关注，以求

提高企业或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并最终促进产品或服务

的销售目的的手段和方式”2。危机公关属于“被动”型事件营销，但是危机公

关在事件营销中，却具有风险越大，营销效果越好的优势。根据“事件营销风险

分析图”，以公益、新闻聚焦及危机作为事件营销的切入点评估风险与影响力，

我们发现，危机公关品牌营销正处于其收益高端：

影响度

图3—1事件营销风险分析图

(二)根据企业既有品牌战略，制定危机公关策略

现代企业的品牌战略呈现多样化，既有单一品牌战略，也有多品牌战略，

对于不同的品牌战略，也应采取不同的危机公关。

在单一品牌战略中，如果危机公关对应的是品牌等级链中的第3等级链

以下的品牌，即该品牌是national、local、private类品牌，则危机公关

是品牌扩张机遇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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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开在媒体面前进行危机事件处理，展示小品牌对消费者负责的

态度；

(2)配合危机营销，加大品牌平面、网络广告投入，此时广告更易受

到受众关注；

(3)配合危机营销，启动公益活动，一则挽救、重塑企业形象，二则

以公益活动的低风险来冲抵危机营销的风险。

而多数高等级品牌常常采取多品牌战略，即一个产品线下有多个品牌满

足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如果各品牌产品差异较大，某个品牌的危机对其他

品牌影响较小，企业可调整品牌营销投入比例，适当缩减危机品牌营销投入，

而加大其他品牌的投入。

对于实施“母品牌”与“子品牌”的企业，“母品牌”的危机对“子品

牌”的牵连伤害较大，可采用死守“母品牌”以解“子品牌”之危，或另辟

新品牌，将原“子品牌”产品置于新品牌之下，解除其与“母品牌”的关联

以求发展。

六、危机公关的产品创新策略

居安思危，产品创新一直都是企业在市场大潮，尤其是市场变化剧烈的环境

中立于不败的法宝。产品创新战略也是现代企业的战略纲要部分，那么，在危机

时刻，是否也适合进行产品创新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谈到危机中的产品创新，

强生泰诺毒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1982年，美国芝加哥，强生泰诺(Tylen01)被犯罪分子用以投毒氰化物，

至7人死亡。史无前例的强生公司危机暴发，没有人相信强生能够解决危机，即

使当时项级的公关专家也对强生表示悲观，认为强生将成为死者的殉葬品。然而

强生的首席执行官戴拉(Della Femina)与董事长詹姆士(James E．Burke)却

创造了奇迹。戴拉通过他的二阶段危机公关程序，两个阶段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缝

隙。首先，戴拉以“控制危机”为第一阶段，通过与媒体合作、紧急通告产品禁

用与召回、配合警方调查、10万美金悬赏奖励破案、戴拉还亲自参加了死难者

葬礼并且泪流满面。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强生获得了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接下来，戴拉开始了他的第二阶段程序“强生与泰诺归来”，泰诺作为强生

公司强劲的利润机器，强生不能轻易放弃，戴拉决定再一次进行市场营销，希望

把它送回市场份额第一名的位置上。

第一，泰诺以新包装重新打入市场，其新包装有多重密封，专防假药掺入，

成为全国第一种防掺假药品包装；

第二，针对消费者对强生的远离态度，强生采用优惠券促销来恢复泰诺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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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83年新年，强生将泰诺广告全部重新设计，以帮助公众忘记进去。

第四，强生从各子公司招集2250人销售人员，强势营销。

四步完成之后，强生与它的泰诺奇迹归来，成为危机公关历史上难以逾越的

经典之作。

笔者对于强生案例感兴趣之处在于其抓住危机时刻，进行了一次产品创新：

“泰诺以新包装重新打入市场，其新包装有多重密封，专防假药掺入，成为全国

第一种防掺假药品包装”，一方面，没有这次的产品创新，强生的其他“归来”

手法将成为无源之水，难以真正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强生藉此更

进入了一个新的医药产品细分领域一防掺假药品包装，泰诺又多了一个薪的利
润增长点。

选择危机公关时期进行产品创新的理由不外乎：

1)经由危机，产品的弱点充分暴露，为企业进行产品改良指明了方向；

2)如果危机发生在导入期或成长期，则产品提前进入公众焦点视野，一旦

产品有了实质性的改良，由于危机公关的广告效应，将使其飞跃至成熟期而成为

公司现金牛产品；

3)如果危机发生在成熟期甚至衰退期，说明该产品原本的“卖点”(USP)

已成为“问题”或者“卖点”仍然存在瑕疵，那么，此时进行产品创新，或者使

企业进入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或者使产品重返成长期，高速增长。

按照PLC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会无一例外的依次进入导入期、成长期和

成熟期，最后步入衰退期。自1965年PLC理论作为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的经典概念，已经纵横管理江湖50余年，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其理论

进行了发展。如扬米·穆恩在其《打破产品生产周期的宿命》(《哈佛商业评论》，

2005年第7期)一文，认为可以通过3种新定位战略，即逆向定位、分离定位、

隐匿定位来改变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促使产品重返或者提前进入利润丰厚的成

长期。作者同时给出了“产品生命周期重新定位模型”：



删加∞5晒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H为案例的研究

逆向定位：将成熟产品

图3—2扬米．穆恩的产品生命周期重新定位模型

扬米·穆恩的“新产品生命理论”在危机的产品创新策略中颇有借鉴意义，

对于产品质量危机而言，厂商正可借助隐匿定位、分离定位、逆向定位等方式将

危机中的产品以生命周期创新方式带向新阶段。

七、危机公关的促销策略

笔者首先梳理一下常用促销手段：

·免费试用：为潜在顾客提供免费样品，以促使人们购买；

●示范销售：通过现场的产品使用方法、功能展示等示范表演促销；

●优惠券：持有优惠券者可以优惠价格购买或者得到额外的利益；

·捆绑销售：以免费或者较低的价格向消费者在购买一种商品同时提

供另一种相关商品；

●抽奖促销：消费者购物可获得额外抽奖机会

以上这些常用的促销策略在公共关系危机中是否仍然可以奏效呢?或者在

危机的各个阶段该采取哪种促销策略更为适合呢?笔者试图建立一个危机促销

矩阵以说明问题(表3—4)：

表3—4危机发展阶段与促销活动矩阵

瀑 突发期 扩展期 高潮期 消退期

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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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 Y Y N Y

示范销售 Y Y N Y

优惠券 Y N N Y

捆绑销售 Y N N Y

抽奖促销 Y N N Y

(注：“Y”表示可开展该项活动，“N”表示暂不合适开展该促销活动)

1)在危机突发期，如果企业正在进行相应的促销活动，可按原计划进行，

此时危机的影响范围小。影响程度低，正常促销活动不受干扰，免费试用、示范

销售类活动也有助于对公众进行解释与答疑；

2)当危机进入扩展期，除了免费试用以及示范销售仍可继续进行之外，优

惠券、捆绑销售、抽奖3种促销活动可中止。因为该3种促销方式可能误使客户

认为企业是在借促销活动之销售有问题产品，引发客户反感。此时优惠券、捆绑

销售、抽奖的实际促销也通常不佳，为不影响危机公关，建议暂停活动；

3)高潮期，企业正处于危机公关的最艰难时刻，公众对企业的产品极其敏

感，购买意愿接近冰点，企业产品最好应对策略是封存、下柜，所有促销活动一

律停止，以严谨的态度对公众负责，直至危机事件水落石出；

4)衰退期是促销活动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企业需在衰退期采取积极手段挽

回形象，使公众重新建立信心，恢复购买意愿，此时配合密集广告、企业前期处

理危机公关的良性铺垫，同时开展多种促销活动，可起到全部或者部分弥补由危

机造成的销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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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SK-Ⅱ“金属门”危机公关案例分析

一、宝洁SK_Ⅱ“金属门一案例回顾

“连续使用28天，细纹及皱纹明显减少47％，年轻12岁”，曾是著名化妆

品品牌宝洁sK—II引以为豪的广告宣传中心词。如今，仿如美人迟暮，曾经的靓

丽广告退出公众视野，高调的明星代言悄然噤声，宝洁sK—II标志红色悄然撤柜。

衰老何须48小时，宝洁sK-Ⅱ，一个死于傲慢的危机公关新典型案例。

首先，让我们来还原宝洁sK一Ⅱ“金属门”事件：

2005年1月，一位从事保险业名叫吕萍的江西女性消费者，在听信了知名

化妆品品牌sK一Ⅱ关于“连续使用28天，细纹及皱纹明显减少47％”的广告宣

传后，在南昌一家大型百货公司花840元钱，购买了一支25克包装的SK-lI紧

肤抗皱精华乳。结果使用28天后吕女士非但没有发现自己的“肌肤年轻12年，

细纹减少47％”，反而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皮肤瘙痒和部分灼痛的情况：她为此

就虚假广告等问题委托律师状告SK一珏。

据律师调查，此款sK-II紧肤抗皱精华乳的产品还存在成分标示不明及成分

含腐蚀性物质的嫌疑。据吕女士的委托人唐先生介绍，他们撕去了这款产品瓶身

上贴着的不干胶中文说明，发现瓶身原本印有产品成分的日文说明，日文标示的

产品成分表明，这款SK-II紧肤抗皱精华乳的成分包括氢氧化钠、聚四氟乙烯、

安息香酸钠等化学材料，其中氢氧化钠俗称“烧碱”，具有较强的腐蚀性，而聚

四氟乙烯俗称“特富龙”。“特富龙”是用于电饭煲不粘锅制造的常见化学材

料。这成了宝洁遭遇品牌信用危机的肇端。消费者起诉宝洁的理由：1)虚假广

告：SK-II的广告册上宣称“使用4周后，肌肤年轻12年，细纹减少47％”，然

而吕女士使用后不但未如广告中所说的那样变得年轻12岁，反而出现皮肤瘙痒

和部分灼痛的情况。广告涉嫌欺诈；2)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3月lO日，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成为被告并获法院批准，宝洁公司收到法院

的传票。遭到起诉后宝沽公司没有主动掌控或引导媒体，而只是草草地发布声明，

称“自己的产品有双重保险保证其安全性”，并强调“产品手册中对产品的宣传

内容都有实验数据支持”。

明星声援：在宝洁被诉闹得沸沸扬扬之时，SK—II形象代言人琦琦于3月8

日发传真称将继续支持s肛II，3月9日，SK-II紧肤抗皱精华乳的代言人香港明

星刘嘉玲也发来电子邮件表示声援，称“我很高兴继续支持SK-lI”。但刘嘉玲

的声援马上遭到原告吕女士的代理人唐先生的质疑，甚至随后刘嘉玲和宝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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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追加在了被告栏里。

3月21日，河南‘今日安报》披露，一郑州消费者由于担心sK—II质量有问

题，要求退货被拒绝，决定起诉宝洁公司。众多媒体转载了这条新闻，并对s卜II

的安全再次质疑。

3月25日，宝洁公司发布《致媒体公开信》，称他们对SK-II紧肤抗皱精

华乳的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要求，不存在质量问题。同时宝洁公

司再次重申：氢氧化钠是化妆品行业中常用的成分之一，当该成分用于调节护肤

品的pH值时，中国及日本、美国、欧洲等市场的相关法规均不要求在产品包装

上有特殊警示标志。对于南昌市工商局关于宝洁sK-II紧肤抗皱精华乳产品宣传

手册所下的“定义不够清晰”、“对实验数据的描述不够全面”等调查结论，宝

洁表示：“对于南昌市工商局的这种调查结果，宝洁表示接受。也希望通过这封

信向消费者对产品宣传手册中出现的疏漏表示真诚的歉意。”

4月，宝洁公司到南昌市工商局签字认罚，南昌市工商局依据规定，对宝洁

公司做出罚款20万元的决定。20万元的工商处罚对宝洁用于SK—II的推广费用

而言，实属“九牛一毛”。但SK-II品牌因此带来的损失却远不止这区区20万

元。据宝洁内部在4月初对SK-II目标消费群体的当时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受

s肛II的风波影响，SK-II消费者中有12％因此质疑产品的安全性，在高档化妆品

的消费群体中，这个数据为25％。

4月7日，打假人士王海向国家工商总局举报宝洁SK-II广告欺诈消费者。

王海在举报材料中称，宝洁刊登的SK-II护肤精华露的广告“能放大抗老功效2

倍，放大美白功效3倍，放大保湿功效4倍”，所引用的各种数据未表明出处、

且明显没有事实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条的规定。

8月24日，宝洁公司临时如召开sK-II媒体沟通会，宝洁向记者宣读了来自

南昌法院的判决，该判决驳回了原告吕萍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0元由原告

承担，但消费者坚持上诉。

如果2005年宝洁自叹流年不利，则2006年宝洁更是雪上加霜：

2006年9月，来自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消息显示，近日，广东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从来自日本宝洁株式会社蜜丝佛陀公司制造的sK—H品牌系列化

妆品中检出禁用物质铬和钕，涉及宝洁9个产品。

9月15日，宝洁公司官方声明；“安全和质量对于SK一Ⅱ至关重要。SK-Ⅱ

所有产品上市前都经过了公司内部严谨的安全评估，并且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都经

过卫生部严格检验和注册，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有充分的保障。SK—II产品在生产

过程中并未添加文中所涉及的成分。我们也是在今天(9月14日)刚刚接到相

关信息。对于本进口批次产品中发现的问题，宝洁公司将全力配合政府部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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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使之得以顺利解决。”并表示SK-II暂时没有下架的计划。在该声明中，

宝洁表示对问题产品有条件地接受消费者退货。

16日，上海宝洁专柜开始接受退货，但需满足以下前提：1)消费者必须出

示使用该产品而导致皮肤过敏的医疗证明；2)有效的购物凭证原件；3)产品的

剩余量必须大于1／3；4)坚持要求退货者，公司将会就具体情况进行特殊处理，

但处理时间至少要十天以上。

同时在北京，在宝洁声称暂不撤柜之时，庄胜崇光、中友百货、王府井百货

大楼、赛特等多家商场已经对SK一Ⅱ的问题产品进行了停售处理。商场方面表示，

由于问题商品究竟对人体是否有害尚没有定论，考虑到消费者的安全，商场决定

先行停售。

9月20日起，上海开始对全市SK-lI涉嫌问蹶化妆品的撤柜情况进行督查。

上海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SK-II涉嫌问题化妆品应立即撤柜，且在接受消

费者退货时不应设置条件。

22日下午2点左右，宝洁上海分公司遭SK-II事件抗议群众围堵，玻璃大门

被人为破坏，分公司人去楼空。

另一方面，国家质捡总局已就sK-lI事件致函日本政府主管部门及驻华使

馆，要求日方有关部门加强对输华化妆品的管理，保证输华化妆品符合中国国家

标准的要求。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来

自日本进口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工作，确保进口化妆品安全。

10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表示，由于中国国家标准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将

铬和钕列为化妆品中的禁用物质，9月份的检测依据明确，结果准确。从后续检

查结果来看，因为化妆品生产技术上的因素，原料中可能会带入微量的铬和钕，

sK_II被检出的铬和钕就是原料带入所致。但是，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设定化妆品

中铬和钕可以接受的含量水平到底是多少，也没有一个安全限量的标准，另一方

面，正常使用含微量铬和钕的化妆品对消费者健康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国内未

证实有因为化妆品含有微量铬和钕而损害消费者健康的报告。

在SK-II看来，这无疑是为其“正名”，松了一口气的宝沽公司随即发表声

明称，将在恢复在中国上架。然而，实际情况是sK—II在华全面暂停销售己达数

月，虽然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近日透露，SK-II不会永远退出中国市场。但何

时恢复专柜的销售，宝洁表示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已经在中国暂停销售的

SK-II搁置了在中国建厂的计划，但不会永远退出中国市场。

S肛II，这样一个本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档化妆品品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由畅销至暂停销售，这是一场典型的由危机及危机公关的无能所引发的市场退

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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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K_Ⅱ危机的发展阶段与维度识别

首先，考察SK-Ⅱ产品的退市危机，我们发现，该案例在其危机发展阶段中，

实际有两个波峰高潮期与二个波谷衰退期，这样双重峰谷的形态在危机公关中甚

至可说是少见的，极具有典型意义。其态度其危机曲线如图4—1所示。

其实，在第一高潮期来临，即吕萍个人诉SK-II案时，已经提出该产品中含

有“未知成分”，如果此时SK-Ⅱ彻查产品，重新检测，先于质检局查出其含铬、

钕的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可是，sK-Ⅱ对消费者的质疑置若罔闻，简单而粗暴却

又无力的重复“自己的产品有双重保险保证其安全性”的空洞承诺，心存侥幸，

有试图蒙混过关嫌疑。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第一高潮期，消费者、品牌代

言人出于对SK-II品牌美誉度的惯性依赖，有很大部分消费者是仍然信赖其系列

产品愿意继续支持，可以说，SK-II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稳

定。是sK—lI自己没有给自己任何机会，才有了第二次高潮的暴发。高潮II期

彻底击溃了SK_II。

高潮¨期

—＼

＼＼
衰退¨期

． ：高潮I期

乡 ＼
突发期； i／／、弋 §嗍

l扩散I彳 ＼
{／；∥；

／ ； i
／ ! ! L

1
3月21

9月14
9月20

9月30
时

3月10 8月24

2005

图4—1 SK-II危机公关曲线图

根据sK—II危机公关曲线图，我们不难辨析其四重维度：

1)事件维：由于有两个波峰，也标志着该危机有前后两个事件维，一是吕

萍个人诉sK-lI虚假广告，二是广东质检总局查出SK-II含有禁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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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维：无疑是sK_Ⅱ品牌归属的日本宝洁株式会社蜜丝佛陀公司。

3)助益维：在高潮I期，sK-II的广告形象代言人如香港明星琦琦、刘嘉玲

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为SK_II摇旗呐喊公关助阵，代言人作为利益

关系人其站在助益维一侧也是必然的。助益维的第二助益人是政府机构、行业组

织，如南京法院对于第1高潮期诉讼做出的对宝洁有利的判决；国家质检总局对

于化妆品含铬、钕等禁用材料的说明。如果没有权威机构的助益，很难想象宝洁

能继续获得中国销售的通行证。

4)关注维：即是sK-Ⅱ的直接与潜在购买者及普通社会公众。关注维的力

量是巨大的，尽管有国家质检总局对SK_II的“正名”，但公众仍在作惯性的自

觉抵制，于是，SK-II的重归商场、宝沽在中国建厂的战略计划变得遥遥无期。

三、SK一Ⅱ靠金属门”危机的损失

在对SK—II进行危机公关开方施治之前，笔者有意先从各方面评估其损失：

1)销售与利润损失

由于资料有限，商业机密的保护，笔者难以获得SK-II销售与利润的精确数

字，“公开报道显示，在上海，每个sK-II专柜每月的销售额约为40万一50万元。

以每个专柜每月销售额45万元计算，SK-II在中国内地97个专柜一年的销售额

约为5．2亿元，每天的销售额约为145万元。”“

2)品牌损失

由于SK—II历时40天的危机以及失败的危机公关，SK一Ⅱ自2000年进入中

国市场，所精心建立的高档护肤品，甚至“神仙水”市场形象基本损失贻尽。据

笔者使用奇虎网站的网络新闻搜索统计结果显示，剔除重复新闻，自2005年3

月至2006年3月，与sK一Ⅱ“金属门”相关的新闻约有1000条，然而不幸的是，

几乎全是负面新闻。负面新闻涵盖了SK-Ⅱ金属门事件各个方面，几乎全国各地

的主要新闻媒体与各大网站都有介入。SK_Ⅱ作为国际性品牌，此次事件的无形

损失无法估量。品牌损失既包括品牌形象损失也包括品牌地位损失，据新浪在

2006年9月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6．65％的消费者承认以后不会购买SK_Ⅱ化妆

品，而对当时SK一Ⅱ否认产品含有违禁成分的辩白，87．06％的参与调查者认为其

在撒谎。后果之严重可见一斑。

3)渠道损失

在sK一Ⅱ危机公关处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渠道与厂商的不和谐，表

现在：1)SK-II在危机扩展期以强硬态度不撤柜时，各大渠道单方面进行先行撤

柜处理；2)在危机高潮期，SK—II接受客户退货的时候，一些渠道不能有效配合，

助长了消费者的不满，加重了危机处理的难度；3)SK-II在危机衰退期，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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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质检总局的正式“正名”之后，从2006年lO开始努力试图重回各大渠道柜台

时，不能得到渠道的有效支持，一些城市的原渠道己退出，或者渠道直接拒绝，

至于从前在渠道终端的优越卖场地位更是不可复得。

4)市场份额损失

竞争者不会放过每一个对手的弱点，在SK一1I近半年的危机生存中，一些竞

争对手品牌乘虚而入，如香奈儿、雅顿、倩碧、兰蔻、迪奥、雅诗兰黛等品牌直

接填补了SK-II撤柜后留下的卖场空白，乘势扩大了市场份额。对此，宝洁SK-

11只能“望市场而兴叹”。

5)人力资源损失

在SK．II于2006年9月下旬暂停销售后，原sK-II的400多营销人员只好被

动的享受带薪假期，不难推断，由于SK一Ⅱ一直无法复柜，销售人员或者被整编

入其他事业部，或者被遣散，或者被竞争对手“挖墙角”。总而言之，危机对于

人力资源储备是一次严重打击。

6)战略步署损失

宝洁厂商曾计划中国建厂，而由于“金属门”事件，该国际市场战略只得无

限期搁置，由于也将造成财务、运营的一系列损失。

那么，宝洁在“金属门”危机公关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是否存在更佳的危

机应对可能呢?笔者将在下述章节进行论述。

四、SK-II危机公关的失策分析

笔者在第三章的危机公关的媒体传播策略中，已然提出，利用“5T”来与媒

体及公众沟通，即：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提供全部情况；

●尽快提供情况；

● 向关键媒体提供情况；

● 以真诚态度提供情况；

对照SK-II的危机沟通表现，可以说，在“金属门”危机中，sK一1I有“六

宗罪”：

1)说法不一，前后矛盾

在“金属门”事件中，sK-II公关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说法不一，言

辞反复，前后矛盾的致命错误。在广东质检总局发布其产品检出铬、钕等禁用成

分后，SK-II公关人员第一反应是坚称“SK-II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未添加违禁成

分”，仅仅4日之后，其就不再坚持该说法，然而其在公众心里“说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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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法挽回。这种错误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如出一辙，结果都是得不

到公众的原谅。

2)霸王条款，退货苛刻

在其成分中确含禁用成分这个铁的事实面前，SK一Ⅱ公司仍然态度强硬，一

方面不得不同意客户退货，另一方面搞出所谓的退货《简易协议书》，而有关工

商部门明确指出，“sK-II涉嫌问题化妆品的供应商在受理消费者退货时要求消费

者签署协议书属于违法行为”。该《协议书》订定了苛刻的退货霸王条款：

第一、消费者必须出示使用该产品而导致皮肤过敏的医疗证明；

第二、有效的购物凭证原件；

第三、产品的剩余量必须大于1／3：

第四、坚持要求退货者，公司将会就具体情况进行特殊处理，但是处理时

间至少要10天以上。

更为过分的是，该《协议书》中“尽管产品本身为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问

题”的条款，明显违反了客观事实。并有多处违法合同法的无效条款，不仅受到

上海市工商局的严肃批评，而且再一次激起了消费者的愤怒。

3)言行不一，再伤人心

在SK-Ⅱ向公众公开表明撤柜、停止销售的时刻，媒体在暗访中以消费者身

份致电某些专柜要求购买“问题产品”时，却被告知：“来了就知道了，柜台有

卖!”虽然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出现在SK-II撤柜的初期，其原由是由于厂商与

渠道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但仍然反映出SK-II没有要求渠道严格执行撤柜。

4)避而不见，态度倨傲

宝沽SK_II是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其在中国拥有97个专柜，设有多个分公

司，一些分公司的当地负责人由于没有得到总公司危机处理组织的应对政策传

达，而不敢、不愿、不知如何面对公众与媒体的质询，而采取避而不见的驼鸟政

策，结果却适得其反，媒体由于不能获得来自宝沽公司的正面消息，于是小道消

息满天飞，在媒体的笔下，一个态度倨傲的宝洁负面形象逐渐形成。

5)临危见弃，渠道双输

根据相关报道，SK-II的渠道商通过经销其sK—II系列产品，利润可高达35％。

高利润的驱动，一度是sK一Ⅱ对其渠道伙伴进行合作与控制的杀手铜，然而，令

S卜H始终不及的是，在“金属门”危机面前，渠道与sK—II却并能齐心共度难

关，而颇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架势。然而，这似乎也怨不得渠道，是sK—II

一开始就没有制定一个能与渠道共赢的危机公关策略，却走向了一个双输的不归

路。

在本文第三章的危机公关渠道控制策略中，笔者以博弈论证明了产品质量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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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面前，渠道选择暂时撤柜是其最优决策，既然如此，厂商选择与渠道一致，或

者抢先主动要求产品下架撤柜，才是一个双赢的最优决策。而在S卜II案中，我

们看到，渠道果然选择主动撤柜，而厂商，SK-II公司反而坚持继续销售，这样

就形成了“厂商不召回，分销商撤柜”的“次差”决策，渠道与厂商发生了分歧。

直至危机发展至高潮期。厂商才恍然同意产品召回退货，为时已晚，分歧一旦发

生，厂商一系列化解危机公关的举措得不到渠道的支持，如退货时发生柜台入去

楼空不负责任的行为。

及至sK一Ⅱ开始努力回归卖场时，一些城市的原渠道已退出，或者渠道直接

拒绝，至于从前在渠道终端的优越卖场地位更是不可复得。

6)高层缺位，公关失语

在危机公关中，公司高层适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澄清事实，向公众致歉，往

往能起到抚慰消费者、公众与媒体的危机化理高招之一。强生泰诺案中的CEO

戴拉便是如此，他不仅反复通向媒体向公众致歉意，表达诚意，还亲自参加死难

者葬礼，泪流感面，与死难者亲属感同身受，并在危机公关史上第一次提出产品

召回的概念并付诸实施。难而，在宝洁案中，现身前台的始终只是宝洁中国公司

公关部的经理人员，而且言辞反复、苍白，给公众不良印象。宝洁的高层始终隐

于幕后，仅仅是在国家质检总局“正名”之时，2006年10月24日，宝沽sK_

II公司的总裁Shivesh Ram才发表了官方公开信件，承认其原料中含禁用方法，

却又强调该成方为原料所带，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五、SK一Ⅱ危机公关方案设计

其实，宝洁SK-Ⅱ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而不至于以产品退出市场而告终。SK_

Ⅱ作为宝洁公司旗下的高端品牌，本就拥有众多资源可利用，如果SK-II有二套

完善的危机公关方案，“金属门”危机未必是不可化解的。笔者欲借本文为sK-

II设计一套危机公关运作方案。

(一)SK-Ⅱ危机公关资源分析

1．品牌形象资源

SK-Ⅱ进入中国10余年，经过宝洁公司强大的市场营销运作，SK-II作为高

档护肤化妆品的品牌形象已经定位，其品牌内涵包含：“明显改善肤质”；“适合

东方女性”：“尊重有雅”等。在高档化妆品中，SK-II品牌在中国及东亚地区占

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据宝洁的2006年6月30日结束的财务年度报告里，宝洁公

司利润上涨25％，达到86．8亿美元。占据全球美容产品市场约10％的份额，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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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档化妆品领域的增长都在10％以上。而SK-lI在进入中国短短的五六年间，

在中国大陆销售额已经达到高居高端化妆品市场前三名。估计SK—II的市场份额

贡献率应不低于30％。SK—II品牌的美誉度、客户忠诚度也较高，就这解释了为

什么sK—II在经历了第一次危机波峰后其市场销售额并无明显下降，而众多女性

消费者仍然对其有购买偏好。

强大的品牌形象资源是SK—II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资源，良好的品牌形象有

助于SK-II危机公关中发布正面信息、获得媒体的支持、稳定消费者。

实际上，保护sK一1I品牌形象就是“金属门”危机公关的首要任务。

2．公关支持资源

依托宝沽公司，SK-II的公关工具资源不可谓不丰富。sK—II拥有：1)品牌

形象代言人：如香港明星刘嘉玲、关之琳、琦琦等；2)现代化的营销工具：SK_

II网站、sK一Ⅱ在各卖场终端、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各大网站的广告资源，

电子媒体资源；3)SK-Ⅱ及宝洁公司数十年在中国运营所建立的与政府相关机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组织等“助益维”的良好关

系；这些公关工具资源在危机公关中都应被充分利用。

3．组织配备资源

宝洁公司建立有独立的中国公共关系部，设在公关经理及相应职位，全面负

责企业的对外公共关系，当然也包括危机公关工作。同时，宝洁公司拥有训练有

素、经验丰富的员工及营销人员队伍，优良的组织资源配置使得宝洁能及时集中

人力开展危机公关。

4．公关费用资源

宝沽独立的公共关系部门应有充足的公关费用资金预算，因此，危机公关的

费用应不是问题。即使“金属门”事件事出突然，然而该事件关系品牌存亡，是

宝洁公司当时头等公关大事，对“金属门”公关项目的资金预算安排应放在首位。

或者，宝洁公关部直接配备有“年度危机公关预算”之类的项目开支费用，一旦

危机公关发生，可直接启动相应预算资金。

5．渠道终端资源

资料显示，宝洁SK-II在各地市拥有97个专柜，SK—II的经销商约有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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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空间，如此高额利润的吸引，使得sK-II的经销商从意愿上是愿意支持sK-

II进行危机公关，共渡难关的。SK-II广大的终端渠道分布也便于SK—II危机公

关措施的执行。只要策略得当，渠道会紧跟SK-II的步伐。

(二)SK-Ⅱ危机公关方案

1．成立。金属门”危机公关专案组

在宝洁SK-II现有的中国公共关系总部的基础上，组成“金属门”危机公关

专案组。该专案组可以矩状式组织形式成立，应包括下列专业人员：

● 高层管理者：至少是SK-II事业部总监层级管理者作为危机公关专案

组的领导人物。高层管理者的直接介入，可以向外界表现S卜II对危

机事件的重视程度。

●公关部经理：作为危机公关的实际领导者，具体制定危机公关计划并

组织实施。

●技术支持人员：“金属门”事件属于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在进行危机

公关时，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指导公关人员进行技术方向的解释与澄

清。

●市场部经理：对“金属门”事件的撤柜、退货等货后服务事项进行具

体执行。

·渠道部经理：将专案组的危机公关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向渠道进行传

达，团结渠道，要求渠道配合执行。同时监控渠道的反应上报危机公

关专案组。

2．。金属门”危机实时监控

从第1次危机扩散期开始，SK-II的危机公关专案组就应对该危机实时监控，

并利用I期衰退期进行危机善后工作。在SK一Ⅱ“金属门”危机第1次波峰之后

衰退期，SK—II与江西消费者吕萍的官司获得胜诉，此时，SK—H应该外松内紧，

在对外请出刘嘉玲、琦琦等明星代言人作支持，稳定消费者人心的同时，内部应

开始暗查SK_II的“不明成分”的配料问题。危机公关专案组应将消费者的诉论

材料上报公司最高管理者，组织产品质量技术检测，查验原材料入货渠道，查清

是否存在“不明成分”，不明成分的来源如何等等。如果SK-II在第1波的衰退

期着手进行该项工作的话，也许第1I波峰就可以从根本上免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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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属门”危机第1I期的危机公关方略

在S卜Ⅱ未能利用第1波谷时机消弥危机之后，终于引来了Ⅱ次波峰，此时，

危机公关专案组只好密集公关以期亡羊补牢。

1)根据“48小时”危机公关黄金原则，在第1I危机扩散期，即广东质检

局发布违禁成份报告的次日，即9月14日，SK-II发布公开声明。实际的运作是

SK-II也发布了公告，然而该公告却成为日后SK_II的“罪证”。

其公告声称：“安全和质量对于SK—I至关重要。SK_I所有产品上市前都经

过了公司内部严谨的安全评估，并且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都经过卫生部严格检验和

注册，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有充分的保障。SK-I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并未添加文中

所涉及的成分。我们也是在今天(9月14日)刚刚接到相关信息。对于本进口

批次产品中发现的问题，宝洁公司将全力配合政府部门了解情况，使之得以顺利

解决。”

这份公告犯了“武断”之错，“sK—n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并未添加文中所涉及

的成分”，该旬断然否定了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检测结果，这是非常严重

的错误，质检局作为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不是不可以质疑，但绝不可当即否定，

这份声明的不当措辞破坏了与“助益维”的关系，使得sK—11日后的公关活动平

添障碍。假设该声明能修改为：“安全和质量对于SK-II至关重要。SK_II所有产

品上市前都经过了公司内部严谨的安全评估，并且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都经过卫生

部严格检验和注册，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有充分的保障。关于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成SK-Ⅱ9种产品含有违禁成分事宜，我们也是在今天(9月“日)刚刚

接到相关信息，公司对检设机构的结果表示尊重及严重关注，将全力协助调查，

查清事实。对于本进口批次产品中发现的问题，宝洁公司将全力配合政府部门了

解情况，使之得以顺利解决，并及时通告广大消费者。”

2)声明之后，立即向电话、传真、网络等方式向全国代理商及渠道终端发

出SK-II 9种涉案产品的撤柜召回通知。而不是暂不撤柜，贪图当前销售利润的

强硬态度。产品的召回与撤柜不应附加任何条件。危机专案小组应建立24小组

撤柜退货热线，随时回应消费者；在宝沽官方网站建立SK-II危机处理专区，发

布官方危机处理信息与危机处理进程。撤回全部sK-Ⅱ卖场问题产品广告，代之

以产品召回公示。

3)危机专案组的公关部经理作为危机公关的官方发言人，统一发布新闻稿；

同时专案组指定各分销区域的地方总发言人，一要保证全国的发言人在公众面前

口径一致，二要保证各区域都有相应指定发言人，没有发言真空区。

4)对于因SK-II暂时撤柜而造成的卖场专柜空白，由于当时sK一Ⅱ系列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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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基本都被列为问题产品，那么可以宝洁旗下的其他高档化妆品上架，如“封面

女郎彩妆”系列，以填补市场空白，也为以后sK．Ⅱ回归柜台作好渠道准备。

5)由产品召回所导致的销售损失，宝洁公司可商定与分销商之间的损失分

担方案。对外一致退货，对内视情况分担损失的方法是可行的。宝洁公司与分销

商可确定；未销售、包装完整、未使用的9种产品由宝洁公司无条件收回；己售

出并被消费者使用的产品被退回的，由SK—II向分销商折返30％’5096货款。

6)积极公关“助益维”，开展公益事件公关，宝洁曾在2005年第1次波谷

衰退期时，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其公益品牌——“生活、学习和成长”，并向中国

公益事业第一品牌——希望工程捐献了400万元。公益活动是有助于宝洁SK一1I

维持其名牌形象的，在危机II期SK-II仍应继续相应活动，比如将SK_II问题产

品此前部分利润捐献给公益机构，表现其企业公民的责任心。

7)正确发挥明星代言人的作用。刘嘉玲、琦琦等明星在危机I期发表的“继

续支持SK-II”类似的言语，在当时是不甚合适的，果然招至消费者甚至明显支

持者的反感。那么，在危机II期，SK-II的明星代言们仍然应该站出来，注意，

明星代言人的位置此时应与消费者站在一起，比如让明星代言人与普通消费者进

行访谈互动，协助消费者向宝洁公司解决投诉退货问题，发挥代言人贴近消费者、

安抚消费者的作用。

8)查实含铬、含钕金属化妆品的入货渠道。并将之公之于众。虽然sK—lI

在后继声明中声称铬、钕金属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但这种解释仍然是不具有说

服力的，毕竟，不是市面上的每种化妆品都含有该成分。因此，此时的公关方法

不是辩解禁用金属来源合法，而是要适时堵住问题供应渠道。SK—H可仿效肯德

基“苏丹红”的做法，将原料供应商公告公众，并将其剔除，将板子打在供应商

身上，透过转移公众注意力，缓解危机。

9)如果某品牌长时间的从大众视野中消失，品牌将被公众遗忘。SK-Ⅱ在经

历危机II期高潮期后，应抓紧时间进行新产品研发，改进配方，推出完全不含铬、

钕等违禁金属的改良产品，配合大规模的营销活动，淡化公众记忆，使S耻II重

归柜台，赢回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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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语

SK-II“金属门”危机从“东窗事发”到“黯然退市”迄今已近半年，sK-

Ⅱ化妆品在各销售终端卖场留下的空白也早已被其它品牌迫不及待地填补，然而

SK-II失败的危机公关仍在引发管理学者与市场中弄潮的营销者们深思。虽然历

史无法假设，但对拥有丰富资源与成熟市场经验的宝洁sK_Ⅱ来讲，确实SK-II

本可做得更好。成立危机公关专案组，对“金属门”危机进行实时监控，在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的尴尬之中密集危机公关，如果能使用笔者所设计的一系列的公

关行动，发布声明、召回产品、妙用代言人、品牌补位、公益营销、新产品研发

跟上，SK-Ⅱ化解危机未必便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回顾历史，多少著名企业

都曾遭遇危机，强生泰诺、中美史克、肯德基、麦当劳、英特尔、微软⋯⋯愈挫

愈强并不是一句空话，努力克服危机之后的企业正所谓“浴火重生”，企业藉此

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之上而获得世人的尊敬与仿效。相反，危机面前，任何

“捂”、“谎”、“盖”、“避”都是将危机向最坏方向指引的“恶魔”。这倒正是应

了所谓莫菲“魔鬼定律”：如果事情能够变得更糟，那它一定会变得更糟。

危机公关作为危机的应对策略，说到底，还是一个企业作为“企业公民”的

责任心与态度问题。危机公关要求企业有宽广、坦荡的胸襟，以消费者利益、社

会公众利益、员工、股东利益为重，否则，如果仅试图以危机公关的“技巧”来

蒙混过关，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正如笔者所建立的“钻石危机维度图”，“事件

维”、“助益维”、“关注维”，这三维齐齐指向“责任维”，在当代高速、高

效、无界的信息沟通环境下，新型媒体的出现加快了危机转播的速度；危机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日益显著；一些拥有高等级品牌的企业遭受危机的频度更高，“责

任维”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而任世人评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危机公关

是帮助企业恢复稳定的公共关系高端课题。学习危机公关，需要从理论上把握危

机的突发期、扩散期、高潮期、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利用危机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可有效的控制与妥善处理危机，如突发期与扩散期就是危机处理的早期机会，

而高潮期对危机公关的需要最为重要，衰退期的危机善后处理将作为企业的危机

管理经验库。

危机的钻石模型，也说明了危机中各力量问的博弈，环境促成了危机，造成

企业危机的环境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尤其是微观竞争环境中，购买

者、供应商、潜在进入者、同业竞争者从不同的动机与行为模式上影响危机。购

买者维权意识与事故追究能力增强；供应商的质量瑕疵可能绑架上游企业“连坐”

陷入危机；潜在进入者利用企业危机短板乘虚而入；竞争者不会放过对手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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纰漏发起“危机”进攻，当然也可以帮助企业化解企业。而企业与分销商之间在

危机面前更形成了一种撤柜、召回的博弈生态，或者以最优决策共同将损失降至

最低，或者双输沦为商战惨烈牺牲品。。

危机是如此这般残酷，所幸危机公关也不是泛泛而谈，“4R”危机监测预警

机制，可以有效的对危机进行预防、减缓、反应、善后；“5T”的媒体传播公关，

告诉管理者应当如如何说，说什么：以“我”为主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尽

快提供情况，“向关键媒体提供情况”；“以真诚态度提供情况”。而订立危机公关

渠道控制策略，以统一口径、统一行为共渡难关，便是努力将渠道拉回到双赢的

最佳危机公关状态的举措。而危机一旦涉及到法律诉论，危机公关处理者必须了

解公众对于危机诉讼的普遍态度，公众的天然同情“弱者”，使得企业这样的强

势法人不得不面对舆论的有罪推定，官司易赢而民心难求，企业在危机诉讼中一

定要大度、低调，牢记不可与媒体打官司的金科玉律。最后，借助危机打一场品

牌破冰或者新产品开发攻关，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化“危”为机的华丽转身。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加大，可以预言，我们还将看

到更多的企业不断陷入各种各样、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危机”，笔者希望，通

过拙文的小小探索能对企业的危机公关有所帮助。

58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oll为案例的研究

注 释

1薛锦霞．现代企业危机管理及其应用[J]．商业研究，2002，(02)：7—8．

2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09．

3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4

Hopesome．一个博客引发的一场公关危机[EB／OL]．播客宝典。2005--08--25：

5刘齐．危机公共关系若干理论研究[D】．重庆：西南范大学，2000．．

‘黄松江．面对公关危机灵活开展危机营销[J]．江苏商论，2001，(01)：35--36

7宋子慧．企业头上的一把双刃剑[J]．市场周刊·商务2004，(∞)

3罗业恺．浅淡高校的危机公关口]．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2)：17

9庞亚辉．2003年度十大企业危机公关案例[EB／OL]．全球品牌网，2004一嘶一27：

10迈克尔·里杰斯特，朱迪·拉尔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0．

“阮朝辉．危机公关的维度研究[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05)：63

—65

”菲利浦·科特勒．营销管理(第十一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

”宋慧丽，李炯．突发事件与网络传播特点CJ]．新闻爱好者，2005，(11)：42．

“彭赤兵．照络条件下公关危机的防范[J】．企业经济，2005，(10)：66—7．

”赵士林，彭红．现代危机意识与危机报导[J]．新闻记者，2004，(10)：18—19．

”薛平．品牌及品牌的若干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经纬，2003，(02)：鹋一70．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杨涛．新闻报导与危机公关[J]．新闻记者，2001，(0r7)：39—40．

”秦晖．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J]．新东方，2003，(∞)：42—44．

”秦晖．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J]．新东方，2003，(03)：42--44

“相晓东．富士康诉讼案成危机公关反面教材[EB／OL]．全球品牌网，2006--09--2：

2王建．学会事件营销【J]．通信企业管理，2006，(10)：23—24．

”黄晶，李世公．强生Tylen01．．危机公关经典[J]竞争力，2005，(02)：78—79
“胡红伟，李武．SK-il停售1天受损百余万[N]．新京报。2006，9(26)：15．



042025505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II为案饲的研究

参考文献

(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勇剑，陈百助：‘危机管理——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杜，2003。

常士正：‘企业危机公关的时代特征》，‘现代企业》2005年第11期。

陈浩、夏曦：‘破解金龙鱼危机公关策略)，‘广告大观(综合版)》2005年第3期。

陈贺新：‘中国企业危机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6月4日。

陈文：‘透视危机公关管理的程序》，《经营者》2005年第11期．

杜岩，谭春华：‘企业公关危机管理理论和对策研究》，‘山东经济》2006年第2期。

菲利浦·科特勒：‘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郭惠民：‘危机公关中如何应对“愤怒的消费者’，‘中国产经新闻报》2004年8月31日．

郭晓凌：‘品牌层级与品牌战略》，‘商业时代》2003年第15期。

韩建立，胡风培：‘企业危机认知和应对策略》，‘人类工效学》2003年第3期。

黄江松：‘面对公关危机灵活开展危机营销≥，‘江苏商论》2001年第1期，

黄松江：‘扫描公关危机》，‘经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吉福林：‘零售企业促销策略》，‘商场现代化》1996年第2期。

黎敏：‘杜邦“特富龙”危机公关给中国企业的启示》，‘公关世界》2005年第1期。

李继红：‘企业常见的七种公关危机及成因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李继红：‘企业危机公关的对策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李庆：‘公关危机中的媒介作用及对策分析》，‘企业经济》2003年第3期。

李卫华：‘公关危机的处理与防范》，‘管理科学文摘》2004年第6期。

李颖灏：《解读危机公关中的媒介操纵策略》，‘中国记者》2005年第4期。

粱桦：《APP事件：失策危机公关》，‘经济》2005年第4期。

林安·斯蒂文森：‘沟通解决公关危机的金科玉律》，‘中国企业家》2002年第3期。

林宁：‘危机营销险中求胜》，‘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5日．

刘怀宇，韩福荣：‘品牌危机公关策略分析》，‘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22期。

刘卫：‘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信息管理》，‘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5期。

刘希平：‘公关危机管理流程》，‘数字财富》2004年第lO期。

罗伯特·希斯著，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迈克尔·里杰斯特，朱迪·拉尔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迈克尔·里杰斯特著，陈向阳、陈宁译：‘危机公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孟建、钱海红：《富士康危机公关的四大迷思》，‘新闻记者》2006年第10期。

庞亚辉：‘PC激怒广州白领，惠普危机何以求解?》，‘科技智囊》2005年第10期。

∞



042025505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II为寨饲的研究

彭赤兵：‘网络条件下公关危机的防范》，‘企业经济》2005年第10期．

乔建锋：‘在危机处理中的定位问题》，‘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19期。

秦晖：‘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新东方》2003年第3期。

曲波：‘企业突发性营销危机对策研究》，‘技术经济》2003年第7期。

阮朝辉：‘危机公关的维度研究》，‘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司帆：{PK丑闻—洋品牌在华危机典型案例》，‘现代企业教育》2006年第4期。
宋慧丽，李炯：‘突发事件与网络传播特点》，‘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11期。

孙彩，张剑英，李煜华：‘企业危机公关若干问题探讨》，‘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1期。

谭恒；‘企业危机公关的媒介策略选择》，‘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26期。

涂小林、曾恒阜：‘南山奶粉误上黑名单后的危机公关》，‘中国食品报》，2004年8月16日。

王德迅：‘国外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纵横谈》，‘求是》2005第20期．

王风云：‘公关在国际化和网络化时代的新使命》，‘市场观察》2006年第8期。

王灏：‘危机管理。5R”模式对中国危机报道的启示》，‘新闻界》2005年第2期。

王建：‘学会事件营销》，‘通信企业管理》2005年10期．

王立伟：‘跨国公司危机处理集体失效中国》，‘东方早报》，20晒年6月13日。

王水嫩：‘危机与企业声誉》．‘经营与管理’2003年第12期。

王英：《宝洁为何陷入诚信危机?》，‘财经时报》，2005年3月21日．

吴凡：‘竞争情报助力企业危机公关)，‘rr时代周刊》2005年第1期。

吴应快，张志强著：‘扫雷：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危机公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吴勇毅：《跨国企业在华的公关危机》，‘经营管理者》2006年第2期。

夏晓晖：‘企业品牌危机公关之凤凰涅磐》，‘广告大观》2005年第5期。

相晓冬，‘欧典危机公关的难和易'，‘中国产经新闻报》，2006年11月2日。

徐展勤：‘关注危机处理中的几种法律关系》，‘中国新通信》2006年第6期。

薛平：‘品牌及品牌的若干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经纬》2003年第2期。

杨涛：<新闻报道与危机公关》，‘新闻记者》2001年第7期

叶秉喜：‘危机公关传播的。5WIH”法》，(rF时代周刊》，2003年第19期。

曾忠禄，张冬梅：‘动荡环境下的战略管理工具》，‘情报杂志》2005年第4期。

张岩松：‘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张勇：r特富龙”拷问企业危机公关》，‘经济日报》，2004年8月9日。

赵定涛，李蓓：‘企业危机动态管理模式)，‘管理科学》2005年第3期。

赵刚，包昌火，刘筱雯：‘企业危机公关与竞争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5期。

赵士林，彭红：《现代危机意识与危机报道》，‘新闻记者》2004年第加期。

赵志立：‘新闻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

61



042025505李钦 企业危机与危机公共关系——以SK-II为案例的研究

后 记

坐在复旦北苑春日温暖的宿舍之中，当键盘敲下“后记”两字时，一时之间

百感相集。这篇《企业危机公共关系营销——以SK—II为案例的研究》将成为本

人三年的MBA学习生涯的一份答卷写入记忆的存储芯片。

选择危机公关作为论文题目，多少与本人之前作为一名市场营销管理人员的

职业经历有关系，曾见识过不少组织因为危机公关而弄得焦头烂额，苦恼不堪；

更赞赏一些企业在危机面前临危不乱，气势非凡，长袖善舞。一些企业危机公关

的教训使得我对这个课题一直颇感兴趣，尤其是近年一些跨国企业纷纷在危机公

关管理中马失前蹄或者因祸得福，也使得危机公关问题更富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的选题获得了尊敬的苏勇导师的支持。而在选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资料的碎片无法有效的整理与组织，是苏老师一次又一次的为我拔开迷雾，指点

迷津，引导我学习论文写作的逻辑严密与资料规范。苏老师曾在深夜给我打来长

长的电话一点一滴的指出论文的纰漏与逻辑的混乱，细心的苏老师甚至亲自将论

文初稿需要修改之处一页页的折起来告诉我不要遗忘⋯⋯凡此种种，怎不令人感

动，有这样好的导师，真是鄙人复旦学生生涯之幸!

离开熟悉的深圳，来到大上海，来到复旦圆我的MBA梦想，是我最可尊敬、

最亲爱的父母与兄弟给了我支持。父母与兄弟们的每一次电话，从不让我为他们

担心，他们对我也别无所求，只要我能够开心快乐足矣，亲情最是无私，每每念

及。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而同学、朋友是人生的一大财富，在我的人生低潮期，

是围绕在周围的一群深圳、上海的同学们给予我关心、支持，大家彼此扶助，共

渡难关，始终保持积极与乐观上进的人生态度，走出苦闷，完成学业。在此，我

也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李钦

2007．4．24于复旦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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