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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  

全球授权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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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影视，授权和内容相关行业的公司而言，借助媒体公关，可以经济有效的帮助他们获得

IP的曝光率。 

• 依托专业的媒体公关公司，可以很好的帮助公司从目前强大媒体关系中获益。无论是新闻稿，评
论或是引用形式的文案，通过公关传媒公司高标准的创作和发布，能吸引媒体的兴趣，形成和媒
体互动效果， 而且因为方便媒体使用，从而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品牌的覆盖面。  

• 与合适的传媒公关公司合作，已经被证明可以很好的帮助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需要跟传媒公关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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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公关能给你带来什么？

传媒公关公司带来的效益有如下几个方面： 

• 带来更多阅读量 

• 无论是否有广告预算，都更具有经济效益 

• 提升公司和关键人物形象 

• 对公司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让公司对其合作伙伴产生

更大的合作吸引力 

• 提升线上和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 

• 提升检索结果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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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牌特征

•传媒公关是推广内容相关业务时非常有影响力

的一环，能够帮助影视和授权行业提高信任
度。 

•信任度的提高能够帮助提高品牌的可见度，公
众的认知度和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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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信任度

•好的传媒公关文案通常被媒体原文
使用，因此所传递的信息能够得到
正确的表达，并赢取读者的信任
度。  

•媒体的覆盖能够帮助提高潜在的客
户群以及商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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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流量

•通过对线上和社交媒体的公关工作
进行优化，能够提升搜索引擎端的
检索结果排名，因此可以导入更多
客户，从而带来更多的流量。 

•有说服力的线上公关工作能够把普
通浏览者转化为潜在的用户，同时
提升品牌的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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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ogrammedia的理念
“We are a hands-on tight knit team, who aim to not just react to client requests but to 

anticipate what they might want or need. That some of our clients have been with u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we feel, is testament to how hard we work to deliver great results.  

We are always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and like the industries we work in, we are very 
sociable. We love what we do and the people we do it for and most of all we love to say, 

‘yes’“ 

我们潜心工作，为的不仅仅只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而是真正从客户的需求出发 ,为客户着想, 提供
真正能够帮助到客户的服务。因此，很多客户跟我们的合作关系已经超过了十年以上。 

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和从事的行业，并且真诚友好的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客户。 

Jane Garner, Kilogrammedia创始人



Kilogrammedia的工作

Kilogrammedia是一家专門服务于授权经销和影视领域的传媒公关
公司，公司设在英国，目前已经跟世界各地的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Kilogrammedia的目标是成为客户的外设新闻发布室，帮助客户将
授权和影视相关的新闻进行最大化覆盖



为客户创造最出色的内容 

新闻稿撰写（不限量） 

管理文稿审批流程 

撰写相关的文章，并且在主要相关刊物刊登 

处理来自媒体的新闻需求 

组织来自客户的引用和评论用以满足媒体的需求（这些引用和
评论本身可以都由Kilogrammedia撰写，然后由客户审阅哪些
可以进行发布） 

编写展前快讯 

获奖作品活动相关支持 

管理中小型活动 

编写客户社交媒体平台活动

分享客户的新闻 

将新闻稿分发给合适的媒体 

分发图片 

分发展前快讯 

安排访问 – Email，电话，面对面
（如果是面对面形式， 

Kilogrammedia 会在场进行协
助） 

分享能够帮助到客户的任何其他
形式的公开信息

报告 

Kilogrammedia提供多种报告形
式可选： 

  
•书面报告 

•常规的电话/skype沟通 

•重要展会期间举行会议 

  
•此外，Kilogrammedia每个月
例行提供PDF版本的新闻报道
总结  

Kilogrammedia 的服务



Kilogrammedia所服务的部分客户展示



Kilogrammedia 
部分作品展示



部分Kilogrammedia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作品展示
更多在各大媒体上的
作品展示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构筑公众的品牌认知



10,000 
 欧洲

5,900 
德国/欧洲

20,000 
 欧洲

8,000 
意大利

20,000 
法国/全世界

*Combined Print and Digital  
数字和印刷版本发行量

15,000; 全世界

120,000* 
全世界

6,000 
全世界（仅限数字版） 

未公布的发行量/全世界

60,000 
全世界

84,000 
全世界

40,800* 
全世界

102,000 
全世界

100,000 
全世界

126,000* 
全世界

110,000* 
全世界 13,000 

全世界

36,000* 
英国

18,000* 
全世界

9,500* 
全世界

我们的部分媒体合作伙伴展示: 900,000+ B2B 潜在发行量!
授权媒体: 348,900 发行量 影视媒体: 555,300 发行量



主要刊物- 授权



主要刊物- 影视



Client Case Study - 总览

• Bulldog Licensing 是欧洲的一家排名前列的授权公
司，他们跟Kilogrammedia的合作已经超过了10年。 

• Kilogrammedia会将Bulldog活动相关的新闻报道进
行剪辑 

• 新闻报道剪辑每月发送一次 

• 剪辑一般汇总过去两个月由Kilogrammedia分转出去
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剪辑所覆盖的信息受刊物发布
报道的时间的影响。 

• 这个case study的剪辑是2018年10月发给Bulldog

的，包含了8月和9月的两个报道。 

www.bulldog-licensing.com

http://www.bulldog-licensing.com/


• 单2018年10月的报告就被发行量超过320,115的媒体使用，大约有960,345阅读量 

• 如果需要达到同样的覆盖面，广告费用的支出将需要  英镑£17,100**                                                                             等
值的其他货币支出金额 @2018年11月12号:  美元$22,200 / 人民币 154,000 / 韩元25.1 百万/ 日元2.53百万 

*阅读量一般认为是纸质媒体发行量的3倍左右 

**Please note there are no strict rules as to calculating AEV.  For AEV calculation, one page of editorial is the equivalent of one page of advertising 
at the standard advert pricing. 

www.bulldog-licensing.comClient Case Study - 媒体覆盖

http://www.bulldog-licensing.com/


• 请注意不是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这里有展
示。这里展示的是10月份早期并且没有包
含在前一份报告里面的新闻报道 

• 黄色标亮的是10月份，没有标亮的是前期
的部分报告内容

Client Case Study - 总结页 www.bulldog-licensing.com

http://www.bulldog-licensing.com/


Sian Dorrington  
Sian是Jane主要的工作伙伴。她同时负责新闻稿以及图片在递送给媒体以前经过全面
的审核。 

Kilogrammedia 人员组成

Jane Garner: Kilogrammedia创始人 

Jane在这个行业有超过20年的从业经验。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她是一名记者，因此她非
常知道如何帮助客户进行媒体覆盖的最大化，同时她跟很多主要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Vaughan O’Grady and Martin Sayers  
Vaughan and Martin 在Kilogrammedia负责写作， 他们能快速的了解客户和他们的需
求。他们的写作范围包含了各种形式的文案，并且以精准和快速能获得客户的审核著

称。

Robert Garner: 公司负责人 

Robert的主要职责是处理财务和法务相关的事务，除此以外他也帮助决定公司的发展方
向。他是Jane的哥哥，目前居住于上海。 



Kilogrammedia 人员组成

Jackdaw 
Jackdaw是我们最贴心的門卫和开心果。

Decia Lane  
Decia’s 负责管理所有Kilogrammedia发布的新闻，并且将纸质和在线的新闻制作成剪辑每

月发送给客户，同时会附上工作细项总结页和相关的涉及的媒体信息 。

Rachael Florence 
Rachael 负责Kilogrammedia的社交媒体以及有此需求的客户。她对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经验丰富，除了
常规发布相关新闻，还会时时监测不同的网站，以快速的回复各类的提问和评论。



基本上， Kilogrammedia根据客户所选的不同套餐按月收费，一旦
选定套餐，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套餐里面，不会再额外收取客户其
他费用。 

发票开具方和收款方都是Kilogrammedia. ZenWork是
Kilogrammedia的代理公司，不承担开票和收款工作，除非是需要
语言翻译支持。

费用架构



6个月标准套餐 - 不限量服务包 - £1,500 /月 

12个月标准套餐 - 不限量服务包- £1,400/月 

3个月试用套餐 - 不限量服务包; 只能使用一次 - £1,400/月 

亚洲地区语言支持– ZenWorks单独收费，目前可选语言为韩语，中
文和日语.  详情请咨询：info@zenworks.jp 

服务包报价 (金额显示为英镑£)

mailto:info@zenworks.jp


展会套餐价格 – £2,000/场 

•提供展览简介给所有的展会媒体 

•发布在主要纸质版媒介上的主文章 

•在展会之前货之后，媒体对客户关键人物进行在线采访。 

•通过Email进行采访，KGM将进行协助并帮忙回应。 

•展会现场媒体采访 

•  联络展会公关公司 

•回应媒体需求，帮助推广客户公司/产品 

•提供材料给展会媒体发布办公室 

• PDF形式的媒体发布报道总结，同时报告相关的媒体信息整理 

*所有在展会提供的服务 

单次新闻发布价格- £700/次 

•按照客户提供的信息准备新闻发布内容 

•新闻发布内容的修改和确定 

•按照客户需求将新闻稿转发给对口的媒介 

•版本的新闻媒体报告信息剪辑

服务包报价 (金额显示为英镑£)



以下不同货币的报价仅供参考，实际开票使用货币仍是英镑. 
报价表（英镑以及同等价钱的其他货币）

英国 
英镑

中国

人民币

韩国

韩元

日本

日元

美国

美元

每个月价格
6个月标准套餐 1500 CN¥13,509 ₩2,201,754 ¥221,930 $1,947

12个月标准套餐 1400 CN¥12,608 ₩2,054,971 ¥207,134 $1,817

3个月试用套餐 1400 CN¥12,608 ₩2,054,971 ¥207,134 $1,817

打包价
展会套餐 2000 CN¥18,012 ₩2,935,673 ¥295,906 $2,596

单次新闻发布 700 CN¥6,304 ₩1,027,485 ¥103,567 $909

汇率 （1英镑对其他货币） 

(2018年11月12日)

CN¥9.0058 ₩1467.8363 ¥147.9532 $1.2982

服务包报价 (金额显示为英镑£)



主要联系人:  

Jane Garner, Kilogrammedia  
+44 (0) 1279 887101 

+44 (0) 7845 900947 

jgarner@kgmpr.com 

kgmpr.com 

中国，韩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请联系: 

Roger Berman, ZenWorks Co., Ltd.  
+81 (0) 90 6003 7068 (Japan) 

rmb@zenworks.jp 

www.zenworks.jp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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