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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金字品牌奖光芒 本地公司提高国外知名度

陈爱薇

让分销商也可从中受惠。去年，
它一举摘下“成名品牌奖”和
“Maybank区域品牌奖”。
环球石油总裁何其泓去年受
访时表示，获得金字品牌奖后受
到媒体和企业更多的注意，也有
证券公司首次发布关于公司的研
究报告。
“面社会”创办人黄国雄准备
报名参加今年的“微型品牌奖”。
他曾经历两次创业失败，因此决定
从“品牌”出发，希望通过提高知
名度来增加营收。“面社会”的
面类售价从5.5元起，黄国雄说：
“虽然是十分物有所值，但如果获
得品牌奖的肯定，顾客才会更有信
心，也愿意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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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字品牌奖（SPBA）
肯定走出国门的区域品牌，鼓励新
加坡企业继续发掘国外商机。
迈入第15年的新加坡金字品牌
奖，肯定和表扬通过各种品牌相关
活动，有效建立和管理品牌资产
的本地企业，过去14年来造就超过
370名得主。
今年金字品牌奖共设有六个
奖项：区域品牌（在新加坡成立
至少三年，进驻至少三个外国市
场）、悠久品牌（在新加坡成立超
过25年）、成名品牌（在新加坡成
立六年至30年）、潜质品牌（在新
加坡成立三年至八年）及微型品牌
（在新加坡成立至少三年、不超过
三家分行、年营业额不超过200万
元），以及特别表扬（成立至少三
年的政府机构和非盈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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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加坡金字品牌奖，中小企业可开拓国外商机，寻求新客源。
（叶振忠摄）
筹委会主席周丽青表示，科技
缩短世界的距离，让国人有机会买
到许多国外产品。与此同时，本地
企业也可通过打响品牌，把产品带
到国外，开拓新客源。
去年的区域品牌奖共有六名

得主，包括双料得主环球石油
（AP Oil）。这家本地上市公司
是润滑油与特殊化工品制造商，
业务主要是企业对企业，所以向
来比较低调。经中国分销商提
醒，公司开始注重品牌塑造，好

今年的品牌奖以坚毅不拔的绿
竹为主题，象征品牌犹如绿竹，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经济衰退，
它仍可推动产品销量逆流而上、节
节高升。这个奖项由中小企业商会
（ASME）和联合早报联办，马来
亚银行是指定银行。
有兴趣参加的企业可上网浏览
www.spba.com.sg或致电65130361／
0365，了解参赛准则与评审详情。报
名截止日期是5月27日中午12时。

广告公司力求创新浴火重生

中小企业

投资高效科技
降低成本提升服务

爱普生（新加坡）行销和客服总经理陈美玲建议中小企业善用政府
援助计划，通过更新科技来改善流程、加速自动化和降低成本。
（龙国雄摄）
（陈爱薇报道）投资数码
化、多功能的打印和投影器材是
中小企业的未来趋势，有助提高
效率和节省成本，但许多中小企
业碍于两“不”而没有这么做。
根据爱普生（Epson）新
加坡行销和客服总经理陈美玲
的观察，许多中小企业并没有
“不愿意”采纳更高效的办公
室器材，只是他们往往因为
“不知道”和“不能够”，所
以只能原地踏步。
陈美玲说：“有些公司并
没有特定的资讯科技部门或人
员，所以没有人专注在打印
机、投影机之类的更新，也没
有人去了解市场上有哪些产品
其实对公司有利。一些公司在
经营上面对许多竞争和挑战，
所以在资源分配时，科技方面
往往不会摆在前面。”
中小企业往往忽略的一点
是，投资更高效的科技不只是
硬件的提升，更是软件和服务
的加强。此外，购买硬件虽然
要支付一笔费用，不过长远来
说更加划算。
以爱普生的墨仓式（In
Tank）打印系统来说，一支黑
色墨瓶的售价是9.90元，可打

印4000张纸，平均成本为每张
0.2分。比较一下，每个23.50
元的黑色墨盒（Cartridge），
可打印约945张纸，平均每张
2.5分；277.50元的激光碳粉盒
（Laser），可打印1万8300张
纸，平均每张1.5分。
新一代的打印机也兼具扫描
和传真功能，同时可通过无线网
络直接打印网页和电子邮件等。
另一项“打印管理”功能，可控
制打印页数和追踪使用记录。
此外，新一代的投影机也
打破空间的局限。爱普生的
BrightLink Pro系统可供不同空间
的使用者，通过Web浏览器或
其他BrightLink Pro使用者一起
看到所投影的资料，同时加入
会话，进行互动交流。同时，
它可把任何平面变换成投影白
板，并具备直接手写功能。
陈美玲建议中小企业善用政
府提供的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
（PIC），通过更新科技来改善
基本流程、加速自动化和降低成
本。科技公司都很乐意在中小企
业提出申请时，提供这方面的援
助。虽然这项计划将在2018年结
束，陈美玲相信它会以另一种形
式继续支援中小企业。

Mandate Communications董事经理周丽青（中）跟同事一起构思广告和行销点子。（林泽锐摄）

拥有40年历史的广告社在11年前因金管局政策改变
而被迫脱离银行母公司，董事经理与几个高层人员
毅然买下公司。秉持“事在人为”的信念，这家小
广告公司也从当年只负责内部广告，扩大到服务外
来客户，直到今天已远远超越原有的功能和作用，
更加注重品牌塑造和策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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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死都要讲”运动，
以歌台表演的轻松方式，畅谈死
亡的沉重课题备受好评。这个打
破华人禁忌，大方谈“死”的创
意活动，原来是本地一家已有40年
历史的品牌与行销通讯公司——
Mandate Communications的杰作。
尽管历史悠久，这家公司却没
有故步自封，反而力求创新、另辟蹊
径。该公司董事经理周丽青受访时
说，
“死都要讲”是公司为连氏基金
会构思的活动，以歌台作为传达系
信息的方式，当时为本地首见。
她表示，歌台跟平面媒体、电
视、广播、热线和其他活动相辅相
成，使得该运动获得了成功。
成立于1976年的Mandate
Communications（简称Mandate）日
前在乌节路文华酒店庆祝其40周年
纪念，堪称本地最“老”的广告
社。 公司当年也是在该酒店的底
层创立，因此别具意义。今天的它
仍散发着勃发的生命力，很难想象
公司在约11年前曾面对生死存亡的
十字路口。

买下广告公司以掌控局势
原来，Mandate原隶属于华联
银行／华联企业，有庞大的母公司
作为后盾。随着华联银行和大华
银行在2003年合并，Mandate即成
为了大华银行的一部分。但在2005
年，金融管理局改变政策，规定银
行不应拥有非银行业务的任何权
益。Mandate因此被迫同母公司斩
断近30年的“母子关系”。
公司管理层陷入了两难局面。

专
版

品牌奖27日截止报名

摆脱困局走出活路

韩宝镇

27

周丽青回忆说：“我们的管理层团
队当中没有人拥有过公司。对我和
管理团队来说，一走了之并另谋高
就是更容易的事。但对员工来说，
许多都是长期员工，令人担心的
是，他们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
以及是否还能够保住饭碗。”
她解释，公司可能被卖给其他
机构，员工是否能继续留下来？
万一公司被关掉，员工能轻易找到
工作吗？一切充满未知数。
为了能对结果有掌控权，周丽
青等四个高层人员当机立断，买下
了公司。也因为这样，公司获得了
第二次的生命。
不说不知，周丽青跟本地纸媒
甚至华文报章颇有渊源。她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海峡时报》当教育线
记者，前后四年半。之后她转换跑
道到国家发展部任职，期间获得时
任《南洋商报》董事经理的黄锦西
邀请加入该报，担任行销和公关职
务，协助扩大该报社的营收基础。
当《南洋商报》和《星洲日
报》合并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
公司时，她也协助《联合早报》和
《联合晚报》的推出。那时，她已
升任业务开发总经理，负责的范围
有广告、发行、商业印刷、书籍与
出版和旅游，并成功为公司扩大了
营收。
与此同时，她也争取到国
际报章《国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和《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让公司负责它们在本
地的印刷。
她在各个业务的运作都看到良
好表现后急流勇退，毅然提出辞
呈。她的理由是，既然一切都上了

轨道，也是她离开的时候了。
当她向时任公司主席连瀛洲和
副主席李喜盛辞别时，他们却邀请
她加入集团属下的华联广告公司，
也就是后来的Mandate。连瀛洲是
华联银行创办人，而李喜盛则是该
银行高层。
当时的华联广告只负责集团内
部的广告制作，而他们希望周丽青
扩大广告公司的业务。那年是1985
年，她对广告一窍不通，面对两人
对她表现出这么大的信心，她告诉
他们会尝试这份工作三年，若无法
胜任，她就会离开。
然而，周丽青秉持“事在人
为”的信念做事，这么一做，就
做到了今天，而一家小广告公司
也从当年只负责内部广告，到服
务外来客户，并改名“Mandate
Advertising”，直到今天已远远
超越原有的功能和作用，更加注
重品牌塑造和策略，并在两年前
再次调整公司名字为“Mandate
Communications”，反映公司新的
身份和角色。

引进各路人才
应对新媒体崛起
新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的崛起，
改变了整个广告业的竞争面貌。在
今天，除了大型广告机构和较小型
的广告公司，广告界冒起的热店
（hot shops）、咨询公司、小型数
码公司和设计公司，构成了广告界
拥挤的市场，使得竞争加剧，冲击
到业者的盈利。
周丽青说：
“我们在多年前已
经意识到，不能永远留在广告领域
。也因为这样，我们引入了擅长数
码、社交媒体、现场大型活动（onground activation），来辅助其他主要
的能力，让公司可以继续协助客户
更有效地接触到目标对象。 ”
例如，连氏基金和邱德拔医院
在日前联手推出的“勿忘我”运
动，也是该公司构思的。活动的目
的是为打造失智症友善社区，率先
在义顺忠邦试验推行。公司采用歌
台表演、视频、平面广告、路演、

传单等方式推展这项活动，邱德拔
医院则为公众提供关于失智症知识
的培训。
此外，公司也做更多咨询工
作。从整体上，包括了解客户的
需要和它们所处的竞争格局入
手，为客户提出建议，更好地为
他们服务 ，也因此做了许多新尝
试，包括“死都要讲”歌台表演
活动。其他还包括在圣淘沙社交
媒体进行的“反无聊约会”和采
用数码游戏的Spooktacular（幽灵
集欢会）。
公司是全球最大独立广告公司
网络机构Worldwide Partners Inc的
会员，该机构的80个会员来自超过
50个国家。Mandate能够跟其他成
员伙伴合作，善用他们的专长。

从客户角度思考提供服务
谈到这些年来服务客户的态
度，周丽青表示，她和团队时常会
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自己“如
果经营这门生意的人是我，我要的
是什么？我会怎么做？我和团队会
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这缘于我们
迫切要帮助客户的意愿。我们真切
地感受到，如果客户成功，我们就
成功；如果客户失败，我们也就没
有工作可做。”
作为本地中小企业，Mandate
以此为傲。她说，公司的愿景是要
成为一个能够把品牌与国人的感情
和思想沟通起来的综合机构。行销
沟通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售卖
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都从了解受众
开始。
对于有人“看衰”本地中小企
业，认为它们没有持久经营下去的
能力，她并不同意。她语气坚定地
说：“作为中小企业，我们也能做
得到。”
她也对本地中小企业表达了
自己的期许：“如果我们做得
到，其他中小企业也能做到，不
论它们属于什么行业。许多其他
中小企业已经做到了，我们希望
能成为另一家鼓舞本地企业力争
上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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