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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澜亚战略咨询公司就中国和中东市场提
供新颖、独到的见解，并据此制定成功的投
资战略，有效助力客户业务发展。
 
我们凭借数十年的经验，制定创新性战略帮
助客户扩张业务，解决问题并且建立可靠的
合作伙伴关系。

关于
博思澜亚

Deborah Lehr, CEO

首席执行官戴青丽和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
川、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首席运营官魏蕾和时任深圳市长

中国区总裁孙蕊在可持续论坛上演讲



咨询业务
政府关系
 
在中国与中东地区，政府渗透进了商业的每个角落。我们根据客户特点量
身定制政府关系方案，使客户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战略性慈善事业
 
创造性的慈善项目和结果导向性会议策划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战略地位，展
现企业对市场的长期承诺。我们精心设计的慈善项目将帮助客户与合作伙
伴和政府官员构建长期持久的关系。
 
 
媒体定位
 
各国政府日益审慎地关注企业如何在媒体上谈论本国市场。我们精准把握
机遇，有效利用媒体定位公司与政府及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关系。
 
 
危机管理
 
无论是因为无辜受牵连，还是因为政治或文化方面决策不当，企业总是会
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逆风之中。博思澜亚能够迅速启动行动计划，将主要
利益攸关方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确保最终达成积极效果。
 
 
政治风险
 
与中国及中东北非地区有关的突发新闻可能会铺天盖地，而且外国媒体对
此的解读大相径庭，使企业难以把握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公司业务。博思
澜亚定期就时事热点和事件追踪发布“时事速读”，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
造内容，深入剖析新闻，从新颖的角度解读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并提供
具体方案化解政治风险。



精彩业绩
私营部门
 
博思澜亚团队曾为美国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和华盛顿的知名
战略咨询公司牵头开展中国业务并大获成功，由此于2013年成
立了博思澜亚战略咨询公司。我们为客户的在华发展创造了一
系列骄人成果，包括成立第一家合资音乐企业、为外国广播公
司拿下第一个中国牌照，促成第一笔互联网交易。
 
博思澜亚领导团队曾担任美林公司的亚洲战略负责人和纽约证
券交易所的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在任期间中国企业上市数量
屡创新高。我们的团队曾在美国全国商会管理亚洲贸易投资组
合，并担任中国代表。
 
博思澜亚的高级顾问曾在艰难的商业和经济环境下，为埃及最
大的企业集团旗下的21家投资组合公司设计了摆脱困境的战
略，并成功扭转颓势。
 
 
 
公共部门
 
博思澜亚领导团队拥有美国政府、埃及政府、联合国和阿拉伯
联盟的从业经验，曾组织埃及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峰会，参与
中国的入世谈判，并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共同策
划并推动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投资业务

获取投资机会、提供谈判支持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出非凡的投资机遇，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推出覆盖
六十多个国家的万亿美元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博思澜亚将帮助客户获取投
资机会、推动谈判、寻求融资渠道、制订政府关系战略帮助投标者通过必要的审
批流程。
 
 
甄别合作伙伴
 
进入一个市场时，首先要做出的重要决策是何时、如何、与谁进入这一市场。博
思澜亚在中国与中东地区拥有广阔人脉，对公司部门见解独到，清楚了解相关公
司在政府部门中的声誉，能够帮助客户寻找并精确定位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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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过57家财富
500强公司

业务范围涵盖从采矿业
到投行业的28个领域

博思澜亚领导团队
已共事17年

Deborah Lehr, CEO

孙蕊，中国区总裁

Lisa Castro, Chief of Staff

Iris Diao, Director

魏蕾，首席运营官

安莜瑟，中东地区总监康鹂，幕僚长 刁琳琳， 中国区总监

戴青丽，首席执行官

Iris 

高永乐， 副总监









高级顾问
洛恩·克拉纳
大西洋合作伙伴（Atlantic Partnership）  
执行主任

安雅山大使    
ENInvestment公司， 首席执行官

艾伦·弗莱施曼    
Laurel Strategi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博思澜亚同全球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展合作,使我们的工作更
加深入，拥有更加广阔的人脉网络。在同博思澜亚团队协作
的过程中，我们的高级顾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无懈可击的行
业研究和战略建议。

吕慧惺    
北京中青年改革与创新论坛，副理事长 

拉里·施瓦茨    
战略沟通和国际管理顾问 
 

凯特·西利    
中东研究所，高级副所长

达芙娜·塔皮罗   
 Laurel Strategies，联合创始人

许琪    
厚普（北京）国民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合作伙伴
为了完善我们的服务，博思澜亚同相关领域的领导者合作，为客户
提供完美的一战式服务体验。这些合作伙伴在博思澜亚的指导下开
展工作，以确保我们制定的战略符合客户的期望，简单易行且专业
可靠。
 
在美国和全球其它国家，博思澜亚的合作伙伴为Laurel
Strategies。这家战略沟通咨询公司擅长为全球最具远见卓识的管
理人员、企业和机构定制战略。他们的沟通战略强化了客户的独特
视角，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在中东地区，博思澜亚与ENInvestment合作获取投资项目、推进
政府关系并帮助客户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批。ENInvestment公司总
部设在开罗，负责人为博思澜亚高级顾问、埃及投资部前副部长及
化学工业控股公司（CIHC）前首席执行官安雅山。公司在政商两
界人脉广阔，且对中东地区的情况有深入理解。
 
奥斯卡基础设施服务公司总部位于突尼斯，是业内领先的能源投资
者和供应商。该公司向博思澜亚团队提供专业意见，为我们的客户
共同创建、设计和开发重大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在该地区拥有
丰富的政府合作经验，能够有效地助力客户制定投资战略。



In Korea and Japan, there is a Cat Cafe where

you can go to drink coffee and hang out with

cats for hours.

 

Instant Coffee was invented by a man called

George Washington around 1910.

媒体发声
博思澜亚团队的专家经常在主流报纸和电视媒体发表评论，探
讨中美关系、中埃关系、绿色金融、“一带一路”、文化遗产
保护等广泛议题。 

Bloomberg



慈善事业
博思澜亚首席执行官戴青丽创办了非政府组织“国际文
物保护联盟”，引领全球抵制文化敲诈勒索的运动，反
对对古代艺术的劫掠和非法交易。
 
博思澜亚与公私部门领导者携手并进，迎头抗击追逐暴
利的文物掠夺行为，全力支持“国际文物保护联盟”的
工作。他们通过独立研究和外部协作，制定切实可行的
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使濒临危机的社区乃
至于国家有能力抵御文物劫掠。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一家跨国药企的高管欺骗公众的行为激怒了中国政府官
员，而且相关信息被媒体公之于众。民众对此反应强
烈，向该公司提出严重抗议。该公司的产品被迫全部下
架。
 
 
博思澜亚的承诺
为了重建客户声誉，博思澜亚构建起多层级危机管理策
略。我们迅速对不同群体传递出相关信息，制订政府公
关策略来影响关键性利益攸关方，通过行政流程使该药
企的产品重新具备销售资格，重塑媒体对此事件的表
述，并且充分展示客户致力于长期发展中国市场的承
诺。
 
 
工作成效
几个月后，该药企再次获得监管机构的青睐——其产品
再次出现在全球最大消费及医疗市场的货架上。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一家知名儿童教育机构期望重返中国市场，并将其形象
打造为可信赖的儿童教育顾问及儿童教育研究领导者。
 
 
博思澜亚的承诺
博思澜亚团队策划了全面的政府事务方案 ，使其成功打
入中国市场。博思澜亚首先绘制出中国教育在政府机
构、私营部门和相关影响者等领域里的“影响圈”，随
后制定出成本效益极高的合作项目，将该机构的专业知
识分享给负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使该机构
与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建立起联系。以上合作
项目有效地为客户搭建起盟友网络，也使主要影响者从
客户的成功中大受裨益。
 
 
工作成效
目前该机构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学前教育专业机构之一。
他们的电视节目在六岁以下儿童节目的时间段中名列前
茅，而且进入拥有数千万受众的全国性电视网络，其中
包括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的热播还带动了周边产品的
销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同行业的赢利性企业对中国
业务的投入远远超过该机构，但该机构在与它们的业务
竞争中，表现依然抢眼。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和ISIS崛起，公民社会分崩离
析，经济发展严重放缓导致文物劫掠和非法买卖日益猖
獗。非赢利性组织抗击这个爆发性问题时，无法在中东
北非地区形成规模。
 
 
博思澜亚的承诺
博思澜亚团队设计了政府公关战略和信息传递战略，阐
明解决这场危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拯救文化遗产，而且
在外交政策和经济层面意义重大，成功提高人们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
 
 
工作成效
文化敲诈勒索指“组织有序的犯罪团伙和恐怖团体系统
性地窃取古物”。与博思澜亚有合作关系的非赢利性组
织被广泛视为该领域的意见领袖。博思澜亚针对中东北
非政府制定了政府公关项目，在该地区举办第一届部长
级会议并大获成功。此外，博思澜亚组建了地区性文化
遗产政府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根据非赢利性组织的建
议阻止非法古物贸易，帮助中东北非地区政府借助文化
遗产来重建经济。目前，主要媒体机构都将该非赢利组
织的领导人奉为文化敲诈勒索领域的权威。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之一，一直力求进入中国市场，但
中国近期才对外国公司开放该行业。该公司面对的挑战
在于它试图将其业务全面引入中国，如艺术家发展、创
作和作品销售等——其中部分业务从未在中国试水。
 
 
博思澜亚的承诺
博思澜亚团队制定了创造性的双赢策略来推动客户投
资。我们找到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支持客户构建谈判
战略，制定相应策略通过必要的审批并获得牌照，设计
卓有成效的政府公关战略。
 
 
工作成效
博思澜亚团队帮助合资公司突破该行业的重重限制通过
审批，成功地成为首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力量。该公
司仍然是唯一持有牌照来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外资音乐公
司。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一家生产道路安全产品的大型美国公司认为相关监管条
例约束性太强，限制它们进入中国的省级市场。
 
 
博思澜亚的承诺
博思澜亚利用自身在中国政府的人脉网络以及对政府机
制运作的了解，确认实际上相关监管条例在起草阶段受
到该公司竞争者的影响，刻意限制了该公司进入中国。
这些竞争者的人脉关系更为强大，因此博思澜亚制定计
划，迅速帮助客户与决策者建立起坚实的关系。
 
 
工作成效
博思澜亚团队制定的战略不仅成功地促使政府修订监管
条例，提高市场的价格竞争，而且使客户的销售额提升
了110%。博思澜亚采取的方法是，将客户定位为问题
解决者，帮助中国主管交通行业的官员解决其首要任务
之一——减少交通事故。博思澜亚与中国的利益攸关方
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展示客户在道路安全方面的
专业能力，同时打造出一个平台，充分呈现客户产品如
何直接减少交通事故。



成功个案 客户遇到的问题
前美国高层官员成立了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以推进中美
合作。该组织寻求提高知名度，吸引公司高管及政府高
层参与并支持其活动。 
 
 
博思澜亚的承诺
博思澜亚团队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政策重心与企业
社会责任的完美交叉点。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当务之急，
而且允许中美两国企业展示自己对于中国的承诺，帮助
中国解决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工作成效
博思澜亚团队创办了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为政策
倡议定位，进行案例研究并且在中国开展试点。由于参
与理事会的CEO影响力巨大，所以这个高级别理事会得
到中国副总理级别的高层领导支持。该理事会还每年定
期召开会议，为探讨重大问题搭建平台，同时创造实验
室环境，促成具体项目的合作，以充分展示理事会成员
如何使本公司和宏观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联系我们
首席执行官 戴青丽 

dlehr@basilinna.com
 

首席运营官 魏蕾
lwedell@basilinna.com

 
中国区总裁 孙蕊

gsun@basilinna.com
 

中国区总监 刁琳琳
idiao@basilinna.com

 
中东地区总监 安莜瑟

yabdelhameed@basilinna.com
 
 
 
 
 

业务咨询和媒体事务：
幕僚长 康鹂  

lcastro@basilinna.com
 

www.basilin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