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国际政府关系论坛-GR峰会

政府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共事务专家、企业家、通讯领域专家

各方倾力支持，协同参与。



GR峰会的概要

SIC国际集团与乌克兰GR政府
智囊公关协会, 每年组织该国
际论坛汇集顶尖商界人士、政
府权力机构主要代表和游说活
动集团, 建立高效率和透明的
政府企业关系与联络框架。在
论坛的框架内, 其工作经验和
方法例如:福布斯、百事、欧洲
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公司。

GR Форум 2016,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компанией SIC Group и UAGRPL

Больш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б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х: www.sic-group.eu     



国际政府关系论坛- GR
峰会, 齐聚政府权力机构, 
企业和社会组织, 为各方
合作提供绝佳契机, 根据
实际项目集思广益，提出
解决方案, 欧洲国家和美
国智囊公关集团也一直是
该论坛的常客。

智囊公关集团能积极影响
私营企业和国家部门的发
展。您可以了解到权利机
构与主要利益集团的合作
步骤。此外，其他参会者
也有多年的GR合作经验可
供分享。

GR峰会的概要



国际政府关系论坛-GR峰
会的主要目的是结合金字
塔顶端领先思想，为大家
有效率地扩大和整合可利
用的金字塔顶端人脉, 包
括乌克兰在内的其他国家
找到发展的机会。

国际政府关系论坛-GR峰会
将就目前的国际领先商业发
展趋势与政府权力机构互动、
国家和国际市场上进行游说
的一系列方式方法进行讨论。

GR峰会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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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带来的机遇契机

实际问题讨论

主要嘉宾

应与谁加强联
络沟通

GR峰会的几个基本核心主旨



您将获得

活动致力于促成企业
与权力机构政府当局
的直接有效合作, 以
及在国家和国际市场
上的公关业务。



• GR论坛的优势:

–获得国际GR合作的平等机
会；

–致力于保护和促进国际一级
创新发展集团的战略利益；

–在国家政策管理和立法框架
内支持文明游说集团工作；

–在符合国情的情况下，引进
中西方实践经验；

–交流与政府权力机构合作的
全方位实践经验。

GR论坛根据政府、商界领袖、
公共事务机构、企业客户、
GR公关等公司的需求组织针
对性的协同合作。

GR峰会特邀嘉宾，总统顾问2011-2014玛丽娜•斯塔温秋克 .

2016年GR峰会的权力机构特邀嘉宾

您将获得



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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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议题

国际智囊公关集团作用于独联体国家的可能性

现代商业趋势, 商业和政府的互动, 本国和国际游说集
团

实际案例研究和游说经验举例

在欧洲实施商业进程的法律方面途径和方式



主要议题

• Assistance to 
make the most 
of meetings 
with European 
decision makers

Developing of stronger 
and mor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overnment

国际市场的发展
和进程

与权利机构有效
互动的战略性协
同合作效率

乌克兰企业发展的
法律问题及对策

建立伙伴关系以
实现共同目标

中欧市场发展的
前景与机遇

智囊公关集团
在国际实践工
作中的主要要

求



您将获得

GR峰 会 汇 集 了
欧洲、北美和亚
洲的领导者，组
成 了 针 对 企 业
GR实 践 、 企 业
机制和发展趋势
分析的独特平台，
形成了透明度和
高道德标准的正
确对话。

Left to right: Vadim Rudenko and Viktor Romanyuk – People’s Deputies of Ukraine together 
with Kateryna Odarchenko – Managing Partner of SIC Group



Законодавча база у галузі розробки 
нафтогазових родовищ

Законодавча база у галузі розробки 
нафтогазових родовищ Законодавча база у галузі розробки нафтогазових 

родовищ

您将获得

促进民主和高尚道
德标准的社会责任
方案

使 政 客 了 解 企
业 利 益 ， 并 结
交商业界领袖

为 共 同 的 目 标
的 实 现 集 思 广
益

与世界领袖和有
影响力的人物建
立联系的可能性

在现有立法框架
内，实现与权力
机构的协同合作

保护和促进农业、
建筑业、银行业
和能源等领域的
战略利益



合作契机
与政府权力机构
建立沟通技巧

Learn more about SIC Group: www.sic-group.eu/expertise

拓展合作伙伴

•与当局建立强有力和富有成效
的合作, 制定与政府权力机构互
动的独特战略

•本国政府权力机构提供政府支
持和法律保障

•与政府权力机构建立适当对话、
发展和以及与其他世界领导人对
话的联合工作

•  帮助新投资机会中的实施
和调研工作

• 企业发展中资金筹措咨询

• 协助安排与欧美领导人会
面

• 投资项目的建立和推广

SIC集团与乌克兰国际文化传媒作为GR峰会的组织者，为完善参会者和发言者的意愿特创
建了以下活动计划。



GR峰会主要演讲嘉宾和参会者

Ryszard Czarnecki
波兰

欧洲议会成员
前欧洲一体化部长

Christian D. Fouloy
比利时

AALEP主席

András Baneth
比利时

欧洲公共事务
办公室主席

Gawlik Marek
波兰

乌克兰国际商
会主席



Ioan Pascu
比利时

欧洲议会副主席
罗马尼亚前国防部长

Karl Isaksson
比利时

GR领域专家
布鲁塞尔Kreab管理合伙人

Stanislav  Polcak
捷克共和国

欧洲议会
区域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Taras Kachka
乌克兰

乌克兰美国商会会长

GR峰会主要演讲嘉宾和参会者

Learn more about other GR Forum stakeholders : www.grukraine.com.ua/otrasli-
kompetentsii/



Oleksandr Sugonyako
乌克兰

乌克兰银行协会会长

Ruben Belyaev
乌克兰

Archer Daniels 
Midland政府事务总

裁

Tatiana Slypachuk
乌克兰

乌克兰投资和贸易促
进中心理事会主席

Vadym Tryhan
乌克兰

乌克兰欧洲运动理事
会主席

GR峰会主要演讲嘉宾和参会者

Learn more about other GR Forum stakeholders : www.grukraine.com.ua/otrasli-
kompetentsii/



Gennadiy Radchenko
乌克兰

雀巢乌克兰公司事
务总监

Marina Stavniychuk
乌克兰

乌克兰律师协会副主席, 

前任总统顾问

Michael Sokolov
乌克兰

乌克兰农业协会副主席

Vladiskav Rashkovan
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银行副总裁

GR峰会主要演讲嘉宾和参会者

Learn more about other GR Forum stakeholders : www.grukraine.com.ua/otrasli-
kompetentsii/



GR峰会主要合作伙伴和赞助商



诚邀您的参与！

国际政府关系论坛-GR峰会

www.facebook.com/grukraine

www.linkedin.com/company/sic-group-
ukraine

咨询邮箱:
uimc.info@gmail.com

合作电话:
+380(44)8537107
+380(63)9884366

更多关于组织者的信息请关注:  
http://grukraine.com.ua
http://www.uimc.com.ua
http://sic-group.com.ua/

最新信息实时更新，敬请关注官方社交媒体网站:

http://www.uimc.com.ua/


国际政府关系论坛-GR峰会

政府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共事务专家、企业家、通讯领域专家

各方倾力支持，协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