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s Largest & Most Trusted Distribution Network

65+
YEARS’ EXP 

170+
COUNTRIES

300k+
MEDIA OUTLETS

40+
LANGUAGESPR Newswire Offices

PR Newswire Affiliates

PR Newswire 

Distribution Coverage

关于美通社



News Agency
Partnership with news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Web Coverage
• Nearly 10,000+ websites, 

portals & databases

• Search optimized

Mobile & Social Media
• 3.2+ million mobile subscribers & 

social followers in APAC

Traditional & Trade Media 
• 300,000+ media points

• Exclusive, targeted newsroom of 

39,000+ vetted, opt-in influencers. 

Most Solid Content Partnership with News Agencies and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Traditional & Trade 

Media 

新闻通讯社伙伴关系及核心媒体网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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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亿+USD

全球营业额

品牌成员

170+
国家／地区媒体覆盖

350万+
每日全球舆情数据

20万+
全球注册记者

150万+
KOL人群

Top 100 
Agency 首选供应商

50%
财富500强企业

7.5万
全球客户

关于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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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 国内知名企业 上市公司 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Agency

服务客户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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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分布范围

亚太地区运营中心

分支办公室

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

2002年 亚太办公室成立

拥有超过 260 人的专业团队， 办公室遍
布亚洲 13 个主要市场

提供全球新闻稿发布、媒体监测和情报、上市公
司新闻发布及信息披露，以及多媒体传播服务

双区域运营中心(北京及香港) 
配备 7/24 编辑及客服服务

超过 30 名负责发布网络拓
展与媒体关系的团队

多媒体产品制作服务，
包括视频及直播

与亚太多家官方新闻机构 / 通讯社建立了独家合作

战略合作伙伴

亚太及中国本地团队
Our APAC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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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媒体关系主管，Senior Audience Development Executive, PR Newswire

于佳

• 负责美通社财经科技、上市公司媒体渠道合作与受众关系拓展；多年财经媒体与跨国公司公关传

播从业经验；曾任职德国卡尔·蔡司、《证券市场红周刊》等企业与媒体，在财经、科技互联网领

域的媒体关系和内容传播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Tel: 8610-59539526

Email: Jennifer.yu@prnasia.com 
介绍



让好消息的传播效力最大化
不止于信批

PR Newswire Webinar. No.14.   2020.08.18



投资者在哪里获取信息？

IR与PR是一个配合战

用最易懂的语言讲故事

让好消息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疫情下的投资者传播建议

75%的投资者利用新媒体获取上市公司信息

一个完整的投资者沟通包括信批和财经公关，缺少公关参与的投资者
沟通是一个半成品

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未来，所以任何指向企业未来的消息
都会在意

我们无法改变事实，但能引导投资者的正确解读，在众说纷纭之中
找到最可靠的官方声音

相较于往年，财经媒体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披露，
以及疫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我们将讨论
Agenda



传统报网信批渠道

专业财经上市公司新闻网站

财经信息终端（PC/MOBILE）投资者交流社区

商业财经新闻门户媒体

投资者在哪些渠道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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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是IR的延伸，需要通力合作

• 信息披露在投资者沟通全过程中只占到很小
的一部分，更多还要依靠公关来实现

• 一个完整的投资者沟通包括信批和财经公关，
缺少公关参与的投资者沟通是一个半成品

IR与PR是一个配合战

17

75%
的国内投资者利用新媒
体渠道获取上市公司信

息



作为一个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话，任何我关心的企业的消息都

会注意，所有内容甚至是花边新闻，监管会关注企业是否有

出格的事情，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未来，所以任何指向

企业未来的消息都会在意，但内容上，同一条内容也会被

解读成不同的内涵，譬如利好利空的判断。

——财经杂志资深记者



用最易懂的语言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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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消息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70% 在未来所有的渠道分发中，
的内容将是视频化的

Source: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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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通常会低估好消息，高估坏消息
我们无法改变事实，但能引导投资者的正确解读
在众说纷纭之中找到最可靠的官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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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2020 Q2财报

好消息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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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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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hina

87%

CISION/美通社全球记者调查，“在撰写一篇新闻报道或求证信息来源时，您最信任的消息来源为？”以下是各个国家地区的受访记者关于“官方新闻公告
/新闻稿”选项的反馈比例：

新闻稿是最受媒体信任的信息来源

67%
来自官方/企业的新
闻公告是最受记者
信任的信源



投资者沟通不止于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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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

行业地位

新服务

投资动向

突出业绩亮点

新产品



上市公司哪些内容可有效影响投资者决策？

新闻资讯
（印象）

新产品、新服务、奖项、活动、研发进展、重大成果、新合
作、企业社会责任、新扩张、人事任命、研究报告….

媒体故事
（形象）

业绩解读，高管专访，政策响应，行业观点，
战略规划，行动，风险应对、研发故事

业绩公告
（核心竞争力）

主流媒体与财经媒体议程设置，话语
体系，公域流量渗透

合规披露，简洁，业绩亮点，常规

日常经营动态、事件性新闻，
时效性最强，常态化内容检索定调

广度触达
透明公开

心智认同
巩固信心

强度信任
互动沟通
精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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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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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市场分秒必争，财经新闻比其他新闻需要更快找到重点。所以内文需要尽量简单，点出要点。财经新闻跟其他类型的新

闻一样着重故事性的重要。用品牌或公司内部包括管理层或员工的故事来塑造企业形象会远比单纯说数字、业务发展来得有

趣，同时亦可以加强内部凝聚力，令公司更与众不同。

——「亚洲时报」商业及金融编辑王致翔

上市公司的公告新闻是财经媒体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很多上市公司都是例行发公告，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建立在

公告基础上的新闻解读才是财经媒体关注的。如果上市公司能够补充公告以外的背景材料和深度解读，相信将迎来财经媒体

的二次加工报道。

——智通财经创始人张欢

要让财经媒体对你的新闻内容“一见钟情”，要在新闻内容的“近”和“远”两方面下功夫。“近”体现在地理、利益上接近投资者关

心的内容，“远”为不贴身但又有新闻报道价值的内容，比如故事，行业热点话题与上市公司的关联，财经新闻说到底是一个

帮助者，只有能给读者带来行之有效投资建议的内容，才能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iMoney智富》主编孙运喜



17

哪些常态内容对于财经媒体是有价值的？



• 信息的透明化非常重要，资本市场对于此次疫情的影响持理解态度，应该

主动的向外界说明企业状况，而不是隐瞒或延迟信息披露。企业的应急计

划、疫情对企业的业务影响、疫情对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影响等话题并没

有充分被沟通及体现，，这也为上市公司发声的内容维度提供了新思路。

• ———博然思维合伙人于悦

• “相较于往年，财经媒体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披露，以及疫情对企

业经营状况的影响。从媒体角度来说更加看重企业抗风险能力体现的稿件，

写作角度结合目前最新的行业政策来切入。”

• ——证券之星新媒体总监李佳勇

• 凡是和企业业绩相关的新闻都会被腾讯自选股重点标记。

• ——腾讯自选股内容主编丁成

疫情下的投资者关系建议



+86-010 59539588

info@prnasia.com

美通社上市公司中文财报

限时免费发布活动

mailto:info@prnasia.com


总结

2020年至更久的未来，在全球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上市公司需要更全面的内容

与渠道组合策略，更加主动，积极，透明的传递上市公司积极进展

✓ 投资者关系是IR与PR的配合战，没有PR的投资者沟通是一个半成品

✓ 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未来，用最易懂的语言讲故事

✓ 让好消息的传播效果最大化，我们无法改变事实，但能引导投资者的正确解读，在众说纷纭之中

找到最可靠的官方声音

✓ 投资者传播不止于信息披露，加强常态化的新闻传播，制定组合的内容策略，巩固投资者长期信

心

• 2020 新闻稿现状报告：传播人员如何打造更有效的新闻稿- CISION/美通社

• 2020 亚太区企业传播调查报告：传播挑战、多元化渠道与新闻偏好 –美通社

• 2020 全球媒体记者调查报告—媒体最新挑战与趋势-CISON/美通社

• 2019 全球媒体现状报告- CISION/美通社

• 2019 全球企业传播报告- CISION/PRWeek

• 2019 亚太区记者调查：内容价值再定义 –美通社

传播研究报告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