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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下滑 vs.

中国二季度GDP转正增长

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回归，提
升A股市场的整体吸引力

美元对人民币持续走弱，
海外配置型资金对人民币
资产保有需求不断提升

全球重启
量化宽松
助推股市

从数据来看，年初至今北向资金流入A股体量、
节奏与往年基本一致，下半年整体上预估还将有
1500亿元规模资金流入。目前，无论是从外资对
中国市场的整体看法，还是从中国资产占海外资

金的比例来看，未来外资流入A
股市场还是一个非常
大的趋势，非常值得
重视。

——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王汉锋，
2020年7月



风来猪飞
守株待兔

整体利好下，个股更需努力。

先有关注，后有投资，收获关注靠主动传播。

A股上市

• 外资正在购买A股，在现有资金盘

稳定发挥的情况下，即使是少量外

资的进入也将推动个股价格上涨。

• 仅有少量A股企业重视对外资的传

播，这仍是一片蓝海，先发者可以

占据优势。

港股上市

• 传统香港资本市场青睐金融和地产，

但中概股尤其是新经济个股的回归为

香港市场带来新的海外投资者关注。

• 仅有少量港股企业重视传统港股投资

者以外的投资群体，先发声者将占据

优势。

美股上市

• 瑞幸造价引发“中概股”信任危机，负

面影响远超出其本身；中小个股交易

不活跃，极少受到机构投资者关注。

• 有必要加大信息披露，让更多机构投

资者了解企业的投资价值，从“中概

股”中脱颖而出。



MSCI指数提升市场对企业ESG的重视

MSCI指数的影响力

 引导外资投入

 引导国内公募跟投

 对纳入指数的企业做ESG评分是其特色与优势

ESG –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MSCI中国指数
MSCI China Index

由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编制的跟踪

中国概念股票表现的指数。MSCI中国指数系列由

一系列国家指数、综合指数、境内以及非境内指

数组成，主要针对中国市场上的国际和境内投资

者，包括QDII和QFII牌照持有人。



欧美市场非常重视ESG，
国内重视度也在加速提升



上市企业品牌传播 –WHY

 外资进入A股但不会大水漫灌，企业要通过个体的国际

传播努力来吸引外资关注。

 海外基金普遍采用ESG评分、MSCI中国指数对华影响

力不断增加，这些都在提升投资者对ESG的重视，企业

必须在相关传播上重视并回应。



上市企业品牌传播 –WHAT

• ESG投资是指在传统的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融合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

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因素的投资方式。ESG概念在2004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首次被

正式提出，之后ESG投资理念在全球不断推广。ESG没有全球统一的定义，以下是对ESG相关

领域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上市企业品牌传播 – HOW

 内容制作：对外，就利用外脑

 渠道选择与细化：建立媒体矩阵、选择能到达特定受众的细分渠道

 事后评估：如何解读报告中的关键指标



案例1

形式：百度自行制作内容，华尔街日报承担语法编辑并做发布

目的：提升外部对百度的认知

下图：WSJ Custom Content Studio 给百度的企业传播策划梗概

右上：导流条幅首页截屏

右下：在WSJ.com上发布的文章页截屏



案例2

形式：NTT委托华尔街日报创作内容并发布

目的：给予CEO变动合理化解释，强调使命，

提升对其重点业务领域的认知

图片：在线专题页面截图



渠道选择：按照目标受众建立媒体矩阵

C-Suites
 专注经济财经和企业
 科技与金融内容占比最高
 面向国际企业C位高管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专注证券投资与财富管理
 美股为主，也关注全球股市
 面向机构及专业人

Retail Investors
 专注个人理财与证券投资
 专注美股
 面向个人投资者

道琼斯旗下专业金融媒体矩



使用可以精确到达受众的细分渠道

案例3：平安
Objective and Solution目的和解决方案

WSJ Trust, in collaboration with Ping An, presents “Propel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ustom content program that showcases how Ping An, as a
global leading integrate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steps up their impact
investing – for measureable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impact as well
as managing climate risk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华尔街日报》
WSJ Custom Content Studio 与平安合作，推出“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一在线定
制专题。专题内容围绕平安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如何加强其影
响力投资，以实现可衡量的社会，环境和财务影响，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平台
管理气候风险。

● Ping An’s “Propel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stom program

rendered a total of 6,031 Page views, concluding at 100% to page view

goal of 6,000 This is a result of strong click-throughs leading to Ping An

custom content. Driving thi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was top

performer WSJDN Global – DJID ESG/Impact Investing/Climate

Change which delivered at over 5.2x the benchmark. 本专题页面浏览

总量6,031页，100%完成投放前设计的6000页的目标。目标完成来自优

异的点击率表现，在所有导流条幅中，针对“热衷关注ESG/影响力投资/

气候变化的用户人群“的条幅投放取得最高点击率，其点击率是基准点击

率的5.2倍。



结案报告：关键指标有哪些？如何解读？

• WSJ报告提交的数据（针对投放推广文章的情况）- 术语及其参考意义

- Banner Impressions CTR 导流条幅曝光量、导流条幅点击率及历史平均点击率（Benchmark）

- Total Page Views, Unique Page Views, Users

- Scroll Depth %, Article Time Spent

- Average Session Time

• 企业自行观察的数据

- 同期Google关键词搜索量变化

- 媒体或自媒体报道变化量

-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股票交易量变化和分析师主动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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