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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新的国际市场和投资环境的变化及影响，资本及资金市场的变化等都对上市公司的传播

带来了新的挑战。

资本市场的发声已经从传统的信息披露时代到了价值传播时代，投资者关注企业披露的信息， 也更关注企业的运

营与发展。 在日趋成熟和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更需要积极地与投资人保持充分沟通 , 将具备价值的企业、

财务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权威财经媒体、投资人及利益相关方，从而保持企业在行业中的正面声量。本文将从传播

内容、新闻发布技巧，媒体发布渠道等方面为上市企业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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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内容值得上市公司
去做传播？

很多上市公司的 IR 和 PR 很少去沟通去配合。事实上，公关会起到

投资者关系的延展作用，IR 和 PR 部门的人应通力合作，以达到利

益最大化。

市场通常会低估正面消息，但却会放大负面消息。有效的公关可以引

导投资者对一则消息进行全面、深入解读，从而让正面消息的传播效

力最大化。对于负面消息建议公关了解相关方主要疑虑误解，并针对

各方利益损益分别梳理出沟通重点，提振市场信心。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媒体偏见不可避免，通过新闻稿，企业以官方的

身份对自身进行解读，能够间接的降低媒体偏见；企业通过官方新闻

发布的方式，也可让投资人在调研时，能够更全面的对企业信息进行

分析、解读。企业相关负责人可以从稿件的受众角度开始策划整体内

容，展示一个更多维度及立体的事实，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

 ● 新闻资讯：新闻资讯是企业传播的根基，具有强时效性，通过企

业日常经营动态、事件性新闻等常态化传播内容的分享，来刷新

公众对企业的印象；

 ● 媒体故事：以此来进行公域流量渗透，获得主流媒体与权威媒体

背书，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

 ● 业绩公告：通过合规的信息披露，业绩的亮点，强化投资人对企

业的信心，彰显企业核心竞争力。

根据具体每一家公司的情况，领导层可以强调公司业务

的长期基本面情况，包括关键产品价值、人才、创新投

入等方面的情况。另外，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所在行

业的未来机遇展望，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李娇娇

英为财情大中华区主编

业绩公告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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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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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度信任 
互动沟通 
精准影响

心智认同
巩固信心

检索定调
广度触达
透明公开

合规披露，简洁， 
业绩亮点，常规

主流媒体与财经媒体议
程设置，话语体系，公

域流量渗透

日常经营动态、
事件性新闻， 
时效性最强， 

常态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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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媒体的技术和标签逻辑， 
并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会事半功倍。

信息爆炸的时代，内容生产者多、平台多，形态多又为传播带来了

新的挑战。随着技术发展，媒体自身也会利用技术来进行信息的筛

选，不同属性的标签、定位，会在资本市场上有不同的估值逻辑。

今年抗洪期间，相关的上市公司按照市场节奏做重点传播，传达研

究或技术优势，让公司价值和市场价值形成共振。巧妙使用舆情监

测工具、在获取到大众关注及热点信息后，再结合企业特点去策划

和匹配相关内容，让媒体的“标签”系统能为公司打上“水利”标

签，基于这种标签，可较容易被媒体舆情监测系统迅速找出价值亮

点，进而实时吸引关注到这个领域的资金。

“对于投资人， A 股、港股、美股，每个资本市场都

是一个货架，每个上市公司则是货架上的一个商品。那

么，怎么让投资人快速精准地找到你？上市公司需要建

立自己的标签体系，通过精准、有效的价值传播把自己

摆在最有利于资本市场找到的位置，并搭建在投资人心

中的认知体系。”

胡刚

财联社副总裁

但请注意，上市公司的关注点≠
财经媒体和 / 或投资人的关注点

 ● 应尽量避免文章及标题的营销性过于明显，导致机器自动评分过

低，无法同步到个股页面。写作口吻可以是以事实 / 数据为基础

的历史业绩分析、未来业绩展望等，而不是假借第三方角度的主

观评论或夸大 / 诱导性内容，如诱导投资 / 股票买入等。

 ● 上市公司对市场的发声，不应该是基于自己公司的节奏来，而是

应该基于市场的节奏来：上市公司需要特别注意市场的风口在哪

里，并相应的把自己的价值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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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可考虑从以下 Checking Points
来完备你的传播信息：

 ● 建议突出 ESG（即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亮点。 

部分投资者认为在 ESG 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风

控能力且相对具备更好的盈利能力。

 ● 请注意企业名称完整，尤其是当企业名称出现在新闻稿标题中。 

如果企业有全称，一定要在新闻稿标题中尽可能列出全称。如果

使用了简称，则有可能导致终端无法匹配，影响落地效果。

 ● 请务必在新闻稿中的第一段落包括股票 ticker( 交易所代码：股票

代码 )，方便财经媒体自动抓取。 

Ticker 是交易平台每笔交易操作的唯一编号，大部分金融终端

个股匹配依据均为 ticker。Ticker 的形式是“交易所代码：股

票代码”：比如美股公司用 Nasdaq 或者 NYSE+ 股票代码如

“NASDAQ：ICLK”； A 股上市公司如 “600233.SH；而港

股也有类似的呈现方式，如“00751.HK”。如同时在多个市场上市，

则加上所有市场的 ticker, 如，HongKong:2318 OTC:PNGAY 

Shanghai:601318。

 ● 请确认新闻稿中的数据已经更新，并包含了核心信息及要点。 

很多公司在发布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时，使用同一模板， 请确保

其中的信息是最新的。如，请包括所有相关数据表，比较年度和 /

或季度的数据，建议数据表每季度保持一致的顺序，方便读者找

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 建议在新闻稿中插入高管的引言。 

解读财报的核心数据，添加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论点都是不错的

角度，媒体将可能在他们的财报解读当中使用这些引言。 

如，安踏在今年 8 月通过美通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就引述了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世忠引言：“当前，防控疫情与健康发展必

须两手抓，国际国内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唯有加强对行

业变化及消费趋势的前瞻与预判，采取主动的变革才能抵御所有

的不确定性。而唯一不变的是，必须以‘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

核心，以‘高效管控’为原则实现健康经营。对于我们而言，经

历了上半年的考验与摸索，未来要完成数字化转型，实现全渠道

“欧美市场已经非常重视 ESG 传播，国内对其

的重视度也在加速提升。2018 年明晟中国指数

创立以来，其影响力不断增加，该指数很大程

度上引导着外资投入，同时也引导着国内公募

跟投。它最大的特色是它非常注重 ESG。”

李佳

道琼斯及华尔街日报中国区媒体业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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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消费者战略的转型及商业模式的升级，保持

市场领先地位和品牌活力。目前中国的抗疫成果

显著，我们对中国消费市场和运动用品行业的发

展充满信心。”——来源：《安踏上半年收益近

147 亿元，毛利率创历史新高》

 ● 通过官网链接让受众获取增补性的数据。 

如针对投资者的 PPT 及信息图，同时，请包括

电话会议拨入信息，如相关电话会议号码及拨入

的时间。

 ● 请别忘了显示媒体联系方式，方便媒体进一步联

系。 

如果是财报相关的新闻则更讲究时效性，建议提

供直接联系方式。

 ● 上市公司发布重要新闻之前，还要特别留意各交

易所的规定。 

具体请查询所在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规定，包括发

布时间等，比如美股需要在正常交易日的开市前

和闭市后发布信息。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9240-1.shtml
https://www.prnasia.com/story/28924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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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渠道能影响到个人及机构投资者？

随着媒体格局的变化， 个人及机构投资人获取上市公司信息的渠道

已经非常多元， 不仅是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 另一方面，关注

上市公司的媒体和平台数量的增长和变化， 对上市公司的覆盖能力

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策划好内容之后，可通过优选的财经传播渠道进行传播，可根据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不同的阅读习惯，投放到不同的财经终端，以便

他们及时获取企业的重要信息。以下都是不错的发布渠道：

通常金融终端覆盖的交易市场不同，比如雪球和同花顺会同时覆盖美

股，港股和 A 股， 但比如美美证券，实际上更多关注美股及港股市场，

媒体会根据自身的需求，选用企业的新闻。

而在香港，投资机构 / 人会比较关注汇聚财经新闻、资讯和股票及衍

生工具报价的经济通（etnet），财经媒体 business focus, 投资、

理财及市场动向的 Morningstar 等媒体或终端。

而 关 注 美 国 市 场 的 投 资 人， 则 更 有 可 能 通 过 Bloomberg, 

MarketWatch 等获取相关信息。

如果你的新闻稿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向媒体、投资者及公众分享了，

最有效和及时的方式是通过美通社全球发布网络进行发布。美通社

覆盖全球的发布渠道可实现一站式的目标市场的相关新闻传播， 从

新闻层面满足向所有投资者“同时披露”的要求。点击此处了解更

多美通社财经传播与信息披露服务。

更多有关中国大陆的财经发布解决方案 >>

其他国家及地区新闻发布服务 >>

股票类 APP/ 金融终端

财经垂直 / 股票类媒体

https://static.prnasia.com/pro/marketing/2020/Flyer/IRflyer.pdf
https://www.prnasia.com/products/distribute/global/


美通社在创新的企业传播服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帮助全球企业和机构联系和接触他们的目标受众。美通社通过其全球多渠道发布网络、媒体情报、信息

披露和投资者关系传播服务，帮助企业和组织与媒体、消费者、决策者、投资者及大众进行充分、及时的对话，从而为塑造品牌、打响知名度、影响公共政策、

推动销售和筹集资本提供支持。

美通社 1954 年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发布行业的先河，2016 年成为 Cision 旗下公司。通过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亚洲和中东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办事处网络，

借助与全球领先新闻机构之间的独特关系，用 40 多种语言将客户与 170 多个国家的受众联系起来。

Cision 是面向公关和营销传播人员提供赢媒体软件和服务的全球领先企业。Cision 帮助用户识别主要影响者、打造和发布战略性内容，并衡量其影响力。

Cision 拥有 4,800 多名员工，在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 24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有关该公司屡获殊荣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Cision 全球企业传

播云平台 Cision Communications Cloud）的详情，请访问 www.cision.com

北京 (86-10) 5953 9500 上海 (86-21) 8017 9500 深圳 / 厦门 (86-755) 8203 7494 杭州 (86-571) å8821 9685 成都 (86-28) 8511 4629 

中国香港 (852) 2572 8228 中国台湾 (88-62) 2768 0350 新加坡 (65) 6692 2374 马来西亚 (60-3) 2096 9637 印尼 (62-21) 8063 1839 韩国 (82-2) 6929 2223 

澳大利亚 (61-2) 8052 9555 越南 (84-28) 6276 8957

www.prnasia.com | cncs@prnasia.com

http://www.cis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