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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松下幸之助曾經提出：“企業管理，過去是溝通，現在是溝通，未來還是溝通。”

投資者關係管理（Investor Relations Management, IRM），正是以“溝通”作為核心，透過
資訊同步與交流，增加投資者對公司的了解與認同，提升公司管理水準，以實現公司整體利益
的重要關鍵。

上市公司和投資者是資本市場中最重要的參與者，雙方關係緊密。為了維持長久互信的關係，
投資者關係管理日漸成為上市公司董事會的管理重點。好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可以使公司與投資
者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有助上市公司獲得資本並最終最大化股東的價值。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對市場影響深遠。特別是在疫情防控、經濟復蘇過程中發揮了重
大作用。數字化轉型，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轉型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與共識，為資本
市場帶來新的改變。

在科技迅速的發展、市場環境的大轉變以及政策指引驅使之下，投資者關係管理的數字化轉型
已形成既定趨勢。以數字媒體科技為先導，以數據智能為方向的數字化未來藍圖，對上市投資
者關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富途以自身豐富的投資者關係管理服務經驗，依託富途大數據，包括上千萬用戶
畫像與行為分析，以及超過10萬+條個股評論區語義分析，並通過面向超過1400位投資者進行
問卷調查所獲得的市場洞察，最終得出這份《2022年IR數字化趨勢研究報告》,旨在順應市場發
展趨勢，積極回應投資者關係管理數字化轉型的挑戰與機遇，希望加深上市公司對投資者關係
管理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有更深入的認識，推動上市公司以創新的管理方式，主動維護與投資者
的關係，提升公司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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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內地及香港兩地市場重視，
IR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

數字化為大勢所趨

近年，香港對在港上市的公司透過線上進行資訊披露的方式非常重視。2022年3月，香港交易

隨著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化的熱潮已續漸席捲產業發展、企業經營和社

所宣佈，將在2022年第三季度推出全新的投資者關係網絡平台「投資服務通」（IR Connect），

會生活，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數字經濟的應用走進你我的生活中，勢不可擋。

以促進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聯繫與溝通。更多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互動功能也將在後
期陸續提供。
而在內地方面，2021年4月11日，中國證監會發佈《上市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指引（指
引）》（以下簡稱《指引》）。這是中國證監會時隔17年後對《上市公司與投資者關係工作
指引》（證監公司字〔2005〕52號）進行修訂。
《指引》正文要求“上市公司應當多管道、多平台、多方式開展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上
市公司應當加強投資者網路溝通管理的建設和運圍"及"鼓勵上市公司通過新媒體平台開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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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字科技滲透社會各層面，

者關係管理活動”。
在市場環境和監管環境的雙重影響下，投資者關係管理受到資本市場前所未有的重視。對上市
公司來說，做好投資者關係管理顯得日益重要。以互聯網、新媒體為先導的數字化轉型，在投
資者關係管理領域的序幕已經開始。

特別是在疫情發生以來，社會經濟數字化轉型更加速發展。疫情期間，人們開始習慣網購或使
用App購物，當中還包括生活必需品；政府、企業和教育機構使用如Zoom等的應用程式開展
線上會議、網課和遠程辦公。數字化在應對隔離及經濟復蘇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數字經濟的發展已得到充份政策資源的支持。自2019年以來，“數字經濟”更連續4次被寫入
內地的《政府工作報告》，2021年以來，內地政府多次對數字經濟發展做出部署，數字經濟
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數字經濟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為資本市場也帶來巨大轉
變，科技發展與金融創新正加速融合。
全球資本市場買賣雙方的博弈呈現出新的變化，引發供給的競爭，被投資者看到，以及受到投
資者理解及認可，成為上市公司長期發展的重要保證。
在政策指引和需求的驅使下，透過數據化工具，打破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隔阻，以數字科
技使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工作效率提升、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準已成為“標準作業”。
同時，數字化轉型也對上市公司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數字媒體的應用、
網路溝通渠道的拓寬等“微創新”將無法滿足上市公司的深層需求，上市公司必須擁抱科技，
積極將金融科技創新滲透到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工作中，努力實踐主動、精確的投資者關係管
理，向數據智能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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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數字化轉型，可以為上市公司的投資者關係管理（IRM）帶來巨大的價值，不論是阿里巴
巴、騰訊、亞馬遜、Google等科技企業，或是華為等成功實業企業，還是行業隱形冠軍、或

2. 數字化將成市場主流

是創新獨角獸企業，每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都有不同的想法和路線。
然而，數字化轉型應運而生，但並非水到渠成。由埃森哲與工信部下屬國家工業資訊安全發展
研究中心聯合發佈的《2021中國企業數字轉型指數研究》指出，2021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
成效顯著，企業佔比連續第三年提升，但仍然僅有16%。換言之，超過80%中國企業數字化

數字化轉型依靠核心科技的應用和引導，但轉型過程並不是以技術驅動。為技術而技術，容易
走向脫離現實市場需求的局面。我們認為，由市場形勢驅動更能直接面向需求，創造價值。
以一款面向投資者關係管理（IRM) 的企業級產品的誕生過程為例。

轉型效果不盡如人意。
移動互聯網時代，開啟了資本市場資訊傳遞與證券交易線上化的進程。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市
世界經濟論壇（WEF）和麥肯錫聯合開展的“未來生產”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製造企業紛
紛大力投資數字化轉型，但卻普遍遭遇“試點陷阱”，即轉型常常局限於企業中業務、技術或
組織的某個部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未能從根本上改善組織及業務流程，也未充分挖
掘出數據價值。

面對疫情後的新形勢，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溝通方式亦隨之轉變。過去，港股美股市場以
機構投資者主導，企業通過線下路演、電話會等方式即可達到溝通目的。疫情導致地域隔離、
個人投資者參與度提升，使得傳統的IRM與企業傳播模式已無法滿足當前需求。

IRM的數字化轉型，若要告別“試點陷阱”，企業需要在頂層設計的視野下，重新構建團隊、

同時，在人為因素下，踴躍參與這一輪線上化交易場景轉移中的投資者，也逐漸展露出新一代

管理與組織文化，重構營運流程、產品和服務，通過數字化技術提升投資者關係管理的水準。

投資者的特徵。逐漸入場的80後、90後一代投資人，其主動性、學習意願更強，也更希望與

而數字化轉型需要路線圖與行動指南。

企業高層進行直接對話和互動。

在此背景下，我們以豐富幫助上市公司實踐IRM的經驗，為IRM的數字化轉型提出路線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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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在各大央行放水的背景下迎來一輪牛市，更使投資者的線上參與度和活躍度達到歷史高峰。

建議——上市公司至少需要沿著以下三條路徑進行轉型。

因此，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市公司，在向新的交易場景遷移的過程中，都有著相同的需求，即
尋求使用簡單易用的工具、平台、技術，建立新的溝通模式。
在這種市場形勢的推動下，富途上線了富途企業號，幫助企業與投資者進行高效溝通。作為公
司進駐富途平台的官方主頁，企業可以通過新品發佈會、業績電話會、高管面對面訪談、短片
解讀等多種形式，拉近雙方的距離，讓公司更貼近大眾。個人投資者可在牛牛圈中直接獲取上

1. 公司領導層直接參與，重塑組織管理與文化

市企業發佈的一手資訊，互動模式更豐富，同時可以與上市企業CFO、IR負責人、專業機構
投資者等不同角色溝通交流。

數字化轉型涉及團隊、管理和組織文化的重塑，一些上市公司的IRM數字化轉型不夠成功的原
因，往往是過於強調上線IT系統，但卻忽視了內部各職能和部門間，仍然相對孤立，組織文化
並未得到適合數字化轉型的重塑，對數字化帶來的衝擊和效益也沒有清楚地評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超
過800家公司選擇進駐富途「企

讓公司領導層直接參與、帶領數字化轉型的內部重構，往往事半功倍：
第一，組建數字化轉型團隊，核心團隊建議由管理決策層領導，並獲公司全面授權。團隊成員
需要集合投資者關係、IT部門、各業務部門資訊負責人，並將數字化轉型專案列為IR管理部門
的重點工作。

業號」，其中百億港元以上市值
企業超過200家，包括騰訊控股
、阿里巴巴、小米、蔚來、特斯
拉等知名企業。企業路演累計觀
看超6000萬人次，單場財報內

第二，核心團隊需要設定共同目標，認可IRM數字化轉型對於公司發展的價值，並向團隊成員

容最高獲得280萬+人次曝光，

傳達轉型戰略規劃及其重要性，階段性分享轉型成果。

大大地提升了業績傳播效率。

第三，數字化轉型追求的不只是一個短期的結果，而是需要管理團隊持續性關注和發掘新需
求。行業新技術不斷地進步，也會一直影響數字化轉型的過程。

圖片來源：富途牛牛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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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善用科技，讓數據成為「資源」
人才為本、市場形勢作為首要驅動力，更需善用科技，打造數字化工作流程，維護公司專屬數
據庫，使企業能更有效地進行投資者關係管理（IRM)，與投資者精準溝通，讓數據真正成為
「資源」。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是數據的獲取與維護。
IR的數字化轉型，首先需要上市公司在IR管理的工作日常，將IR管理的工作流程進行數字化
升級，對IR管理的工作流程——從日常規劃、路演會議、統計公告發佈、輿情傳播熱度到調
查約訪事項管理、敏感資訊預警，從投資者溝通交流到股東轉化全過程——進行數字化管理，

總括而言，IR管理的數字化轉型與其他任何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十分相似，充滿挑戰，也
需要耐性。
缺乏系統性的方法指導往往成為數字化轉型成敗的主要因素，上述三項轉型路線和行動建議
是一整套協同的行動，在執行中不是先後、串連的關係，而是一個並行設計的過程。
上市公司在IR管理的數字化轉型時，既要做足頂層設計，也需確認以上幾項行動確切落實，
這樣數字化轉型才能順利進行。

投資者畫像數據

富途成交數據

實現高效的IR管理，使過程可追溯，也能使成果可視化。此外，將各類資訊及時做好數據沉
澱，維護公司專屬IRM數據庫，實現“精耕細作”式的投資者關係管理。
此外，善用科技，讓數據真正成為「資源」。通過大數據分析與深入探討，上市公司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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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不同投資者的需要，例如需要怎樣的溝通、正在關注行業或公司的那些資訊，從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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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投資者的溝通成果、了解投資者的行為偏好和需求。
此外，除了做好現有投資者的管理，數據智能還能為公司識別出長期跟進公司的價值型投資
者，並主動尋找出潛在投資者，促進股東轉化和關係長效管理，從而最大化股東的價值。
這樣的進程已經在業內悄然展開。以富途企業工作台為例，此工作台是專門為上市公司提供的
IR數字化管理平台。針對傳統溝通模式低回饋、難以衡量的缺點，更透明地展示市場動向與

企業輿情數據

價值傳播的效果，讓企業傳播更精準。
富途企業工作台為上市公司提供包含資本市場分析、投資者洞察、企業號營運分析、同行對比
分析等多個核心功能模組，在企業號營運數據管理後台，企業可清楚知道發佈內容的瀏覽數
據、互動數據等，進一步優化企業傳播策略，並提供數據支持。同時，富途企業工作台還提供
熱點輿情定位功能，企業可即時查看關鍵大盤交易數據、資金成交及流向數據，幫助企業敏銳
地捕捉市場動向，並作迅速回應。

注：圖示為富途企業工作台模擬數據，僅做說明用途

企業號運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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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說明：
投資者類別及行為分析

投資者問卷調查

資料來源：富途大數據

資料來源：富途牛牛平台上分發的調查問卷

數 據 量 ：200萬+

回收份數：1454份

統計區間：2021年全年

回收時間：2022年3月17日

公司關注度及交易情況分析

個股評論區語義分析

資料來源：2021年6月30日前進駐富途「企業號」

資料來源：富途牛牛個股評論區

且活躍營運的港股上市公司
分析維度：添加自選股數、個股評論區數、

內容條數：10萬+
統計區間：2021年12月-2022年2月

富途證券（香港）交易量、公司總交易量等
統計區間：進駐前6個月和進駐後6個月

注：上市日到進駐日不足6個月的，按實際時間計算日均表現（剔除極端異常值）

IR數字化實踐的市場調查及效果評析

富途是港股美股領先的數字化金融科技公司，截至2021年Q4，富途全球用戶達1740萬，開
戶客戶數達到275萬。龐大且高品質的用戶群是富途活躍的投資社區生態的基礎，也是上市公
司投資者關係管理最精準的目標人群。

此外，調查數據顯示，當公司發生突發事件時，富途個股資訊、消息推送及企業號是投資者
獲取公司回應的主要渠道。在香港，緊隨其後的是Facebook及WhatsApp。而在內地，則
是微信公眾號及微博。

為了洞察投資者關係數字化趨勢，幫助企業高效傳遞企業價值，富途在通過對其平台上用戶的
評論及交易數據進行整合分析，加上調查問卷及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效果的評估，希望讓上市
公司能更好地了解資本市場動向，為其優化資訊傳遞策略提供數據支持。

公司的突發事件，是投資者最關注的資訊。負面重大事件的發生，可能使得股價產生大幅度
的波動。因此，如何在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的最新進展，對於投資者來說尤為重要。
富途的個股資訊及消息推送能捕捉即時資訊，往往可以在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的最新進展，從
而成為投資者獲取資訊的首選渠道。此外，企業號作為官方發佈平台，也是投資者了解公司
對突發事件最新態度的有效渠道。
投資者的一舉一動關乎着公司的股票交易，影響股票的流動性。即時的第一手消息，是輔助

1. 投資者對企業線上動態關注度分析

投資者做投資決策的重要參考資訊。對於企業來說，一個直接可以將公司第一手資訊同步客
戶的渠道，是上市公司與投資者溝通至關重要的一步，而富途企業號正賦予雙方一個強大的
溝通渠道。

超過四分之三的活躍投資者關注富途「企業號」，
70%受訪者認為個股資訊是了解公司的重要渠道

當公司發生突發事件時，你傾向於通過哪些渠道了解公司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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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顯示，2021年在富途平台活躍的投資者*中，75%關注了企業號，近3成活躍投資者曾經
與企業號產生互動，包括點贊、評論企業發佈的動態以及參與企業線上直播和其他活動。

「中國內地」
56.26%
37.62%

富途企業號是上市公司在富途牛牛開設的官方帳號。上市公司通過在企業號發佈公司動態，來

36.38%

向投資者傳遞業務的最新進展、公司的戰略規劃以及財報業績解讀等等。

29.09%
14.31%

14.79%

朋友圈及交流群

其他

高比例的關注以及積極的互動數據，證明了投資者對於及時了解企業最新資訊的迫切需求。
注：“活躍投資者”指在2021年登錄的富途已開戶客戶，下同。

是否關注了「企業號」

富途個股資訊
及消息推送

富途
「企業號」

微信公眾號

微博

「中國香港」

是否參與過「企業號」發表內容
60.64%

75%

25%

71%

39.09%

29%

30.23%

26.76%
11.23%

富途個股資訊
及消息推送
已關注

未關注

是

否

富途
「企業號」

Facebook

WhatsApp

LinkedIn

17.4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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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發佈渠道之外，富途個股資訊、股吧等是投資者獲取公司更多資訊的主要渠道，此外，

富途客戶年齡分佈

接近35%的投資者會去研讀分析師的研報。

38.01%

除了官方資訊，你是否會通過其他平台了解公司更多資訊？

14.90%

70.56%
34.66%

22.7%

16.71%

會在富途個股資訊、股吧

12.24%

會去研讀分析師寫的關於公司的研報

2.08%

50前

50後

60後

70後

80後

2.09%

0.02%

00後

未知

90後

調查數據顯示，64.51%的受訪者會因為喜歡一家公司的產品/文化/品牌/價值觀等而選擇投
資該公司，這就使公司在維護投資者關係時，除了披露公司的業績情況、業務進展、對外合

會在職場社交軟體瞭解公司人力資源

作等之外，還應注重公司品牌文化的對外輸出。

政策，用工口碑
不會

0.31%

7.30%

9.63%

等關注公司資訊及其他人觀點
會去行業論壇了解行業相關資訊

35.28%

其他

你是否會在不了解公司財務等基本面資訊之前，
因為喜歡一家公司的產品/文化/品牌/價值觀等而選擇投資？
對公司來說，一方面要關注個股資訊下的輿情情況，針對負面消息並作出即時的回應，與媒體
積極溝通，對外傳遞客觀而真實的信息，另一方面，要重視券商及投資機構的研究覆蓋。證券

64.51%

35.49%

分析師是資本市場的資訊中樞，好的研究報告可以為公司帶來更高的關注度，有助於促進交
易，提升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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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會，因為喜歡所以相信

不會，好公司不見得是好的投資標的

投資者趨年輕化，超過75%的投資者關注企業線上業績會及線上路演
從富途的客戶類型來看，互聯網及金融貿易從業員正在成為證券投資的主力軍，從年齡分佈來

最後，是對於新型交流模式的接受度更高。在IRM數字化的大趨勢下，線上業績會以及線上

看，投資者絕大多數都是80後和90後。這群財富新貴，主要展現出三方面的特點。

路演逐漸成為上市公司常規與投資者溝通的渠道。在很多公司對其效果存疑之時，投資者對
此的態度則表現出更加的開放。調研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投資者會關注公司的線上業績會

首先是高認知，他們自身的工作經驗讓他們對於新型經濟企業的商業模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以及參與公司發起的線上路演。

認可度也更高。其次是購買力強，這不僅指投資購買力，也包括產品購買力。這群新興港股美
股投資者，既可以為公司流動性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又很大可能是其產品的消費者。也因
此，新興證券投資者更容易被公司的產品、文化及價值觀所吸引，從而做出投資決策。

富途客户工作行業分佈

77.37%

你是否關注或參與過

你是否會參加公司

公司的線上業績會？

的線上路演或線上互動？

22.63%

76.07%

40.40%
21.70%

互聯網

15.70%
5.80%

3.90%

3.30%

2.60%

2.50%

2.30%

2.00%

金融

加工

教育培訓

房地產

醫藥

旅遊

交通

廣告

及貿易

製造業

科研

生物

餐飲

物流

傳媒

其他
會關注/參與

不關注/不參與

23.93%

IR數字化實踐的市場調查及效果評析

在參與線上業績會時，相較於財報資訊解讀，投資者更關心公司的未來規劃。對投資者來說，
評論區內容分類統計

財報只代表過去，管理層的格局才代表未來。因此，在滿足資訊傳遞合規要求的基礎上，公司

評論區話題關鍵詞詞雲圖

應盡可能讓投資者了解公司的未來規劃，從而讓其對公司的潛在價值增值更有信心。
17.00%

在參加公司線上業績會時，你最關心哪些內容？

公佈業績

財報

11.73%

38.34%

美元債

買入評級

最後上車機會 資金鏈斷裂 股东大会 特别股息 拉高出貨

7.48%

大家成本幾多 公司管理層

13.14%

股價漲跌

財報/業績

銷售數據

大股東

公布業績 新冠疫苗 數字人民幣

基本面

44.43%

維持目標價

派息 回購股份

價值投資

9.70%
37.41%

打邊爐

首日破發

15.75%

低處未算低

特價時段

行業討論

遊戲版號

大股东减持

合約銷售額

資金流入

羽絨服
聯合開發

長期持有

別人恐懼我貪婪 現價可入

公司行動

熱門概念

元宇宙

新股討論

比特幣

首日大漲

5.02%
公司未來規劃

財報信息

管理層問答

其他

從用戶評論的時間分佈看來，發表個股評論的高峰期集中在上午9-12點以及晚上9點至深夜12點。分市場來
看，港股的評論第一高峰在上午9-12點，下午2點至4點則是第二高峰；美股的評論活躍度則是在盤前下午6點
開始增加，並在晚上9點到深夜12點美股開盤時段達到高峰，隨後逐漸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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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美股開盤時段是投資者討論高峰期，

對上市公司來說，想要讓對外發佈的資訊獲得最大的曝光和關注，與投資者更好地互動，則需要重點關注上市
地投資者的活躍時間段，以令投資者溝通的效果最大化。

公司在此時段發佈消息可獲得更大關注
用戶評論活躍度分佈

交易是充滿冷冰冰的數字，但富途的社區是充滿着熱度的。投資者會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投
資戰績，交流觀點和心得，找到共鳴，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社交需求。

港股

美股

2000

2021年在富途平台有過交易的活躍客戶中，28%曾發表過個股評論；在富途發佈的調查問卷

1500

中，25%的受訪者認為個股評論區的專業見解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公司。
1000

在對富途平台上10萬+條評論進行語義分析後，我們發現，由於股票的漲跌與投資者的盈利/虧
損有著最直接的關係，遂成為討論的焦點，約有38%的討論內容與其相關。此外，關於財報
業績、行業討論、公司行動等內容的討論度均高於10%，是投資者同樣非常關注的話題。
2021年，元宇宙、比特幣等熱門話題頻頻佔據新聞熱點，新股賺錢效應也一度成為話題中
心。以上內容也在討論區佔有一席位置，成為熱議的對象。

500
0
0:00
1:00

1:0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5:00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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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R數字化效果評估
進駐「企業號」後投資者活躍度顯著增加，

近40%的被調研公司在進駐「企業號」後

35%的公司的添加自選股人數提升超50%

交易量提升超過20%，流動性提升效果明顯

關注是交易的前提。研究顯示，用Google搜索量（SVI）衡量個人投資者對股票的關注水

促進公司股票交易活躍，提升公司在二級市場的流動性是投資者關係

準，發現 SVI 和個人投資者的交易活躍度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Da，Engelberg 和 Gao

管理的核心目標。

（2011））。因此，投資者關注度是投資者關係管理的重要評估指標。

進駐「企業號」後富途交易量佔公司
整體交易量比重提升情況

富途後台交易資料的統計結果顯示，超過53.5%的公司在富途平台的

富途統計了截至2021年底，進駐富途企業號達到6個月且保持活躍營運的香港上市公司的添加

交易量占公司整體交易量的比重較進駐前有明顯提升，其中提升超過

自選股情況及個股評論區活躍情況，以此評估投資者關注度高低。結果顯示，進駐企業號後多

20%的，佔比達到39.49%；提升超過50%的，佔比達到23.57%。

數公司的投資者關注度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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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與相同行業的同市值區間的公司相比，進駐企業號的效果也很明顯。

在添加自選股方面，超過51%的公司在進駐企業號後被更多投資者添加到自選股列表，其中

富途統計了與進駐企業號的上市公司處於相同行業*並且處於相同市值

日均添加自選人數較進駐前提升20%以上的達到49%，提升50%以上的達到35%。在個股評

區間*的全部公司在富途平台的交易量均值（以下簡稱“均值”），以

論區活躍度方面，超56%的公司在入駐企業號後個股評論區評論數量有明顯提升，其中日均

此與進駐富途企業號的上市公司的交易量做比例。資料顯示，進駐企

個股評論數量提升20%以上的達到45%，提升50%以上的達到22%。

業號後公司在富途平台的交易量佔均值的比重，其25分位、50分位、

有所提升

53.50%
提升20%+

39.49%
提升50%+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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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分位值分別為38.28%、89.92%、146.51%，較進駐前分別提
升10.4%、18.69%、18.71%。由此可見，在撇除市場行情本身的
影響後，進駐富途企業號對公司的交易量有明顯的提升作用。

進駐「企業號」後使用者關注度提升情況

眾安在綫（6060.HK）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團隊曾評價富途企業號，稱
49%

日均添加自選提升20%+

同市值區間公司相比的變化情況

“富途企業號打造了一座企業和投資者之間的橋樑，重新定義了科技

35%

日均添加自選提升50%+

的交易量與同行業、

進駐富途企業號對公司IR管理工作的助力獲得眾多合作夥伴的好評。

51%

日均添加自選有所提升

進駐「企業號」前後公司在富途平台

146.51%

時代的資本市場溝通和生態構建”，微盟集團（2013.HK）的投資者

127.80%

關係管理團隊也表示，“企業號為我們提供了投資者溝通的數字化轉
56%

日均個股評論有所提升

45%

日均個股評論提升20%+
日均個股評論提升50%+

22%

89.92%

型方式”。此外，小牛電動（NIU.US）等公司對富途平台投資者對

71.23%

公司流動性的貢獻表達了充分的認可。
在互聯網加速了資訊超載的時代，吸引投資者的注意力，並最終生成

27.88%

38.28%

交易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在港股這樣一個流動性相對集中的
市場。對上市公司來說，積極主動佈局投資者關係數字化，在有限的
精力下觸達更多、更精準的投資者，促進交易活躍度，是更加高效的

25分位

50分位
進駐前

75分位
進駐後

投資者關係管理方式。
*市值區間（以2021年12月31日收盤時市值為准，單位：港元）：30億以下；30-50億；50-100億；100-500億；500億以上；
*行業：以富途牛牛App上個股詳情頁面的所屬行業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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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門行業IR數字化趨勢
房產家居、生物醫藥行業在IR數字化方面起步更快，

互聯網行業投資者喜歡討論龍頭企業熱點事件，

高市值行業龍頭紛紛佈局其中

生物醫藥行業投資者關注疫苗及臨床試驗結果

富途統計了進駐企業號的港股上市公司所在的行業。其中房產家居、生物醫藥兩個行業的公司

行業的不同，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存在一定差異性。在分行業統計了個股評論區的熱詞後，我們發現，互

數量最多，佔比分別為21%和16%。可以看出，這兩個行業在積極參與IR數字化的進程中走

聯網公司的討論熱點多集中在近期話題事件，如“騰訊派發式減持京東股票”、“停發遊戲版號”、以

得更快。與此同時，互聯網及軟體發展、能源基建、消費零售的公司緊隨其後，在比例上均超

及“查理芒克對阿里巴巴的投資”等；而對生物醫藥行業來說，管線進展是公司命門，新冠疫苗是大

過10%。

熱。因此話題關鍵字多集中在“臨床試驗”、“新冠疫苗”、“疫情結束”等與上述相關的內容。

已經擁有很高流動性的高市值公司同樣沒有忽視IR數字化趨勢，積極佈局其中。截至2021年

汽車物流行業的話題集中在“銷量”、“電池”、“晶片”等涉及銷售情況及核心技術實力的相關指

底，超過800家進駐富途企業號的公司中，百億港元以上市值企業超過200家，騰訊、阿里巴

標；消費零售行業，一方面“火鍋、打邊爐”成為當之無愧的熱搜詞，另一方面受益於東京奧運會和北

巴、美團、百度等互聯網巨頭均位列其中。就細分行業來看，佔比最高的房產家居和生物醫藥

京冬奧會的舉行，體育股成為討論熱點。此外，“美元債”引發房地產行業的恐慌以及“派息”對於銀

行業的進駐企業，既包括融創中國（1918.HK）、旭輝控股（0884.HK）、保利物業

行金融股的重要性都可以在話題關鍵字上得到驗證。

（6049.HK）等知名地產開發商及物業服務商，也涵蓋中國生物製藥（1177.HK）、榮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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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9995.HK）、平安好醫生（1833.HK）等醫藥行業龍頭。

公司需要了解所處行業的投資者所關注的話題中心。當與投資者溝通時，可以圍繞其關注的話題中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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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闡述公司在相關方面的業務進展及戰略規劃。避免由於資訊不對稱及錯誤的關注點導致自說自話。

IR數字化，不只是小市值公司盤活流動性的重要手段，也是領頭公司保持與投資者高頻互
動，傳遞企業價值與文化不可或缺的方式。

不同行業的投資者關注話題詞雲圖
互聯網

生物醫藥

汽車物流

進駐富途「企業號」港股上市公司的行業分佈
公司管理層

多元化治理

21%

資金流入
維持 數字
目標價 經濟

滴滴退市

16%

數字人民幣

北京冬奧會

疫情中高風險

價值投資

11%

元宇宙
遊戲

回購股份

下調
目標價

數位化轉型

個人收款碼

戰略合作 維持買入評級

汽車機器人 騰訊減持京東 特大單流入

普克魯胺

疫情結束

新冠病毒

反向合股

業績
派發京東股票 公佈

共同富裕 查理芒格

自動駕駛

12%

遊戲版號

晶片短缺

奧密克戎毒株

新藥上市

沒有北水

臨床試驗

公佈業績

緊急使
用授權

重組新型冠狀
病毒疫苗
吸入式疫苗

公司回購 價值投資 新冠疫苗
新冠特效藥

新冠口服藥

國家藥監局

中國創新藥

美國商務部 兒童疫苗 舒格利單抗

中國創新藥

復工複產 資金流出

接受要约

战略合作

巴拉特生物技術

维持买入评级

價值回歸

復工複產

純電動大巴

買入評級

新能源汽車銷量
價值投資

技術分析

中國新能源
純電動汽車

汽車零部件

資金流入

銷售數據

動力電池

固態電池

股東大會

公司基本面 市場佔有率
普克鲁胺

大股東減持

汽車品牌

特別股息

電池技術

短期目標價

電動汽車電池

聯合開發

10%
6%

消費零售

7%
5%

5%

4%

3%

數位化轉型

維持買入評級

公佈業績

生物

互聯網及

能源

消費

汽車

家居

醫藥

軟體發展

基建

零售

物流

金融

廣告
出版

教育

文化娛樂
及旅遊

其他

奧運會 淨利潤
運動品牌
現金流

吃火鍋

管理層 體育股

數位化轉型
手續費

全民健身

運動員

扭虧為盈

收息股

特別股息

大手買入

壽險新業務價值

公佈
業績

復工複產
流動性

疫情影響 雙十一
董事會

疫情好轉

轉主板

價值回歸

每股淨資產

資不抵債 派息

價值回歸 特別股息

私有化

羽絨服

冬奧會

金融

出售資產 資金流入

元宇宙

打邊爐 大股東

下調
目標價

房產

房地產

美元債

回購股份

合約銷售面積

原保費收入 公司管理層 淨利潤

業績公佈

股東大會 合约销售额 價值投資

合約銷售額

維持目標價

建築面積 在管面積 維持買入評級

戰略合作協定 取消特別分紅 優於大市評級
正面盈利預告 在管面積 流入多過流出

給予買入評級

受疫情影響

每股淨資產 社保基金減持 股權登記日

下調
目標價

管理層增持
建築面積

公佈業績
房地產開發貸款

派息

以股代息
大股東減持

持股比例 財產險報案數量 存款準備金率百分點 北京交易所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保費收入增長

進入加息週期

釋放長期資金

人民幣國際化

收入同比增長
每股均價增持

2022
IR DIGITALIZATION
TRENDS
RESEARCH REPORT.

從行業特點出發，選擇合適的投資者溝通方式
就具體的線上投資者溝通話題來說，不同行業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手機等硬體行業會通過新品
發佈會，讓投資者了解企業產品的最新進展。以小米集團為例，截至報告發佈前，小米集團
（1810.HK）累計在富途平台召開過8場新品發佈會，累計瀏覽量達到1120萬，直播間的牛
友互動量超過1萬條。
近年元宇宙大熱，Facebook改名Meta成為焦點新聞，國內相關產業也積極佈局其中並向投

04.

資者傳遞最新進展。移動遊戲開發商及發行商中手遊（0302.HK）在2021年11月于富途平
台發佈直播活動《對話中手游董事長兼CEO：中手遊“仙劍元宇宙”佈局及機會》，網路遊
戲開發商網龍（0777.HK）在今年1月于富途平台直播了《2022網龍新春媒體懇談會暨網龍
華漁教育元宇宙戰略發佈會》，均獲得不錯的瀏覽量與投資者互動量。
醫療健康行業，由於業務理解的門檻偏高，在投資者溝通的主題選擇方面，一方面會從大眾最

IR數字化轉型
工作範例參考

關心的醫療科普出發，講述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如諾輝健康（6606.HK）曾在富途企業號直
播《講透幽門螺桿菌防治》，獲得5.4萬的瀏覽量和不錯的互動評論；另一方面，產品管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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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作為投資者最為關注的資訊，同時也是醫藥公司的溝通重點，諾誠健華（9969.HK）曾
在富途平台開展了一系列的產品管線進展直播，包括血液流管線、實體瘤管線、自身免疫性疾
病管線、大分子管線等，累計獲得超10萬瀏覽量。

投資者關係管理（IRM）數字化轉型的最終目的，是要把數字化的思維方式融

公司在規劃投資者溝通的具體活動及主題時，既需要從投資者角度出發，了解他們關心的重
點，從而達到準確觸達的目的，此外也需要參考同行業公司的做法，或從公司過往活動的效果
和回饋上總結經驗，不斷反覆運算和升級，最終讓投資者溝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

入到管理與日常工作流程中，把數字科技轉化為一線生產力，為投資者帶來精
準的上市公司資訊，以及完美的溝通體驗，並為上市公司提高股東價值。
為了幫助上市公司實現這一目的，富途以與上市公司在IR合作中所積累的豐
富經驗與觀察，選取3家代表性企業，通過全面地訪談，形成IR數字化轉型工
作範例集。希望以下3家上市公司IR數字化轉型所沉澱下的寶貴經驗，為中國

上市公司【企業號】直播活動列舉

上市公司IR工作者引發思考，帶來啟迪。

圖片來源：富途牛牛App

參考文獻：
Da Z, Engelberg J, Gao P. In
search of attention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5): 1461–1499.

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積極有為打破傳統IR認知，
富有創變重新定義數字時代IR

1. 以“直播”、“雲路演”等溝通形式，
打破疫情阻隔，擁抱投資者
疫情以來，醫思健康的IR管理工作面臨很大挑戰。在疫情之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往返便

公司名稱：醫思健康（2138.HK）

捷，公司投資者會經常來到醫思健康香港營業部進行實地參觀，但是在疫情封關後，公司難
以讓香港以外的投資者實地感受到香港的業務形態。

公司簡介：立足大灣區一站式醫療及健康服務平台，香港最大的非醫院醫療服務供應商
IR數字化亮點：

29

開放自信，探索“直播”“雲路演”等溝通形式，打破疫情阻隔，擁抱投資者
打造數字化工作流程，貫通旗下30+醫療品牌，實現IR高效管理
“真金白銀”打造IRM資訊系統，令投資者關係管理從數字化走向智慧化

醫思健康在內地地區的業務與在香港地區的業務模式很不一樣，醫思健康在香港開展多項嚴
肅醫療業務，是跨越29個不同專科的多元醫療平台，營運著多家大型旗艦店。而在內地地
區，公司主營醫美業務，而非醫療業務。醫思健康認為，公司在香港的業務發展更為成熟，
集團同樣會在未來將成熟產業複製規模在大灣區發展，如果要讓投資者更清楚地理解醫思健
康的業務模式和營運邏輯，一定要讓投資者對香港的業務狀態有充分認知。因此，醫思健康

富途「企業號」內容總曝光量：291萬+

樂於讓投資者到香港營業部現場參觀，藉此獲得情感上的認知，而不只是單純透過網路搜索

富途「企業號」活動類型：圖文資訊、業績發佈會、投資者開放日、高管面對面

或參與線上會議等形式了解公司。
在此背景下，醫思健康的IR管理團隊革新了溝通的工具與方式，很大程度降低了疫情帶來的
影響。團隊通過短片的形式開展線上雲路演，以主播視角帶領投資者在線上體驗公司於香港

醫思健康是立足大灣區一站式醫療及健康服務平台，香港最大的非醫院醫療服務供應
商，以預防及精準醫療為業務核心，透過多元服務整合發展醫療人工智能，配套高級

的一站式健康醫療業務。藉著線上雲路演，投資者能夠身臨其境，探索公司不同醫院的不同
樓層，以及不同業務的分佈。

品牌及優質客戶服務，致力為客戶提供專業、安全、有效的健康管理服務。截至2021
年9月30日，集團在大中華地區直接經營91間診所／服務中心，提供一站式醫療及健
康服務，總服務面積約449,000呎，已累計服務超過一千萬客次。

IR說
醫思健康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董事何芷嫻Hermione表示：“不僅是雲路演，現

集團目前直接經營的診所／服務中心主要位於大灣區，提供一站式醫療及健康服務，

在投資者或公眾吸收資訊的渠道已經非常依賴線上資訊流，電子化趨勢越來越清

擁有230位全職註冊醫生，醫療服務範圍覆蓋29個專科。集團旗下醫學美容品牌DR

晰。因此，怎樣能夠充分利用不同線上平台的媒介講好上市公司故事，是未來投關

REBORN連續13年榮膺香港銷量第一；旗下紐約醫療集團目前已是亞洲最大的脊醫

工作者要思考的大問題。”

及痛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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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2. 打造數字化工作流程，
實現投資者關係高效管理

公司收購或業務重大進展等重要資訊，則會做更全面的推廣。在程式化、標準化的流程確立
後，醫思健康投關團隊可以在拿到資訊後，很快知道要通過哪些渠道曝光消息，其中涉及哪

醫思健康旗下業務線和品牌眾多，同時，公司也有較多資本市場動作，例如引入戰略投資者、

些公司內部部門和外部協力廠商合作夥伴，整個過程快速、高效，不需再經歷繁複的流程。

業務收購並購等，資訊傳遞的工作量很大。2021年全年，單單只是公告或通函數量就超過一
百份，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有一至兩則較重大的消息。對於IR管理，在工作量劇增的情況下，就
非常需要通過數字化工具來優化工作流程，以系統化方式節省資訊發佈時間。

同時，醫思健康也會根據受眾對不同新聞感興趣的程度做不同程度的媒體曝光，形式也更加
多元化。例如，醫思健康積極佈局富途等新型數字化投資者關係管理平台，公司CFO、董事
會主席等核心管理層也會積極參與深度訪談，最終目標是傳遞出公司立體和鮮活的形象。

IR說
醫思健康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董事Hermione表示：“很多港股上市公司並沒有
很完整的IR體系，醫思健康用一年半時間建立起這樣的一套數字化IR系統，最明顯
的轉變是工作變得更高效率。對於未來的數字化升級，我們期待IR系統能夠實現渠
道一體化管理。過去，我們每有重大消息出來，可能要走10個不同的途徑，也就要
按照10個不同途徑的操作模式操作10次。未來，我們希望當公司在公司網站或者官
方微信上發佈消息時，系統可以一次性完成與不同平台的智能聯動，從公司端到這
些不同接口實現一體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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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IR數據庫，客觀展示投資者關係管理價值
溝通產生價值是醫思健康IR工作堅持的理念。對於如何衡量這份價值，醫思健康IR管理團隊
認為，關鍵是要看資訊是否能夠真正有效地傳遞到投資者。如果企業發送很多資訊給市場，
但是投資者沒有真正吸收到這些資訊，這樣的IRM工作是無效的。圍繞有效性標準，醫思健

工作前移，建立資訊披露的數字化系統

康通過追蹤不同受眾群體的回饋，及時調整宏觀策略，更好地服務投資者。
例如，醫思健康的IRM數據庫中，完整記錄了包含投資者/潛在投資者的介紹、AUM、覆蓋

上市公司公布資訊，需要用好多種不同渠道，觸達包含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等

行業、興趣、參與活動和與其見面次數和頻率等等資訊資料。通過對數據資料的持續追蹤與

在內的大量不同受眾。從2020年起，醫思健康開始搭建完整的資訊披露工作體系，制定標準，

分析，醫思健康可以掌握從安排路演與投資者溝通，到與投資者進行一對一溝通，再到投資

根據資訊本身的等級去判斷所需的曝光度，並通過數字化工作系統讓披露體系最終得以實現。

者最終選擇買入股票，整個過程中不同環節的相關性概率。

過去，醫思健康使用傳統方式發佈資訊，工作十分繁複，每一次都要經過非常多層的內部審核和

此外，通過郵件發送系統，醫思健康可以看到不同郵件發送後的狀況，例如閱讀數據。在郵

管理層討論。採用數字化系統後，醫思健康IR管理團隊會根據之前設定好的標準和流程，首先判

件發送系統以外，醫思健康也會在微信公眾號、官網後台端分析受眾對哪些內容的閱讀量更

斷一條資訊的重要性層級，再做相應處理。在醫思健康資訊披露體系中，資訊按照重要性被評定

高、更感興趣，從而比較精準地知道每天哪些人看哪些頁面更多，進而調整和優化資訊發放

為三個等級。如果是第一等級即較低等級的資訊，則在較少渠道進行曝光；如果是第三等級例如

策略。

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3.「真金白銀」打造IR數據系統，
使IR管理從數字化走向智慧化
建設企業內部資訊平台，使資訊傳遞機制更順暢
醫思健康在打造公司數碼科技上投入了非常多人才和時間。目前，企業內部有超過200位IT人
才，他們不僅開發客戶使用的App，也針對公司IRM開發數字系統，説明企業的對外資訊渠道
變得更加流暢和更加智慧。

關注“散戶機構化”，
從核心出發傳遞企業價值

企業經營所產生的資訊非常分散，投資者關係部門只是公司眾多部門之一，對公司全域資訊的
了解有限。要快速掌握公司不同業務的發展情況，就需要通過強大的數字化科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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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思健康的業務有很大部分在香港，在香港疫情嚴重時，投資人會直覺地認為公司業務受到負

公司名稱：复星旅文（1992.HK）

面影響。但其實，在疫情爆發期間，部分業務板塊如疫苗服務、核酸檢測、遙距醫療等，反而

公司簡介：聚焦休閒度假的全球領先綜合性旅遊集團

有很大增量。通過數字化資訊系統的整合，投資者關係部門就能夠即時掌握這些細分醫療板塊

IR數字化亮點：

的發展資料，緊密地和醫療部門溝通，做到把最準確的資料最快速地給到投資人知悉。

IR說
醫思健康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董事Hermione表示：“IR數字系統作用很隱閉，它

重視挖掘產品、商業模式和發展戰略中的獨特賣點（USP）
作為資本市場和管理層的交流中樞，雙向聯結價值
充分利用數字化工具，前瞻、全面、動態溝通疫後旅遊業的發展，關注長期趨勢

解決的不是在前端用什麼工具跟投資者溝通的問題，而是在後端起到核心作用，把後

富途「企業號」內容總曝光量：331萬+

台企業內部的商業資訊，做投資者關係語言的處理。”

富途「企業號」活動類型：圖文資訊、業績發佈會、投資者開放日、高管面對面

复星旅文是复星集團旗下子公司，於2018年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1992.HK）。复

創新引入人工智能科技，投資者關係管理（IRM）從數字化走向智慧化
醫思小熊（醫思bear）是醫思健康設計創造的吉祥物。公司打算未來通過醫思小熊機器投關
客服，進行比較基礎的投資者對話，能夠分級或分流處理不同熟悉程度的投資者需求。

星旅文的業務涵蓋度假村、旅遊目的地和休閒度假服務及解決方案三大板塊。其中度
假村和酒店業務由源自法國提供一價全包休閒度假體驗的Club Med、生活方式度假酒
店Casa Cook和Cook’s Club系列。旅遊目的地包含了一站式娛樂休閒及綜合旅遊度
假目的地Atlantis Sanya三亞·亞特蘭蒂斯，綜合型度假目的地太倉和麗江複遊城、
旅遊目的地專業營運商Albion愛必儂等品牌。

例如，對於一些剛剛知道醫思健康的投資者，可以通過雲路演短片和醫思小熊機器人，就比較
容易理解公司基本的業務，這樣就能夠非常大程度減低投資者關係管理部門的繁瑣工作。在留
出一些對公司更感興趣，也希望有更深入對話的投資者後，IR管理團隊會進行直接對話。如果
這些投資者具有更深入投資意願，投資者關係管理部門便會進而將其引薦給公司核心管理層例
如CFO、CEO等進行對話。

以2019年收入計，复星旅文是聚焦休閒度假的全球領先綜合性旅遊集團之一，也是全
球最大的休閒度假村集團（引自於獨立國際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行業報告），以
“產業營運+戰略投資”雙輪驅動，圍繞全球家庭的休閒度假需求，進行全產業鏈佈局
和全球化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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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1. 重視挖掘產品、商業模式和
發展戰略中的賣點
「散戶機構化」正成為一種新的現象

2. 作為資本市場和管理層的交流
中心樞紐，雙向聯結
投資者關係（IR）的核心是什麼？

港股是一個流動性集中的專業市場，大市值公司吸引了大部分機構投資者的關注，如何看待個

复星旅文在IR業務的開展中，有兩大核心原則。首先，IR要同時置身于投資者的思考框架和企

人投資者對於中小市值公司流動性提升的影響，成為值得探討的話題。

業本身發展的實際情況之中。一方面要對市場所想保持敏感，另一方面要在充分理解企業當前

港股有相當一部分個人投資者並不表現得像一個情緒化的“散戶”，這些投資者有非常全面的
思考框架，無論是調查能力還是認知和經驗，都不遜于機構投資者。他們的思考邏輯清晰，投
資活躍度高，某種意義上已構成“散戶機構化”的現象。
复星旅文在數次富途組織的投資者線上交流中發現，無論是從問題中體現的對公司的了解程
度，還是投資者對於公司日後應該如何發展所給出的建議，都是非常有見地的。

的發展階段的基礎上，用市場理解的語言詮釋企業的投資價值。其次，IR應該成為資本市場與
公司管理層雙向溝通的中心樞紐。這裡不僅指將公司的資訊有效向市場傳遞，也包括把市場對
公司活動、戰略和前景的評價有效地對內形成回饋，對於決策者而言有時會具相當的價值。
一家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一定會有會有處於困境的時候，企業當前處境困難，是否就毫無投資
價值可言了？困境反轉的能力是更多價值投資者所關注的，所以，當我們傳遞資訊時，重要的
是抓住價值主線，引導市場看到公司的核心價值，引導投資者形成長期追蹤。

這些投資者會用有限的研究投入獲得“模糊的正確”，即他們會充分理解業務的本質，關注公
司如何保持核心優勢，業務的高增長是否可複製、可持續，以及如何面對當下的挑戰等關鍵問
題。而對於其他非核心要素，他們會抓大放小，釐清主要邏輯。

投資者關係管理（IRM）如何做好公司與資本市場的價值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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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核心優勢，深入解析投資價值

在投資者關係管理（IRM）中，如果要做好中樞的角色，必需要讓自己滲透到公司業務發展的
各方面。复星旅文的IR管理團隊認為，上市公司的終極目標是最大化股東的價值，這其中包括

以2019年的收入計，复星旅文是全球最大的休閒度假村集團，旗下最知名的是源自法國的一

兩點要求，一是透明，二是參與。透明是指公司的資訊要盡可能透明，讓股東能夠更加全面地

價全包度假村提供商Club Med。它所售賣的不僅僅是住宿，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體驗，已經

了解公司；參與是指公司要聽到股東的聲音，了解股東的訴求，這裡的股東也包括中小股東。

在用戶的幾代人中形成文化記憶。
為了實現股東的以上兩點訴求，做好“交流中樞”，必然會要求IR對於公司業務較強的參與程
這個來自於法國的度假連鎖集團，其產品力的精髓之一G.O.文化。G.O.是法語「GENTIL
ORGANISATEUR」的縮寫，原意是「友善的組織者」或「親切的東道主」。這些來自全球
各地的夥伴，他們既是滑雪、衝浪、攀岩等極限運動領域的專家，也是熱情的旅遊嚮導，讓來
到Club Med度假的人們感受到其精神和魅力。
這是复星旅文區別於大部分單純酒店或旅遊業玩家的“獨特的銷售主張”（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也因此具有長期的投資價值。

IR說
复星旅文副CFO兼投資者關係總經理莊白如表示：“隨著資訊傳遞越來越方便，零售投
資者的投資研究能力不斷提升。我們不會在資訊交流上按機構還是個人投資者來分級，而
是充分尊重各方的投資需求，將公司的投資價值有效率地傳遞。复星旅遊文化的商業模
式、產品力、業務佈局等具有獨特的賣點，我們會讓投資者以用戶身份代入感地感受產
品，從而關注到行業趨勢、商業價值、管理團隊和發展潛力，形成其價值判斷的基礎。”

度。IR管理的角色會越來越普及化，滲透到公司的營運管理之中，這對投資者關係管理的綜合
能力要求也會更加高，除了商業洞察能力，還需要有一定的營運和財務管理能力，從而能更好
地站在投資者的角度去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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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3. 借助數字化工具，與投資者傳遞疫後
旅遊業的重點發展，提升信心
伴隨著疫情，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辦公層面的工作線上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個趨勢

積極開展線上IR管理

之下，如何將與投資者溝通的工作順利搬到線上，是IR管理團隊一個改革的重心。复星旅遊
文化主要在三個方面做了提升。

复星旅文早在疫情開始前就關注到工作線上化的趨勢，因此積極展開線上IR管理，利用線上
多媒體與投資者加深互動，拉近與投資者的距離。

將投資者注意力聚焦於公司的長期發展
面對市場上眾多的投資者，如何把握好投資者溝通的重點，從而有效傳遞企業價值？對此复星
旅文的IR管理團隊總結了自己的經驗：從企業長期發展的角度出發，IR管理團隊要做的是讓

2020年1月，复星旅文進駐富途企業號，從此開啟IR數字化新里程。進駐以來，复星旅文累計
發佈上百條圖文動態，包括業績解讀、公司動態、券商研報、業務發展等內容。此外，复星旅
文積極參與線上直播，包括“線上業績會直播”、“投資者開放日”、“高管面對面”等，累
計獲得數十萬人次曝光。

資本市場了解管理層如何從長線角度理解公司目前所面對的問題。
复星旅文的很大一部分業務是全球的度假村，一方面疫情對於整個旅遊行業的無差別打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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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更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同時，由於复星旅文的業務主要集中於海外，對於國內投資者來
說，可視化的程度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系統地展現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規劃，掌握行業
的最新情況以及公司在全球行業裡所處的相對地位，甚至是疫後所面對的新局面，都需要定期
充分溝通。
針對短期的負面情緒，复星旅文一方面從自身所處行業的發展形態入手，做好行業的動態跟
蹤，將行業的最新發展情況及時同步給投資者，另一方面，复星旅文也對其他行家保持著很高

圖片來源：富途牛牛App

的敏感度。

IR說
加強IR管理工作在科技化上的投入

复星旅文副CFO兼投資者關係總經理莊白如表示：“富途為复星旅文提供了與投資者
多元化、高頻率互動的機會。富途作為領先的數字金融科技公司，我們與這平台共同

复星旅文會借助協力廠商數據平台，對與公司相關的各類資料形成以天為週期的監督機制。這

成長。富途擁有廣大的Z世代投資者基礎，不僅用戶提問品質很高，研究能力也很

類資料會形成以週計的統計報表，方便IR管理團隊了解公司的股票交易情況、外部輿情資訊

強，是絕佳的與投資者互動的渠道。”

以及行業整體發展情況。
數據平台可以幫助公司更準確地把握和捕捉市場訊息，加大資訊的深度和廣度，令相關資訊的
可視程度更高。

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1. 以投資者需求為導向，
提升企業資訊傳遞效率
近年來，去中心化的資訊傳播方式正在深刻地影響著投資者管理關係工作的展開。如何將企業
不同層面的價值與投資者的資訊需求進行有效匹配，提升資訊傳遞的效率，粵豐環保從以下兩
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

公司名稱：粵豐環保（1381.HK）

細分投資者類型，明確資訊傳遞需求

公司簡介：中國領先的城市綜合環保及衛生服務供應商
IR數字化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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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資者需求為導向，提升企業資訊披露效率
建立多方高頻率溝通機制，提升資本市場品牌影響力
反覆運算IR數字化管理能力，提升內部回應速率
富途「企業號」內容總曝光量：374萬+
富途「企業號」活動類型：圖文資訊、業績發佈會、高管面對面、科普系列短片

粵豐環保是一家擁有多元化股東背景的企業。從投資者的背景來看，上海實業作為一家國資背
景的投資機構，持有粵豐環保近20%的股份，並且相當看好企業在“碳中和”目標下垃圾處
理行業的市場前景。
而更多來自海外的投資機構，如Olympus Capital Holdings Asia，則將目光更多地放在了企
業ESG相關的資訊上，對粵豐環保資訊傳遞的透明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從投資者結構分佈上看，粵豐環保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高，一旦買賣交易，對二級市場
的股價影響較大。但機構投資者的決策鏈條較長，涉及決策的專業分析人員較多，所以需要企
業提供盡可能詳實的業務資料和長期戰略規劃等資訊用於評估。

粵豐環保是一家中國領先的城市綜合環保及衛生服務供應商。自2014年上市以來，
粵豐環保的盈利水準始終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勢頭。根據剛剛公佈的2021年財報顯
示，其業績增長主要在於新的垃圾焚燒專案陸續投運，以及新專案的專案建設服務收

與之相比，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頻次更高，投資策略的調整也更加靈活，對企業在二級市場的流
動性表現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個人投資者對企業的即時動態變化更加敏感。

入。除了核心業務外，粵豐環保亦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管理等輕資產業務發展，進一步

為了滿足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對企業資訊傳遞的需求，粵豐環保在ESG披露、與投資者即時溝

探索新的業務增長點。

通等方面都做出了顯著的成果，例如在MSCI ESG評級中，粵豐環保連續四年被評為A級；在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舉辦的「第七屆投資者關係大獎」中橫掃六個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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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利用數字化IR工具，探索更多線上交流形式
自粵豐環保成立以來，企業內部一直非常注重與投資者之間的溝通交流。由於粵豐環保從事的
垃圾焚燒等相關業務專業屬性較強，對大多數投資者而言理解門檻相對較高。

作為一家專注實體環保業務的公司，粵豐環保在與投資者線上溝通方面的探索從未停止。例
如，2020年8月，粵豐環保進駐富途企業號以來，積極展開了多次業績發佈會、「高管面對
面」等直播活動。通過直播的形式，粵豐環保的CFO及公司秘書王玲芳女士可以直接與投資
者進行對話，讓投資者對粵豐環保的護城河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因此，粵豐環保的IR管理團隊利用數字化工具，將原本難懂的資訊進行二次加工和處理。同樣
是ESG資訊的披露，粵豐環保採用系列短片的形式，將垃圾焚燒處理的流程、環境以及關鍵
性資料指標生動形象地展現出來。兼具趣味性的同時，也讓更多的投資者能輕易理解粵豐環保
在垃圾處理方面的核心優勢。

IR說
粵豐環保的CFO及公司秘書王玲芳表示：“後續粵豐環保線上IR的表現形式方面依
然還有很多的想像空間。例如，可以將粵豐環保線下的環保主題展館，透過VR/AR
的科技手段搭建一個數字化展館，進一步打通線上線下的投資者交流場景，這也是粵
豐環保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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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線上IR的數字化工具為投資者與粵豐環保的高層提供了一個新的對話視窗，

2. 建立多方高頻率溝通機制，
提升資本市場品牌影響力
疫情反復導致各地實體活動被接連取消，與投資者線下溝通的通道開始變得狹窄。為了保證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與投資者維持長期互信的關係，粵豐環保在線上的IR管理中尋找到了新的
突破。

企業高層直播，增加與投資者即時溝通的機會
作為企業的核心成員，高層對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經營情況的把握更加清晰，由他們來回應投資
者的疑問，可信度和權威性都更強。

讓粵豐環保有機會根據即時的政策變化，配合業務的發展，回答投資者在財報數據之外其他感
興趣的問題。例如，中國推行的垃圾焚燒發電專案，對粵豐環保的業務走向將產生哪些影響？
智慧城市管理等輕資產業務發展如何形成新的業務盈利點？

IR數字化轉型工作範例參考

重視社交平台互動，打造有人情味的企業形象

多部門高效合作，提升IR內部管理流程

另一方面，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彰顯企業擔當，是投資者關注的另一個重點。疫情期間，粵豐

線上IR工作背後快速反覆運算、高效回饋的工作邏輯對企業由上而下的IR內部管理流程帶出

環保曾多次向香港、瑞麗等抗疫物資緊缺的地方捐贈血氧計、快速測試等物資，與政府和市民

了新的挑戰。因此，在粵豐環保內部的IR資訊傳遞流程也是在不斷反覆運算回饋中，形成了

共同抗疫。

目前多部門高效配合的資訊傳遞機制。

此外，粵豐環保在每年的“三八”婦女節還會推出“她力量”欄目，記錄了活躍在運行、維

因為資訊傳遞數量大幅增加，涉及審核的部門增多，粵豐環保成立了單獨的IR資訊披露審核

護、管理、後勤等各個工作崗位的女性員工們，用圖片和文字的方式向投資者展示了她們日常

小組，小組內包括了IR管理團隊、法務團隊、品牌公關等多部門的相關人員，爭取在當天可

工作的點滴。

以確認對外傳遞的資訊，加快資訊傳播速度。

跳出單調冰冷的圖表，讓投資者們從真實的工作中切實感受到企業的生命力。粵豐環保所展現
出來的人情味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也能使他們與投資者建立更深入的聯繫，從而令投資者更
加認可粵豐環保的企業社會價值。

IR說

IR說

粵豐環保的CFO兼公司秘書王玲芳表示：“線上IR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使企業IR與

粵豐環保的CFO兼公司秘書王玲芳表示：“在互聯網互聯互通的特性下，資訊傳播的速

PR的界限變得模糊。但因此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使得粵豐環保可以向投資者傳遞

度極快，這也要求公司的應對速度也要比之前更快。因此，打造高效協同的IR管理機制，

更多的企業價值點，利用數字化的方式，展現出一個更加鮮明、真實的企業形象。”

在輿情處理中反應迅速，維護企業和投資者的共同利益是IR工作中的重要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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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覆運算IR數字化管理能力，
提升內部回應速度
關注線上數據指標，完善IR效果評估機制
對於企業而言，傳統的線下IR管理方式往往面對的是少數機構投資者，而IR管理團隊已經建
立了相對成熟的評估機制。但線上IR的出現，則幫助粵豐環保彌補了對個人投資者IR效果追
蹤的缺失。
隨著各大社交媒體的崛起，投資者們對企業的個股評論也是觀察投資者當前投資情緒的重要工
具。粵豐環保透過在評論區投資者之間的交流，更好地掌握了當下二級市場投資者們的交易氛
圍和對企業當前的認知程度。而這些即時數據對企業的IR效果評估都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報告說明
本報告發佈的資料和結論僅為提供參考資訊的作用。報告中所包含的資訊都是從可靠且合規渠道所得，但
報告發佈方對資訊、觀點以及資料的時效性、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確或隱含的保證。報告所發佈的資訊、觀
點和資料有可能因發佈之後的情勢或其他因素的變更而變得不再準確或失效，報告發佈方不做任何承諾刪
除報告中的已過時資訊，對相關資訊的變更或更新不會另行通知。
本報告所分析的投資者行為、上市公司企業號及交易資料均來自富途平台，分析樣本為富途的注冊使用
者、開戶客戶以及進駐富途企業號的上市公司。本報告中所包含的資訊不構成財務、法律、稅務、投資諮
詢或其他建議，不應成為做出任何財稅法決定的唯一依據，依據本報告所發佈的資訊以及所表達的意見行
事所造成的一切後果由行事者自負，與報告發佈方無關。
報告發佈方對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本報告資訊而引發的任何直接、間接、偶然損失免責。本報告所含全部內
容的版權歸報告出品方所有，未經報告出品方書面許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翻版、分發、複
製、轉載、發表、許可或仿製本報告中的任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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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富途安逸�
富途（Nasdaq:FUTU）是一家領先的數字化金融科技公司。富途安逸作為旗下企業服務子品牌，為企業
提供貫穿上市前後的全流程服務，包括：港股美股IPO分銷服務*、一站式ESOP期權管理解決方案、親
友股與國際配售、投資者關係（IR）與PR、大宗交易和股票減持/回購服務及機構開戶與交易服務等六大
核心服務。截至2021年底，富途企業服務累計服務客戶數超500家。
富途投資者關係（IR）與PR服務主要提供一站式資本市場傳播服務。通過多場景的溝通渠道，深度連接
投資者、研究機構、財經媒體等各資本市場生態角色，最大化傳播聲量，讓企業價值傳遞更高效、更立
體、有閉環。截至2021年底，包括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美團等超800家企業已進駐富途企業號，企
業路演累計觀看人次達到6000萬+，是TMT、新能源汽車、新零售等熱門行業的優選IR/PR服務平台。

富途安逸微信公眾號

富途安逸小助手微信
企業官網：https://www.futuie.com/
內地：0755-86636688（轉8683）
香港：00852-23018999（轉5236）
Email：service@futuie.com

* 注：由富途旗下持牌子公司提供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