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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KIRA 

香港投资者关係协会(HKIRA)成立于2008年，拥有超过900名会员，会员大部分来自香

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公司。HKIRA是投资者关係(IR)的专业协会，会员均为投资者关係

从业员及公司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管理层与投资界之间的沟通。HKIRA提倡制订投资

者关係教育的国际标准，推广最佳投资者关係实务，并为有志于投身此事业的人士支

援其专业發展需要。HKIRA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例如投资者关係、财务、会计企业

投资及公司秘书，在不同企业层面担当重要职务，包括负责上市公司IR及管理的高级

管 理 人 员 。 有 关 HKIRA 的 详 情 ， 请 浏 览 我 们 的 网 站 http://www.hkira.com

http://www.hki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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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简介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下称新冠肺炎)突然出现，令投资者关係实务大幅转变。

是次疫情在不同的时间及程度上对世界各地造成深远影响。作为一门着重关係建立

及维繫、吸引世界各地投资的环球行业，投资者关係在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应对疫情

的影响。 

 

 

在许多方面，投资者关係建基于以下各点的基本原则依然保持不变： 

 

 
 诚信； 

 严格的管治及披露标准； 

 透过重点通讯传达贯彻一致、经过深思熟虑的企业讯息，不但应主动發放

讯息，亦要积极回应；以及 

 融汇财务、营运、策略、ESG(环境、社会及管治)、公司专业知识、行业

知识等相关因素，提升公司价值主张。  

 

 

然而，其他一切均产生了变化，尤其是社交距离措施及差旅限制对于活动的举办及

关係的维繫均造成影响，以致我们履行职务的方式亦有所转变。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七个问题及相关回应，藉以针对不同情况提供指引，亦包含我

们的想法、见解及潜在的解决方案。在可能情况下，我们亦提供一些有用的文章连

结，以供进一步参考。 

 

 

我们希望本文件可为香港的投资者关係专业人士提供适用的意见，启發进一步讨论

及行动，务求在当前的艰难时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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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投资者对象：我应该专注于现有股东抑或新股东？在目前环境下，投资者最需要

甚么？ 

 

 

作为一般原则，在投资者互动及推广过程中，公司应将重点放在现有及潜在股

东身上，藉以为公司及其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投资者关

係专业人士应当优先处理投资者推广工作，从投资者的角度出發，比过往更需

要考虑他们的需求及观点。 

 

 

投资者亦有自己的关注公司名单。在疫情初期，你的现有股东很可能逐一检查

其投资组合内的每家公司，并决定哪些公司较需要关注。只要他们相信你公司

的基础依然坚稳，就自然不再为你公司担忧，转而关注其他公司。因此，你应

当在疫情初期接触现有股东，以显示你公司的实力，令他们相信儘管新冠肺炎

带来短期但重大的冲击，但你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仍然不受影响。 

 

 

今年3月，股市急剧震盪，你公司的股票估值可能更具吸引力；然而，在当时的

关键时刻，大多数投资者并不会积极地变动其股票组合。不过，你的部分现有

股东可能因为了解你公司的投资方针及發展机会，反而利用此机会增持股票。 

 

 

随着疫情發展，5月至6月的股市相对稳定。在此阶段，你的潜在股东可能更认真

考虑买入你公司的股票。这些投资者往往是你在疫情前曾经接触的目标，但当时

可能因为估值或收益率问题，一直只是在旁观察。市场波动可能为这些新股东带

来投资良机，因此，现在是你重新审阅目标名单的时候了。由于办公室关闭，差

旅活动停止，在热门路演城市以外的投资者可能更乐意参加网上会议，令你有机

会接触到更多的潜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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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不明朗环境下，投资者关係的作用从未如此重要。事实证明，在路演

及投资会议与投资者多次亲身接触并从中建立的个人关係，在不明朗时期最能

發挥价值。在疫情初期，一切皆属未知之数，亦未见曙光，股东往往直接向管

理层寻求信心。诚然，你公司的管理层可能忙于抗疫及制订缓解措施。然而，

称职的投资者关係专业人士有责任向管理层传达投资者的忧虑，为股东安排交

流机会。 

 

 

疫情影响力极广，所有行业及市场几乎无一倖免，因此，投资者正在寻找有关

疫情对你的销售、营运、盈利能力、流动性及财务稳定性的影响的详细资料。

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在疫情初期，他们与投资者交流的难题是缺乏可量化的

资料。公司可与投资者分享已推行的缓解措施，协助投资者渡过此不明朗时期

，但应紧记，目前疫情仍在發展，对未来不宜过度乐观。 

 

 

一般而言，投资者希望公司及时披露讯息，在此不明朗时期，投资者对于公司

發佈季度或甚至季内最新资料将甚为赞赏。随着部分市场的封锁措施开始放宽，

投资者希望听到公司的復甦计划。虽然疫情影响了各行各业及客户与公司之间

的互动，但长期投资者亦有兴趣了解公司如何适应新常态。在当前的环境下，

有关客户体验之旅的转变、数字化發展的加速、商业模式的潜在修订及ESG风

险管理的问题将陆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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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公司与投资者见面机会减少，大部分投资者会议已被取消，国际城市路演亦近乎绝

迹，那麽，我们怎样可有效地与经纪商及投资者保持互动？ 

 

 

全面或部分旅游管制措施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面对面会议无法进行，

但持份者必须知道，投资者关係团队依然正常运作，继续回应各种查询及接受

各种交流。以下是许多实用的技巧及一系列可能的运作方式： 

 

 

o 联繫负责你股票的主要经纪商，让他们知道你可以解答任何问题及顾虑──

他们很快可将此消息传达予投资者。 

o 考虑多用(但仍有重点)电邮、社交媒体及透过主动联络来维持关係。 

o 当你要传达讯息时，可更主动地發佈自愿性公佈及披露，确保内容简明扼要

及切合实际情况。 

o 考虑向你电邮通讯名单上的收件人發放通讯或每月最新消息。 

o 准备在清晨 / 深夜与不同时区的国际投资者通话。 

o 熟习并使用电子会议工具，以作互通沟通，包括Skype、Zoom、Webex及腾

讯会议等。 

o 与卖方的企业联繫团队保持联繫，确保自己知悉其有关你身处行业及公司的

活动、网上会议及电话会议。主动联繫经纪商，以安排小组电话会议或为投

资者安排最新消息發佈会或开答环节。 

o 如有机会参加卖方举办的网上会议，不妨提供演讲嘉宾并發表有关你公司的

题目演讲，并且加入网上小组讨论。最近数月，香港多家经纪商于香港上午

及傍晚时间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网上会议，即使在封锁措施期间亦可将亚

洲公司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联繫一起。在2020年结束前，应该还有其他网上

会议，因此请与经纪商保持联繫，关注最新的活动安排。 

o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积极及主动参与。是次疫情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事

件(我们都希望如此)，但却可能令许多行为出现永久性变化，因此不要落后

于形势的發展。 

 

【延伸阅读】《不明朗时期下的投资者通讯》 (Investor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 FTI Consulting 

 

 

 

 

 

 

 

 

 

 

 

 

 

 

Q3. 如何在此时候令高级管理层与投资者保持沟通？ 

http://www.hkira.com/en/resources/files/fti_consulting_20200505.pdf
http://www.hkira.com/en/resources/files/fti_consulting_20200505.pdf


疫情 (Covid-19) 期间投资者关係实践 – P. 8/17 

 

 

缺乏定期的投资者会议，加上高级管理层可能暂停国际差旅，似乎会减少他们

参与投资者关係活动的机会。 

 

最佳的做法，不妨将这些视为改善沟通及参与度的挑战：既然差旅减少了，高级

管理层应有更多的时间及以更轻鬆的方式与各方投资者在网上沟通，包括那些

身处于偏远地区、过往难以会面的投资者。 

 

如高级管理层在艰难时期仍然整体积极与投资者沟通，其影响力是同一批人在

顺境时的数倍。如管理层能够显示出明确的目标、果断的决策及对利益相关方

遭遇困难时的同理心，待危机过后就容易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对于投资者关係

专业人士来说，首要任务是确保高级管理层充分了解投资者最切身的问题，然

后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参与机会，确保他们在沟通中有适当的平衡讯息。 

 

 

o 透过为你的公司及同业提供每日 / 每周 / 每月的股价、市盈率估值、沽空水

平、股息收益率及债券价格等最新合用资料，让你与高级管理层保持紧密沟

通。将投资者及分析师的意见传达予高级管理层，并尽可能让他们参与回应

。 

 

 

o 提供具吸引力的每周 / 每月报告，内容包括： 

 可能影响投资者情绪的重要事件 

 曾经与你联繫的投资者及经纪商，以及他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有关股价、债券价格及同行比较的最新资料(可能是每周及年初至今

的报告，亦可能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资料，以显示自疫情开始影响

市场后引致的价格波动) 

 为你的公司、选定的同业及行业提供经纪商报告或其摘要内容 

 目标价格摘要，以及对本身与同业的建议 

 

o 积极邀请高级管理层参与，并大力建议他们在给予投资者的任何定期最新消

息中包含类似主席 / 行政总裁报告的内容，以确保其参与的重要性。安排高

级管理层与投资者有个人互动，此举有助于促进与投资者的关係，传达公司

并无忘记投资者的讯息。 

 

 

o 确保你为高级管理层安排的参与机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得到充分关注

。事前做好调查，这些活动必须是与你公司及身处行业有密切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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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沟通保持一致总是正面的。然而，在目前特殊情形下，可能需要为针对当前

情况而准备一些独特的资料。确保此等资料的「语调」与你惯常沟通时的一

致：提供的资料及讯息应该是顺应高级管理层的个性而自然延伸，而非令人

意想不到或一反常态的，可能会令人认为资料是捏造的或欠缺真实性。 

 

o 最后，鑑于Zoom及其他网上会议工具已广受採用，不妨利用此机会接触其

他地区的重要投资者，尤其是过往位置偏远、难以会面的投资者。网上会议

令你的时间管理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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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在当前环境下，是否仍可能举办分析师简报会、股东周年大会，甚至投资者策略

日？ 

 

多年来，在业绩公佈及投资者简报会上，投资者关係团队一直以网络直播形式

进行问答环节。大多数分析师及投资者对此已相当熟悉，亦乐于参与直播或重

看录影版本。外间不少信誉良好的本地及国际服务供应商可代为组织及举办此

类活动，形式亦有很多种，例如在投影片配上旁白、投影片加入视频、现场直

播或网络问答环节等，还具备多语言功能。然而，此类活动可能涉及某些问题

，需要周详计划： 

 

 

o 比较各家服务供应商，了解不同的想法，留意他们的专业水平，并建立你的

工作关係 

o 确保你的场地合适，活动设置专业 

o 确保行政总裁、财务总监及其他人士了解活动的设置及他们在活动中的角色

。讲者应先前做好排练，以熟悉活动形式 

o 确保事前已对系统进行充分测试，并确保已有后备及应急计划 

o 如你曾举办同时结合现场及网络直播的活动，而现在转为只有网络直播，请

确保所有参与者均了解这种变化：若无现场观衆，人人的注意力将更集中于

讲者身上，讲者的神情及举止亦一直近距离呈现于人前。 

 

以混合模式举办股东周年大会，活动安排会更为複杂。股东周年大会有更严格

的外部监管及必须遵守的宪制程序，以及複杂的投票要求。儘管如此，以混合

模式举办的股东周年大会有许多好处，包括： 

 

o 无法亲身出席的股东可利用自己的装置在远方加入会议； 

o 投票可实时进行，结果可立即知晓； 

o 有助降低场地及製作成本；以及 

o 建立为股东服务的全球最佳实务形象。 

 

 

HKIRA举办了一次网络研讨会，讲述在新冠肺炎的不明朗环境下举行股东周年

大会的好处，下面载有此次活动的连结(只限HKIRA会员浏览)。 

 

 

另一种投资者参与的传统活动是投资者策略日。此类活动由公司全权决定(而

非监管或上市规则要求)。投资者策略日通常是用以介绍公司的最新策略及计

划，或者给予投资者接触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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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此时公司是否真的有重要的计划或变革需要联繫

投资者。第二个问题是，网络活动的形式能否达到此目的，抑或你偏向等待疫

情过后才復办传统的投资者策略日。 

 

 

假如你决定继续举行活动，请考虑以下几点： 

o 在网上会议，参加者很容易分心；令他们投入会议是难题所在。那么，你如

何以崭新、有创意的方式令参加者投入其中？ 

o 缩短会议时间，以两小时为限，预留30%-40%时间进行问答环节。 

o 只要运用得当，视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除了你公司的讲者外，可考虑加入

其他人的感言、産品示范或虚拟工厂导赏团。这是你發挥创造力的机会。 

o 炉边谈话，或有主持人的小组讨论，可为活动增添活力，但由于每个人都在

不同的位置，此形式需要额外的筹备工作。 

o 你的简报必须精简(可能是你惯常使用投影片数量的一半)，并且要以讯息为

主──短句、字少及简单的图表。 

o 技术运用必须完美顺畅，管理层必须表现一流。因此，最佳建议是：排练、

排练、排练。 

 

 

 

最近成功举办投资者策略日的公司包括GoDaddy、Medtronic、2U、BAT及

Neste。 
 

 

 

 

 

 

 

 

 

 

【延伸阅读】 

 
「如何在新冠肺炎的不明朗环境下举行股东周年大会？」── HKIRA网络研讨会 

「香港政府最近新规例对股东大会的影响」── 卓佳集团 

有关股东大会的最新安排──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Fv2%2Furl%3Fu%3Dhttps-3A__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s-253A-252F-252Faboutus.godaddy.net-252Finvestor-2Drelations-252Fevents-2Dand-2Dpresentations-252Fevent-2Ddetails-252F2020-252FGoDaddy-2D2020-2DInvestor-2DDay-252Fdefault.aspx-26data-3D01-257C01-257Cangus.guthrie-2540clp.com.hk-257C5b41475824cc4f1e9f1e08d7f05f67de-25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257C1-26sdata-3DjC7rInqU0wbIswv9Fyd072WxQ81oVL68Vh951lVwASw-253D-26reserved-3D0%26d%3DDwMFAg%26c%3Dj-EkbjBYwkAB4f8ZbVn1Fw%26r%3DiNqLNxhnJ5fpCiipk2CII7VKmO8-HLPoCjEqTH9ccMM%26m%3D016Dl_V5AFAtO3lgFgHiL4TCVHYvXVmew0KRXiskz4A%26s%3Do36KWxZv0-Er8dZqCtOXuy4bedKpoplH29MOzK4Yzf0%26e%3D&amp;data=01%7C01%7Cangus.guthrie%40clp.com.hk%7Cb2e63bf838ca487d1e8e08d80b176888%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7C1&amp;sdata=AFYZnUD7yvyXHYkCxyqCV8KrBAJIqjW8%2FM%2BEQ4nDIKc%3D&amp;reserved=0&amp;_blan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Fv2%2Furl%3Fu%3Dhttps-3A__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253A-252F-252Finvestorrelations.medtronic.com-252Fevents-252Fevent-2Ddetails-252Fmedtronic-2Dcvg-2Dvirtual-2Dinvestor-2Danalyst-2Dbriefing-26data-3D01-257C01-257Cangus.guthrie-2540clp.com.hk-257C5b41475824cc4f1e9f1e08d7f05f67de-25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257C1-26sdata-3DguyNF3E5IUPxFdABPZBAS0MduiJqP4VUNv5O2ysJZRg-253D-26reserved-3D0%26d%3DDwMFAg%26c%3Dj-EkbjBYwkAB4f8ZbVn1Fw%26r%3DiNqLNxhnJ5fpCiipk2CII7VKmO8-HLPoCjEqTH9ccMM%26m%3D016Dl_V5AFAtO3lgFgHiL4TCVHYvXVmew0KRXiskz4A%26s%3DD58sm2cBRXDCsmiCQ3tkadHtvdhJ46nJIMc1BTZFfvA%26e%3D&amp;data=01%7C01%7Cangus.guthrie%40clp.com.hk%7Cb2e63bf838ca487d1e8e08d80b176888%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7C1&amp;sdata=APirfZYSy4hHs8nOo8cjwfyY96KrWGzhDttZIPGqO%2BI%3D&amp;reserved=0&amp;_blan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Fv2%2Furl%3Fu%3Dhttps-3A__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s-253A-252F-252Finvestor.2u.com-252Fevents-252F-26data-3D01-257C01-257Cangus.guthrie-2540clp.com.hk-257C5b41475824cc4f1e9f1e08d7f05f67de-25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257C1-26sdata-3DWe0pJBeThblbWvLHqOH-252FBMjJ9MBDgoUH9HzUASZ5nXo-253D-26reserved-3D0%26d%3DDwMFAg%26c%3Dj-EkbjBYwkAB4f8ZbVn1Fw%26r%3DiNqLNxhnJ5fpCiipk2CII7VKmO8-HLPoCjEqTH9ccMM%26m%3D016Dl_V5AFAtO3lgFgHiL4TCVHYvXVmew0KRXiskz4A%26s%3DLln5Exd5AFjKXaqGB6sVa8cqdJ9bc6khZvIWAhjn-qk%26e%3D&amp;data=01%7C01%7Cangus.guthrie%40clp.com.hk%7Cb2e63bf838ca487d1e8e08d80b176888%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7C1&amp;sdata=5RtsTWeJo%2BqZjfkPKsiMSwBW0jhU6XKH%2BeR9G6%2FGOT8%3D&amp;reserved=0&amp;_blan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Fv2%2Furl%3Fu%3Dhttps-3A__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s-253A-252F-252Fwww.bat.com-252Fgroup-252Fsites-252Fuk-5F-5F9d9kcy.nsf-252FvwPagesWebLive-252FDO6FKEVZ-26data-3D01-257C01-257Cangus.guthrie-2540clp.com.hk-257C5b41475824cc4f1e9f1e08d7f05f67de-25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257C1-26sdata-3DjUT6KjnbUfmUPPFlZJZXXtW3Wh6Gf-252B5OV2FW9TVaU6Q-253D-26reserved-3D0%26d%3DDwMFAg%26c%3Dj-EkbjBYwkAB4f8ZbVn1Fw%26r%3DiNqLNxhnJ5fpCiipk2CII7VKmO8-HLPoCjEqTH9ccMM%26m%3D016Dl_V5AFAtO3lgFgHiL4TCVHYvXVmew0KRXiskz4A%26s%3DOAQI8NnNrsFKiCrD6O2W6vtBPSpv5tSRpTRZ8vPk89M%26e%3D&amp;data=01%7C01%7Cangus.guthrie%40clp.com.hk%7Cb2e63bf838ca487d1e8e08d80b176888%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7C1&amp;sdata=4W16XQYMS3ddhZVqyHeD%2B0P2Ga1KXutktln3ip8C0s8%3D&amp;reserved=0&amp;_blan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Fv2%2Furl%3Fu%3Dhttps-3A__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s-253A-252F-252Fwww.neste.com-252Fcorporate-2Dinfo-252Finvestors-252Fcalendar-252Fcapital-2Dmarkets-2Dday-26data-3D01-257C01-257Cangus.guthrie-2540clp.com.hk-257C5b41475824cc4f1e9f1e08d7f05f67de-25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257C1-26sdata-3DYg10u1vkASkpYOBQHc7S0LvCAZNZQgmqw3p0TfQdRo8-253D-26reserved-3D0%26d%3DDwMFAg%26c%3Dj-EkbjBYwkAB4f8ZbVn1Fw%26r%3DiNqLNxhnJ5fpCiipk2CII7VKmO8-HLPoCjEqTH9ccMM%26m%3D016Dl_V5AFAtO3lgFgHiL4TCVHYvXVmew0KRXiskz4A%26s%3DzO8d7bKx8FA_f_zoKwZoILrTE1lSo1rlSPMHE0g1TEU%26e%3D&amp;data=01%7C01%7Cangus.guthrie%40clp.com.hk%7Cb2e63bf838ca487d1e8e08d80b176888%7C33893f4e33974cabbb3c9224bf7eafba%7C1&amp;sdata=BWwct4b%2FxTY5rjiC%2BHBLzzW5hihn7yAnnNd6ElUzX9Q%3D&amp;reserved=0&amp;_blank
http://hkira.com/en/events/files/pre200422.pdf
http://hkira.com/en/resources/files/tricor_20200505.pdf
https://www.computershare.com/hk/en/registry-services-covid-19-shareholder-meeting-notice?utm_source=n&amp;utm_medium=e&amp;utm_campaign=hk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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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我们应如何制订业务及盈利指引？ 

 

 

经济、商业及股市环境极为波动，投资者在当前环境下应会要求企业有更高的

透明度，包括就前瞻性财务预测提供定期指引。这对投资者关係专业人士带来

了一些独特的考验。新冠肺炎的短期情况充满未知之数，亦难以确定会否造成

长远的结构性经济或商业环境变化，因此，若要订立具体的财务指引，将具有

极大的挑战性。 

 

 

儘管如此，投资者关係专业人士应与投资者保持公开及透明的沟通，令他们明

白业务可能受到经济、业务特定因素及盈利动力等各种条件所影响。在可能的

情况下，应在现有的公开资料披露讨论在各种情况下的潜在影响。 

 

 

藉着与利益相关方多加沟通，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关係专业人士就可意识到「

知识差距」何在，并知道可在甚麽方面考虑进一步的定性及定量资料披露。如

内容具相关性，应在下一次机会进行披露。 

 

 

此外，与市场参与者的通讯亦应包括管理层已经或考虑採取的缓解措施详情，

藉以为投资者及员工提供保障，以及其他对活动的环境影响。 

 

如市场与管理层的期望存在重大落差，投资者关係人员须考虑应否向市场公佈

正式的最新业务资料。 

 

 

在对外沟通方面保持一致性相当重要，以下为某些值得考虑的各种策略。 

 

 

不提供指引 

o 表明公司不会提供指引或预测，因为未来情况难以预料，包括第二波或第三

波疫情的影响 

o 指出未来甚麽事件可令背景资料或财务表现更为清晰(例如下一季度的业绩

公佈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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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指引，但会定期公佈最新业务状况 

o 考虑在财务期间结束之前發表自愿性公佈，如最新业务状况、正面或负面盈

利预警等。这可能是期望管理的关键元素。你可能还会如此声明：「我们无

法提供预测；然而，我们应该让投资者充分了解最新的财务状况。」 

o 公佈主要营运统计数据，让投资者知悉最新趋势。 

o 将重点放在缓解措施上，并显示定性或定量的结果。讨论业务营运中的考验

或客户情绪。 

o 利用第三方外部研究机构的行业数据(如有)，让分析师了解最新的行业趋势

及个别公司业绩。 

 

 

提供情境及压力测试 

o 虽然你可能无法提供指引，但你可以提供情境分析及压力测试，突出盈利动

力来源，令投资者能够掌握整体情况，并作出自己的预测判断。 

o 你也许能够运用卖方 / 买方通讯中的现有盈利敏感资料披露，而非具体的盈

利指引，以确保市场公平。如未有上述披露，请考虑引入此等资料。 

o 考虑卖方分析师 / 投资者的要求，并考虑在正式披露中提供该等资料。 

 

 

提供指引 

o 如你能提供指引，那麽，除非你对自己的假设及结果非常有信心，否则应避

免提供量化数据。您可考虑提供某个范围，而非具体的数字，并讲述可能的

影响方向及涉及的关键不明朗因素。 

o 最好沿用过往的传统衡量标准 

o 不要过度承诺，但亦不必对情况过于担忧。 

 

 

无论你与公司决定採用甚麽方式，务须紧记良好投资者关係的沟通原则。与投

资者保持公开及透明的对话，千万别要选择性披露。



疫情 (Covid-19) 期间投资者关係实践 – P. 14/17 

 

14 

Q6. 现在是更注重ESG的时候，抑或投资者对目前的环境不感兴趣？ 

 

 

「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蕴藏着巨大的机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汇丰全球研究部最近一项研究發现，气候解决方案机构及高ESG评级的股票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骄人1。这是投资者偏好着重ESG公司的有力证明。公司

长期坚持核心ESG的信念很简单，就是当發行人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即员工、

客户、供应商、环境及整体社会──创造价值时，长远就可取得成功，进而为股

东带来回报。 

 

 

摩根大通嘉诚(J.P.Morgan Cazenove)预计，这次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提醒了各国必

须积极应对长期可持续發展的风险。实际上，在全球新冠肺炎危机的冲击下，

ESG投资背后某些长远推动因素反而得以加强。该调查發现，投资者倾向认为

ESG股票有较高靭性，而有关研究亦指出，投资于ESG的策略在股市下跌时有较

佳的保护能力。但另一方面，「S」(社会)及「G」(管治)的角色亦会加强，令

ESG的功能更为「平衡」。人们相信，全球新冠肺炎危机将促成利益相关方价

值法的兴起2。 

 

新冠肺炎危机爆發，但亦不无机遇。 

 

 

除了持续的ESG承诺之外，公司亦可以从新冠肺炎对工作及生活带来的变化，探

索更多ESG计划：公司是否在防疫用品及工作保障方面为工作场所的员工提供了

保护？鑑于社交距离措施的限制，以及人们逐渐依赖网络平台接收讯息，公司能

否协助长者及弱势群体与社会保持联繫，或继续接受教育？在这段不明朗时期，

公司能够维持完善的管治制度，并加强与股东的沟通？别忘记介绍这些行动，你

要让投资者知道公司在这段期间执行的ESG项目。 

 
 

 

 

 

 

 
1
汇丰全球研究部《ESG的重要性：气候及ESG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骄人》(ESG Matters: Climate and 

ESG outperforming during COVID-19)，于2020年3月22日出版。 

 
2
摩根大通嘉诚《注意安全，思考长远，以数据为导向：新冠肺炎应成为ESG投资更趋平衡的长远触發因素》

(Stay safe and think long term, DATA-Driven: COVID-19 likely to be a long-term catalyst for more balanced ESG 
Investing)，于2020年3月3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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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资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投资者关係从业员可利用此机会让你的高级管理

层知道：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清晰明确的ESG策略对公司有相当重要性。全

方位ESG策略的制定及实施，有利公司在危机来临时保持良好状态，降低可持

续發展的风险，进而提高利益相关方的价值，絶非只是单纯符合ESG要求那般

简单。 

 

【延伸阅读】 《疫情下的ESG整合：中国的案例》(ESG Integration under Covid 19: The 

Case of China) ── Robeco 

https://www.hkira.com/en/events/files/pre200618_3_VictoriaMio.pdf
https://www.hkira.com/en/events/files/pre200618_3_VictoriaMio.pdf
https://www.hkira.com/en/events/files/pre200618_3_VictoriaMio.pdf
https://www.hkira.com/en/events/files/pre200618_3_VictoriaMi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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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怎样证明我的公司已准备好在后疫情时期的环境中营运？ 

你必须对你公司就新冠肺炎的应对措施瞭如指掌，并能够向投资者详细介绍。

以下为部分例子： 

 
 

o 公司已採取措施，确保业务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仍具靭性，以及公司如何部

署在后疫情时期重振业务。 

o 在营运方面，不妨讲述你在疫情期间如何保护员工、客户及供应商，例如： 

 严格遵守政府规定 

 特别工作安排 (在家工作、分流出勤、增加工作场所及设施的清洁工作、

增加员工公共空间的间距等) 

 在内部平台设置显眼的健康标誌及每日最新健康建议 

 进入办公场所之前，在入口处为员工、客人、客户及供应商提供体温检

查、健康声明及接触者追踪讯息 

 营运上的调整措施，以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强制配戴口罩及随时供应洗手液，以增加及加强大厦卫生及清洁程序 

 规定员工在身体不适时通知公司，避免上班，并须要自我隔离 

 

在更广层面上，视乎公司有多准备好在疫情最恶劣时期过后大展拳脚，你可考

虑强调： 

o 你已经执行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及如何随着情况的發展逐步採用 / 取消该等

措施 

o 同样，你如何调整资本开支。有关策略及资本配置的原因是甚麽。 

o 你如何管理现金流及其对债券 / 贷款违约风险的影响 

o 任何你可能为有财务压力的客户或供应商提供的付款支援计划 

 

归根结柢，以上是为了能够展示公司的韧性、声誉及灵活性： 

 

o 凭藉财务及营运上的韧性，公司已适应及抵御疫情的初步影响，并具备充足

的实力及清晰的目标； 

o 实施计划维护公司在利益相关方的声誉，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监管机

构及社区等；以及 

o 灵活地寻找提升营运水平的机会，满足对新産品及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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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广泛传播，基于对健康及安全的考虑，各界已不再进行面对面会

议，网上会议现已成为新常态。 

 

 
在当前疫情期间，虽然面对面会议并不可行，但我们仍有方法在工作场所与投资者保

持有效及一致的沟通，例如提供定期报告、主席 / 行政总裁报告书等，藉以多加联繫，

并且填补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知识差距。 

 

 

最后，为了准备在后疫情时期重振业务，建议各公司支持并彰显韧性、声誉及灵活性

这三大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