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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HKIRA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HKIRA)成立於2008年，擁有超過900名會員，會員大部分來自香港聯合

交易所的上市公司。HKIRA是投資者關係(IR)的專業協會，會員均為投資者關係從業員及公司

管理人員，負責公司管理層與投資界之間的溝通。HKIRA提倡制訂投資者關係教育的國際標準，

推廣最佳投資者關係實務，並為有志於投身此事業的人士支援其專業發展需要。HKIRA的成員

來自各行各業，例如投資者關係、財務、會計企業投資及公司秘書，在不同企業層面擔當重要

職務，包括負責上市公司IR及管理的高級管理人員。有關HKIRA的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http://www.hki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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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簡介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突然出現，令投資者關係實務大幅轉變。

是次疫情在不同的時間及程度上對世界各地造成深遠影響。作為一門著重關係建立

及維繫、吸引世界各地投資的環球行業，投資者關係在未來一段時間必須應對疫情

的影響。 

 

 
在許多方面，投資者關係建基於以下各點的基本原則依然保持不變： 

 

 
 誠信； 

 嚴格的管治及披露標準； 

 透過重點通訊傳達貫徹一致、經過深思熟慮的企業訊息，不但應主動發

放訊息，亦要積極回應；以及 

 融匯財務、營運、策略、ESG(環境、社會及管治)、公司專業知識、行

業知識等相關因素，提升公司價值主張。 

 

 
然而，其他一切均產生了變化，尤其是社交距離措施及差旅限制對於活動的舉辦及

關係的維繫均造成影響，以致我們履行職務的方式亦有所轉變。 

 

 
接下來，我們準備了七個問題及相關回應，藉以針對不同情況提供指引，亦包含我

們的想法、見解及潛在的解決方案。在可能情況下，我們亦提供一些有用的文章連

結，以供進一步參考。 

 

 
我們希望本文件可為香港的投資者關係專業人士提供適用的意見，啟發進一步討論

及行動，務求在當前的艱難時期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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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投資者對象：我應該專注於現有股東抑或新股東？在目前環境下，投資者最需要

甚麽？ 

 

 
作為一般原則，在投資者互動及推廣過程中，公司應將重點放在現有及潛在股

東身上，藉以為公司及其股東創造最大價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投資者關

係專業人士應當優先處理投資者推廣工作，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比過往更需

要考慮他們的需求及觀點。 

 

 
投資者亦有自己的關注公司名單。在疫情初期，你的現有股東很可能逐一檢查

其投資組合內的每家公司，並決定哪些公司較需要關注。只要他們相信你公司

的基礎依然堅穩，就自然不再為你公司擔憂，轉而關注其他公司。因此，你應

當在疫情初期接觸現有股東，以顯示你公司的實力，令他們相信儘管新冠肺炎

帶來短期但重大的衝擊，但你公司的長期投資理念仍然不受影響。 

 

 
今年3月，股市急劇震盪，你公司的股票估值可能更具吸引力；然而，在當時的

關鍵時刻，大多數投資者並不會積極地變動其股票組合。不過，你的部分現有

股東可能因為了解你公司的投資方針及發展機會，反而利用此機會增持股票。 

 

 

隨著疫情發展，5月至6月的股市相對穩定。在此階段，你的潛在股東可能更認真

考慮買入你公司的股票。這些投資者往往是你在疫情前曾經接觸的目標，但當時

可能因為估值或收益率問題，一直只是在旁觀察。市場波動可能為這些新股東帶

來投資良機，因此，現在是你重新審閱目標名單的時候了。由於辦公室關閉，差

旅活動停止，在熱門路演城市以外的投資者可能更樂意參加網上會議，令你有機

會接觸到更多的潛在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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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不明朗環境下，投資者關係的作用從未如此重要。事實證明，在路演

及投資會議與投資者多次親身接觸並從中建立的個人關係，在不明朗時期最能

發揮價值。在疫情初期，一切皆屬未知之數，亦未見曙光，股東往往直接向管

理層尋求信心。誠然，你公司的管理層可能忙於抗疫及制訂緩解措施。然而，

稱職的投資者關係專業人士有責任向管理層傳達投資者的憂慮，為股東安排交

流機會。 

 

 
疫情影響力極廣，所有行業及市場幾乎無一倖免，因此，投資者正在尋找有關

疫情對你的銷售、營運、盈利能力、流動性及財務穩定性的影響的詳細資料。

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在疫情初期，他們與投資者交流的難題是缺乏可量化的

資料。公司可與投資者分享已推行的緩解措施，協助投資者渡過此不明朗時期，

但應緊記，目前疫情仍在發展，對未來不宜過度樂觀。 

 

 
一般而言，投資者希望公司及時披露訊息，在此不明朗時期，投資者對於公司

發佈季度或甚至季內最新資料將甚為讚賞。隨著部分市場的封鎖措施開始放寬，

投資者希望聽到公司的復甦計劃。雖然疫情影響了各行各業及客戶與公司之間

的互動，但長期投資者亦有興趣了解公司如何適應新常態。在當前的環境下，

有關客戶體驗之旅的轉變、數字化發展的加速、商業模式的潛在修訂及ESG風

險管理的問題將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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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公司與投資者見面機會減少，大部分投資者會議已被取消，國際城市路演亦近乎絕

跡，那麼，我們怎樣可有效地與經紀商及投資者保持互動？ 

 

 
全面或部分旅遊管制措施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雖然面對面會議無法進行，

但持份者必須知道，投資者關係團隊依然正常運作，繼續回應各種查詢及接受

各種交流。以下是許多實用的技巧及一系列可能的運作方式： 

 

 
o 聯繫負責你股票的主要經紀商，讓他們知道你可以解答任何問題及顧慮──

他們很快可將此消息傳達予投資者。 

o 考慮多用(但仍有重點)電郵、社交媒體及透過主動聯絡來維持關係。 

o 當你要傳達訊息時，可更主動地發佈自願性公佈及披露，確保內容簡明扼要

及切合實際情況。 

o 考慮向你電郵通訊名單上的收件人發放通訊或每月最新消息。 

o 準備在清晨 / 深夜與不同時區的國際投資者通話。 

o 熟習並使用電子會議工具，以作互通溝通，包括Skype、Zoom、Webex及騰

訊會議等。 

o 與賣方的企業聯繫團隊保持聯繫，確保自己知悉其有關你身處行業及公司的

活動、網上會議及電話會議。主動聯繫經紀商，以安排小組電話會議或為投

資者安排最新消息發佈會或開答環節。 

o 如有機會參加賣方舉辦的網上會議，不妨提供演講嘉賓並發表有關你公司的

題目演講，並且加入網上小組討論。最近數月，香港多家經紀商於香港上午

及傍晚時間以視頻會議的形式舉辦網上會議，即使在封鎖措施期間亦可將亞

洲公司與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聯繫一起。在2020年結束前，應該還有其他網上

會議，因此請與經紀商保持聯繫，關注最新的活動安排。 

o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持積極及主動參與。是次疫情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事

件(我們都希望如此)，但卻可能令許多行為出現永久性變化，因此不要落後

於形勢的發展。 

 

【延伸閱讀】《不明朗時期下的投資者通訊》 (Investor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 FTI Consulting 

 

 

 

 

 

 

 

 

 

 

 

 

 

 

http://www.hkira.com/en/resources/files/fti_consulting_20200505.pdf
http://www.hkira.com/en/resources/files/fti_consulting_202005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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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如何在此時候令高級管理層與投資者保持溝通？ 

 

缺乏定期的投資者會議，加上高級管理層可能暫停國際差旅，似乎會減少他們

參與投資者關係活動的機會。 

 

 

最佳的做法，不妨將這些視為改善溝通及參與度的挑戰：既然差旅減少了，高

級管理層應有更多的時間及以更輕鬆的方式與各方投資者在網上溝通，包括那

些身處於偏遠地區、過往難以會面的投資者。 

 

 

如高級管理層在艱難時期仍然整體積極與投資者溝通，其影響力是同一批人在

順境時的數倍。如管理層能夠顯示出明確的目標、果斷的決策及對利益相關方

遭遇困難時的同理心，待危機過後就容易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對於投資者關係

專業人士來說，首要任務是確保高級管理層充分了解投資者最切身的問題，然

後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參與機會，確保他們在溝通中有適當的平衡訊息。 

 

 

o 透過為你的公司及同業提供每日 / 每周 / 每月的股價、市盈率估值、沽空水

平、股息收益率及債券價格等最新合用資料，讓你與高級管理層保持緊密溝

通。將投資者及分析師的意見傳達予高級管理層，並盡可能讓他們參與回應。 

 

 
o 提供具吸引力的每周 / 每月報告，內容包括： 

 可能影響投資者情緒的重要事件 

 曾經與你聯繫的投資者及經紀商，以及他們提出的重要問題 

 有關股價、債券價格及同行比較的最新資料(可能是每周及年初至

今的報告，亦可能是自2020年2月以來的資料，以顯示自疫情開始

影響市場後引致的價格波動) 

 為你的公司、選定的同業及行業提供經紀商報告或其摘要內容 

 目標價格摘要，以及對本身與同業的建議 

 
o 積極邀請高級管理層參與，並大力建議他們在給予投資者的任何定期最新消

息中包含類似主席 / 行政總裁報告的內容，以確保其參與的重要性。安排高

級管理層與投資者有個人互動，此舉有助於促進與投資者的關係，傳達公司

並無忘記投資者的訊息。 

 

 

o 確保你為高級管理層安排的參與機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且得到充分關注。

事前做好調查，這些活動必須是與你公司及身處行業有密切關係。 

 

 

o 與外界的溝通應與過往風格一致。然而，在上述情況下，部分素材可能較為

獨特，須針對當前情況創造。因此，請確保此等材料的「語調」與你慣常的

溝通一致：提供的素材及訊息應該是順應高級管理層的個性而自然流露，而

非突然一反常態，否則會予人矯揉造作、有欠真實之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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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溝通保持一致總是正面的。然而，在目前特殊情形下，可能需要為針對當前

情況而準備一些獨特的資料。確保此等資料的「語調」與你慣常溝通時的一

致：提供的資料及訊息應該是順應高級管理層的個性而自然延伸，而非令人

意想不到或一反常態的，可能會令人認為資料是捏造的或欠缺真實性。 

 

o 最後，鑑於Zoom及其他網上會議工具已廣受採用，不妨利用此機會接觸其

他地區的重要投資者，尤其是過往位置偏遠、難以會面的投資者。網上會議

令你的時間管理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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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在當前環境下，是否仍可能舉辦分析師簡報會、股東周年大會，甚至投資者策略

日？ 

多年來，在業績公佈及投資者簡報會上，投資者關係團隊一直以網絡直播形式

進行問答環節。大多數分析師及投資者對此已相當熟悉，亦樂於參與直播或重

看錄影版本。外間不少信譽良好的本地及國際服務供應商可代為組織及舉辦此

類活動，形式亦有很多種，例如在投影片配上旁白、投影片加入視頻、現場直

播或網絡問答環節等，還具備多語言功能。然而，此類活動可能涉及某些問題，

需要周詳計劃： 

 

 
o 比較各家服務供應商，了解不同的想法，留意他們的專業水平，並建立你的

工作關係 

o 確保你的場地合適，活動設置專業 

o 確保行政總裁、財務總監及其他人士了解活動的設置及他們在活動中的角色。

講者應先前做好排練，以熟悉活動形式 

o 確保事前已對系統進行充分測試，並確保已有後備及應急計劃 

o 如你曾舉辦同時結合現場及網絡直播的活動，而現在轉為只有網絡直播，請

確保所有參與者均了解這種變化：若無現場觀衆，人人的注意力將更集中於

講者身上，講者的神情及舉止亦一直近距離呈現於人前。 

 

以混合模式舉辦股東周年大會，活動安排會更為複雜。股東周年大會有更嚴格

的外部監管及必須遵守的憲制程序，以及複雜的投票要求。儘管如此，以混合

模式舉辦的股東周年大會有許多好處，包括： 

o 無法親身出席的股東可利用自己的裝置在遠方加入會議； 

o 投票可實時進行，結果可立即知曉； 

o 有助降低場地及製作成本；以及 

o 建立為股東服務的全球最佳實務形象。 

 

 
HKIRA舉辦了一次網絡研討會，講述在新冠肺炎的不明朗環境下舉行股東周年

大會的好處，下面載有此次活動的連結(只限HKIRA會員瀏覽)。 

 

 
另一種投資者參與的傳統活動是投資者策略日。此類活動由公司全權決定(而

非監管或上市規則要求)。投資者策略日通常是用以介紹公司的最新策略及計

劃，或者給予投資者接觸公司高級管理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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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此時公司是否真的有重要的計劃或變革需要聯繫

投資者。第二個問題是，網絡活動的形式能否達到此目的，抑或你偏向等待疫

情過後才復辦傳統的投資者策略日。 

 

 
假如你決定繼續舉行活動，請考慮以下幾點： 

o 在網上會議，參加者很容易分心；令他們投入會議是難題所在。那麽，你如

何以嶄新、有創意的方式令參加者投入其中？ 

o 縮短會議時間，以兩小時為限，預留30%-40%時間進行問答環節。 

o 只要運用得當，視頻是一個强大的工具。除了你公司的講者外，可考慮加入

其他人的正面評語或感言、産品示範或虛擬工廠参觀。這是你發揮創意的機

會。 

o 爐邊聊天，或有主持人的小組討論，可為活動增添活力，但由於每個人都在

不同的位置，此形式需要額外的籌備工作。 

o 你的簡報必須精簡(可能是你慣常使用投影片數量的一半)，並且要以訊息為

主──短句、字少及簡單的圖表。 

o 技術運用必須完美順暢，管理層必須表現一流。因此，最佳建議是：排練、

排練、排練。 

 

 
 

最近成功舉辦投資者策略日的公司包括GoDaddy、Medtronic、2U、BAT及

Neste。 
 

 

 

 

 

 

 

 

 

 

【延伸閱讀】 

 
「如何在新冠肺炎的不明朗環境下舉行股東周年大會？」── HKIRA網絡研討會 

「香港政府最近新規例對股東大會的影響」── 卓佳集團 

有關股東大會的最新安排──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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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不明朗環境下，我們應如何制訂業務及盈利指引？ 

 

 
經濟、商業及股市環境極為波動，投資者在當前環境下應會要求企業有更高的

透明度，包括就前瞻性財務預測提供定期指引。這對投資者關係專業人士帶來

了一些獨特的考驗。新冠肺炎的短期情況充滿未知之數，亦難以確定會否造成

長遠的結構性經濟或商業環境變化，因此，若要訂立具體的財務指引，將具有

極大的挑戰性。 

 

 
儘管如此，投資者關係專業人士應與投資者保持公開及透明的溝通，令他們明

白業務可能受到經濟、業務特定因素及盈利動力等各種條件所影響。在可能的

情況下，應在現有的公開資料披露討論在各種情況下的潛在影響。 

 

 
藉著與利益相關方多加溝通，公司管理層及投資者關係專業人士就可意識到

「知識差距」何在，並知道可在甚麼方面考慮進一步的定性及定量資料披露。

如內容具相關性，應在下一次機會進行披露。 

 

 
此外，與市場參與者的通訊亦應包括管理層已經或考慮採取的緩解措施詳情，

藉以為投資者及員工提供保障，以及其他對活動的環境影響。 

 

 

如市場與管理層的期望存在重大落差，投資者關係人員須考慮應否向市場公佈

正式的最新業務資料。 

 

 
在對外溝通方面保持一致性相當重要，以下為某些值得考慮的各種策略。 

 

 
不提供指引 

o 表明公司不會提供指引或預測，因為未來情況難以預料，包括第二波或第三

波疫情的影響 

o 指出未來甚麼事件可令背景資料或財務表現更為清晰(例如下一季度的業績

公佈或會議)



疫情 (Covid-19) 期間投資者關係實踐 – P. 13/17 

 

13 

 
 

不提供指引，但會定期公佈最新業務狀況 

o 考慮在財務期間結束之前發表自願性公佈，如最新業務狀況、正面或負面盈

利預警等。這可能是期望管理的關鍵元素。你可能還會如此聲明：「我們無

法提供預測；然而，我們應該讓投資者充分了解最新的財務狀況。」 

o 公佈主要營運統計數據，讓投資者知悉最新趨勢。 

o 將重點放在緩解措施上，並顯示定性或定量的結果。討論業務營運中的考驗

或客戶情緒。 

o 利用第三方外部研究機構的行業數據(如有)，讓分析師了解最新的行業趨勢

及個別公司業績。 

 

 
提供情境及壓力測試 

o 雖然你可能無法提供指引，但你可以提供情境分析及壓力測試，突出盈利動

力來源，令投資者能夠掌握整體情況，並作出自己的預測判斷。 

o 你也許能夠運用賣方 / 買方通訊中的現有盈利敏感資料披露，而非具體的盈

利指引，以確保市場公平。如未有上述披露，請考慮引入此等資料。 

o 考慮賣方分析師 / 投資者的要求，並考慮在正式披露中提供該等資料。 

 

 

提供指引 

o 如你能提供指引，那麼，除非你對自己的假設及結果非常有信心，否則應避

免提供量化數據。您可考慮提供某個範圍，而非具體的數字，並講述可能的

影響方向及涉及的關鍵不明朗因素。 

o 最好沿用過往的傳統衡量標準 

o 不要過度承諾，但亦不必對情況過於擔憂。 

 
 

無論你與公司決定採用甚麼方式，務須緊記良好投資者關係的溝通原則。與投

資者保持公開及透明的對話，千萬別要選擇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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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現在是更注重ESG的時候，抑或投資者對目前的環境不感興趣？ 

 

 

「在每一次危機中，都蘊藏著巨大的機會。」──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匯豐全球研究部最近一項研究發現，氣候解決方案機構及高ESG評級的股票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表現驕人1。這是投資者偏好著重ESG公司的有力證明。公司

長期堅持核心ESG的信念很簡單，就是當發行人為所有利益相關方──即員工、

客戶、供應商、環境及整體社會──創造價值時，長遠就可取得成功，進而為

股東帶來回報。 

 
 

摩根大通嘉誠(J.P.Morgan Cazenove)預計，這次全球新冠肺炎危機提醒了各國必

須積極應對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風險。實際上，在全球新冠肺炎危機的衝擊下，

ESG投資背後某些長遠推動因素反而得以加強。該調查發現，投資者傾向認為

ESG股票有較高靭性，而有關研究亦指出，投資於ESG的策略在股市下跌時有較

佳的保護能力。但另一方面，「S」(社會)及「G」(管治)的角色亦會加強，令

ESG的功能更為「平衡」。人們相信，全球新冠肺炎危機將促成利益相關方價

值法的興起2。 

 

新冠肺炎危機爆發，但亦不無機遇。 

 
 

除了持續的ESG承諾之外，公司亦可以從新冠肺炎對工作及生活帶來的變化，

探索更多ESG計劃：公司是否在防疫用品及工作保障方面為工作場所的員工提

供了保護？鑑於社交距離措施的限制，以及人們逐漸依賴網絡平台接收訊息，

公司能否協助長者及弱勢群體與社會保持聯繫，或繼續接受教育？在這段不明

朗時期，公司能夠維持完善的管治制度，並加强與股東的溝通？別忘記介紹這

些行動，你要讓投資者知道公司在這段期間執行的ESG項目。 

 
 

 

 

 

 

 
1 
匯豐全球研究部《ESG的重要性：氣候及ESG行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表現驕人》(ESG Matters: Clim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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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摩根大通嘉誠《注意安全，思考長遠，以數據為導向：新冠肺炎應成為ESG投資更趨平衡的長遠觸發因素》 

(Stay safe and think long term, DATA-Driven: COVID-19 likely to be a long-term catalyst for more balanced ESG 
Investing)，於2020年3月3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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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資有不斷增長的趨勢。投資者關係從業員可利用此機會讓你的高級管理

層知道：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清晰明確的ESG策略對公司有相當重要性。全

方位ESG策略的制定及實施，有利公司在危機來臨時保持良好狀態，降低可持

續發展的風險，進而提高利益相關方的價值，絶非只是單純符合ESG要求那般

簡單。 

 

【延伸閱讀】 《疫情下的ESG整合：中國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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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證明我的公司已準備好在後疫情時期的環境中營運？ 

你必須對你公司就新冠肺炎的應對措施瞭如指掌，並能夠向投資者詳細介紹。

以下為部分例子： 

 
 

o 公司已採取措施，確保業務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仍具靭性，以及公司如何部

署在後疫情時期重振業務。 

o 在營運方面，不妨講述你在疫情期間如何保護員工、客戶及供應商，例如： 

 嚴格遵守政府規定 

 特別工作安排 (在家工作、分流出勤、增加工作場所及設施的清潔工作、

增加員工公共空間的間距等) 

 在內部平台設置顯眼的健康標誌及每日最新健康建議 

 進入辦公場所之前，在入口處為員工、客人、客戶及供應商提供體溫檢

查、健康聲明及接觸者追蹤訊息 

 營運上的調整措施，以將病毒傳播的可能性減至最低 

 强制配戴口罩及隨時供應洗手液，以增加及加强大廈衛生及清潔程序 

 規定員工在身體不適時通知公司，避免上班，並須要自我隔離 

 

在更廣層面上，視乎公司有多準備好在疫情最惡劣時期過後大展拳腳，你可考

慮强調： 

o 你已經執行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及如何隨著情況的發展逐步採用 / 取消該等

措施 

o 同樣，你如何調整資本開支。有關策略及資本配置的原因是甚麼。 

o 你如何管理現金流及其對債券 / 貸款違約風險的影響 

o 任何你可能為有財務壓力的客戶或供應商提供的付款支援計劃 

 

歸根結柢，以上是為了能夠展示公司的韌性、聲譽及靈活性： 

 

o 憑藉財務及營運上的韌性，公司已適應及抵禦疫情的初步影響，並具備充足

的實力及清晰的目標； 

o 實施計劃維護公司在利益相關方的聲譽，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監管機

構及社區等；以及 

o 靈活地尋找提升營運水平的機會，滿足對新産品及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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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隨著新冠肺炎在全球廣泛傳播，基於對健康及安全的考慮，各界已不再進行面對面會

議，網上會議現已成為新常態。 

 

 
在當前疫情期間，雖然面對面會議並不可行，但我們仍有方法在工作場所與投資者保

持有效及一致的溝通，例如提供定期報告、主席 / 行政總裁報告書等，藉以多加聯繫，

並且填補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知識差距。 

 

 

最後，為了準備在後疫情時期重振業務，建議各公司支持並彰顯韌性、聲譽及靈活性

這三大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