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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管理：全球动态、现存问题及建议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杨欣 繆斯斯

投资者关系管理（IRM）对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运作、保护投

资者权益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前段时间，

全球知名投资者关系管理专业媒体 IR�

Magazine 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 IRM 行

业年度调查报告。 我们拟基于该报告结

论， 对全球 IRM 行业发展情况及其在

不同区域和行业呈现的特点进行介绍，

并结合我国 IRM 行业发展特点及存在

问题提出几点优化建议。

一、全球投资者关系

管理行业发展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 全球参与投资者关

系管理工作的团队规模有所增加， 但相

应的预算开支和活动次数却略有下滑。

（一）团队规模略有扩大，员工性别

比例相对均衡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驱动下，IR

团队规模在 2014 年扭转了此前三年持

续下降的趋势，平均人数增加为 2.7 人。

同时，IR 团队规模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

出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参见表 1）。

表 1�全球 IR 团队规模分布（单位：人）

全球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2.7 1.6 1.9 3.1 5.9

从团队员工性别比例来看， 男女分

布较为平衡。 其中，男性员工较 2013 年

有所增长，占比 52%。

（二）CFO 仍为主要负责人， 中小

型企业高管参与度较高

大部分 IR 团队由 CFO 管理和领

导， 这在大型企业越发明显，CFO 负责

IR 团队的比例达到 76%，小型企业仅为

48%。 与之对应的是，小型企业 CEO 负

责 IR 团队的情况为 39%， 而在大型企

业，则降为 11%。

从企业高管参与 IR 活动的情况

看，中小型企业高管的参与度较高，以 1

对 1 投资者会议为例， 高管参与率均超

过 50%（参见表 2）。

表 2�全球 1对 1 投资者会议开展情况

（单位：场次）

全

球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合计 199 92 179 253 320

高管

参与率

48% 65% 55% 43% 37%

（三）预算开支持续缩减，外部活动

支出占比略有增加

2014 年， 全球企业 IR 平均预算支

出为 44 万美元， 较 2013 年减少 5.8 万

美元， 且不同规模企业的平均预算开支

均有所缩减（参见表 3）。

表 3�全球 IR 平均预算开支及缩减情况

（单位：万美元）

全

球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合计 44 21.7 37.2 63 78.8

减少 5.8 0.2 2.9 7 19.4

尽管平均预算开支有所下降， 但外

部活动支出占比却略有增加，2014 年达

到 34%。

（四）活动次数有所下降，路演仍是

最重要的活动形式

整体来看，2014 年， 全球企业平均

举办 IR 活动的次数有所下降。 但路演

仍是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眼中最重要

的活动形式（参见表 4）。

表 4�全球不同类型 IR

活动举办次数及重要程度

2013 2014

2014年

重要程度

路演 7 6.8 48%

投资者

会议

7.3 7.6 21%

投资者日 0.9 0.7 19%

现场参观 4.1 3.6 10%

反向路演 2 1.9 2%

（五）机构投资者最为活跃，个人投

资者青睐小型企业

2014 年，机构投资者仍是投资者关

系管理活动的重要对象， 其投资比重达

到 61%， 个人投资者次之， 占比为 17%

（参见图 1）。

图 1� �全球投资者投资占比情况

通过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者

结构，不难发现，个人投资者较为青睐

小型企业， 其投资占比达到 28%（参见

表 5）。

表 5�不同规模企业投资者占比情况

全球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机构

投资者

61% 55% 67% 61% 63%

个人

投资者

17% 28% 17% 17% 17%

二、投资者关系

管理行业的区域特点

北美、 欧洲、 亚洲三个不同区域在

IR 团队规模、管理结构、预算支出、活动

情况、 投资者结构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

（一）北美团队规模最小，欧洲首次

超过亚洲，规模最大

一如既往， 北美企业仍保持较小的

IR 团队规模。 2014 年，欧洲企业 IR 团

队规模首次超过亚洲，达到 3.4 人（参见

表 6）。

表 6�不同区域 IR 团队规模情况

（单位：人）

总体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全球 2.7 1.6 1.9 3.1 5.9

北美 2.1 1.4 1.5 2.5 4.9

欧洲 3.4 1.8 2.1 3.7 7.8

亚洲 3.1 2.4 2.5 3.5 5.3

（二）欧美大中型企业更倾向 CFO

负责 IR 工作

在北美和欧洲，CFO 作为负责人的

比重占到了相对多数， 特别是在中大型

企业，更为明显。而在亚洲，CFO 作为负

责人的占比相对均衡， 平均为 51%。 同

时，亚洲和欧洲的数据再次显示，小型企

业更倾向由 CEO 或其他高管负责 IR

工作（参见表 7）。

表 7�不同区域 IR 团队管理方式情况

区

域

企业

类型

CFO

负责

CEO

负责

其他高管

负责

北

美

平均 66% 24% 10%

小型

企业

N/A N/A N/A

中型

企业

N/A N/A N/A

大型

企业

80% 11% 9%

欧

洲

平均 62% 27% 11%

小型

企业

39% 46% 15%

中型

企业

66% 26% 8%

大型

企业

67% 22% 11%

亚

洲

平均 51% 29% 20%

小型

企业

41% 39% 20%

中型

企业

58% 29% 13%

大型

企业

54% 23% 23%

（三）北美企业预算支出居首，欧洲

超大型企业支出最多

较 2013 年，北美企业平均 IR 预算

支出减少 7.7 万美元，但仍居全球首位，

2014 年支出为 49.6 万美元， 却为 2011

年以来新低，其中，超大型企业预算开支

缩减程度最大， 减少约 40.6 万美元，小

型企业与其差距进一步缩小。 欧洲企业

平均 IR 预算支出减少 1.5 万美元，超大

型企业却增加 30.2 万美元，超越北美同

类型企业。 亚洲企业平均 IR 预算支出

减少 3.2 万美元， 但中型企业支出有所

增加（参见表 8）。

表 8�不同区域 IR 平均预算开支情况

（单位：万美元）

区域 总体

小型

企业

中型

企业

大型

企业

超大型

企业

全球 44.1 21.7 37.2 63 78.8

北美 49.6 25.3 40.7 76.8 85.5

欧洲 41.5 19.2 35.7 58.4 104.8

亚洲 21.5 7 28.1 27.1 N/A

同时， 北美和欧洲企业的外部活动

支出比重较 2013 年均有所增长，2014

年分别达到 38%和 31%。 亚洲企业却有

下降，已由 25%降至 20%。

（四） 欧洲和亚洲企业 IR 活动次数

超过平均水平

整体来看，欧洲和亚洲企业在 2014 年

举办 IR 活动的次数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

平（参见图 2）。 路演仍是不同区域企业，

特别是北美企业公认的最有价值的 IR 活

动形式。对于其他活动而言，亚洲企业更为

重视投资者会议， 欧洲企业更青睐投资者

日活动等（参见图 3）。

图 2�不同区域企业 IR活动开展次数情况

图 3�不同区域企业 IR 活动重要程度

（五） 亚洲个人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

资比重较大

机构投资者仍是北美最重要的投资群

体，占比达 71%，欧洲为 58%。相对而言，亚

洲机构投资者占比仅为 39%， 但个人投资

者和国有企业投资占比相对较高， 合计达

38%（参见图 4）。

图 4�不同地区企业的投资者结构

三、投资者关系

管理行业的产业特点

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在团队规模、管理结构、活动内容等

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可选消费品行业 IR 团队规模

最小

就团队规模而言，能源、公用事业规模

较大，可选消费品行业人数最少（参见图

5）。 就性别比例而言， 工业和材料行业，

60%的 IR 从业人员为男性； 可选消费、必

需消费和公共事业行业，女性则超过 50%。

图 5�不同行业 IR 团队规模情况

（单位：人）

（二） 科技和公用事业行业 CFO 负

责比重相对较高

平均来看，科技和公用事业行业 CFO

负责 IR 工作的比重较高，超过 70%。 但大

型企业中，金融行业 CFO 负责占比最高，

而中小型企业中，通信行业占比同样很高，

最少的为材料行业（参见图 6）。

图 6�不同行业 CFO 负责 IR 部门比重

（三） 医药生物行业 IR 预算支出

最多

总体来看， 医药生物行业 IR 预算支

出最多，平均达到 63.4 万美元，可选消费

行业预算支出则相对较少。大型企业中，公

用事业行业 IR 预算支出最多， 高达 120

万美元。 中小型企业的 IR 预算支出普遍

较低， 医药生物和材料行业支出仍相对较

高（参见图 7）。

图 7�不同行业 IR 预算开支

（单位：万美元）

（四） 能源和医药生物等行业活动次

数和高管参与度相对较高

以 1 对 1 投资者会议为例，必需消费

品、能源、医药生物、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活

动次数相对较高，超过 200 场；公共事业

IR 活动相对较少，平均为 139 场。 同时，

能源、 医药生物等行业的企业高管参与

IR 活动时间相对较长，超过 50 天（参见

图 8）。

图 8�不同行业 IR活动次数及高管参与率

四、关于优化我国投资者

关系管理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A 股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关系

管理的重视和认知程度进一步提高。 但和

境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 我国投资者关系

管理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比如说，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重点一

直着眼于合规性信息披露等硬性指标，对

内部治理结构、投资者沟通、企业品牌建设

等软性实力的关注程度不够； 董事会秘书

主要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CFO、

CEO 等公司高管直接参与投资者关系管

理比重较低；针对境内投资者结构特点，相

应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投入普遍不高，工

作方式、活动内容也较为单一等。 结合全球

IRM 行业的最新动态， 我们提出以下优化

建议：

第一，营造良好市场投资环境，引导上

市公司做好 IRM 战略规划。 与机构投资者

作为境外市场参与主体不同， 个人投资者

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这

些投资者往往容易出现非理性的群体行

为， 相应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承受能力也较

弱。 据此，优化投资者结构，营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 将会为推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应

当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的行业特

点、股权分布、治理结构、投资者关注程度

等制定 IRM 长期战略规划， 并以 IRM 为

抓手， 主动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公司治

理水平。

第二，规范董事会秘书资格管理，强化

上市公司 IRM 体系化建设。 通过长期实

践， 董事会秘书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的主要负责群体。 提高董秘

IRM 专业能力也成为提升上市公司 IRM

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上市公司

董秘资格认证和后续培训仍由沪、 深交易

所自行组织，在专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方

面，与境外的董秘培训和认证体系相比，存

在不小差距。 据此，我们建议，统一并规范

上市公司董秘资格管理， 进一步强化董秘

在证券法律、财务会计、公司治理、媒体沟

通、 公共关系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提高其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能力。 同时，

借鉴国外经验，强化上市公司 IRM 体系化

建设并逐步引导 CFO、CEO 等公司高管

直接参与 IRM 的相关活动，丰富公司和投

资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提升投资者服务的

效果。

第三，改善从业人员与职能分布，提升

上市公司 IRM 精细化水平。 与美国几十年

的发展历史相比，A 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专职从业

人员规模较小，投入较低，工作方式单调，

有效性并不高，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不同

投资者和分析师进行数据化管理的比例普

遍较低，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据此，我们建议，上市公司在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对投资者关系管

理软性实力的重视和投入， 逐步调整和完

善 IR 部门的人员结构与职能分布，提高预

算支出，优化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工作效

率。 此外，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引

导、服务和督促力度。

第四，创新发展多元 IRM 媒介，提高

上市公司 IR 危机处理能力。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创新发展，实时沟通媒介日益丰富，极

大丰富了公司进行展示和沟通的渠道，但

这也对上市公司的危机管理水平提出了严

峻挑战。 如果缺少及时、透明、正确的应对，

负面信息迅速扩散、持续发酵，将可能造成

无法估计的损失。 因此，上市公司一方面应

当特别注重新媒体的应用和拓展， 做好信

息和舆情的持续性监控；另一方面，也要特

别提高危机公关意识， 提高自身的危机处

理能力。

（作者特别声明，本文代表作者个人观

点，与作者供职单位的立场和观点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