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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开披露和私下接触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两大

途径。公司与投资者私下接触的方式主要包括实地调

研、电话会议、分析师会议和反向路演等。近年来,实地

调研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愈发重要(Abramowi-
tz,2006;Jackson,2009)。根据2012年的全欧研究调

查(All-EuropeResearchTeamSurvey)结果,实地调研

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私下接触最重要的一种方

式。从WIND金融数据终端的统计结果来看,三分之

二左右的深市上市公司发生了实地调研,公司实地调研

年平均次数在6~11次。可见,中国上市公司偏好采用

实地调研的方式与资本市场主要投资者进行私下接触。
近年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后,引起公司股

价大幅波动,有许多案例,如2014年4月25日,长期无

人问津的“华泽钴镍”突然迎来机构实地调研,公司股价

连续拉出五个涨停板;同年5月20日,泽熙投资实地调

研“海兰信”,公司股价六个交易日上涨近50%。这些

现象将实地调研活动推上了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实

地调研中是否存在重大信息披露、是否有碍于公平信息

披露原则,成为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关注的焦点。
中国证监会2006年颁布了《公平信息披露指引》,

规定上市公司不得在私下接触中向特定对象披露重大

信息,该指引类似于美国证监会2000年颁布的公平信

息披露法则。但是具体到实地调研信息披露规则,沪深

两市在2009年后奉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交所鼓

励自愿披露;深交所从2009年起强制要求年报披露,特
别是到2012年7月后,深交所要求公司在调研发生后

要及时披露。
基于中国2009—2012年的实地调研数据(谭松涛

和崔小勇,2015;贾琬娇,洪剑峭和徐媛媛,2015;Cheng
etal,2015a),发现证券分析师和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

过实地调研获得信息优势。这些研究都是从投资者的

视角,研究投资者是否因实地调研而成为知情交易人。
而实际上,实地调研中信息披露主体是公司管理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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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对实地调研中的信息披露具有更多自主权和选择

权;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

对公司的信息操控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可获取超额收益

(Huang,2005,2013)。那么,在实地调研中,上市公司

管理层是否会通过策略性信息披露实现其利益诉求,基
于现有文献,我们对该领域知之甚少。

本专著不仅仅基于投资者视角,同时还基于公司管

理层视角,研究了2012年7月监管层要求实地调研信

息及时披露后,实地调研接待方管理层和参与方证券分

析师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变化。在专著编写过程中,
我们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将全书分为四篇:基础篇、市
场主体行为篇、公司管理层行为篇和案例篇。在研究方

法上,对市场行为篇和公司管理层篇,主要采用实证研

究方法;对案例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别选择利

欧股份和苏宁云商,分析某一个特定上市公司在实地调

研前后的行为。
通过本专著研究,至少可以实现以下实践意义:第

一,对监管层而言,本课题基于自愿披露、强制年报披露

和强制及时披露制度背景的研究,为监管层客观看待实

地调研的自愿性披露、强制年报披露和强制及时披露提

供依据;第二,对市场投资者而言,更加深刻地理解实地

调研中管理层和投资者行为,不仅可以基于实地调研日

前后市场反应建立交易策略进行套利,还可以从另一角

度理解机构投资者信息优势的来源;第三,对上市公司

而言,为其建立适应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管理制度,特别是实地调研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全书共四篇。第一篇“基础篇”,包括三章,分别是

第一章我国投资者关系活动现状,第二章制度背景和第

三章文献综述。第二篇“市场主体行为篇”,包括三章,
分别是第四章实地调研、基金持股和超额收益,第五章

实地调研类型、基金持股和超额收益及第六章实地调

研、分析师跟随和预测准确性;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主

要研究实地调研参与主体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第六章主

要研究实地调研参与主体证券分析师行为。第三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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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管理层行为篇”,包括两章,分别是第七章审计意见、
实地调研和管理层策略性信息披露及第八章高管权力、
实地调研和信息不对称。第四篇“案例篇”,包括两章,
分别是第九章企业转型、实地调研和管理层信息披露策

略———基于利欧股份的案例分析,第十章投资者实地调

研动因研究———基于苏宁云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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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我国投资者关系活动现状

一、引言

近年来,投资者关系活动特别是特定对象调研活动因引发公司股价的大

幅波动,备受市场投资者关注。如2014年4月25日,长达一年无人问津的

“华泽钴镍”突然迎来机构实地调研,公司股价随后探底回升,连续拉出五个

涨停板。同年5月20日,徐翔旗下的泽熙投资实地调研“海兰信”,公司股价

六个交易日上涨近50%。参与投资者关系活动,特别是特定对象调研的参与

主体一般是大型投资者或证券分析师,为防止特定投资者或证券分析师通过

投资者关系活动获取的私人信息进行获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curities
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于2000年10月颁布“RegulationFair
Disclosure”(简称RFD),根据该条例,特定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与公司管理

层可进行一对一会议(one-to-onemeetings)等多种形式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但如果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无意或有意披露了重要的非公开信息,公司必须

在24小时内公开披露相同内容的信息(SECFileNo.S7 31 99).
2006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首次引入“公

平信息披露”理念。同年8月,深交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

信息披露指引》,要求在年报中披露投资者关系互动情况记录。之后,2012
年7月,深交所出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要求上市公

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结束后的3个交易日内,通过深交所网站“互动易”专栏

中“投资者关系”栏目(http://irm.cninfo.com.cn/szse/),披露“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记录表内容一般包括“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时间、地点、上市公司接待人姓名和活动主要内容介绍”。可见,
2006年和2012年是深市投资者关系活动要求公平信息披露的两个关键年

度,从年报披露演变到“互动易”网站及时披露。
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和变迁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方面(Bethel,2007)。如何在保证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公平披露投资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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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话题。本文手工收集深交所上

市公司从2012年7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的19002
份“记录表”。从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参与单位、行业分布、时间周期性和披

露时间差五个方面对我国深市投资者关系活动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同时,对
同一天活动多次披露、一张“记录表”包含多天活动、“记录表”笔迹潦草难以

辨认和某些“记录表”披露时滞较长等披露问题进行总结,为监管层进一步规

范投资者关系活动披露提供现实依据。

二、投资者关系活动的基本情况描述

(一)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数量逐年增加,类别以特定对象调研和现场

参观为主

由表1.1可见,从2012年到2014年,深市上市公司发生投资者关系活

动比例从52%提高到76%,数量从802家上升到1230家,总体来说,三年间

深市将近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进行了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公司发

生投资者关系活动平均次数在4到6次之间,且表现出逐年增加趋势,说明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愿意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上花费时间,通过投资者关系活

动,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良好互动,从而提升公司价值,这与CrossBorder
Group(2010)调研是一致的,在美国,上市公司CEO和CFO每年平均花费

17天和26天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上。
目前我国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有特定对象调研、现场参观、媒体采访、分

析师会议、业绩说明会、路演和新闻发布会等。特定对象调研和现场参观是

现阶段深市上市公司选择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方式,从表1.1来看,特定

对象调研占比在70%到80%之间,现场参观为10%到14%之间。其他形式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如媒体采访、分析师会议、业绩说明会和路演也是上市公

司特定情况下采用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方式,但占比不高。说明相对于一对

多、互动时间较短的业绩说明会或分析师会议,证券分析师、基金经理和私募

基金还是偏好参与人数较少、互动时间较长和上市公司管理层接触更多的特

定对象调研和现场参观。

表1.1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及年度变化

活动类别/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合计

发生活动的公司 802 1121 1230 3956

深市上市公司数 1540 1536 1618 4694

发生活动的比例 52.08% 72.98% 75.96% 67.2%

投资者关系活动 3260 7574 8168 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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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活动类别/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合计

公司平均活动 4.01 6.83 6.65 6.05

特定对象调研 2523(77.39%)5969(73.05%)6495(79.52%)14988(78.86%)

现场参观 448(13.74%) 952(12.57%) 859(10.52%) 2260(11.89%)

媒体采访 86(2.64%) 151(1.99%) 100(1.22%) 337(1.77%)

分析师会议 46(1.41%) 103(1.36%) 130(1.59%) 280(1.47%)

业绩说明会 27(0.83%) 66(0.87%) 90(1.10%) 183(0.96%)

路演活动 9(0.28%) 17(0.22%) 19(0.23%) 45(0.24%)

新闻发布会 0(0.00%) 7(0.09%) 9(0.11%) 16(0.08%)

其他 121(3.71%) 309(4.08%) 466(6.71%) 896(4.71%)

(二)证券公司和基金是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参与单位,但私募基金影

响力不容忽视

一般来说,投资者关系活动的参与单位一般都在一个以上,故从2012年

到2014年,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单位次数为13481、34455和43604,
合计为91540次。表1.2中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4年,投资者关系活

动参与单位次数增长与投资者关系活动增长同步,活动平均参与单位数基本

不变,维持在4个到5个之间。可见,深市目前投资者关系活动具有小型特

点,便于参与活动主体与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深度和有效的交流,从而获取

更有价值的信息。
表1.2显示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单位活动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证券公

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保险公司和QFII。从2012年到2014年,证券公司

占比40%左右,基金公司占比30%左右,两类活动合计70%左右。证券公司

调研主体主要是证券分析师,为了获得高质量和受市场认可的研究报告,提
高盈余预测准确性,证券分析师具有强烈动机去发掘、跟踪公司的战略规划

和未来业绩增长点,而投资者关系活动是其从管理层获取这些信息的有效途

径(Soltes,2014)。
基金高比例地参与投资者关系活动,一方面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投资

者结构相吻合,即证券投资基金是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类型,占机构投资

者的比例在70%左右(唐松莲,林圣越和高亮亮,2015);同时,公募基金拥有

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是其参与实地调研等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保证;最后,证券

分析师作为卖方分析师,他们希望研究报告得到基金公司认可,因此,证券公

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时会邀请相关基金经理参与,故我国证券公司和基金公

司联合调研的比例很高。
此外,私募基金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从2012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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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平均维持在6%左右。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私募基金快速发展,在
机构投资者比重逐年提高的同时,市场影响力也逐年上升,上市公司管理层

也希望大型和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私募基金通过投资者关系活动了解公司;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和明星证券分析师投身于私募基金行业,他们

原有的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建立的社交网络为私募基金进入投资者关系活动

提供了机会。

表1.2 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单位及年度变化

活动参与单位/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合计

参与单位活动次数① 13481 34455 43604 91540

投资者关系活动 3260 7574 8168 19002

单位平均活动次数 4.14 4.55 5.34 14.03

证券公司 5275(39.13%)12879(37.35%)15360(35.23%)33514(36.61%)

基金公司 4292(31.84%)10649(30.91%)12690(29.10%)27631(30.18%)

保险公司 189(1.40%) 602(1.75%) 918(2.11%) 1709(1.87%)

QFII 110(0.82%) 683(1.98%) 788(1.81%) 1581(1.73%)

私募 809(6.00%) 2057(5.97%) 2692(6.17%) 5558(6.07%)

新闻媒体 208(1.54%) 454(1.32%) 524(1.2%) 1186(1.3%)

个人 50(0.37%) 252(0.73%) 326(0.75%) 628(0.69%)

其他 2548(18.9%) 6888(19.99%)10306(23.64%)19742(21.57%)

(三)投资者关系活动行业分布基本均匀,略偏好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

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划分2012年标准②,把我国上市公司划分为17个

一级行业,考虑到制造业整体占比70%左右,我们保留其30个二级行业中占

比较高的前五大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从表1.3投

资者关系活动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每个行业占投资者关系活动比例与该行

业占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基本一致,说明我国投资者关系活动行业分布基本均

匀。比例差相差最大的是制造业下的二级子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从2012年到2014年,投资者关系活动比例与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差分

别为5.21%、5.74%和5.28%;紧随其后的是建筑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从2012年到2014年投资者关系活动比例与上市公

①

②

投资者关系活动的参与单位一般都是一个以上,如证券公司和一家或几家基金

公司同时参加。
2012年11月公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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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数量比例差分别为3.02%、1.31%和0.2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

2012年到2014年投资者关系活动次数与上市公司数量比例差分别为3.
05%、2.29%和1.90%。说明这些行业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发生的频率略高于

其他行业。

表1.3 投资者关系活动行业分布及年度变化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行 业 公司 活动 比例差 公司 活动 比例差 公司 活动 比例差

农、林、牧、渔业 1.69% 1.13% -0.55% 1.69% 1.19% -0.50% 1.67% 1.06% -0.60%

采矿业 1.49% 0.98% -0.51% 1.69% 0.77% -0.93% 1.73% 0.51% -1.22%

制造业 70.52% 68.83% -1.69% 70.31% 71.52% 1.21% 69.90% 73.80% 3.90%

1.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10.71% 15.92% 5.21% 10.74% 16.48% 5.74% 10.38% 15.67% 5.28%

2.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7.60% 7.21% -0.39% 7.68% 6.68% -1.00% 7.54% 6.65% -0.89%

3.医药制造业 5.84% 6.87% 1.03% 5.66% 5.94% 0.28% 5.69% 5.46% -0.23%

4.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7.34% 6.17% -1.17% 7.36% 6.76% -0.60% 7.85% 8.43% 0.58%

5.专用设备制造业 6.10% 4.29% -1.81% 6.12% 5.88% -0.24% 6.30% 6.16% -0.15%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2.01% 1.53% -0.48% 2.08% 1.02% -1.07% 1.98% 0.91% -1.07%

建筑业 2.01% 5.03% 3.02% 2.08% 3.39% 1.31% 2.22% 2.46% 0.23%

批发和零售业 4.16% 3.40% -0.75% 4.04% 3.63% -0.41% 3.83% 3.55% -0.28%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62% 0.89% -0.73% 1.63% 0.83% -0.80% 1.61% 1.29% -0.32%

住宿和餐饮业 0.65% 0.21% -0.43% 0.65% 0.11% -0.55% 0.62% 0.29% -0.32%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6.49% 9.54% 3.05% 6.38% 8.67% 2.29% 6.80% 8.70% 1.90%

金融业 0.71% 1.26% 0.54% 0.72% 0.73% 0.01% 0.80% 0.65% -0.15%

房地产业 4.61% 2.52% -2.10% 4.43% 2.90% -1.52% 4.02% 2.14% -1.8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84% 0.89% 0.05% 0.85% 1.25% 0.41% 0.99% 1.22% 0.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0.71% 1.60% 0.88% 0.72% 1.04% 0.33% 0.74% 1.06% 0.32%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17% 1.69% 0.52% 1.30% 1.74% 0.44% 1.30% 1.31% 0.01%

教育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13% 0.12% 0.01% 0.13% 0.24% -0.11% 0.19% 0.22% -0.03%

文 化、体 育 和 娱
乐业 0.78% 0.37% 0.41% 0.85% 0.88% -0.04% 1.11% 0.73% 0.38%

综合 0.39% 0.00% 0.39% 0.46% 0.08% 0.38% 0.49% 0.09% 0.41%

总计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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