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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正日益成为21世纪投

资者评估上市公司价值的筹

码。云数据已成为公司和主权国家

与同类竞争的新领域，类似于在领

空、陆地、海洋等领域进行的竞

争。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和数据分

析工具的日益成熟，数据对于相关

利益方的价值也同步提高。这意味

着制定一套完整的、令人信服的和

公开透明的数据战略已成为所有行

业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除体现价值外，公司如何处

理、保护和使用自身的数据也成为

影响公司声誉的关键因素。

			 毫无疑问，数据本身也带来一

系列风险。公司网络或信息安全系

统遭到外部入侵将给公司带来重大

近来，企业信息泄露成为媒体关注的

焦点，许多公司因此将数据视为一种

公共责任。而投资者则对那些拥有明

确数据管理战略的上市公司给以更多

青睐。

作者：博然思维Mark Seifert、Sparky 
Zivin 和 Jamaal Mobley

如何让数据
带来效益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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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信心下滑持续数月时间

数据泄露对公司估值的影响

*2009-2013年受访公司数据泄露后的平均股价表现

信息来源：博然思维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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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如敏感数据遭到网络黑

客入侵和数据被外泄，这类事件常

常占据新闻的头条，还可能引发公

司股价大跌。博然思维研究表明，

公司要想股价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

水平需经受巨大挑战，这一恢复过

程至少要耗费六个月的时间（参见

下图：数据泄露对公司估值的影

响）。

			 为面对可能发生的数据泄露事

件，一些公司将内部数据视为一种

公共关系责任。这些公司对于面向

公众讲述大量数据的价值感到疑虑

重重，担心公众会因考虑个人隐私

和信息安全而提出反对意见。然

而，从投资者角度而言，上述顾虑

和担忧是被误导了。

			 投资者并未因为公司数据的复

杂而产生畏难情绪。根据博然思维

对欧美和亚洲地区200多个专业投资

者的调查（参见下页图示），机构

投资者非常注重数据效益化所带来

的机遇。调查表明上市公司不应持

犹豫观望的心态—他们应立即着手

制定全面的数据战略。从投资决策

层面看，相对于担心数据风险的投

资者，注重数据能否带来效益的投

资者数量大幅增加，这一特点不仅

体现在高科技板块的上市公司，而

是涉及所有行业板块。那些认为追

求公司数据价值只是一时风潮的投

资者正变得越来越少。超过四分之

三的受访投资者表示，过去两年上

市公司实现数据效益化的能力变得

日益重要。

			 博然思维研究部门发现，在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中增加数据相关内

容将非常有利于上市公司提升自身

价值，这一机会对于涉及消费者敏

感数据的公司尤为如此。消费者对

于个人信息的心态日趋成熟，消费

者将个人信息视为一种可换取各种

优惠和服务的投资品。针对消费者

的上述心态，上市公司应向消费者

表明这种交换可为其带来好处和收

益。此外，消费者希望从公司那里

得到保障，即他们分享的个人信息

不会使用不当或被他人窃取。

			 为了实现数据效益化，上市公

司建立与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

任关系是个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

			 为了向公众表明自身对数据负

有责任，上市公司必须解释清楚他

们是如何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的，

并将其视为公共传播工作的一部

分。单纯地制定数据泄露事件应急

预案，或者以负责任的态度对事故

进行有必要的回应都无法满足公众

的期望。对于消费者来说，仅仅向

他们列出信息隐私保护的管理方法

是远远不够的。

			 公司需要针对所有利益相关方

进行深入沟通，将数据部分纳入公

司对外传播的内容当中。这需要上

市公司有组织地整理有关数据管理

的经验并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

享。

			 鉴于投资者对数据问题的关

注，我们预计未来上市公司在发布

季度财报时需要披露数据使用情

况，并在年度数据报告中说明公司

是如何通过安全和有效地使用数据

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并最终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的。最重要的是，

投资者希望了解上市公司如何通过

应用数据发现新的商业机会。

			 投资决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股票分析师和投资者需要收集上市

公司各类信息来进行决策，就像做

马赛克拼图一样，每一步为下一步

提供了指引。因此，上市公司应抓

住机遇为投资者和股票分析师描绘

一幅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应用图景。

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投资

者提供数据应用的清晰信息，同时

数据泄露消息传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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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所有行业

影响投资决策

将数据转化为效益并非
涉及的是某个行业，它影响
到投资者对所有行业的投资决策

THE DATA PREMIUM
Our global survey of the financial community shows that companies’ 
ability to monetize data is driving investors’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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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的投资者认为数据效益化
带来竞争优势，并有助
于提高公司估值 66%

66%的投资者认为数据效
益化将对其投资决策产生
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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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博然思维对美国、欧洲和亚洲216位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调查分析。 Mark Seifert
Partner, Brunswick

Washington, DC
P: +1.202.393.7337

E: MSeifert@BrunswickGroup.com

80%

的投资者认为
数据效益化涉及
到所有行业

1/3的投资取决于公司是否
能将数据转化为效益

1/3

的投资者认为

数据效益化仅

涉及高科技行业

24%的投资者认为数据效益化将产生
各种风险，总体而言对公司估值不利

32%的投资者认为数据
效益化仅在短期内产生影响

博然思维研究部是博然思维集团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职能部

门。它为公司了解投资者观点提供第一手资料，不仅在全球

范围开展快速调查分析，同时还提供以数据模型为基础的咨

询建议。博然思维研究部擅长将调查结果转化为咨询建议，

为公司整体传播方案和行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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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对全球投资机构的调查，投资者非常看中企业将

数据转化为营收的能力。

数据：有价值的资产

信息来源: 博然思维对美国、欧洲和亚洲216位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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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向公众说明数 

据的使用不仅对消费者

和企业有利，还将产生

广泛的社会效益。

不要招惹网络黑客 
正如任何其他资产一样，上

市公司必须能够向公众表明

拥有完善的数据安全防范体

系。网络安全防范应做为公

司数据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还要避免数据故事过于

冗长或者语气过于自信。许

多上市公司实践经验表明，

自我吹嘘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就好似用红旗来招引网络黑

客的注意力。	

			 为回应公众对数据使用的热

议，上市公司的明智做法是向公众

说明数据战略不仅造福于消费者和

公司，还将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

从数据使用角度出发，上市公司应

将数据相关话题视为巩固其“运营

权利”的机会，尤其是消费者数

据。通过向公众表明数据运用产生

的广泛社会效益，上市公司可以在

坦诚说明数据用途  
信任是数据收集的基本条

件。假使消费者或员工出于

一种目的同意分享个人数

据，之后一旦他们发现个人

数据的用途发生改变，便可

能失去对公司的信任，这将

会对公司利润产生直接影

响。如果消费者为了换取一

些优惠而分享个人数据，上

述影响则格外明显。如果公

司在撰写数据故事时需要采

用大量的消费者数据，他们

需要公开坦诚地说明数据的

用途。如果消费者对公司使

用数据的方式感到满意并给

予长期的支持，公司将获得

更大价值。 

意识到数据的敏感性

数据的敏感性越高，潜在的

机遇和风险就越大，这里主

要指公司营收和公众的关注

度两方面。数据应用可以为

上市公司带来利润机遇，

为社会公众带来福利，例如

使用医疗数据来探索和发现

疾病治疗新方法，或者使用

在校学生数据来开发新的教

学模式。毫无疑问，这些机

遇将促使公众更关注数据

问题。不同国家的公众对个

人信息的使用有不同的期望

值。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上

市公司对数据的敏感性有强

烈的意识将有助于他们与利

益相关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注重具体背景

虽然人们对数据应用所能带

来的效益感到兴奋，然而处

于同一行业的不同利益方可

能有其自身的考虑。例如，

重点基础设施行业的上市公

司通过数据应用可提高效率

和改善运营，进而大幅提升

公司的赢利能力。然而，由

于基础设施普遍面临网络黑

客攻击的威胁，如果你公开

向政府重点基础设施行推销

以数据为核心的优化举措，

政府部门可能不会买你的

好意。

详细的信息披露将有助于上市公司

在同业中脱颖而出。

			 在撰写数据应用故事的过程

中，我们最好采用逐步摸索、因势

利导和循序渐进的方式，为未来的

沟通做好铺垫。这样做将有助于在

公众当中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为公

司成功撰写数据应用故事建立良好

的信誉。如果公司能够在数据泄露

或其他重大安全防范问题发生前早

早与相关利益方取得沟通和合作，

效果会格外显著。

			 在启动数据相关主题的沟通之

前，上市公司内部应侧重于提高员

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制定周密

细致和切实可行的数据安全防范方

法。接下来，上市公司应与消费者

和合作伙伴讨论和解释公司如何利

用数据为消费者带来好处和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的。

如何制定和讲述有效的数据管理战略

建立关系的规则  

针对公众的沟通中补充对自身有利

的细节，从而避免讨论向限制和约

束数据使用的不利方向转移。

			 如果上市公司能够以正确的方

式讲述自己的数据故事，那么投资

者将会以更高的估值回馈于公司，

消费者将更好地了解自身获得的好

处，公众则会对公司运营情况有更

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上市公司应避

免陷入有关数据使用潜在风险的单

纯争论之中。归根结底，向公众表

明公司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和使用

所收集到的数据是公司的根本目的

所在，这将有助于赢得相关利益方

的信任并提高公司经营利润。

mark seifert	是博然思维合伙人，jamaal 
mobley 是博然思维副董事。他们擅长为公司提

供有关公司数据、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咨

询。sparky zivin	是博然思维研究部门董事。他

们三位就职于博然思维华盛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