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水平的动粗不如有水平的吵架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曾召鑫

一直以来， 资本市场都是信息满天

飞的，做多、看空、真实、虚构的信息交织

在一起，构成了资本市场的舆论圈，成为

了市场交易的重要基础。 这本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 最近却接连有人因质疑上

市公司而被抓，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事情的是非对错自然只能交由司法

机构定夺，不过，由此引发的舆情以及思

考确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投资者或者

说媒体想要对一家上市公司提出疑问的

时候，如何把握尺度；另一方面，当上市

公司被批评质疑时，该做些什么？

矛盾爆发引关注

近期， 屡次质疑上市公司广汇能源

的网友“

@

天地侠影”最近被拘留让人

颇感意外， 多次质疑中联重科的 《新快

报》记者被拘事件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近年来

和该罪名有关的报道， 发现不少行业内

知名上市公司都遇到过类似情况。

2010

年

9

月，网上一篇题为《金龙

鱼，一条祸国殃民的鱼》的文章被大量转

载。公司负责人报案，称有人针对其公司

生产的金龙鱼食用油产品在网上发布虚

假信息，造成恶劣影响。 而据媒体报道，

文章作者当时为另一家食用油企业提供

营销服务。 最终，该文作者被捕，并被检

察院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公诉。

2012

年

6

月， 一位名为 “岁寒知松

柏”的网友在网易博客发表文章，质疑

雨润食品被大股东挪用数十亿资金，

后被整理成新闻， 造成雨润食品股价

大跌。雨润食品认为网易公司“涉嫌损

害商业信誉”，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了

报案材料，并出具了诸多证据，被公安

机关受理。

2012

年

6

月， 一位财经媒体记者

报道称某上市公司 “改制过程中存在

黑幕”，该公司同样也是选择了向公安

机关报案。随后，当地公安局对记者作

出刑事拘留决定，理由也是“涉嫌损害

商业信誉”。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其中确实

有一部分是质疑者受利益驱使， 歪曲

了事实。也有一部分，则很难说清谁是

谁非。一些网友得到的结论是“质疑上

市公司是件危险的事”。

有水平的吵架无伤大雅

很多上市公司都曾面临来自于普

通投资者和媒体记者的质疑， 并不是

所有的过程都令人不愉快。

今年

8

月，网友“

@

西来问道”在

投资者社交互动网络雪球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 “

@

西来问道”首先是在文章

中指出通策医疗公告数次出现明显错

误， 质疑负责信息披露的董秘办不够

严谨，内控缺陷令人“不敢恭维”。

其次，“

@

西来问道”对通策医疗

采取 “海外医疗品牌授权

＋

国内机构

运营管理” 这种模式的具体运营提出

质疑。 认为公司对外披露的几项费用对

于投资者而言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信息

披露不清晰准确”。

此篇文章当时在网上引起了一些热

议，网友当时的反应是，赞赏“

@

西来问

道”严谨认真的态度，同时也期待公司能

对此有回应。对于这一状况，通策医疗的

董事长吕建明在那篇原帖上澄清了网友

的质疑。 用发帖人后来的话说，“吕建明

用寥寥数笔就将事实与公司的价值描绘

清楚”。 吕建明不仅回答了他的质疑，也

为诸多关注此事的投资者所认同。

公开、透明、开放、包容，你有问题我

来答，你有质疑我来澄清，这是上市公司

对待公众的一种态度。 正所谓有技术含

量吵架亦无妨，理是越辩越明。

简单粗暴

非明智之举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的结局，不是那

么皆大欢喜，就像如今发生的几起事件，

无论是质疑者，被质疑者，其实都将承受

巨大的舆论压力。

作为公司确实理应接受舆论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 编委胡润峰在其文章

《上市公司要做好被质疑的准备》中这样

写道：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则需要做

好被质疑的准备。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

不同看法，是股市赖以存在的前提。如果

没有不同看法，就没有交易会发生，也就

不需要有市场了。

但是舆论监督本身不能成为舆论暴

力。当然，若公众媒体或者投资者对上市

公司的批评、 质疑甚至是看空出现了事

实性的错误时， 上市公司的利益必将受

到损害。 而质疑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换个角度思考，上市公司对舆论监督

同样还以简单粗暴的打压，也是最不明智

的选择。 有网友在谈论“‘

@

天地侠影’被

拘留”一事时称，当上市公司遇到评判或

是恶意质疑时，万不可未审先抓人。 即便

上市公司有委屈也应该走正当法律程序，

上法庭公开审核，有罪可判了再入狱。 而

未审先抓， 则触及到了公众最敏感的底

线，也让上市公司成为了众矢之的。

一位媒体人则认为， 记者更主要的

价值还在于挖掘 “相对接近真相的事

实”，但记者写的报道，绝不是司法判决，

记者绝不是法官。 法官尚且给人一说话

的空间，何况记录者？

无论是媒体不扎实的报道， 还是企

业不认真的回应， 甚至是直接 “报案抓

人”，这些简单粗暴的举动都将有损市场

公平。

仔细想想， 上市公司跟投资者以及

媒体人的利益并非相斥。前不久，在投资

者网络互动平台上， 有投资者给上市公

司负责投资者关系的高层过生日。 短短

的几字生日祝福，其乐融融。再看看另一

边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 媒体的针锋相

对，若是投资者，在相同的情况下更愿意

买哪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呢？ 公司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与人沟通上， 或许会比费尽

力气封杀恶意报道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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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市公司舆情热度” 是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根据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网民、舆情分析师对一定时间段内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舆

情热度的综合评估，系综合传统媒体报道量、新闻网络转载量、网络用

户检索变化情况、舆情分析师评分等数据计算得出。

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中联重科陷“记者门”

乐视网遭遇连续跌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统计分析，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舆情热度最高的

A

股上市公

司分别是：中联重科、中百集团、

乐视网、奥飞动漫及中国铁建。

中联重科确认报案： 本周最

热门的舆情事件， 莫过于中联重

科和新快报之间的纠葛无疑。

10

月

19

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

长沙警方以 “涉嫌损害企业商誉

罪”刑事拘留。

22

日，长沙警方在

微博上证实有关消息。

23

日及

24

日，《新快报》 罕见地连续两天在

头版要求放人， 与中联重科隔空

交火。媒体强调，报道属于职务行

为，有关报道客观，中联重科应当

通过正常渠道与媒体交涉， 而非

报案抓捕记者， 而公司一方则认

为是记者刻意捏造事实。

虽然中联重科的初衷或是希

望制止某家媒体的负面报道，但

事态发展却不甚如意， 甚至引发

全国舆论的反弹。新快报

23

日头

版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同

时在新浪、 网易等门户网站成为

头条新闻， 更成为包括香港及海

外媒体在内连续两天的重点新

闻。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监

测，对比

23

日之前，涉及中联重

科的新闻，平均一天仅有两位数。

事发之后，仅

23

及

24

日，全国及

香港主要报刊中就有不少于

300

篇报道，且言论几乎一面倒，对中

联重科的企业及社会形象可谓伤

害甚大，而其

A

股股价也连续两

天下挫。

私募欲取中百集团控制权：

10

月

22

日，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长崔军发表了第

二封给中百集团全体股民的公开

信，信中称，宝银创赢已与中百集

团一些“重要股东”达成共识，其

联合持股量已经超过第一大股

东，将提议改选中百集团董事会。

但媒体和投资者均对此表示质

疑，认为这一举动不可能实现，重

要原因为中百集团属于武汉国资

委的下属公司。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了

解，

2011

年

7

月， 崔军曾给招商

银行董事长傅玉宁写公开信，意

欲阻止招行配股， 并建议公司向

巴菲特增发

H

股。

2012

年

8

月，

崔军又建议兴业银行中小股东在

临时股东会上一起否决相关议案

及回购股票。总体而言，每次公开

信的内容大同小异，但从未成功，

有媒体认为，这不过是自我炒作，没

有任何意义。

乐视网连续两日跌停：本周，创

业板遭遇重挫， 包括乐视网等一众

热门股票掉头向下，

22

日及

23

日，

乐视网两度跌停， 媒体纷纷猜测原

因。中国网分析认为，乐视网的持续

跌停并非是源自基本面压力， 公司

基本面甚至相当积极。 例如，

22

日，

其开卖的首批

1

万台电视超卖，显

示市场对其产品有一定的信心。 有

媒体分析， 公司股价的回调也许和

今年以来涨幅过大、估值太高有关。

此外， 对于用户在购买其超级

电视现货时， 出现一系列技术问题

的情况， 乐视网副总裁吴亚洲等高

管向用户道歉， 并重申公司并非要

做饥饿营销， 承诺超卖的电视将在

1

至

4

周内发货； 如果超卖用户不

愿等候

1

至

4

周， 乐视无条件全额

退款。

奥飞动漫再花近 7 亿收购手

游公司： 已经停牌三个月的奥飞动

漫，

10

月

23

日发布非公开发行预

案，公司拟斥资

6.92

亿元收购北京

方寸科技

100%

股权和爱 乐游

100%

股权。 其中，奥飞动漫将以现

金支付

4.43

亿元。 另外，奥飞动漫

还计划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约

2.3

亿

元。 受此消息影响，奥飞动漫在

23

日和

24

日连续涨停。《证券时报》等

媒体则认为， 收购有助于完善公司

产业布局， 认为股价短期内将会维

持强势。

国资委回应中国铁建招待费事

件： 此前，今年

3

月，中国铁建披露

2012

年业务招待费

8.37

亿元，引起

社会热议。 近日，国资委通报称，中

国铁建业务招待费支出总体上是符

合规定的， 但也确实存在发票开具

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

使用不当等一些问题， 同时也查处

了部分涉事人。而中国铁建则回应，

公司已出台一系列管理办法， 收紧

招待费的适用范围， 上半年与去年

同期相比， 招待费下降比例已超过

20%

。

《

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称，巨

额招待费现象在央企内颇为普遍，

但同时，报道也认为，由于每家公司

会计判断的不同， 业务招待费在一

定程度上比较灵活， 一些业务上发

生的开支消费， 既可以计入管理费

用中的业务招待费一项， 又可以计

入销售费用下属科目， 所以不能简

单看待数字多少来做判断。 媒体希

望， 国企能够减少慷国家之慨的行

为，从机制上防控腐败。

房价上涨势难止 舆论吐槽“京七条”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龙大香

“去年没买房，今年一年又白干了”，

看完国家统计局

22

日数据，不少人在网

络上感叹吐槽，夹带着几分无奈。

数据显示，

9

月份在全国

70

个大中

城市中， 有

69

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同比上涨。 北上

广深四大城市同比涨幅均超过

20%

。

房价疯涨， 舆论期待楼市调控加

码， 但是对于此次出台的调控政策，不

少业内人士并不乐观。 市场弥漫着焦虑

的情绪。

房价上涨网友话凄凉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 以

20.6%

的

房价涨幅居首位， 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

点。房价上涨，租金也跟着上涨。《法治周

末》近日一文《北京租金连续

55

个月上

涨 北漂族称负担太重而选择离开》展现

了北漂族“五年租房两茫茫，不辞职，自

难忘，天天涨价，无处话凄凉”的真实生

活图景，引发了共鸣。

23

日，《人民日报》 刊发人物访谈

《怎么看当前住房市场形势》一文，网络

转载演变成 《房价上涨不能归咎于调

控不力》， 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转

载量超过

300

条。在文中，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具体分

析了房价上涨的原因，并称“部分城市

房价上涨明显， 是众多社会问题的集

中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调控政策不力”。此

言语一出， 很快成为网友们调侃的话

题， 住建部专家的表态避谈土地财政

和保障房， 被舆论认为似有 “推卸责

任”之嫌。

李嘉诚近日频频抛售国内资产

也加重了市场的焦虑情绪。 近日，李

嘉诚

71.6

亿元出售东方汇经中心，被

市场称为“弃亚入欧”的又一大措施。

近两三个月以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

实业以及和记黄埔相继抛售上海陆

家嘴东方汇经中心

OFC

写字楼、广州

西城都荟广场及停车场等资产，高位

减持资产， 符合李家一贯的投资理

念。 不少舆论认为李嘉诚的投资动向

可能成为市场信号，“中国房产已进

入高风险期”。

不少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

也认为中国的楼市风险很高。

2013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曾多次来中国

参观，认为中国房价太高，并称中国房地

产市场存在泡沫。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

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日亦发文指出，“房

地产泡沫必破，并引爆金融危机”。《央视

财经评论》评论员刘戈认为，在一线城市

买房的投资收益率高达

60%

，已经远超

高利贷。

楼市的风险警示似乎没有让国内房

地产行业降温。 地价连续

6

个季度加速

上行，保利、中海外、绿地冲击

1500

亿，

万科向

2000

亿的销售额迈进。 其实，

9

月份以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也在不停

警示楼市的风险， 但是在资本逐利的驱

动下，万科今年

700

亿不停拿地，拿地金

额创下历史新高。

“京七条”能否稳房价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的第二天，

北京一连发布两文， 对北京楼市调控加

码。北京出台

7

条措施，并表示将在两年

推出

7

万套均价低于市场

30%

的自住

型商品住房。 以此同时，北京市住建、发

展改革、规划、国土、财政等部门联合印

发 《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

品住房建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北京今后

加大发展自住型商品住房， 并对购买资

格等方面进行规定。

每一次房价上涨， 舆论期待都宏观

政策调控，但是“屡调屡涨”，调控无力，

使得舆论对于调控越来越不信任， 市场

充满了悲观情绪。关于房价问题，市场众

说纷纭，北京楼市调控加码后，不少舆论

观点并不看好。

《中国证券报》 和 《

21

世纪经济报

道》纷纷发表文章和评论表示，北京此次

推出的自住型商品房实质上是限价房，

极易滋生腐败和寻租， 很难给供需关系

上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同时限价房的质

量难以保证。 《

21

世纪经济报道》还从购

房者的案例分析来说明僧多粥少， 投机

难以避免。

也有专家表示， 房价持续上涨主要

是“体制性的原因”，特别是保障房体系

建设的缺位；还有分税制不够完善、地方

债、土地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原因。

因此，此次“京七条”调控难从根本上改

善市场供需问题。

楼市困局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

民众的焦虑情绪能否消除， 最终要看市

场的表现了。

百度“百发”要上线？ 疑似赔本赚吆喝！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赖梓铭

继阿里巴巴试水基金业后， 互联网

金融领域新添重量级玩家。

10

月

21

日， 百度宣布将上线百度

金融中心，并与华夏基金联合推出理财

计划“百发”。 百度官方微博于当天中午

发布的微博中注明“理财计划收益

8%/

一元起购

/

零风险”， 并称理财计划将于

10

月

28

日正式发售， 售后支持快速赎

回，即时提现，这一计划由中国投资担

保公司担保。 而这一微博已在

10

月

22

日中午被删除，在被删前已有三千多次

转发。

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中国上市公司

舆情中心监测，《证券时报》等财经媒体、

《新京报》等综合类媒体、新浪等门户网

站、虎嗅网等

TMT

新媒体均对此事有所

报道或发表评论， 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也报道了此事。 截至发稿时止，以“百度

百发” 为关键词， 可检索到的新闻有

2590

篇，而在新浪微博上则有出现了

73

万余条结果。

据有关人士分析， 百度官方微博删

除微博的原因或是在宣传“百发”理财计

划时使用“收益率

8%

”而非“预期收

益率

8%

”的字眼，违反了《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对于基金宣传材

料不得承诺收益或承担损失的规定。

而百度金融中心负责人于

10

月

22

日

的媒体沟通会上澄清，称并未保证“百

发”产品收益率可实现

8%

，也未承诺

保本保收益，“因为所有投资性理财产

品都没有保本保收益一说， 这样不符

合金融监管要求”。

有趣的是，言之凿凿的高额收益、

加之有中投保公司的担保， 这正是引

来舆论场极大反响的原因， 更引起了

监管部门的关注。

10

月

23

日中午，离百度宣布推

出“百发”理财计划刚好

48

小时，证监

会官方微博发布信息，称“媒体报道所

称百度联合华夏基金推出的理财计划

目标年化收益率

8%

， 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已注意到百度

对此的澄清， 下一步将根据报送的书

面材料，核查该业务的合规性。

同日下午

4

点，百度金融中心以

书面形式回应了证监会的微博，称“始

终与各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保持积极

主动地沟通， 并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的规

定， 确保业务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良好

运行”。

针对这一事件，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联系到国都证券（香港）分析师贺华

平。他认为，阿里巴巴和百度这些互联网

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思路不同， 在推

广其业务时采取了吸引眼球的方式。 百

度推广“百发”或是一次事件性营销，百

度可能需要为达到

8%

的收益率而贴

钱。 至于监管层会过问百度“百发”的收

益率，相信百度对此有预期。

坊间的观察人士也普遍认为，“百

发” 理财计划是百度为了推广其互联网

金融业务推出的促销活动， 要做到

8%

的收益，需要百度的“补贴”。由于百度此

次推出的理财计划的规模为

10

亿，且期

限为两个月，因而可以算出百度需要“补

贴”的上限。媒体人“井中月”在其发表在

《新京报》上的评论中就做了计算：“如果

百度要填补

4%

的收益差额， 两个月内

需要付出

667

万元， 考虑到货币基金实

际收益率可能略高于

4%

， 百度最终补

贴的成本可能在

500

万元附近。 ”

此外，由于百度是与华夏基金合作，

则“百发”很可能是一款基金产品，而华

夏现金增利基金是场内运作市场最长，

收益表现最好的货币型基金之一。 截至

10

月

23

日， 华夏现金增利基金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仅为

5.053%

。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从华夏基金

官方网站上的一则公告， 推测出以下产

品或为“百发”理财计划的“真身”。

10

月

19

日， 华夏基金公告， 其将于

10

月

28

日新增华夏现金增利基金的

E

类基金份

额类别， 新增后该基金份额类别简称为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E

， 单笔申购申请最

低限额为

0.01

元，单笔赎回申请最低限

额为

0.01

份。

不过，尽管百度 “赔本”赚到了吆

喝，但“百发”理财计划与其竞争对手余

额宝的差距却是不小。

10

月中旬，在阿

里巴巴小微贷款高管团队的一次媒体沟

通会上， 阿里巴巴小微贷款国内事业部

总裁透露， 目前余额宝的开户用户已超

过

1600

万， 累计申购的货币基金超过

1300

亿。 相比“百发”理财计划，先行数

月的天弘基金增利宝如今已是中国最大

规模的公募基金和货币基金。如此看来，

“百发”前景似乎不甚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