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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市公司舆情周榜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辞职

乐视网被广电总局点名批评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辞

职：本周，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

收到董文标的辞职函，他所担任

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长、

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

员会主席职务均由此终止。

民生银行全文

300

多字的

公告，在最末特别用“卓越贡献”

4

字来概括董文标的任职作为。

在媒体方面，董文标也收到了不

少正面评价，多家媒体以“完美

谢幕”、“华丽转身” 等语形容其

辞职。 《证券时报》提到，其任职

期间民生银行实现在香港上市，

并且立了上海市首家 “离行式”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持牌专营机

构，后者使民生银行在小微领域

颇具影响力。

关于董文标未来的去向，媒

体报道称，董文标即将赴任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民投总部设于上海， 在

8

月

21

日正式挂牌。 不过，据民生银

行对媒体的回应，民生银行与中

民投不存在任何关系。

宇通客车 38 亿收购郑州

精益达：

8

月

18

日，宇通客车发

布公告称，将以

37.94

亿元收购

宇通集团、猛狮客车合计持有的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100%

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精益达

85%

股权，以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精益达

15%

的股权。

《每日经济新闻》分析认为，

有关的收购将使得宇通客车在

整车产业链上的加工深度比其

他客车企业更深， 成本采购上

也更具优势， 将使得公司毛利

率得到提升。 而据《郑州宇通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称，本次交易将

对宇通客车

2014

年每股收益增

厚

0.13

元。

中联重科收购奇瑞重工

80%股份： 本周， 中联重科宣

布，联手弘毅投资收购奇瑞重工

80%

股份。媒体引述中联重科董

事长詹纯新的言论称，交易完成

后奇瑞重工将纳入公司农机机

械板块，奇瑞重工旗下工程机械

业务则将放入中联重科工程机

械板块中。

有关信息吸引了不少媒体

的关注。 香港《大公报》分析认

为，中联重科涉足农机领域是为

了应对主业不振。《证券时报》则

认为， 中联重科下重注并购奇

瑞重工，加码农机业务，是出于

公司战略转型需要。 另有媒体

报道指出， 根据中联重科的规

划，奇瑞重工将是公司农机业务

发展平台，未来不排除独立上市

可能。

禾丰牧业“白卷英雄” 股东

身价 4 亿：曾经的“白卷英雄”

如今再次进入公众的视线。近日

多家媒体报道称，经过禾丰牧业

多个涨停板后，昔日的“白卷英

雄”张铁生，如今的公司第六大

股东，身价已经因此突破

4

亿。

媒体报道称，

1993

年，张铁

生与现任禾丰牧业董事长金卫

东一道创业，此后张铁生曾担任

禾丰牧业的多个高管职位，及至

今日成为“亿万富豪”。 不过，多

家媒体也表示，张铁生近来已经

不太参与公司的实际管理。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观察， 自从

2012

年首次披露招

股书以后，媒体就纷纷猜测张铁

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价值。此

外，据招股说明书显示，锁定期

满两年内，张铁生拟减持不超过

1500

万股。

乐视网被广电总局点名批

评：本周，乐视网再次因其电视

业务被推上舆论热点。

8

月

21

日，乐视网因媒体报道公告临时

停牌。 此前有消息称，广电总局

再次约谈

7

家牌照商，指出电视

端

UI

必须牌照方推出才合法，

并点名批评了

MIUI

和乐视

UI

。

媒体报道指出， 如果消息属实，

势必会再次打击资本市场对乐

视生态的信心。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了解，近日以来，广电总局多次

发文规范互联网电视、 盒子，要

求视频网站不得在电视盒子里

设置品牌专区，在互联网电视业

务中，视频网站不得自行设立内

容平台，只能向播控平台和内容

平台提供内容等。 媒体报道指

出，乐视生态在广电一系列的政

策规范中受到的影响最大。

8

月初，乐视网发布定增公

告，非公开发行募资

45

亿元，创

下了创业板再融资金额的新纪

录。 不过，有关事项并没能起到

提振作用，公司的股价

8

月至今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沪港通渐行渐近 舆论场热情高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自今年

4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

布要试点“沪港通”项目以来，这项将

允许中国大陆的投资者买卖在香港交

易所上市股票的改革举措， 便长期占

据各大财经媒体、 门户网站的重要版

面或重要位置。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

中心观察， 在监管部门节奏紧凑的信

息披露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沪

港通的各项工作一直在紧张而有序地

推进， 市场各方则磨刀霍霍、 枕戈待

旦，

A

股市场更是先一步进入狂欢，在

包括沪港通在内的多重利好中创下年

内新高。

终极意义：

“将改写证券版图”

舆论对沪港通的讨论， 也跟随其

推进的节奏步步深入，宏观上，涉及对

资本市场甚至国民经济改革等重大的

命题；微观上，则深入到

T+0

、涨跌停限

制等等两地股市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差

异问题。

“将改写证券版图”，这是《人民日

报》给予沪港通的极高赞誉。 中国贵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多年来，中国股

市的表现却与欧美国家成相反走势，中

国经济在改革的进程中，开放资本市场

是重要一环。 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改革

快马加鞭，“顶层设计”不断，沪港通正

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横空出世。

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将沪

港通比喻成 “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列车”， 北上上海买

A

股是沪股通，南

下香港买股是港股通。 作为中国资本

市场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整体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 沪港通将为

A

股市场融

入国际金融体系提供参照坐标， 推进

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同

时，引入海外机构投资者，也利于慢慢

改变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结构。 不仅

如此，有媒体评论进一步指出，沪港通

还将推动内地资本市场为了开放而必

须实施的一系列改革预期，包含汇率、

财税、法律等等。

在相关细节问题上，

T+0

制度、涨

跌停限制以及退市制度等等老生常谈

的话题， 也在沪港通的大讨论中被反

复提及。 有媒体认为，沪港通的推进，

或将倒逼

T+0

加快试点， 并推动

A

股

市场逐步放开涨跌停限制。 此外，香

港股市作为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对

A

股市场在信息披露、 公司融资、退

市及转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上，也会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公司层面，也可

能为内地证券市场的公司治理带来正

面影响。

香港股市高效、公平、成熟，且国

际化程度远高于

A

股， 不仅有助分散

单一市场投资风险， 也可为内地投资

者分享全球经济回暖提供平台。

市场影响：

“身未动，心已远”

“身未动，心已远。 ”有投资者这般

形容沪港通从

4

月份开始的、尤其是

7

月底到

8

月中旬这一时段中， 对市场

形成的影响。 “牛市”呼声再起、指数屡

创新高， 在媒体报道和诸多市场人士

看来，这一轮行情蹿起，沪港通所带来

的正向预期功不可没。

媒体纷纷梳理 “沪港通概念股”，

两地券商也纷纷推荐 “沪港通十大受

惠股”等等概念挖掘投资机遇。 其中，

蓝筹股和“

A+H

”两地上市股票，备受

推崇， 不少机构甚至给出了沪港通套

利的几大策略如利用

AH

价差套利、

利用两地交易制度的差异套利等等。

概念股的炒作固然热闹， 但沪港通究

竟能否引领价值投资回归？ 《证券时

报》的评论认为，

A

股市场蓝筹股的投

资价值极有可能在投资者结构的变化

过程中得到兑现。

尽管如此， 对于沪港通的市场影

响， 争议亦不少。 有人说这是个伪命

题，正如一则笑话所讲，

A

股和

H

股互

把对方看成是“解放军”，实际上两个

市场都会分流出资金去对方的市场投

资。 某财经门户网站的一项网络调查

显示， 仍有近

30%

的投资者选择了观

望； 对于个人投资者

50

万的门槛，也

有五成以上的投资者认为定得过高，

使得大量投资者无法分享这一项重大

改革所带来的利益。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同

样略显悲观地指出，“沪港通” 不是单

纯利好。 在他看来，如果把蓝筹股的估

值提升和小股票的估值下移拿出来算

总账，

A

股市值不但不会增长，还会出

现相当巨大的财富损失，因此，对

A

股

而言，“沪港通” 并不是什么令人欢欣

鼓舞的事情，“会有很多人付出一些学

习代价”。

此外， 如果将沪港通看作是沪市

蓝筹股的春天，那么，深市又将何去何

从？ 蓝筹股暴涨引领着上证指数创下

年内新高，不过相比之下，深交所中小

板创业板近期走势不如以往强势。 多

个机构的观点都认为， 深市估值远高

于香港市场同类股票，如果两地互通，

结果很可能是加速资金流向港股，对

深市是祸非福。

提醒投资者：

不必急于一时

在这一轮大讨论中， 香港媒体的

观点，以及香港投资者的态度，同样受到相当

程度的关注。 但是，比之内地舆论场，香港地

区对于沪港通的舆论分化程度， 似乎更为突

出。 沪港通既出，“重大变革”、“最大突破”、

“里程碑”等宏大字眼，也屡屡见于香港本地

报纸的头版，而与媒体的热情不同，香港投资

者则更显冷静。

有媒体报道指出， 通过沪港通北上的

资金中，散户参与的兴趣不大，很可能是以

机构投资者为主。 对于香港股民和海外投

资者来说， 投资

A

股最大的风险就是对市

场不熟悉。 因为

A

股还是成长中的新兴市

场，无论是制度还是投资习惯都不成熟。 此

外， 香港投资者还担心沪港通投资额度分配

不公。

沪港通给个人投资者限定了

50

万的门

槛， 尽管在这个限制条件之下的游戏参与

者，本身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对投

资者的教育仍然不容忽视。 而据中国上市公

司舆情中心的观察，沪港通自概念的形成和

设计阶段， 就对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倾

注了相当一部分的精力， 如香港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所言：未研究交易，先研究

监管。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沪港通将遵循“本地

原则为本，主场规则优先”原则。 当投资者到

了对方的市场， 就应遵循对方市场的规章制

度与交易习惯， 同时也享受对方市场监管机

构的投资者保护。

而在投资者教育方面，证监会发布、上交

所发布等微博、 微信账号详尽及时地披露相

关的信息， 上交所网站甚至开辟了沪港通投

资者教育专区。

两地监管部门一再通过各种渠道提醒投

资者注意风险， 强调如果中小散户开通港股

通，信息的获取渠道将面临考验，特别是中老

年投资者更加不方便。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

总裁李小加便曾提醒： 市场参与者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审慎选择参与的时间与程度，不必

急于一时。

反垄断风暴：打压外资抑或管理外资？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赖梓铭

自

7

月开始，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动作频频， 反垄断执法机构不时公布的

调查进展一次又一次引来舆论强烈关

注。

8

月

20

日，这波关于反垄断的舆情

随着发改委对

12

家日本企业开出罚单

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为何不查“两桶油” ？

本次反垄断调查风暴最早起于

7

月。从戴勒姆奔驰、捷豹路虎、克莱斯勒、

奥迪，到高通、微软，再到

12

家日本企

业，舆情热点一个接一个。在媒体报道的

猜测中， 可能涉及的罚金亦是一个高过

一个， 针对

12

家日本企业开出的

12.35

亿元罚单，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反垄

断罚单”。

和以往一样， 反垄断调查在受到

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同时， 也引来许

多争议。

关于“为何不查两桶油”的争议每逢

反垄断调查均会出现，大概要到“两桶

油”遭到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那天才能

消停了。 《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评论写

道：“相比某些让别人无路可走的领域，

汽车业怎么说还算是个充分竞争的市

场”，“车是买个奇瑞还是英菲尼迪可以

随便选， 反正车标看起来也都差不多。

唯一的问题是不管你开什么车加油都

只能去中石油”，“但这么多年了见过发

改委约谈过中石油吗？ ”这篇文章在一

财网上目前已被删除，但类似的声音在

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评论中不时出现。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过程中存在

的瑕疵也受到质疑。

8

月

13

日，中国欧盟商会在其网站

发表声明称，反垄断调查不应该预设结

果，而且被调查的公司应被赋予充分辩

护权。 但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调

查并未系统地执行这些做法。 中国欧盟

商会称， 来自多个行业的报告显示，中

国方面运用了一些行政手段迫使公司

在没有全面听证的情况下接受惩罚，并

要求公司不要挑战调查、不要带律师去

听证会，也不要牵涉进各自的政府或商

会等。

还有媒体报道引述反垄断领域专

家称，工商总局采用突袭的手段调查微

软值得商榷，“在欧美国家只有涉嫌违

反反垄断法中最为严重的卡特尔案件

需要采用突袭，在一般反垄断案件中不

需要采用，主要是担心被调查对象销毁

证据”。

反垄断打压外资？

由于最近遭到反垄断调查的企业均

为外企，国内外均有舆论质疑中国政府

打压外资。 针对质疑，商务部在

8

月

18

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反垄断

法》实施六年来，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

既有中国本国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并非

只针对外国企业。 在《反垄断法》面前，

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不存在排外的情况。

在

8

月

20

日发改委开出“史上最大

罚单”之后，《纽约时报》有文章将此与中

日之间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报道称，受

罚的全都是日本企业尤其引人关注。 《朝

日新闻》在报道中称，中国政府以日企违

反垄断法为由进行罚款，也招致“中国以

反垄断法扩大调查范围打压外资企业”看

法的形成。

尽管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瑕疵，亦有

不少评论文章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的近期行动给予赞赏。 中伦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任清所撰写的《反垄断执法进入

常态》就是其中之一，在含蓄批评反垄

断执法机构“执法本身的正当性不等于

个案中所有执法行为的正当性” 后，文

章认为“在逐步放弃产业准入政策作为

外资管理主要手段的过程中，中国政府

必然会更加倚重反垄断、 反商业贿赂、

安全审查等发达经济体常用、 惯用的法

律工具”，“仅仅基于反垄断执法强化这一

表象就得出中国不再欢迎外资的结论显

得武断”。

冰桶挑战：慈善娱乐化的狂欢？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朱离

一场狂欢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化

媒体平台上。 来自企业界、

IT

界、娱乐

圈的人士，纷纷加入一场叫做“冰桶挑

战”的公益慈善秀中，以泼冰水这一新

颖、时髦的行为艺术，以此证明自我的

国际化。

完成这一项行为艺术的道具很简

单，一桶冰水、一个社交网络账号，加上

一部能拍摄视频的智能手机。 但从美国

舶来的这一项公益游戏，到了中国还是

理所当然地变了味。 在原生地美国，冰

桶挑战是人人乐于参与的公益游戏，参

与者与旁观者都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态，

没有人担心因为未能收到邀请，而被遗

忘在角落，更没有人担心挑战的下家不

接招而颜面尽失。 但在中国，至少从目

前来看，冰桶挑战已经成为各行业人士

显示人脉、炫耀圈子的工具，如果不幸

未能接到挑战邀请，只能说明其尚未进

入这一行业的金字塔顶尖，或者在圈子

里的人缘乏善可陈。

甚至，正如媒体所调侃，这个小小

的冰桶游戏甚至还会造成一种业界流

行的心理焦虑，比如马化腾会不会接过

周鸿祎递过来的冰桶？ 林志玲会在郭台

铭的强力怂恿下以冰水“湿身”吗？ 会不

会有人缘不够好的大佬和史玉柱一样

在微博上苦求“谁来冰桶挑战我”？

不少网友在第一时间纷纷提出冰

桶挑战在国内“炒作大于公益”的批评。

的确，不少名人利用冰桶挑战来炫耀自

己的勇敢和无私，还有一些人或许只是

在赶时髦。 更有一些企业家明目张胆地

将冰桶挑战作为一项软广告。 他们邀请

媒体圈到场观看助阵，有的甚至毫不客

气地将品牌

LOGO

放到了

GIF

图片上，

直白地完成了一场广告植入，在病毒式

传播中， 入乡随俗地贴上了本土化的

中国式标签。 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很多

视频并未给予

ALS

（“渐冻人”病症）以

足够的关注，公众在观看视频后，依然

对此所知甚少，在社会化媒体制造的喧

嚣之中，冰桶挑战的真正意义很容易被

遗忘。

但大多数具备话语权并参与了冰

桶挑战的人士，倒是对此持有乐观的态

度。 比如接受了冰桶挑战的优酷土豆

CEO

古永锵表示，他接受冰桶挑战完全

出于自愿，“我认为用有趣的方式为慈

善做贡献很好”。 而在新浪微博上发起

“冰桶挑战” 微公益活动为瓷娃娃捐款

的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飞也直言，“这一

活动就是娱乐和慈善的混合体”， 应该

带着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一新兴事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公益慈

善已然习惯了贩卖悲情的传统模式，募捐

总和苦难相依相伴，优越的施予者和值得

同情的被捐助者是差距甚大的天平两端。

但冰桶挑战植根于社会化媒体平台，骨子

里是互联网的平等基因，改变了渲染苦难

的慈善游戏规则， 以创造快乐的形式，把

死板的慈善活动变成传播罕见病知识的

大众游戏，让公益贴近大众，借助社会化

传播，得到最大化的传播。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从传播

的角度看，冰桶挑战传播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可说已成一个现象级的网络传播事

件。 尽管围观娱乐八卦的群众过多，但这

一病毒式传播的慈善活动，促进了公益组

织、公益人的创新思维。 对于企业来说，借

热门网络事件做做品牌营销，原也无可厚

非，但如一加、小米及

360

等公司的表现，

却有严重夹带私货、 过度表演炒作之嫌，

过犹不及，颇为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