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刷量的自媒体 如何建立公信力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马建勋

2016

年

9

月

29

日注定是值得国内自

媒体深刻记忆的一天。 众多自媒体因为

“刷量工具坏了， 阅读量断崖式下降”陷

入怀疑、焦虑、否认与攻讦之中，传统媒

体还没来得及跟进， 自媒体之间已经相

互扒光。不过，眼下“刷单”这个现象并非

自媒体所独有；在

2016

年，连中国证监会

在各类审核意见中都多次提到 “刷单”，

当事上市公司应对举措的不同， 导致有

的公司折戟

IPO

，有的公司却一路绿灯。

这些上市公司的应对之举，足够成为“刷

单门”之后自媒体的前车之鉴吧。

刷量门下

自媒体商业之困

29

日中午有消息称， 微信公众号的

“刷点击量”的工具坏了。某网友在朋友

圈称，“几个平时觉得有嫌疑的，果然，平

时阅读量一两万的，现在一两千，平时六

七万，十万加的，现在六七千。靠阅读量

挣钱的娱乐号是重灾区……风雨的街

头，招牌能挂多久。”不明真相的吃瓜群

众穷开心，纷纷去“现场观摩”以至于著

名

IT

博主“

@Fenng

”在朋友圈说：“你们

不要再去刷量的微信号看阅读量了，你

们这是在破坏现场。”

随后的几个小时内， 关于刷号的消

息越来越多。有消息称，从

9

月

27

日晚间

开始，一些刷点击量的“水军平台”就开

始了维护状态， 直接原因是腾讯改了接

口，“本身结构

Key

为采集个人微信信息

和公号信息， 刷量就通过

Post

的方式进

行模拟阅读， 而

27

号晚上的腾讯接口改

为‘

Cookie

’，规则变了，之前的‘模拟阅

读’变得不稳定”。微信公众号“腾讯科

技”的文章《刷量工具崩溃后，这些微信

自媒体大

V

被扒下底裤！》用“微信大号

状况对比”说辞，直接点名了有刷号嫌疑

的大

V

们，“榜上有名”者包括李瀛寰、金

融街李莫愁、王冠雄、互联网那些事、万

能的大雄等知名财经类自媒体。

此后，知乎的“有哪些公众号刷阅读

量作弊？”成为热门问答。一方面，拥有多

个生活类大号的苏州某网络科技公司被

围攻， 有网友贴出该公司旗下多个微信

号的单日总阅读数和排名变化统计图，

以此称该公司存在刷单嫌疑；另一方面，

则是自称“中枪”的微信号管理运营负责

人，如某吃喝指南

CEO

，晒出自家公众号

的后台数据，竭力辟谣；问题下面更多的

“长尾”， 则是有证据和无证据的指控与

自辩。真相已经不得而知，早已淹没在一

片口水当中。

29

日傍晚，微信团队官方公众号“微

信派”在《微信团队关于公众号“刷量”的

回应》中表示，刷阅读量、刷点赞数已经

成为了一条较为成熟的黑色产业链，“猫

鼠斗” 的游戏一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持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技术手段，确保

平台的真实、公正和公平。平台不欢迎任

何虚假的繁荣。

仔细看过去， 刷量的微信公众号还

是以营销号和自媒体居多。 营销号不必

多说， 本身就是自媒体时代广告平台的

新形势，而自媒体，多半照搬了传统媒体

的运营模式， 只是把信息传播的路径或

者主阵地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说到底，

他们的营收模式建立在广告之上， 每推

送一篇软硬广告的报价从数千元到数万

元不等，报价的基础正是阅读量。但是，

营销号和自媒体本就多如牛毛， 新进入

者如同过江之鲫， 这类软硬广告的阅读

量往往不尽如人意。 为了在客户面前争

夺更多的订单，为了打造一个“现象级”

内容

IP

，一些营销号和自媒体铤而走险，

采用造假的方式，获得表面的光鲜。

不刷量之后

如何建立公信力

造假刷量并非微信公众号独有，在

微博上， 刷评论和刷粉丝的现象就曾广

泛存在， 淘宝也被刷信誉和刷订单的行

为搞得焦头烂额， 当下最为火爆的直播

也是造假的重灾区。

9

月

29

日之后， 一部

分微信号的刷量势必演化成为整个自媒

体行业的集体失信事件， 对于一些自媒

体创业者来说，又该何去何从？不妨看看

资本市场的案例。

9

月

19

日，乐金健康（

300247

）公告，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 上述收

购事项中， 就包括乐金健康对上海瑞宇

健身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宇

健身）的收购。恰恰就是在对瑞宇健身的

收购中， 乐金健康先后收到深交所重组

问询函和证监会二次反馈意见，“刷单”

恰恰是此次并购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回溯乐金健康的此次并购事件，今

年

3

月

7

日，乐金健康公告称，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作价

1.98

亿元收购瑞宇健身

100%

股权。 瑞宇健身主要通过实体店、

自身

B2C

网站、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健康器材的销售。

3

月

16

日， 深交

所在对乐金健康的重组问询函中指出，

报告期内， 瑞宇健身各自通过天猫、京

东、 苏宁等电商平台销售产品的金额及

公司收入占比，以及是否存在“刷单”等

情况。在回复问询函时，公司独立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事务所表示， 瑞宇健身存在

少量“刷单”情况，但不影响公司的收入

确认。瑞宇健身线上网络平台销售、线下

门店销售真实， 瑞宇健身收入确认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直到

6

月

29

日，乐金健康收到证监会

二次反馈意见，“刷单” 一词再次被监管

层提及。意见称，瑞宇健身网络销售平台

存在刷单的具体原因、是否构成舞弊、对

瑞宇健身业绩真实性的影响， 其他销售

渠道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情形。

经过了

3

个月的时间，监管层为什么

再次提到了刷单？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

让资本市场哗然的“刷单事件”。

4

月

27

日，国内鲜花在线预定与速递

平台爱尚鲜花挂牌新三板， 在其公开转

让说明书中直接承认了公司存在的刷单

现象。爱尚鲜花称，刷单是公司营销的一

种手段， 由公司员工或外包给外部人员

进行， 其按照公司要求在各大营销平台

下单， 以提高公司产品在营销平台的销

量排名，有助于提高公司产品的销量。数

据显示， 爱尚鲜花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至

7

月的刷单量分别为

8701

笔、

9.09

万笔、

16.37

万笔， 刷单笔数分别占当期

销售的

4.95%

、

24.05%

、

42.02%

，

3

年刷单

累计刷单收入约为

3,095

万元。尽管主办

券商及会计师确认了实际收入在平台全

部收入中的占比情况， 认为可以合理保

证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性。但是舆论指出，其仅在公转书中强

调“刷单”部分未影响公司财务信息，并

未就“刷单”本身等不诚信行为，向市场

表达应有的歉意或提出相应的整顿措

施，不免让人遗憾。

回到乐金健康，

7

月

15

日， 乐金健康

公告 《关于答复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二

次反馈意见的专题报告》，再次对瑞宇健

身的刷单问题做了详细说明。这一回复，

也被一部分资本市场资深人士认为是回

应“刷单”的典型案例。

第一，定义行为取其合理性。不否认

以往的刷单行为，定义其含义为“刷单是

企业的一种营销手段， 按照企业的要求

在各大营销平台下单， 以提高企业产品

在营销平台的销量排名， 有助于提高企

业产品的销量”。

第二， 说明收入的真实性。“刷单产

生的订单并非真实销售， 公司财务报表

确认收入时按照发货验收来确认收入，

而并非依据瑞宇健身网络平台后台的销

售数据进行收入确认， 收入确认不包括

刷单金额。”并且强调，除网络平台之外

的自有门店和大客户（单位客户）销售中

不存在刷单。

第三，安排兜底承诺，瑞宇健身的资

产转让方陈伟、 李江和标的公司瑞宇健

身承诺：自承诺书签字之日起，公司今后

不再发生刷单行为； 若因标的公司的刷

单行为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及电商平台等

处罚或给标的公司造成其他损失的，由

陈伟、李江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

最后，说明停止刷单之后，标的资产

还能持续盈利。这是刷单中的核心问题。

瑞宇健身提出了七个措施， 来保证停止

刷单之后网络平台销售促销的持续性。

这些办法包括： 定期测试修改产品关键

词描述，提高商品展现和点击率，稳定排

名；优化商品介绍详情页面描述，提高成

交转化；加强在线客服的产品知识，及销

售技巧的培训，赢得更多咨询转化；增设

外地自营配送网店，改善用户售后体验，

吸引老客户二次购买； 践行

O2O

的销售

模式，吸引客户到店体验；增加电商平台

站内推广投入；进一步与品牌商合作，吸

引电商平台站外流量。

在乐金健康的这次答复两周之后，

在

7

月

28

日的证监会重组委第

55

次工作

会议上，前述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也有公司因为刷单而暂时败退资本

市场。在

8

月

26

日的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

第

52

次会议上， 深圳万兴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未通过。在发审委会议

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中， 第三个问题即

为“发行人的最终客户主要为个人用户，

数量众多，单个用户的支付金额较小，主

要通过线上进行。 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报

告期内通过合作平台收款金额与终端用

户订单数量与金额、 用以支付订单的银

行卡数量的匹配情况； 请保荐代表人说

明采取的核查程序、取得的支持性证据，

并对发行人有无大量‘刷单’情况发表明

确结论性意见”。本周，万兴科技董事长

吴太兵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表示，“没

有过会， 可能因为万兴是国内少有的通

过向海外

C

端用户售卖消费软件规模盈

利的公司，业界鲜为人知，被发审委认知

和接受更需要一个过程”，并表示“

6

个月

后万兴将继续冲刺资本市场”。

对于大多数营销号和自媒体来说，

早已经实现了公司化运作。 参照乐金健

康的案例，也是分这么几步。首先不能认

为只要刷单是行业痼疾自己这么做就会

法不责众，破罐子破摔；而是主动承诺，

未来不会刷单， 传递出明确的态度。第

二，作为内容创业模式，在创作团队、内

容策划、媒体技术、受众分析方面有没有

足够的人才、设备和技术投入，为持续的

高品质内容输出做好基础。第三，创始人

有没有正确的三观和足够担当， 敢于向

客户承诺， 如果因为刷单行为受到网络

平台的处罚或者监管部门的处罚愿意兜

底损失。

除此之外， 对于营销号和自媒体来

说，改变依赖广告的盈利模式，换一种活

法， 也许更好地跟刷单做了隔离。 比如

“罗辑思维”就尝试从自媒体转型“知识

服务供应商”， 左手是行业专家付费内

容，右手是电子商务平台卖东西；这两种

模式下，阅读量大不大都不好使，东西卖

得好不好， 合作伙伴和供应商都看得清

清楚楚，这时候再刷单也就失去了意义。

大卫·奥格维一直坚持， 即广告不是艺

术，它唯一的正当功能就是销售，如今在

线营销技术和工具已经相当发达， 参与

销售分成对有实力的营销号和自媒体来

说并不是难事。

更多资本市场热点舆情分

析，敬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微信

号 gongsiyuqing, 关注中国上

市公司舆情中心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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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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上市公司舆情双周榜

恒大出售粮油饮料资产

首钢并购河钢计划搁浅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郭少珊

恒大出售粮油饮料资产，有

利于资本运作：9月28日，中国恒

大（3333.HK）突然发公告，宣布

出售恒大冰泉、恒大乳业和恒大

粮油业务，合计套现27亿，公司

表示，此番出售资产是基于公司

战略考虑，以更加专注于房地产

及其他相关业务。

不缺钱的恒大为何突然抛

售资产为套现27亿？从中国恒大

2015年年报数据得知，截至2015

年末，其现金总额为1640.2亿元。

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恒大

曾经倾力打造的消费品资产就

轻易地出售给了业内非常陌生

的几位买家？而几个自然人组成

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为何接下

恒大负担不轻的业务资产？

有关媒体猜测，买家或许是

恒大背后相关联公司。 同时，亦

有媒体认为，今年初，随着万达

宣布私有化以及回归A股计划，

有关恒大欲步其后尘的传闻不

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

恒大集团此番抛售盈利不佳的

资产，有利于其资本运作。

首钢终止筹划重大事项，并

购河钢计划搁浅：9月28日晚首

钢股份（000709）发布公告称，

终止筹划重大事项。首钢股份表

示，首钢本次筹划的与公司相关

的重大事项， 可能涉及收购事

项，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对公

司当期业绩无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未来公司将继续遵循公司的

发展战略，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

点， 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总

结前期经验教训， 确保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此次重组计划，有知情

人士告知，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创

建南方钢铁集团和北方钢铁集

团，作为钢铁行业国有企业改革

重组的重要一步。但从目前结果

看来，首钢、河钢合并计划已暂

时搁浅，业内人士表示两集团合

作困难重重。

宝钢武钢合并草案现冲突：

宝钢股份（600019）与武钢股份

（600005）现在进入合并的重要

关头， 两公司却在9月28日收到

问询函，其原因是合并方案前后

有冲突。

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的被吸收合并方，武钢股份的资

产变动情况，一直是市场关注的

焦点。上证所方面亦要求宝钢股

份与武钢股份双方，应当明确本

次交易的相关安排，补充说明武

钢股份资产、业务等转移至武钢

有限是在交割日前还是在交割

日后完成。

被业内认为意义重大的宝

钢与武钢的合并，在9月22日《吸

收合并报告书》发布后，就曾受质

疑。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

准普尔， 便将宝钢集团及其子公

司的评级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

单， 而且未来将对合并后的集团

及其子公司下调一个或多个级

别。据标准普尔报告，这是基于武

钢集团较大的债务将会给新集团

带来隐忧， 而在短期内重组的协

同效应将难以显现。

长航凤凰终止78亿重组计

划：9月26日，长航凤凰（000520）

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投

资者对此表示非常失望。

公司表示， 此次终止的重组

计划是港海建设的借壳方案，其

原因是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

资产港海建设申请“港口与航道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事宜

未获批准， 致使港海建设与鑫富

华公司签订的海外施工协议无法

按期开工实施， 进而直接影响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继续推进，

使草案中确定的重组方案实施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次重组告吹， 但投资者仍

然关注公司的后续计划， 更有投

资者询问公司何时会再启重组。

长航凤凰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

公司目前暂无重组计划， 未来有

不确定性。有投资者则质疑，此次

重组计划的终止， 伴随着股价的

大幅下跌， 导致了中小股东的巨

大损失， 董事长及董秘除了表示

歉意外却没有任何的行动。

ST慧球严重违规信披后再

陷股权风波： 因严重信息披露问

题，被上交所实施ST处理的ST慧

球（600556），近日又卷入一场诉

讼风波。

起诉书称，2016年4月27日，

ST慧球股东， 原实际控制人顾国

平与上海躬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上海躬盛” ）签订相关协

议， 约定顾国平将慧球科技经营

权，及其所持有的6.66%的公司股

权转让给上海躬盛，转让对价为7

亿元。

起诉书提到，ST慧球方面应

对上述经营权和股份转让款、借

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上交

所要求，ST慧球应向顾国平和上

海躬盛核实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若属实， 则须补充披露相关协议

的具体内容。

公告显示， 上交所要求ST慧

球须于9月26日前核实上述事项，

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以书

面形式回复。 但因ST慧球未及时

按要求披露监管函件内容， 上交

所当日对公司股票实施了停牌处

理。公司9月27日晚间发布公告回

应，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担保事项

系违规担保， 公司不应该、 不认

同、不接受承担相关担保责任。

上市公司保壳使浑身解数 卖房保壳最简单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黄帆

楼市火爆

,

前有上海市民为买房离

婚

,

后有杭州限购前夜销售带着

pos

机连

夜赶往上海签单。 资本市场自然也会凑

起热闹。

9

月

20

日

,*ST

宁通

B

发布公告称

,

将会以公开挂牌方式通过北京产权交易

所转让北京市西城区的两套房产。 媒体

评价表示

,

如果这两处房产能够成功出

售

,

那么

*ST

宁通全年扭亏的几率将极可

能大大增加。

公告显示

,

拟转让房产的账面价值

及评估价值上

,

原值总计

214.71

万元

,

截

至

2016

年

7

月底

,

已计提折旧

84.97

万元

,

账面净值总计

129.74

万元。 经过中资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

,

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

即

*ST

宁通

B

拟处置的

两套房产账面价值为

129.74

万元

,

评估值

为

2272.62

万元

,

增值额为

2142.88

万元

,

增

值率

1651.68%

。

“卖房保壳”公告一出

,

自然吸睛。亦

有媒体将出售房产来拯救陷于上市公司

退市危机上的举动赐名为“上帝之手”。

回溯媒体报道可以发现

,*ST

宁通

B

被塑造成“落魄贵族”形象

,

由于家道中

落的缘故不得不变卖家产。

*ST

宁通

B

属

于央企普天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

前身是

邮电部南京通信设备厂

,

从事数据通信、

有线通信、无线通信产品、多媒体计算机

及数字电视等高科技产品

,

有分析表示

,

公司出身高贵

,

但和行业内其他公司相

比

,

市值却吊车尾。因此亦有评论发散思

维称

*ST

宁通

B

此次房产出售

,

是否存在

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

不过

,

对于公司而言

,

卖房的行为不

仅在于改善窘迫的现金流

,

同时对于保

住上市公司的席位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

有评论喊着“套路深”

,

但房产变卖行为

或许是公司的救命稻草。

上市公司为保壳

,

早已使出浑身解

数

,

变卖家产也不算是稀奇事了

,

但是

*ST

宁通

B

为何能引起市场的舆论关注呢

?

大

概还跟近年的房价涨幅有关

,

而且还是

北京的房价

,

那就更是不得了。倘若房产

能成功出售

,

按

2200

万的价值估算

,

不仅

能实现公司上半年业绩转亏为盈

,

而且

比

942

家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还

高。因此也有声音表示“厉害了我的哥

,

别的上市公司在市场内浮浮沉沉苦苦挣

扎

,

这里找标的那里磋磨着资源整合

,

但

是利润还不及你卖两间房子”。

无独有偶

,

虽然套路深

,

但

A

股市场

上依旧有很多其他上市公司出售房产以

求保业绩保平安。

9

月

29

日晚间

,*ST

人乐

(002336)

公告

,

全资子公司长沙人人乐

9

月

28

日与深圳浩明签署了 《房产买卖合

同》

,

将长沙人人乐持有的长沙天骄福邸

物业项目出售给深圳浩明

,

交易总价款

为

4.36

亿元。 该物业为长沙人人乐

2011

年以

1.38

亿元购得

,

增值率高达

2.16

倍。

*ST

人乐

2016

年上半年营收

53

亿元

,

净利

1633

万元。

再比如

*ST

新梅

,

其控股子公司拟将

所持有的新梅大厦部分办公用房出售给

公司关联方上海鑫兆房产发展有限公

司

;

绿庭投资亦将其子公司所持有的房

产出让。 特别是今年的重组新规的出台

和实施

,

导致很多

ST

公司想要保壳而面

临的关卡更多了。而相较于并购重组、依

靠政府补贴、大股东易主等保壳老套路

,

出售房产以达到公司盈利目标甚至是保

壳战中最简单也最容易实现的招数之

一。在业内人士看来

,

出售房产不仅仅可

以作为上市公司保壳增收的快速手段

,

还会影响到其投资估值。

不过

,

资产亏损或者保壳跟出售房

产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关联关系

,

有些公

司就算没有亏损

,

觉得该出售房产亦自

然会出售房产。近期楼市房价大幅度上

涨才是为保壳的上市公司出售房产的

重要因素。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

:

很多

上市公司价值不如两套学区房

,

企业经

营困难。 目前房地产行业处于被高估

的状态

,

不过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暴

涨的行情将持续半年左右的情况

,

这次

房价上升就是一次货币现象

,

是全球制

造业下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

资金寻

找安全垫的过程。 再加上其他一些因

素的影响

,

最终形成了目前这一奇绝的

景观。

论保壳

,*ST

宁通

B

最火爆当之无

愧

,

不过有媒体提示

,

成功保壳并不意

味着万事大吉

,

出售资产或许能成为有

效的“缓兵之计”

,

但最终能否“凤凰涅

槃”还要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实

力和诚意。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