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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迈过自媒体这道坎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马建勋 陈矿然

资本舆论场每天都不缺少新的故

事，但是在本周，自媒体毫无疑问成为

了主角之一。

12月12日晚间，证监会公告称取消

次日召开的发审委会议对三只松鼠发

行申报文件的审核，第二天媒体报道三

只松鼠在12月初收到某自媒体的要挟

邮件，三只松鼠选择法律维权，导致审

核取消。 还是12日这一天，某自媒体文

章称，360将智能摄像头装在公共场合，

导致用户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直播，涉

嫌侵犯隐私。 由于360正处于借壳上市

的关键时期， 一下子让360董事长周鸿

祎在朋友圈怒斥“黑公关” 。 12月14日，

万达集团声明报案追责某自媒体，原因

系该自媒体12月11日发布不实文章，恶

意诽谤中伤公司和王健林。

三只松鼠陷入苦肉计风波

网红品牌三只松鼠的上市历程并

不算顺利，今年3月，三只松鼠首次预披

露招股书；10月20日， 三只松鼠在证监

会的统计中显示为中止审查，10月31

日，三只松鼠更新预披露文件；此后，三

只松鼠暂定12月13日上会，没想到上会

前一天被取消审核。处于上市缄默期的

三只松鼠在12月初收到匿名邮件，自称

是自媒体团队， 要求三只松鼠与其联

系，出资500万元与之“合作” ，否则将

对外公开“相关负面信息” 。 三只松鼠

方面拒绝其要求，选择通过法律维权。

从3月份开始， 媒体对三只松鼠的

质疑就持续至今。作为一家具备互联网

电商基因的企业，三只松鼠存在销售费

用占比过高、产品结构及销售渠道单一

等问题或成为其上市的主要障碍；公司

在食品安全上的不良记录，也成为其挥

之不去的隐患。 这次公司上会，恰逢遇

上被称为“史上最严” 的发审委，其审

核通过率约为60%多。 在这个背景下，

有舆论质疑，三只松鼠闭口不提自媒体

身份，是不是有以此为借口拖延审核的

嫌疑？

某财经博主首先发微博表示，三只

松鼠遭遇了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

近期发审委空前严厉，为了避开这个风

头， 部分待审公司绞尽脑汁拖延时间，

其中包括请人自黑， 然后借机临停，此

番言论也获得了向小田等一些知名财

经博主的认同。曾在多家IT公司担任市

场、公关负责人的王冠雄，也在微博评

论称， 找人自黑然后叫停IPO的苦肉计

质疑有理有据，再说所谓的“负面” 是

否事实还不一定，以往黑点太多。 当然

涉嫌勒索必须追责。 现在有一股歪风，

屎盆子都往“自媒体” 头上扣。

有舆论则指出， 三只松鼠不甚明了

地指责自媒体，不如在信息披露、经营管

理等方面找找深层次原因。 北京国舜律

师事务所律师林小建提出， 对于一个排

队到上发审会前夕的企业来说， 如果自

身不存在重大问题，仅因“自媒体勒索”

就主动放弃上会，代价很大。财经评论人

曹中铭认为，相较于成交一份“完美” 申

请，不如呈现一个“透明” 的发行人重

要。如果申请文件不隐瞒任何问题，发行

人将公司情况如实呈现， 不仅履行其信

披基本要求，也能增加其过会几率。食品

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 自媒体勒索有

可能存在，但不至于影响到它的IPO，更

不会影响它的产品品质、 供应链和食品

安全。 这些都是三只松鼠自身做不到位

的问题，才会引来各方的质疑。

如何面对自媒体

需要多种应对方式

跟三只松鼠对外 “公司处在缄默

期，不便于对外发表言论” 不同，处在

重组上市关键阶段的360， 则选择了公

开回应自媒体的质疑。毕竟在很多媒体

看来，360董事长周鸿祎在企业公关上

算得上身经百战， 从3Q大战到与傅盛

同框照相， 几乎没有在舆论中吃过亏。

这一次， 一篇自媒体的文章直指360侵

犯用户隐私， 因为一些安装360智能摄

像机的商户， 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拍摄的店内监控放在了水滴直播平

台。 媒体报道称，周鸿祎在发布会上情

绪激动， 多次打断水滴工作人员的说

明，自己解释相关情况。

发布会的过程不再赘述， 周鸿祎还

是把自媒体的质疑， 变成了对公司的宣

传。 比如宣称未来将提供只供家长密码

登陆的幼儿园监控直播等等。 后续的舆

情发展更偏离了原来的话题， 双方开始

在谁是“幕后黑手” 上打笔仗。只有少数

几位评论人表示， 是真正为了保护祖国

的各种花骨朵，还是为了借势营销，周鸿

祎的“委屈” ，陈菲菲的“无辜” ，到头来

都变成了各个媒体飞速上涨的文章访问

量。 大家各取所需，不出几天，又有新的

头条在等着各家在发掘和消费。

对大部分公司来说，并不是每一位

董事长、总经理，都能像周鸿祎一样有

在舆论场“化危为机” 的本事。 在更多

的情况下，就跟万达集团一样选择诉诸

司法渠道。 早在2015年11月，万达集团

就曾起诉某微信公众号索赔1000万元

并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此后，北京三中

院终审判决公众号侵权，王健林获赔精

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此后，万达集团也

意识到自媒体的重要性，2016年中，万

科集团及旗下600余家分子公司， 以自

媒体矩阵的方式集体入驻企鹅号、头条

号、 搜狐自媒体等六家自媒体平台，以

期形成规模化的传播优势。

在当时的环境下， 自媒体势单力

薄、经济条件一般，一旦成为被告，面临

较多的压力，经济赔偿也成为较大的支

出。 但时过境迁，企业面对自媒体又会

面临新的情况。 不变的是，如果自媒体

涉嫌造谣诽谤、甚至敲诈勒索，一旦被

认定违法事实成立，自媒体必须承担相

应的责任。而事涉企业如果做到及时回

应， 公开平等面对媒体和公众交流，相

关舆情危机会迅速化解。

如今的自媒体徘徊在“灰色” 的地

带，写作中的情绪化、极端化屡见不鲜，

有意“蹭热点” ，往往让企业的澄清、辟

谣，演化成为一场口水仗。比如以今年8

月份摩拜起诉某自媒体为例，摩拜称其

文章使用“水蛭” 、“病狐狸” 等具有侮

辱性的词语丑化、侮辱公司，而该自媒

体则辩解称都是为了 “更形象比喻提

出的观点” 。

舆情周榜：巴士在线法人失联并购终止 农发种业转让亏损标的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董丹璐

巴士在线法人失联至并购失败：

12月9日，巴士在线发布公告称，终止筹

划重大事项，同时因核查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 公司表示重组商洽过程中，相关

工作人员多次联系总经理王献蜀，均未

能取得联系，因而项目决策性文件无法

按时签署，交易对方提出终止此次重大

事项的筹划。

市场舆论认为， 王献蜀失联或与民

间借贷引发的资金链紧张相关。 失联原

因是否为此并不确定，目前仍在核查中。

12月12日，上市公司巴士在线发布

午间公告表示，目前公司还未与王献蜀

取得直接联系。 但董事会已经通过决

议，在其无法履行职责期间，暂时由公

司其他人员接替工作。

农发种业“赔钱”转让亏损标的：农

发种业12月13日，农发种业（600313）发

布公告称， 由于控股子公司中农发河南

农化有限公司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

诺，为防范化解风险，拟继续推进转让子

公司河南农化67%的股权。

此前，农发种业已经通过上述股权

转让议案。 不过，由于股权转让中提到

的业绩承诺补偿方式和此前不一致等

问题被上交所问询。 延期回复问询函

后，农发种业于10月25日取消了转让股

权议案。 农发种业表示，预计2017年亦

不能完成原承诺业绩。

德豪润达定增陷入“破发” 尴尬：

德豪润达（002005）12月13日公告称，

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6月认购的非公开发行 1亿股，于

2017年12月14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其此次定增每股发行价为5.86元，但

目前收盘价仅为4.77元/股，浮亏幅度

达到18.6%。 控股股东的解禁股遭遇

“破发” 。

梳理发现，自2010年以来，德豪润达

已实施4次定增再融资，再融资募资总额

高达64.35亿元。 然而如此高频率、大规

模圈钱的德豪润达， 其募投项目却未达

到预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德豪润达

2009年至今年前三季度一直依靠政府补

贴“粉饰” 业绩。 2009年至今年前三季

度， 德豪润达计入期末损益的政府补助

累计高达18.42亿元。 另外，德豪润达自

2012年以来至今年三季末， 扣非净利润

皆为负值，今年前三季度为-2.14亿元。

兰州黄河不披露收到关注函：深交

所关注函显示，12月12日， 兰州黄河

（000929） 拟以2,068.78万元的价格向

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下称“新盛工贸” ）转让土地。但由于

议案中对所涉土地的评估方式与评估

值有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陈衣峰对此投反对票并声明，

如果董事会表决通过该议案，要求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兰州黄河在董事会决议和关联

交易公告中， 公司均未披露反对票信

息， 也未披露土地评估报告的具体内

容。 对此，深交所要求兰州黄河核查其

不披露相关董事投反对票的信息是否

存在选择性披露，该笔交易是否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等问题。

*

ST河化为保壳转让应收款：

*

ST

河化 （000953）12月12日晚间公告称，

为盘活账面资产，缩短应收账款回款期

限，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状况，

公司拟转让部分应收款项 （含应收账

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据公告，

*

ST河化已经于今年3月2

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处理。 若

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转让事

宜并符合会计准则确认条件，本次拟转

让部分应收款项的事项对公司的经营

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然而，有业内人士认为利用应收账

款融资往往会减少企业的既得收入，而

且如果企业信贷信誉很低，代理机构或

保收商可能索取较高的利率。

小橙堡的中场时刻

从2013年开始，小橙堡靠着“品质+

效率” 一路突进，从创业之初的儿童剧

制作、演出公司，成长为一家拥有覆盖

全国的剧场网络、面向家庭的亲子文化

艺术综合服务提供商。目前，小橙堡已

经形成了三大成熟的产品线———亲子

演出、艺术展览和视频节目，持续打造

亲子家庭娱乐场景业态，拥有34个独占

IP演出项目，15个周末儿童剧场， 累计

在全国120个城市完成7000余场巡回演

出，接待观众700万人次。

从宏观环境看，近年来在家庭消费

升级的背景下，亲子文化艺术行业迎来

快速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14年国内城镇居民人均文

化娱乐消费0.27万元，2016年达到0.33

万元。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 全国儿童剧演出场次从2012年的

0.68万场增长到2016年的1.29万场，同

期年均观众人数从334万人增长到568

万人。

出色的企业经营能力， 加上居于

快速发展的行业潮头， 小橙堡迅速脱

颖而出。 根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

的统计，小橙堡在2015年、2016年连续

两年成为儿童剧机构票房收入第一

名。在资本市场看来，小橙堡的估值已

经从2015年末的2.2亿元， 增长到2017

年中的5亿元。如果小橙堡今年如期完

成以12个中心城市辐射48个城市打造

60家周末儿童剧场的布局， 经营业绩

将更加靓丽。

但是面对高速成长， 小橙堡创始

人、CEO胡梁子却认为， 四岁的小橙堡

要进入中场时刻。胡梁子说：“都说4岁

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叛逆期，开始探寻

‘自我’ 的概念。小橙堡的‘自我’ 到底

是什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回到了

最初的视角，要去弄明白消费者是带着

什么逻辑来到这里。”

三步走的上半场

过去 20年， 品类管理（Category�

Management） 被快速消费品企业和连

锁零售商们奉为提升利润的利器。品类

是指消费者认为相关且可相互替代的

一组商品或者服务。 生产商和零售商

基于品类管理这个共同语言， 直接面

对消费者需求，增进消费者满意度；以

达到消费者直接走进店内， 就能够买

到想要买的东西， 以此将整个品类的

前景做大。

作为小橙堡的创始人，胡梁子把百

安居、 沃尔玛这样的品类管理概念，带

进了儿童剧制作、演出行业。胡梁子说：

“儿童剧跟成年人的文化消费不一样。

成年人看戏，可以看名剧，可以看明星，

也可以看名导演名编剧，消费者是冲着

作品本身的元素去买单的。但奔着作品

去的场景在儿童剧的消费中不是那么

重要，影响消费决策的，更多的是交通

方便、价格合理，品质稳定，内容有基本

保障。所以在亲子文化方面，内容上可

以替代，可以做品类管理。对企业来说，

有规模化的空间。”

小橙堡的第一步是丰富儿童剧这

个品类的内容。 胡梁子说：“第一年我

们就做了多元化的东西， 把熊出没、铠

甲武士，还有绘本等等，都搬到了舞台

上。我们最早开始做儿童剧巡演。”

在这个过程中，小橙堡对一部儿童

剧所包括的过程和环节有明确的控制。

胡梁子表示：“一开始我们是买别人的

剧，后来我们就能主动定制剧，有信心

去要求创作团队一部剧的体量、 规模、

道具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这就让

巡演和规模化有了可能。” 基于此，小

橙堡形成了特有的延续至今的制作人

制度， 邀请国际化儿童剧内容创作团

队，国内高品质儿童剧制作团队及本地

化的高素质演职人员加盟。 胡梁子说：

“我们创作不是为了去拿奖，核心还是

消费者的需求。”

小橙堡在第二阶段呈现出 “周周

演出、月月换剧” 的巡演模式。2014年开

始， 小橙堡的院线开始在全国范围落

地，从深圳、上海、无锡等地城市开始，

提出“小橙堡周末儿童剧场” 的亲子演

出一揽子内容包概念。此外，基于创新

运营方式的儿童剧剧场巡演，实现整合

路线，系统排期和联合作战，极大地提

升了演出效率。支撑这个模式的，依然

是小橙堡对产品及其供应链的强大掌

控力， 胡梁子说：“我们当时非常大胆

的探索，就是把道具和演员分离。演员

常驻一个城市，每周都有演出，每个月

收到一套新的道具， 可以周周演出，月

月换剧。 给更多家庭走进剧场的机会。

为了让产品体系更加有效，我们实现了

产品的分级，驻场演出的、全国巡演的，

可以彻底分开运作。”

小橙堡的第三步， 则是开始探索

家庭亲子消费中包括儿童剧在内的更

多的可能性。 胡梁子说：“当我们有了

更高的效率， 在更多城市提供内容的

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在每个周末一家

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可能性， 把资源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胡梁子判断， 喜欢周末带孩子看儿童

剧的家庭， 在孩子素质教育和精神文

化生活品质上会投入更多， 那么在儿

童剧、音乐会、艺术展览等方面就是新

的机会。

这种对新机会的尝试就是2016年4

月开启的 《印象莫奈·时光映迹艺术

展》 的中国巡展———基于多媒体感映

技术，利用投影、灯光、音效以多重搭

建的布展方式，一次呈现莫奈400幅名

作；还专门设置了儿童互动体验空间。

小橙堡也走出剧院、进入商业综合体，

足迹遍及成都IFC、 北京中华世纪坛、

上海合生汇、深圳欢乐海岸、广州高德

置地广场、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杭州西

溪印象城、南京环宇城、武汉长城汇、

天津友谊精品广场、 长沙海信广场、

昆明公园1903凯旋门、 石家庄北国商

城、宁波和义大道购物中心等城市核

心商圈。

胡梁子认为， 通过莫奈展小橙堡

认识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其他的

儿童剧团，“我们根据消费者的行为来

做挖掘，这些家庭一年花多少时间在艺

术上面，我们根据这些，把不同的产品

线都给做起来，并且用一个最终的产品

串起来。” 最终，这一条串珠线，就是小

橙堡“欢乐家庭年卡” ，消费者可以以

此兑换全国范围内小橙堡的所有产品，

对于普及型的周末儿童剧场，一张卡可

以供3口之家在一年内观看10部剧；也

可以折算成剧场巡演、音乐剧、艺术展

等引领型的产品。

胡梁子说：“我们希望通过欢乐家

庭年卡给消费者最佳性价比的组合，同

时也在建立了有一定高度的竞争门槛，

背后是我们的产品组合和定价逻辑，传

统模式下同品质的儿童剧，很难做到这

一点。”

中场时刻

回归创业的初心

经过三步走的小橙堡， 在迎来第

四个生日之际， 已经是跳出传统的儿

童剧制作、演出公司，成为同时具备全

产业链运营能力、 标准化扩张能力和

品牌建设能力的亲子类文化艺术综合

服务提供商。也正是在四岁前夕，小橙

堡完成了1500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

投资方为盛通股份 （002599） 子公司

盛通知行教育。在资本平台的助力下，

这意味着小橙堡不仅仅能够快速推广

成熟经验，扩大市场份额，更是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和管理体系， 进一步强化

核心竞争力， 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在全产业链运作的方面，公司上游

依靠经验丰富的国际化创作团队，用多

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IP剧目；中游有

丰富的产品组合，在全国首创院线制剧

场巡演模式， 推出了周末儿童剧场、创

意体验展览、微剧场、儿童戏剧体验等

多种亲子艺术产品。在下游，小橙堡一

方面通过微信微博开展粉丝营销，另一

方面通过聚橙网、大麦网、格瓦拉、微票

等各类票务渠道获得客户资源，同时降

低销售费用。

在标准化扩张方面，小橙堡对于IP

创作， 严格控制剧目制作成本及参演

人员数量， 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

内，并低于同业公司；对于演员成长，

制定从演员、 剧目导演到剧院负责人

的完善晋升路径；对于巡演，进行路线

整合及系统排期，严格控制交通成本，

并实现多地可复制性。 加之小橙堡在

舞台监控、表演评价、演员纪律等一系

列措施，确保每场演出给消费者优质、

稳定的体验。

如今， 小橙堡已经形成了体系化

的快速发展态势， 胡梁子却希望回到

创立小橙堡最初的视角，继续探寻“消

费者是带着什么逻辑来的， 他们怎么

做决策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胡梁子

说：“过去我们觉得艺术离消费者并不

远，也拉近了消费者和艺术的距离。但

是这几年我们去了更多的城市， 我们

发现，除了北上广深，在大部分城市和

家庭，消费者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的

心态还是跟教育相关的。 这是我们第

一开始意识到，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剧

团， 我们要号召更多城市的更多家庭

带孩子走进剧场，必须要提到‘艺术教

育’ 的重要性。”

胡梁子告诉我们， 但这并不意味

着小橙堡要做艺术教育， 而是立足于

艺术欣赏这个美育的起点。胡梁子说：

“每个人都有艺术感受， 看的越多，对

艺术的欣赏和鉴别能力就越强。 对小

橙堡来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演出艺

术品类做到可量化，可复制，可普及的

程度更高一些， 就有可能形成新的跨

越和增长。”

从“心”出发

探索共同成长

胡梁子正在推进的一个重要工作，

是推出小橙堡携手优酷、星睿文化打造

的网络综艺《孩子说了算》。这是小橙

堡在原有周末儿童剧场、 亲子微剧场、

剧场巡回演出、艺术展览、家庭音乐剧，

以及垂直亲子媒体等成熟产品线的基

础上推出的视频节目。 胡梁子表示，通

过演出后的调研，小橙堡发现对一部儿

童剧的评价，父母和孩子的评价完全不

同，经常是大人有大人的看法，小孩有

小孩的看法，有时候孩子的看法更接近

事物本质，反而是大人低估了孩子的理

解能力。这种父母和子女之间观念的差

异，给了胡梁子创作的火花。胡梁子说：

“《孩子说了算》提出‘成长路漫漫，孩

子说了算’ ，节目用小剧场戏剧的方式

导入家庭生活的常见痛点，展开家长和

孩子认知世界的PK，通过孩子纯真的视

角，为父母带来全新的思考，让家长跟

孩子共同成长。”

胡梁子说：“这种场景里的教育是

什么呢？家长和孩子们在作品当中获得

共鸣，他们在吃穿之外，在完成作业之

外，能够有一个东西可以共同去体验、

探讨和交流彼此的感受， 父母和孩子

有了一段共同成长的经历。我觉得，这

给了父母和孩子在灵魂上对话的机

会。这种在心灵层面关于美、关于爱的

沟通，一旦错过就很难建立起来。除了

艺术教育，我们还希望改变家庭的代际

沟通。”

胡梁子说，四岁是小孩子成长的转

折点，对小橙堡而言也是转折点。为迎

接四岁的生日， 小橙堡做了三件事。第

一件事，面向终端顾客的欢乐家庭年卡

进一步升级，产品升级，建好了网络，在

更多城市面对更多的家庭服务，营销变

得更简单。第二件事，面向合作伙伴的

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尤其是周末儿童

剧场加盟体系，针对家庭娱乐场景的跨

界商务合作体系等；第三件事，在内容

制作方面，开始启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

际化表达， 让全世界的儿童剧创作者

们，可以一起为中国家庭创作中国传统

文化的故事。小橙堡已经签约并启动创

作童话大王郑渊洁的 《十二生肖》，让

产品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岁的小橙堡在中场时刻，期待着

即将到来的下半场。2017的年中， 美团

点评CEO王兴提出了互联网的下半

场：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整合是趋

势，C端与B端的产品和服务将齐头并

进，新的商业模式即将出生。无论是网

络综艺，还是连锁院线，亦或是对家庭

亲子消费场景的新洞察，都意味着小橙

堡已经做好了准备，基于在更新的维度

上的用户洞察和强大的执行力，有信心

有能力成为新的赛场上的探索者和领

跑者。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