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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松 /文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

是什么？媒体与企业又是什么关
系？

媒体是企业的天堂，通过它名
不见经传的企业可以创造神话，迅
速成为市场的明星。而当企业发生
危机和媒体对企业失去信任的时
候，媒体又是企业的地狱。

对企业来说
媒体是舆论环境

媒体不仅是舆论传播的载体，
也是舆论的制造者。传统媒体的主
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电台，现在互
联网改变了这些。在虚拟而真实的
网络世界里，数以亿计的网民即时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渠道越来
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像论坛、
博客、微博等等，使得舆论控制起
来更难。

资料显示，中国网民总数目前
已经达到 4.5 亿人，年增长率为
20.3%。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达
到 33.9%，超过 30%的世界平均普
及率。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
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影响巨大
的新型媒体。

研究表明，虽然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舆论，但是中国比较有特殊
性。在日本，公众对传统媒体十分
信任。网上的事情大家都不相信，
都要去传统媒体报纸上证实一下。
但是中国正好相反，人们都先到互
联网上寻找他们认为的真相。中国
人口众多、价值观层次也非常多，
因此言论的层次、角度也各式各
样。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志洲在《小心互
联网撕裂中国》一文中深刻地指
出，由于网络舆论会把一些平常

的问题与矛盾无限放大，这对处
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中
国自主性地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的努力，无疑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而这一观点，对于社会中坚力量、
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同样适
用。

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有时被用作企业同行之间
互相攻诘的工具。一段时间以来，
网络上衍生了一个新名词“网络水
军”。所谓“网络水军”是指受雇于
公关公司，通过雇佣大批人手在互
联网上集体炒作某个话题或人物，
以达到宣传、推销或攻击某些人或
产品的目的。这些受雇人员在“网
络推手”（通常是网络公关公司）的
带领下，以各种手法和名目在各大
互联网论坛上发帖。它可以帮助幕
后的商业企业迅速地炒作恶意信
息并打击竞争对手。典型的案例是
国内某乳业巨头高管和一些“网络
推手”通过雇佣“网络水军”损害另
一乳业巨头商业信誉。有文章说，
“网络水军”其实就是“网络黑社
会”，呼吁官方通过完善法律，予以
狠狠打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任孟山认
为，现在社会舆论环境对企业影响
越来越大，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社会
正处于转型期。而互联网对于企业
舆情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传统媒
体。

捧杀或者棒杀
舆论环境影响企业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早已
不只局限于产品竞争、价格竞争，
而是品牌、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
等高层次的竞争。一个品牌的成
长十分艰辛，在通往知名的道路
上更多的是风雨和坎坷，企业形
象和企业品牌的树立必须有赖于

大众传媒的强力支持。离开了媒
体谈品牌、谈形象建设，无疑是水
中捞月。

国内那些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梅地亚中
心，中央电视台投资的一个综合
性商务宾馆。在 1994 年之前，只
有少数传媒界人士偶尔出差到北
京会落脚此处。是年之后，这里成
了中国企业的激情燃放场———
1995 年央视广告招标总额为 3.3
亿元，到 2011 年招标总额已高达
126 亿元，17 年整整翻了近 40
倍。

万众瞩目的央视春晚，企业大
佬们更是一掷千金。在春晚期间进
行品牌宣传，可以在瞬间提高品牌
曝光率，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蒙
牛，这家对央视情有独钟的企业，
连续多年都是央视春晚的赞助商、
座上宾。蒙牛董事长牛根生曾经自
诩和央视“不敢说是母女关系，至
少是唇齿关系”。蒙牛从当初行业
排名第 1116 位，最后成为领军品
牌，与在春晚的广告投入密不可
分。

当然，传媒带给企业的，并非
都是美好的传说。对于忽视与媒体
和公众经常沟通，在内部管理上也
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的许多企业，
当某个突发事件触动公众敏感的
神经，公共舆论强力反弹，它会变
得束手无策。

太子奶，国内一家著名的快速
消费品品牌，每年在央视和各地方
卫视台、报纸、网络投入上亿元广
告，经过多年的发展，品牌价值达
数十亿元。企业在媒体的助推下，
一度做得顺风顺水。

2008 年金融危机，太子奶遇到
经营困难。某财经媒体在网络上发
表“太子奶深陷资金困局”的负面
新闻。各大门户网站、行业网站瞬
间疯狂转载。负面新闻扯动银行敏

感的神经，某银行本已给这家企业
启动了一笔巨额贷款手续，见到报
道后立马终止。企业一下子被负面
新闻打懵，随即起草了一封措辞严
厉谴责某财经媒体“不实报道”的
函。但不管这家企业对外界如何解
释，负面新闻还是像病毒一样复

制。关于企业真实或虚假的新闻甚
嚣尘上，鱼龙混杂，真假不辨，导致
银行终止贷款、经销商不敢打款、
原材料商不再送货。不出两个月，
资金链虽然绷得很紧但仍能正常
生产的企业，最终资金链真的断
裂，企业濒临破产。

建设媒体关系
企业要坦诚

传媒是一种传播工具、舆论
公器。企业除了抓好自身的生产
经营外，与传媒建立良好的关系
是企业更好运营的前提。拥有良
好的媒体关系就拥有一定的舆论
优势和传播竞争优势。企业与媒
体的关系其实并不复杂，它与做
人的道理一脉相通———真诚、平
等、合作。

———以诚相待，任何时候都要
向媒体说实话。媒体的任务是揭示
事实与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
信息需求。如果媒体报道某个企
业，应该是企业有值得报道的事
实。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真相，
千万不可对着镜头撒谎。

———与媒体保持平等和谐的沟
通关系，较大规模的企业，要有专
门的部门或人员从事宣传或公关工
作。媒体一旦作出对企业的批评或
曝光报道，将对企业信誉和商品声
誉产生影响，有时候打击甚至是致
命的。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

———不要和媒体“斗气”。受到
媒体质疑和公众监督是应该和必
须的，上法庭起诉媒体须慎之又
慎，很容易被公众看成是站到了
舆论监督的对立面。曾经夺目耀
眼的三株，正是要赌气打赢“常德
事件”官司，结果因小失大，企业
一蹶不振。

企业要传递良好社会形象，还
要接受来自公众的质疑。企业越透
明，公众对它越有信心，企业就越
能健康发展。而精明的企业向来擅
长借助传媒的力量。这是许多乳品
企业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积极邀
请媒体、消费者到工厂参观生产流
水线的重要原因。

企业在运营中隐藏着各种各
样的危机，当不可避免地遇到负
面新闻，态度一定要诚恳，内心一
定要镇定。与新闻界不合作极易
使事态复杂化。因为就在决策者
迟疑、恼怒时，负面新闻在网民点
击鼠标的刹那间，正以几何级速
度蔓延。当企业告知大众真相时，
负面新闻早已传遍大街小巷。

从大量企业生生死死的案例
中可以发现，成功的企业往往也是
舆论环境较好的企业，同时很难想
象麻烦不断的企业能集中精力做
好生产经营。

当然，解决媒体舆论环境问题
的关键，还是一个企业对自身的提
升。企业首先要有品质（产品质
量），其次要有品位（社会责任），第
三要有品格（遵纪守法）。如今闹得
沸沸扬扬的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
即是如此。如果企业在上游牢牢把
好原材料关，三鹿和双汇就不会陷
入媒体铺天盖地的质量报道和公
众义愤填膺的指责中，三鹿不会因
“三聚氰胺”轰然倒下，双汇也不会
因“瘦肉精”一夜之间损失上百亿。
历史无法像沙盘推演，留给世人的
只是教科书中令人深思的经典失
败案例。

因此，面对现在的公众舆论环
境，一个企业需要提高的自我修身
是多方面的。
（作者系太子奶乳业原董事长

助理、宣传部长）

舆论环境：
无法绕行的经营之链

在 4 月 28 日举行的第二届
中国工业大奖颁奖典礼上，潍柴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中国工
业大奖”。

据悉，组委会将中国工业大
奖的至高荣誉授予潍柴 , 是为了
表彰其坚持不懈的创新发展精
神以及在汽车及装备制造领域
做出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中国
工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由
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突破与
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潍柴发挥了
积极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做出了
突出贡献。

中国工业大奖是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我国工业领域最高奖

项，被誉为中国工业的“奥斯
卡”，旨在表彰坚持科学发展观、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代
表我国工业化的方向、道路和精
神，代表工业发展最高水平，对
增强综合国力、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业企业和
项目，以树立一批优秀标杆企业
和项目，并带动形成一大批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大奖包括
“中国工业大奖”和“中国工业大
奖表彰奖”两个层次奖项，每三
年评选、表彰一次。

潍柴是国内惟一同时拥有
整车、动力总成和汽车零部件
三大业务平台的企业，分子公

司遍及欧洲、北美、东南亚等地
区，在中国山东、陕西、湖南、湖
北、上海、重庆、江苏、黑龙江等
8 省市设立了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集团在全球拥有员工 45000
人，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11
亿元，同比增长 74%。名列 2010
年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17 位，中
国制造业 500 强第 49 位，中国
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第 3 位。并
先后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
企业”、“自主创新典范企业”、
“中国制造业最具成长力的自
主品牌企业”、“全国创新型企
业”。2007 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
绩荣获全国质量奖。（伊明）

潍柴控股获第二届中国工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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