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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名叫做“高悦儿”的女子
在微博高调炫富，迅速引发网友围
观，当事人随后迅速删去相关微博，
更换了微博名字，并取消了实名认
证。

吉林市政府驻京办严肃表态，没
有高悦儿这个人，新浪声称其微博认
证资料系作假。“高悦儿”昙花一现成
了浮云，或许，揭开“高美美”的真实
身份或许尚待时日，但是炫富事件背
后的意义已大于事实本身。

女孩微博上炫富

“澳门、战利品！我鞋子控！吼
吼~”12日上午，带“V”网友高悦儿发
的一张澳门“血拼”成果图，在微博上
迅速走红，转发数千条，还被众多网
友扩散到其他微博和论坛上，众人感
叹：告别了“郭美美”，送走了“卢美
美”，微博再次惊爆“高美美”！

在该网友的个人网页上，《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高美美”机票上
显示的真名为高悦。从去年 6月起，
其便以贴图形式，集中秀出了她的奢
华生活：开名车、乘飞机 VIP舱、喝
1982年拉菲红酒。尤其引人注目的
是，其微博上还秀出了她在港澳等地
“血拼”的名鞋、挎包和腕表。其中，鞋
子多为香奈儿、古琦、普拉达等品牌，
挎包多为迪奥、爱马仕等品牌，腕表
则是卡地亚牌。

有网友根据微博照片粗略估计，
她所用的两款新式手机的市场价分
别为 65000元和 45000元，她所佩戴
的卡地亚蓝气球系列中性石英表的
市场价为 52300元，她用的迪奥手包
市场价高达 27550元……
其实，刺激网友的敏感神经的，

更在于她的微博认证资料是：吉林市
政府驻京办职员。她如何进入这个政
府机构以及她的消费能力为何远远
高出政府职员的正常收入水平。如同
当初的郭美美一样，“高悦儿”这个
“2012年第一个网络红人”也成了人
肉搜索的对象。

在她“秀”的一张 VIP 头等舱机
票上，清晰地印着她的名字是高悦。
于是网友人肉出她的疑似男友、母亲
等多方信息。《中国企业报》记者看
到，目前新浪微博上对此事的讨论就
逾 3万条，天涯论坛上同题帖子的点
击量已接近 5万。

就在网友争论时，记者通过查询
其微博序列号发现，高悦的微博突然
改了名字、“V”实名认证也消失了。几
个小时后，高悦页面上虽然写着微博
24条，但显示的内容已经为空。
身份“虚假认证”之谜

《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吉林市
政府驻京办，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驻京办从来没有名叫高悦的
人，那个认证是假冒的。吉林市委宣
传部也公开宣称，查无此人。

郭美美事件直接导致了红十字
会个人捐款大幅下降，而“高美美”
的出现，无疑对驻京办的形象有很
坏的影响。他说，目前驻京办只有
两个办公室，“办公条件非常简陋”，
工资比照吉林市政府公务员的标准
领取，每月约 2000 元。他们的工作
环境非常艰苦，大家可以去眼见为
实。
事件发生后，新浪科技发布消息

称，对于“某市驻京办职员”高悦儿微
博炫富一事，新浪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查实，“高悦儿”并非某市驻京办职
员，其微博认证资料系作假，已取消
其认证，并就此事给网友造成的误导
深表歉意。

新浪宣称，此事的直接责任人违
反公司认证审核流程，未严格查证
“高悦儿”的认证资料，其与直接领导
各罚半个月工资；就此事对广大网友
及相关机构造成的误导和负面影响
深表歉意，并将规范认证流程，加强
认证用户资料审核，避免类似事件的
发生。

让人意外的是，13日上午，吉林
市驻京办迅速向北京市海淀大钟寺
派出所报警，希望追查高悦，并准备
就此起诉新浪。按照吉林市驻京办的
说法，“省、市和相关部门领导要求我
们必须彻查到底，彻底查清高悦的身
份和微博认证过程。”

但是，目前北京警方尚未决定是
否立案。

此外，吉林市驻京办也准备通过
法律程序起诉新浪，“目的不是索赔，
而是消除因为高悦冒充我办职员在
网上炫富给吉林市人民政府公务员带
来的负面影响”。有律师对此认为，由
于“吉林市政府驻京办职员”并不是十
分精确的岗位表述，所以并不能断定
高悦“冒充”公职人员，警方也不一定
立案，新浪微博在实名认证审核上存
在把关不严的问题，并无主观过错，不
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要件，所以吉林市
驻京办起诉新浪的可能也不大。

微博认证利益链条

“高美美”虽然隐身退去，而问题
尚未结束，为何她要冒充吉林市驻京
办工作人员，而不是其他？她的真实
身份是什么？目前依旧成谜。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遭遇过郭美
美事件之后，再爆发“高美美”事件，
使得新浪的实名认证公信力再次受
到质疑。

多家门户网站管理人员对外宣
布，其微博的实名认证，是完全免费
的。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在
淘宝上查“新浪微博 V 认证”的关键
字，可以找到 77个内容，价格多在
600—800元之间。
中介声称串通“内鬼”可买认证，

微博人员坦承审核权在网络编辑手
中，不排除有人作弊。“75元刷 5000
个粉丝，认证 800 元，推荐入名人堂
终身 5000元……”微博时代，一系列
“傍微博发财”的现象应运而生，不仅
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也令网络上
的信息越来越真假难辨，认证背后的
交易令人惊讶。
记者发现,多家微博认证店的“服

务对象为明星、名人、艺人、经纪人；
集团、企业、公司、个人”，并承诺“一
般当天申请成功，通过率 100%”。

其实，关于微博实名制的争议一
直没有断过，近期有媒体爆料称，实
名制不仅仅是政府驱动，也是市场驱
动的项目。所谓“市场驱动”是指，作
为有关部门指定的身份认证服务
商———国政通，恐将成为微博实名制
最大的受益者。

据称，国政通按照最低 2元/人次
的身份核查收费标准收费。对此，国
政通表示微博实名认证费纯属谣言，
其相关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
示，将在合适的时机向外界做出正式
回应。

有记者前往国政通公司，而其相
关负责人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了采
访要求。
“实名认证的资质应该开放申

办，而不是让国政通独家垄断经营，
应该存在竞争，大家比拼服务；定价
也不合理，两块钱一次的收费标准也
远远超出了成本的范围。”有评论认
为“国政通是不是借行政之手，故意
设立一道程序，让企业增加经营成
本，这其中有没有利益勾结问题，国
政通股权结构有没有隐含着隐名持

股等腐败现象，是不是符合反垄断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值得怀疑
的。”

各大网站争抢认证用户

2011年 12月，北京市出台《规
定》，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
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
择。12月 17日，新浪、搜狐等多家微
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
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
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
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
展充满信心。

其实，在此之前，微博认证一直
在进行，按照程序，申请实名认证需
要提供详尽的资料，还有诸多的手
续、步骤，难度很大，假冒的可能性比
较小。

但是，包括《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内的众多微博用户经常收到私信，声
称可以提供收费的实名认证的服务，
也就是加“V”。 最近两年，微博迅速
成为互联网上最受用户关注的服务
之一，几大门户网站在微博上竞争惨
烈。

根据多家网站公开的信息，对 4
类用户进行微博身份认证：有一定知
名度的演艺、体育、文艺人士；在公众
熟悉的某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人；知名企业、机构、媒体及其
高管；重要新闻当事人。

群邑集团和新生代市场监测机
构合作发布的《2010年微博调研报
告》显示，相比博客、BBS、即时通讯、
购物、分享等其他社会化媒体上的信
息信赖度，微博的信任度最高，并且，
83%的用户表示在微博中可以接受发
布有关产品和品牌的信息。相比较而
言，微博更有网络化口碑营销的先天
优势。

一位曾在数家知名网站从业的
资深编辑说，微博几乎已经成为各网
站最重视的业务。这位业内人士认
为，加“V”之所以会有市场，其实是微
博用户背后的利益驱动。

这位业内人士分析说，在互联网
世界里，吸引别人的眼球，就可能带
来经济利益。他说，通过加“V”可以增
加粉丝数目，达到在网络世界里出名
的效果，从而赢得更多现实中的机
会。

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在《财经》
年会上公开表示，“新浪微博用户
2011年实现 150%的增长速度，用户
数已经超过 2.5亿。”该高管否认了新
浪微博庞大的微博用户群存在泡沫
成分，但新浪微博运营的影响力不断
增加。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得知，新

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门户内部员
工对于微博用户认证都有数量要求，
“鼓励”身边亲朋好友微博加 V成为
微博推广的第一道任务，完不成任务
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

门户网站内部员工都曾在公开
场合表示，又没完成微博任务，要遭
遇批评等处罚。另有一门户员工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有员工因为
整整一个月未完成一个微博认证任
务而被罚没月度奖金，对此，整个部
门不得不高度戒备，邀请用户认证成
了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实名制是人与人关系建立的基
础，微博推行实名制利弊兼有，争论
尤其热烈。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表
示：微博要实名，新浪股价要跌，而易
凯资本有限公司 CEO王冉认为：支持
微博实名制更支持言论自由。
其实，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微博认

证的最大赢家，是这些商业网站。而
微博认证的真伪，也出自这些网站管
理人员之手。

本报记者 闵云霄

微博认证“钱”规则

在近期“纽瑞滋”等奶粉涉嫌“假洋品牌”、洋奶粉一波波
涨价以及蒙牛因纯牛奶黄曲霉素超标深陷“癌症门”等一系列
大背景下，从 2012年元旦起，三元、伊利、蒙牛等品牌部分乳
制品涨价，涨价幅度为每箱 1至 2元。再次触痛了公众敏感的
神经。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相关奶企称涨价原因系“受原

材料价格波动影响”，但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却是，目前生
鲜乳收购价格略有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对产品价格适时调整再正常不过，但
此次国产乳品赶在节庆端口以及诸多深刻背景下集体涨价，
因此公众关注的视线，除了涨幅之外，更多的是乳制品质量频
发的重要关卡。

乳品涨价引发广泛质疑

元旦原本是各家乳品企业促销的大好时机，而国内几大
乳品品牌三元、伊利、蒙牛等乳业巨头却打起了“涨价牌”。

家住丰台区马连道附近的张女士到一家家乐福超市购
物，当她拿起一种一升装的牛奶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很快她
就发现标签价格与以往不一样。
“这种奶我平时常喝，前一阵子价格一直都比较稳定，怎

么一下子一箱就涨了两元钱？”张女士疑惑地对记者说。
综合各方信息，三元从 2012年元旦起，三元鲜牛奶、酸牛

奶等 13个品类的产品价格调整，其中三元鲜奶每箱涨价幅度
为 2元。三元入户奶价格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幅度为每瓶价格
上调 0.2元。

在一线城市广州，本土奶亦全线涨价。广州本土牛奶品牌
燕塘和香满楼于 1月 1日起上调乳制品价格。燕塘旗下巴氏
鲜牛奶全部提价 0.3元，常温奶则提价 0.1元左右。原价 99
元/30瓶的瓶装鲜奶，提价至 108元。香满楼宣称的提价幅度
在 5豫左右。该企业旗下的鲜奶、水牛奶、酸奶等产品全线涨
价，原价 3元/盒的鲜奶，元旦以后变成 3.5元/盒。

江苏本地奶企卫岗牛奶从元旦起开始全线上调价格，每
天早晨送上门的牛奶品种均有 0.1—0.4元/瓶不等的涨幅，光
明牛奶则从 2011年 12月已经开始涨价，包括瓶装奶、纸盒奶
在内，每个品种均上涨了 0.1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涨价涉及一些知名奶企，涨价产品也分
布较广，乳制品新一轮涨价大幕或已开启。

对于此次国产乳品涨价，尽管提价幅度不大，却引起了公
众的广泛质疑。
“现在国产乳品老是出问题，我们消费者心里本来就有点

打鼓。没想到这些大品牌国产奶说涨就涨，而且一下子还涨这
么多，真让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接受不了。”张女士有些无奈
地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道，“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生活中
还离不开牛奶，不买也不行。”

就国产乳制品涨价后的销售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进
行了深入调查。

北京朝阳区一家物美超市的售货员告诉记者，虽然现在
部分牛奶价格上涨，但销量变化并不大。这名售货员说，元旦
过后，春节的氛围就越来越浓，送礼的、看望老人的，基本上都
以购买牛奶等为主，再加上牛奶现在是很多家庭生活必需品。
“价格是涨了一点，我们也接到一些消费者的反映，总体来说
对市场影响不大。”

采访中，《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也是诸
多消费者质疑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涨价是否意味着
品质的提高？

这种质疑来源于目前国产奶尴尬的处境和消费环境：从
2008年三聚氢胺事件爆发至今，国产牛奶就不断爆出重量新
闻：世界最低“乳品标准”、乳企“绑架”国标、因内控不严陷入
“癌症门”……而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国产乳品质量问题一
直饱受消费者质疑。

上述张女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达
了自己的观点，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张女士认为，乳品企业可以在国家规定范围内涨价，但作
为生产者，其生产的产品品质必须得到保证，不能老是出各种
各样的问题。“乳品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提供给消费者
更高质量标准的产品，这样我们消费者才更能接受涨价”。

难掩上游奶农伤痛

牛奶普遍涨价，作为上游的奶农，是否也跟着受益了呢？
然而，《中国企业报》在调查中了解到，下游消费市场的涨

价，并未传导到上游原料奶上。也就是说，上游奶农并未被“邀
请”到此次涨价的“盛宴”中。

河北保定一家奶牛养殖场的负责人祁经理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虽然说牛奶涨价了，乳企肯定获得更大的利润，而
作为最上游的奶农却并没有跟着一起受益。相反，生产经营却
越来越困难，基本上被排挤在利益范围之外。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奶农没有定价权。”祁经理说，“价

格定多定少，还是由乳品企业说了算。”
据记者了解，目前乳企对奶农的收购价降低手段之一就

是不公开计价体系，级别及价格都是乳企说了算。
祁经理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虽然今年国内液态奶

涨了好几次价格，奶农们每次都盼望着在乳品涨价中原奶价
格能得到提升。“事实上，乳品企业对我们的原奶的收购价格
不升反降，以我们这个地区为例，去年相同质量的原奶每公斤
三元七八，今年却降到了三元四多一点。”

记者在采访河北、河南、江苏等省的奶牛养殖户时，这些
养殖户均表示，在奶牛饲养的所有成本中，饲料和人工是最主
要两项。饲料从 2010 年第四季度每吨 2200—2300 元涨到
2012年同期的 2700元还多。此外，饲养奶牛的人力成本涨幅
也在 50%以上。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表示，在乳品整个产业链条利
润分配中，零售环节占到 55%左右，加工企业约占到 35%，而
作为上游的养殖环节利润却只占 10%。

据悉，乳品产业链上的利益分布不均，成为我国乳业产业
链最大顽疾。

有报道称，奶农卖不出好价格，因此不舍得在饲料、管理
上投入，而原奶质量也就得不到保证，食品安全问题于是频
发，消费者的信心自然下降，直接后果是国内奶业市场萎缩，
乳企利润降低。反过来，乳企再向上游奶农压价，奶农再次受
伤，养殖积极性下降……奶业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下转第二十二版）

三大乳企
集体涨价遭质疑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微博认证的最大赢家是商业网站。而微博认证的
真伪，也出自这些网站管理人员之手。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姻涨价是否意味品质提高？
姻上游奶农能否跟着受益？
姻“价格联盟”有无垄断嫌疑？

“高美美”微博上的炫富图片

继“郭美美”、“卢美美”之后，“高美美”近日因炫富“火”遍微博，
也揭开了互联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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