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

2012年12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
刘凌林 E-mail：liulinglin@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
马丽

三一重工与奥巴马
一场大国诉讼将成漫长“马拉松”

榜单

上市企业舆情关注度排行
2012 年下半年，上市企业舆情事件高发，且呈现多样化、复
杂化特点，本榜单由优讯全媒体舆情监测数据库获得的数据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专业统计平台进行数据严

格分析和解读，对该时段内上市企业舆情事件关注度进行排行。

“

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三一
诉奥巴马案开庭但并未宣判。
从 10 月中旬高调宣布起诉
美国总统奥巴马，到 11 月初召开
的中共十八大上董事长梁稳根的
“弃商从政”的传言，再到 12 月集
团决定将总部搬迁至北京，这家
全球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就再
没有离开过舆论的焦点，纵观两
个多月来三一重工在舆情层面上
的表现，贯穿着一条“美国诉讼”
的主线，因此，始终引领着媒体报
道的舆论导向，成为 2012 年底的
最大亮点。

起因
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威
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发行政命
令，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Ralls在美
国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兴建4座

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摩擦

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后，舆论一时鼎

加剧的一种表现，是中国企业“走出

沸，其中击掌者有之，观望者有之，认

去”的里程碑，也透露出中美经济关

为三一作秀者亦有之。

系新的重大动向。对美国这一长期的

三一重工敢于挺身而出，依法维

深远的战略转型，中国企业要做好
“长期抗战”
的打算。

权，那么，无论是否作秀，最终结果如
何，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值得大书特书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本土市场是

的。

来源：
经济网（11月13日）

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据地”
。中国
企业对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外媒评：败诉无悬念

还可以大大加强。这起诉讼说明，我
们有必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和自家的

美国一家国际性报纸 的报道中

院子里，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加以

称，法律专家们预计，这起诉讼不会

有针对性的“反制”
。

走得太远。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跨
国投资法律专家称，美国政府在诉讼

来源：
《中国青年报》
（10月19日）

三一已经赢了
近年来，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挫
折颇多，其背后原因复杂，中国公司

式思维的限制。对于生意人来说，即

【6】三普药业套保巨亏事件
【7】大唐发电“环保门”
【8】五粮液被曝偷漏税
【9】美邦服饰被质疑财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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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申奢”引关注

观点不断涌现，讨伐与赞同之声并起，茅台集团有关人士对此
予以否认。有分析人士指出，茅台此次传出如此说法，或是借

威胁，无需给予任何解释。
来源：中国经济网（11月30日）

网络调查

举办的主题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转型发展步伐”的集体采访中，

化选择的中国公司来说，三一这个官

投资，而在对于这起异国诉讼能否胜

司无论成败，都将带来一种全新的经

诉的问题上，网民显得比较纠结，认

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公开表示，三

验。对于三一本身而言，即使官司赢
面不大，其所得也会远大于所失。

为“能”、
“不能”
“不确定”的人数差异
并不明显。

国际奢侈品概念炒作高价。

华锐风电“休假门”
愈演愈烈
11 月 15 日华锐风电在公司内部发布一则通知称，集团决

定对开工不足或者停产的相关岗位人员执行停工放假决定。
众多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并指出，只谈放假，不提复工，无异
于变相裁员。11 月 19 日，华锐风电回应称，此次放假是带薪休

假；11 月 20 日，约 30 多位员工聚集在公司北京总部抗议；11
月 27 日，20 余名研发部员工跪在公司总部大楼外，声称要向
公司老总讨说法。“休假门”愈演愈烈，引发媒体持续聚焦。

中信证券裁员风波

首先，官司可以树立中国公司尊
其次，可以借此机会向社会做出

【4】中兴通讯遭美国调查引持续关注
【5】健康元掉入“地沟油”

国政府认为海外投资可能构成安全

民认为，美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

重当地法律、依法办事的形象。

【3】中信证券裁员风波

93,800

布一条行政命令这起案件就了解。美

了这种思维。对于越来越多面临全球

11月28日，备受关注的三一集团
关联公司Ralls公司起诉美国国家安

111,000

近期，贵州茅台继注册“国酒茅台”商标备受争议后，又被

在新浪网就“三一集团起诉奥巴
马”进行的网络调查中，超过9成的网

5、
首次开庭

【2】华锐风电“休假门”愈演愈烈

爆出申报“奢侈品资格”风波，引发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各种

便浑身是理，状告政府和当权者也绝
对是下策中的下策。但三一显然挑战

一对在美受不公正待遇“抗争到底”
。

相似报道量

中处于绝对优势。只要奥巴马总统发

也大多选择了隐忍。这其中有苦衷，
有对长远战略的考量，也有一种中国

事件排行：
【1】茅台“申奢”引关注

舆情分析
10月18日，三一重工高调召开新
闻发布会，中国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官

10 月 29 日，有媒体称，据中信证券内部人士透露，公司内

部传闻将从 10 月底开始裁员 20%至 30%。对此，中信证券回应

风力发电厂。这个项目之前也曾遭遇
“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禁令。为
此，Ralls公司9月12日把“美国海外投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首

第三，这次官司对于贸易保护主

司迅即引发全媒体密切关注。从舆情

资委员会”告上法庭。10月1日又向美

次开庭。不过此轮开庭主要针对案件
管辖权问题展开，并未触碰到案情本

义以及借中国问题说事的政客是一

信息的反馈上看，正像部分媒体在言

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

身。

个遏制和反击。

论中频繁提到的，无论官司赢还是

由于挑战的是美国最高权力拥
有者以及政治的潜规则，对于这次官

输，三一重工都已经赢了。
这起举世瞩目的诉讼，本身已无

司，我们无法做出乐观的预测，但对

太多噱头可以被媒体继续挖掘，而从

于三一来说，某种意义上讲，三一已

各大媒体采访权威人士的声音中也

经赢了。
来源：
《经济观察报》
（10月19日）

不难看出，公众对于诉讼的结果并没
有表示出过多的乐观情绪，反而从字

威胁。与中兴合作长达 7 年的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也终止了同
中兴通讯的战略合作协议。中兴、华为在美国接受调查一事，

面上可以理解为“即使失败，也是一

受到国内舆论的持续关注。国人对美国政府以及思科多持批

场胜仗”
。

评态度，同时对中兴、华为表示了支持。

递交诉状，把奥巴马追加为被告，并
向法院递交要求法院加快审理此案
的动议。

事件进展
1、新闻发布会

10月18日，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

全委员会和总统奥巴马一案，在美国

据精通美国法律界的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案件正式进入了美国的司
法程序。
6、
集团高层再次回应

三一集团副总经理、Ralls公司首

席执行官吴佳梁称，集团已经做好了

解释，让美国公众有机会了解自己，
为以后的投资铺平道路。

一告到底的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他

三一的无奈与勇气

制造商三一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们在华盛顿地方法院败诉，还将向美
国上一级法院上诉，把诉讼进行到

风力发电项目在美受阻一事起诉奥

底。

巴马政府。
中国跨国诉讼律师郝俊波在发

他表示，三一集团此次的诉求主

在多宗“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
经贸摩擦案争执不休的背景下，全球

不难理解。毕竟，三一重工面对的是
世界第一权威，这种对于秩序和原有

要有两点，一是还三一公司清白，澄

媒体对这起中国起诉美国总统奥巴

规则的挑战，现实意义远大于诉讼本

马第一案尤感兴趣。他们更多地以喜

身。

渺茫，但仍有希望。他透露，
目前案件

清Ralls公司投资的风电项目只是普
通商业行为，并不会威胁美国国家安

剧的心态，看待这一并无喜感的“典

在舆情发酵的过程中，无论是集

仍在程序诉讼阶段，本月底前被告有

全；第二则是寻求适当合理的经济补

可能提出动议，
申请撤案。
2、美方回应

偿。吴佳梁表示该项目被叫停后，公

型性”案件，将之视为一场新兴力量
挑战旧势力的战争。

团高层，还是权威人士，间隔一段时
间便会就此次诉讼放出高调言论，不

司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多万美元。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10月29日）

布会上表示，尽管外界认为中方胜算

随即，美国财政部回应称，三一

集团认为美国财政部下属海外投资

他希望美国司法系统能做出公平公
正的裁决。

对于内地各界的这种普遍情绪，

便是作秀又何妨？

委员会（CFIUS）突然转变态度并提出
命令的说法是错误的。
财政部提供了CFIUS给法庭的声

媒体声音

自从不久前三一重工正式宣布

明，证明CFIUS很早就建议三一集团

三一诉讼奥巴马重在过程

Alaimo已表明态度：
“对方提出这个诉
讼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已计划积

跨国诉讼专家郝俊波认为，三一
起诉奥巴马的意义在于走出去的中

极应诉。”

国企业变得成熟、自信，学会了拿起

3、中国政府回应

10月19日，针对三一重工起诉奥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选择，

符合美国文化和美国的民族精神，因

美方此举损人不利己，希望美方能猛

为美国崇尚积极向上和敢于面对挑

然醒悟，迷途知返。

战的人，三一敢于挑战世界上最有权

沈丹阳表示，美国这样的决定将
会影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

威的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态
度，这也是为中国企业做了非常好的

损人不利己。实际上1—9月份中国企

榜样，也给中国企业赢得了正面形

业对全球各地的投资，增长幅度最低

象。
重要，因为美国企业和民众对中国企
业、对中国有很少的了解，通过三一

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对美国没有好

乃至之后的一些企业的法制措施，等

处，就是我们常说的，
损人不利己。我

于说让美国的媒体、民众乃至于美国

们希望美方能猛然醒悟，
迷途知返。

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

长兼总裁向文波表示起诉奥巴马的

称，中兴通讯和华为在美拓展业务对美国国家通信安全构成

健康元掉入“地沟油”
8 月 28 日，宁波市中院开庭审理了全国首例特大地沟油

案，健康元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涉嫌采购地沟
油用于制药原料。8 月 30 日，健康元董事长朱保国亲自出马回

应称：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事发后没有再采购地沟油。8 月 31
日健康元复牌后一字跌停，因股价跌停一日浮亏 680 万元。

三普药业套保巨亏事件
11 月 2 日，三普 药业 发布公 告称，公 司 套期 保 值 业 务全

部损失约 3.7 亿元，自查发现，原因为公司相关人员未完全按

照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越权卖出了期铜。
为弥补损失，三普药业董事长蒋锡培等四位高管自掏腰包赔

在环保问题，污染草原。文章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27 日大
唐发电给出回应，称被环保组织提及的废渣场是合法合规的，
针对大唐的回应，NGO 组织相关人士表示，要求第三方 环境
监测机构作出监测报告。

五粮液被曝偷漏税
11 月 20 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泸州老窖、五粮液可

能存在偷漏税行为。11 月 21 日，财经网以《泸州老窖和五粮液

两公司涉嫌一年偷税近 10 亿》为题发布报道，文中称，10%的消

费税是红线，低于此线则表示企业有可能存在偷漏税的行为。
事件曝光后，宜宾市国税局表示，已对五粮液展开税务情况的
清理核实，并将尽快把核查结果公诸于众。截至目前，五粮液方
面则暂时没有回应。

美邦服饰被质疑财务造假
10 月 15 日，理财周报 发表《美特 斯邦威 虚假 销售掩 盖 8

来源：
《中国证券报》
（10月18日）

亿库存核心人员出走》一文，直指美特斯邦威通过预先配发等
手段，神奇消化存货，扮靓公司业绩，进而导致公司核心 人员

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
透露中美经济关系动向

离职。报道出现后，各大网站相继转载，在市场中引起巨大反
响。10 月 15 日晚，邦威集团针对媒体质疑进行了澄清。但舆

官司有很大希望能够打赢。
同一天，在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

10 月 8 日，美国国 会众 议 院 情 报委 员 会 发 表调 查 报 告

11 月 23 日，
《每日经济新闻》 报道，5 家环保组织以公开
信的方式，指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三级公司存

他也表示，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

增 速 都 达 40豫 —50豫 ， 对 美 国 增 长
14.3豫。这种行为实际上很不利于中

会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中兴通讯遭美国调查引持续关注

大唐发电“环保门”

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教
授张国庆认为，三一积极的态度其实

4、集团高层回应
11月10日，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年

注：以上部分资料源自媒体报道
及互联网资料

“被裁员”，此前 8 月份，中信证券就曾因被传“裁员减薪及巨亏”
而引发股价暴跌，随后中信证券发布澄清公告予以否认。

多反思。多家财经类媒体对此事给予了重点关注。

法律武器，用国际手段来解决国际争

巴马一事，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中国企业

的是美国，对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

道的焦点。

整。事件迅速激起舆论反应。据悉，这并非中信证券第一次传闻

偿亏损。企业期货套保一时再成众矢之的，唏嘘之后也带来诸

取消在那几片区域开工建设。

此 前， 其国 际事务 发 言 人 Kara

断刺激着媒体的早已澎湃的新闻神
经，令这一舆情事件始终处于媒体报

称，裁员 20%至 30%不属实，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进行正常调

论并未因此平息，美邦服饰财务造假、涉嫌虚假销售的声音不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这起诉讼

撰稿：
中企舆情联合实验室（执笔、
数据：
纪新宇、
左珊珊、
吕天鸽）

断涌现，舆论效应不断扩大。

策划：
中国企业研究院

数据提供：
优讯时代（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舆情中心电话：
010-68735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