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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十大新闻”系列推选和发布活动，是中国企业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范围最广的权威性推选活动之一。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记录每周中国企业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积累“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年度候选新闻。关注中国企业
发展敬请关注“中国企业新闻榜”官方微博（www.weibo.com/shidaxinwen），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见证中国企业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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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48家车企被“死缓”或掀起重组潮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国企改革方案将在三中全会后出台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事件：《人民日报》消息，10月 31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接到爆炸物威胁
电话，有 4个航班受到影响。目前已查明，多个恐吓电话系一人所打，嫌疑人
已被控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 9月份，全国各地向航空公司或者是往机
场打电话，散布或者传播恐怖信息的案件有 80多起，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
序。

点评：航班受到电话威胁后会遭受巨大损失。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发布

针对航班的“诈弹”信息，一般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应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 5年以上有期徒刑。如

司法部门认定“造成严重后果”，可处以有期徒刑的上限最高可达 15年。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遭受“诈弹”威胁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10月份共 14家中国企业在港上市

事件：《证券时报》11月 3日消息，近日，徽商银行正式宣布港交所主板上市
计划，同日，国内企业去哪儿网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根据投中集团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10月份共有 16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分布于港交所、纽交所及悉尼
证券交易所。其中，共有 14家企业登陆港交所，累计融资 52.9亿元人民币。

点评：企业上市并不只是为了爬过 IPO这堵墙，而是在一个资本平台充

分利用资本并不断去发展企业，同时也为资本市场服务。相对于内地来说，香

港市场的投资行为更加主动和市场化。对于这些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而言，

首先将面临的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如果企业自身过硬，选择在港上市的确有

利于企业的发展。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华润置地建“万象城”挑战万达广场

事件：《中国经营报》11月 2日消息，目前，定位为城市中心广场、综合性
地标的“万象城”即将在郑州开业。这是华润置地的第六座“万象城”，也是其

加速进军商业地产的重要信号。迄今为止，万达已经在全国布局了 79座万达
广场。而万象城已在深圳、杭州、沈阳、成都、南宁、郑州有布点。

点评：对于一家地产上市公司而言，住宅市场的周期性变化经常会导致

该公司业绩出现较大波动，而商业地产由于其相对稳定而逐渐受到青睐。王

健林以“万达模式”闻名并成为中国首富之后，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商业地

产”背后所蕴藏的巨大价值。不过与此同时，万达也正在成为众多竞争者所赶

超的对象。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中企海外矿业投资失败率达 80%

事件：《东方早报》11月 3日消息，“中国在海外的矿业投资，大概有 80%
的失败率！”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近日在 2013年中国国际矿业
大会上如是说。王家华提醒跨行业投资者更加要注意理性，他说：“没碰到‘南

墙’的企业，现在出去了，你们要保持理性，之前惨痛的教训，你们要记取。”

点评：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做了一些高风险的矿业收购，由于建设

周期长、回报率降低而陷入亏损境地。面对诸多“前车之鉴”，中国投资海外矿

业的步伐正在放缓，投资也开始更多地选择成熟项目来回避风险。但在眼下

低迷的国际矿业形势下，中国境外矿业投资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风险和矛盾爆

发期。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华谊“去明星化”一个月蒸发 223亿元

事件：《投资快报》消息，近日，马云于 10月 28日减持华谊兄弟无限售流
通股合计 1046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0 .86%。受此事件影响，华谊兄弟
股价连连下跌，盘中一度跌停，31日报收每股 23.39元。自 10月第一个交易日
以来，一个月的时间，华谊兄弟的市值已经蒸发约 223亿元。

点评：“明星”减持对股价的影响有多大？今年 6月份，马云曾减持过华谊

兄弟股份，当时华谊兄弟给出的理由是“马云的个人资金需求”。对于这一解释

投资者并不买账，不少投资者质疑，以马云的身价什么样的资金需求，会迫使

他通过减持华谊兄弟股票的方式来筹钱？随后，华谊兄弟股价盘中也曾一度跌

停。

事件：《证券时报》11月 1日消息，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近日表示，我国国
有企业仍处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黄淑和指出，“各地国资委要认真准备

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点评：今年以来，多家地方国资委已经着手准备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尤其

是九、十月份以来，各地方国资委纷纷晒出新一轮改革时间表。在此情况之

下，国资委被称为“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还未显山露水。看来，各地方国资委

看似“先行一步”，实则是通过“试错”为三中全会之后的国企改革方案出台进

行探路。

事件：《中国经营报》11月 2日消息，近日，工信部发布《特别公示车辆生
产企业（第 1批）》，这批被警示的企业包括吉林通田汽车、云南美的客车等 48
家企业，这是 2012年 7月 12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制的
通知》后，首次对连续两年产销量为零或者极少的车企进行集中宣布“死缓”。

点评：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但同时也存在着产能过剩

等问题。为了加快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国家决定建立

落后企业退出机制。在此情况下，众多落后的中小车企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眼下，留给这 48家特别公示企业的机会并不多，找到一个好的买家或许是最

好的选择。

互联网金融恶战即将开始

郑浩榕

恒大三年向足球投入超过 20亿元

事件：《第一财经日报》11月 1日消息，2010年初，恒大以 1亿元买断广州
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许家印当时曾喊出“5年夺得亚洲冠军”。目前，已经在
中超赛场实现“三连冠”的恒大有望在 11月 9日举行的亚冠决赛上夺冠。高
产出的背后是高投入，外界粗略统计，恒大三年多来在足球方面的投入已超

过了 20亿元。
点评：有人把恒大的成功归结为“砸钱”，这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恒大足球

就像一家运作成熟的企业，恒大高管以不插手具体业务的姿态，赋予了教练组绝

对的权威。正是这种各司其职的管理机制，给了恒大足球充足的活力和创造力。或

许，中国企业的出路和足球是一样的，政府该管必须要管，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险企自称被要求速推以房养老方案

事件：《东方早报》消息，“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于 11月 2日
召开，作为中国“以房养老”方案的提出者，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孟晓苏在会上说，“最近我们得到消息，让我们在 12月份拿出‘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即俗称的‘以房养老’）’方案，在明年 1月份要把这个产
品推出。”

点评：自 9月份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完善养老服务业的投融资政策，开展老

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以来，社会围绕“以房养老”的话题争议之声

不断。仅从账面上看，这种反向抵押方式比卖房养老、租房养老更划算,同时也

可以继续居住，但恐怕仍难以回答一个问题，这些空巢老人真的幸福吗？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去哪儿网纳斯达克上市暴涨 89%

事件：央广网消息，继 58同城后，在线旅游中概股“去哪儿网”11 月 1日
晚间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大涨 89.5%，创下今年纳斯达克 IPO 新纪录。去
哪儿网成立于 2005年，绕开“旅游产品代理商”的模式，定位于旅游搜索平台，
目前覆盖 28家航空公司、1240家 OTA在线旅行社、53360家酒店。

点评：过去几年，旅游中概股勾勒出了一个个资本奇迹，去哪儿网正是其

中之一。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去哪儿网赴美上市成功，中国互联网公司将迎

来一轮赴美上市热潮。但是也应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易进难守，随着做空中

国概念股的声音再度响起，企业的创造性及成长性才是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关

键。

年收益率 8%？！

当互联网公司百度在 10月 21日喊出这个数字时，所有

人都给镇住了，包括金融界在内的许多人一时想不明白，这款

由百度金融中心和华夏基金首度合作推出的名为“百发”的理

财产品———它看起来像极了阿里巴巴的余额宝———怎么敢承

诺做到同类产品平均收益率的两倍？

这种高调最终引起了证监会的关注和介入。就在透出消

息的第二天，百度即表示并没有保证“保本保收益”，而前一天

那条提及“理财计划收益 8%、一元起购、零风险”的官方微博

也被删除。

同样是在 21日，阿里巴巴旗下的移动 IM 应用“来往”一

天之内新增了 524万用户。同时，董事局主席马云前一天中午

发在内网“阿里味”上的一张帖子被曝光，马云给全体员工派

了硬性指标，“阿里人 11 月底前拉不到 100 个公司外面的

‘来往’用户，视同放弃红包”。

耗时两年，阿里也未鼓捣出一个像样的移动应用，马云

的不满继而转变为孤注一掷。据悉，除了支付宝、淘宝和天猫

App外，大多数实验项目均被砍掉，“不惜任何代价做来往。”

阿里巴巴集团 CEO陆兆禧说。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

道，来往还以 3万张模特的图片吸引用户加入。这些模特来自

阿里巴巴的淘女郎平台。

马云不介意撕掉大侠的面具，在随后流出的两封帖子

里，他先是对腾讯下了“明年夏天，我们要看到火烧南极”的檄

文，然后又用另外一种语调宣布告别微信，“感谢微信哥哥给

了我那么多的快乐和灵感”—他将这场战争比作十年前淘宝

对 eBay的挑战。

这离阿里和腾讯之间最近一次的直接对抗还不到一周。

就在 10 月 16日发布新一代支付宝钱包的发布会上，阿里小

微金融服务集团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公开表示微信“支付

不安全”，并提到“微信朋友圈已经是一个卖假货的阵地”。而

腾讯在第二天随即宣布了与中国人保财险的合作，将为用户

推出全额赔付的保障。这正是几年前支付宝做的事。

争端在半个月内如此密集。看上去，左右中国互联网而

被称为 B.A.T。 (英文名字首字母的缩写 ) 的三家技术大公

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经过过去两年大量的并购和

投资之战后，正在进入一轮新的竞争。

但 B.A.T.在冲动和高调之余，却显然低估了这个陌生领

域的风险。金融业务在 B.A.T.的路线图中越来越重要，它们要

下很大的一盘棋。但它们不仅要等待垄断逐渐消失，还要有足

够的创新守住移动互联网的用户。

冲动可解决不了问题。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媒评

报纸的前途攥在互联网手里？

杜远足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订阅报

纸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人们常常猜测，报纸不久将会从地球上

消失？在全球拥有 175家报纸的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曾对

报纸的前途给出一个量化的预言：报纸 40年后消失。

然而，就在最近，默多克突然间提出愿意花 50 亿美元收

购道琼斯公司（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道琼斯公司下属的《华

尔街日报》———报纸产业里最耀眼的明珠之一）。消息传来，人

们感到吃惊。明知报纸没有前途，还投巨资买报纸，难道说这

位 76岁的老人失去了理智？不，默多克并没有失去理智，他正

用理智审视着互联网与报纸的关系。互联网虽说红火无比，但

红火的下面并非没有隐忧；报纸的处境确实令人感到失望，但

失望过后却显露出一线生机。

的确，互联网的惊人发展是依靠免费获得的。以 Google

为例，搜索互联网免费、读新闻免费……所以，大量的互联网

用户涌向不收费的 Google。但是，长久来看，Google的这种增

长方式终将会撞上“天花板”。毕竟，创造内容才是世界上最有

价值的工作，内容的原创者们最终会厌恶 Google的把什么东

西都变成免费的做法。

当下，读报纸的人正在减少。人们减少读报的原因也很

充分———互联网里到处都是新闻，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是免费

的，为什么要花钱去订报纸？但是，就在互联网上鱼龙混杂的

免费新闻泛滥成灾的时候，高价值的新闻报道和分析就变成

人们愿意花钱去购买的一种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收费的《华

尔街日报》的网络版订户能达到 93万份的原因。

有人马上就会指出，《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成功难道不

在证明，报纸行将消亡，互联网将取而代之吗？其实，《华尔街

日报》网络版与其纸印版是相辅相成的。人们在互联网上阅

读，偏爱飞快地浏览，不能容忍较长的文章。然而，夜深人静，

当人们需要阅读有深刻内涵的分析文章时，大家更偏爱坐在

沙发上，闻着咖啡的香味，手拿着一份报纸。所以，《华尔街日

报》力求做到，当人们需要互联网内容时，就立刻使网络版的

《华尔街日报》飞到人们眼前；当人们刚一坐在沙发上，就马上

递上印刷版的《华尔街日报》。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默多克的举措？其实，默多克的举

措对中国的现状有着相似的启示。在大城市里，我们的互联网

用户正在飞速增长，因此，我们的报界正想办法为人们出版有

吸引力的网络版。同时，在小城镇里，特别是在偏远乡村，还有

大量的人们，一份可以随身携带的报纸对他们来说最理想；当

人们不能随时随地上网时，却可以买一份报纸，读上一小段。

所以，报纸的前途未必攥在互联网的手里。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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