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 瑞 6 月 16 日 发 布
《2017网红生态白皮书》，
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里网
红经济的基础继续扩大，
除粉丝规模显著提升外，
网红的商业化变现能力也
不断增强。同时，MCN（经
纪公司） 成为网红经济的
商业枢纽，超过90%的“头
部红人” 与MCN签约，网
红与MCN签约的整体比
例提升到35%。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我国餐饮文化休闲消费增
长加快。5月，全国餐饮收入
3211亿元，同比增长11.6%，
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高于商品零售1个百分点；
全国电影票房收入35.81亿
元，同比增长14%。

6月14日， 国家邮政局
公布2017年1-5月邮政行业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139.1亿件， 同比增长
30.3%；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761.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6.7%。

中国指数研究院16日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
中国物业百强企业全年营
业收入均值再创新高，达
6.28亿元， 净利润均值为
4578.98万元， 同比增长
16.90%。 未来5年全国基础
物业管理市场规模约为1.2
万亿元。

统计显示，2016年1月
至今年5月， 证监会共作出
194项行政处罚决定， 共计
处罚违法行为人666名，并
对64名当事人实施了证券
市场禁入， 罚没款总额达
102.95亿元。其中，违法行
为涉及内幕交易的最多，共
67项，占比35%；信息披露
违法45项，占比23%；操纵
市场33项，占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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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兜底式增持”成闹剧，老板醉翁之意不在员工
6月15日， 长城动漫公告，

继6月7日发布增持倡议后截至
13日，仅有1名员工响应。“一场
兜底式增持闹剧”，随后，有声
音做出这样的评价。6月以来，A
股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兜底增
持”热潮，但也由此拉开了兜底
增持合法性争议的序幕。 舆论
推动下，6日沪深证券交易所推
出强化兜底式增持监管的诸项
措施、要求加强信息披露。深交
所的文件出台，是否意味着“兜
底增持” 合法性的争议已落下
帷幕？

月初以来， 为稳定和抬升
股价，已有近30家A股上市公司
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董事
会发文倡议员工二级市场买入
本公司股票， 并承诺若员工近
期买入并连续持有12个月且期
满继续在职， 实控人将补偿可

能的增持损失， 若增持有收
益则归员工个人所有。 这一
现象蔚然成风， 被舆论称为
“兜底式增持”。

各界对此等措施不乏
争议。截至14日，已有个别
公司出现只有1名员工响应
号召、 仅买了价值1万元的
股票的囧事。而有的公司在
实施兜底式增持后，股价不
升反降。

兜底式增持本身虽没有
操纵嫌疑， 但不排除有人利
用“兜底式增持”这个信息，
在二级市场进行股价操纵的
可能， 而之所以构成市场操
纵，主要是存在拉抬、对倒等
市场操纵手段。

“兜底式”增持承诺应当
归为合同范畴。《合同法》第
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

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老板
对员工增持的单边兜底承诺同
样应属合同， 双方当事人当然
也有订立合同的自由， 但一些
老板豪情万丈发出增持倡议，
却更像是说给外人听的。

比如，有上市公司董事长
发出增持倡议，却只有1名员工
响应增持， 增持量也仅有1000
股、市值1万余元。不排除发出
增持倡议，醉翁之意不在员工，
而在其他投资者响应抢筹的可
能。某种程度上，员工不愿意响
应老板倡议实施增持， 也可能
是担心万一账面亏损， 将来还
需向老板讨回亏损， 两者关系
恐难“和谐”。

此外， 老板发出兜底式增
持倡议， 需要为此提前提供相
应的担保物， 存放于第三方或
上市公司， 这样就有履行兜底

承诺的保障。另外，增持倡议书
中也不应出现“公司股票投资价
值已经凸显”等表述，老板对股
票价值的个人判断，以及承诺增
持高收益等条款不应在上市公
司信披公告中出现，这容易引发
或构成违规行为。至于监管部门
则应高度重视，并严格划清市场
操纵的界线。

对公众投资者而言， 不管
老板使出何种解数忽悠员工增
持， 最佳选择依然是紧紧把握
上市公司基本面。 当事人借订
立合同自由， 可能以虚假合同
来忽悠第三者， 散户对于诸如
此类噱头都应高度小心， 如此
才能实现有效自我保护。 至于
忽悠他人增持的老板， 若不尽
快改善上市公司经营， 到时恐
怕仍将面临质押股票爆仓等风
险。 ■据新京报

“无现金城市”来了
吃喝玩乐行通通刷“宝”

据新华社消息 “无现
金城市”真的来了。武汉市政
府与蚂蚁金融服务集团15日
签署协议，双方将在多领域开
展合作，把武汉建设成“无现
金城市”。

蚂蚁金服数据显示，武汉
城区98%的出租车、 超过80%
的超市便利店、 超过75%的餐
饮门店、休闲娱乐等行业均支
持移动支付。

怎一个乱字了得
“山寨”竟抢先正店开业

据北京商报消息 相继
布局广州、上海等城市的网红
奶茶连锁品牌喜茶HEYTEA，
在即将进入北京市场之际，与
“喜茶”品牌名称、装潢极为相
似的奶茶品牌已抢先开店，令
部分消费者误以为此喜茶即
为彼喜茶。围绕着“喜茶”展开
的品牌权威性之争，透露出市
场混乱。律师表示，判定品牌
间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要以商
标使用时间来判定。

这样赚快钱行不通
特色小镇“地产化”被叫停

据每经网消息 特色小
镇建设中的“地产化”问题正
在引起政府部门的警惕。正
在进行中的第二批全国特色
小镇推荐中， 住建部明确要
求不得推荐以房地产为单一
产业的镇， 并要求被推荐的
小镇需实施并储备一批质量
高、带动效应强的产业项目。

全国各地如火如荼进行
的特色小镇建设将被拉回“产
业立镇”的正途。然而，当地产
赚快钱的模式不再适用之后，
如何破解成本高、 盈利慢的困
境成为社会资本投资特色小镇
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O2O争夺重点是消费者管理

去年突然如赤潮一般的网
红，大规模地出现在新车发布会
上，似乎只要是新车，第一排坐的
都是“大长腿+锥子脸”，浓妆艳
抹地噘着嘴，举着手机摇曳生姿。

坐在现场的媒体同行们一
定有同感，身边的女主播们不断
地对着手机屏幕絮絮叨叨：“谢谢
宝宝的保时捷、谢谢宝宝的樱花
雨、谢谢宝宝的西瓜、谢谢宝宝的
炸酱……”女主播们的镜头，99%
的时间都对着自己的脸和胸，她
们永远不会对技术有任何了解
和见地。想要知道和车相关的事

情，还是得指望正规媒体。
记得某垂直网站的立场

PK专门做了一期“汽车发布会
到底需不需要网红直播”的题，
参与发表观点并评论的网友有
130人， 支持网红直播的有10
人， 不支持网红直播的有120
人。 支持的网友绝大多数表示
自己是来看“妹子”的，发布什
么车根本无所谓； 而反对的网
友绝大多数是关注车的。

今年， 这场赤潮蓦地消散
了。不仅在汽车行业，几乎在所
有有技术含量的行业， 网红们

都从发布会上集体消失了。去
年那些邀请网红主播坐镇的企
业，今年仿佛智商一下正常了，
如同流感病愈。要知道，网红们
曾经一度PK掉了传统媒体和
意见领袖啊。

对于所有汽车企业来说，
要把营销做出创意， 确实需要
智商和内涵，甚至剑走偏锋。好
的创意不单单是吸引注意力，
还要能为品牌形象加分。好在，
今年大家对这一点开始有共识
了。那么，挑战来了。

■据时代汽车周刊

网红走了，挑战来了

打车？外卖？支付？还是……
没有补贴，O2O似乎偃旗息鼓
很久了。但微信、支付宝的争夺
似乎从未停止， 越来越多的
O2O代理商也获得了创业机
遇， 在智慧店铺运营商掌贝创
始人兼CEO宿凯看来，O2O的
争夺将转移到线下流量的运营
层面， 对于6000多万家商户来
说， 竞争核心就是消费者管理
系统的升级， 这也是O2O服务
商的聚焦所在。

2012年开始，以二维码为代
表的移动支付开始巨头厮杀，各
个领域的O2O概念进而火爆。
以微信、支付宝代理商身份出现
的掌贝开始创业，顺势推出二维
码支付业务，随后升级的软硬件
融合的智能POS机，上可以接入
包括银联、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多个平台的支付交易，下可以与
商家建立紧密的联系。

五年后，O2O迎来考验，新
零售屡被提及。 在宿凯看来，

O2O服务商的角色要转变更
要深化。 掌贝正式对外宣布
进行全面战略升级， 推出
MarTech（营销技术）战略，将
智慧店铺升级到2.0时代，着
重发展店铺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营销业务。

具体来说，掌贝通过搭建
软硬件一体化系统，为普通商
家打造智慧店铺。整个系统以
POS机、拉客手环、智能小二
等硬件设备为入口，通过“智
慧平台”和“运营服务”，形成
完整的智慧店铺管理系统。

升级的原因有多方面。大
环境层面，宿凯认为，未来没有
被互联网化的空间才有流量，
中国会出现线下的新流量
BAT。但“多数争夺这一风口的
服务商只有‘商品管理系统’，
没有‘消费者管理系统’，掌贝
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

互联网流量已经太贵，
单纯依赖流水返利或者优惠

营销， 已经吸引不了传统店铺的
眼光。 一家店铺盈利能力的关键
是对消费者关系的经营， 这如同
腾讯对游戏用户的研究。 但传统
的店铺没有建立客户数据平台，
无法收集消费群体的大数据，所
谓的精准化营销、 千人千面在缺
乏数据的前提下，根本无法实现。

■据北京商报

宿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