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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31 万篇媒体报
道，2月中下旬成一季度
舆情高发时段

上市公司在公众眼中究
竟是什么形象？立方舆情通
经过近3个月的数据收集与
分析，完成了河南首份上市公
司舆情季度分析报告——河
南 A 股上市公司舆情一季
报，为79家豫股公司画了一
张“像”。

根据报告显示，2019年
第一季度，立方舆情通共监控
到逾31万篇关于河南A股上
市公司的报道，其中，原创
73818篇（占比23.8%），转载
236306篇，平均每篇报道被
转载3.2篇次。

从传播平台来看，关于河
南A股上市公司的报道三分
之一集中在专业财经媒体网
站，三分之一集中在各大
APP移动端，余下报道分布
在门户网站、微信平台、央媒
网站、纸质媒体等。

一季度，中国证券网、证
券日报网、财经网等专业财经
媒体网站共发布了 103811
篇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
报道。东方财富网报道量最
多，达到了31539篇。

相比专业财媒，APP移
动端的相关稿件还要略多一
些，达到了 104799 篇。其
中，大河财立方客户端各频道
合计发布相关稿件1850篇，
包括原创稿件1069篇，占比
达到了57.78%，远远超过整
体23.8%的原创率。

纸媒方面，人民日报、河
南日报、大河报、证券日报等
相关报道量有7520篇，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四大证券
报占比近半。河南本地纸媒
相关报道有1137篇，其中，河
南日报发布了126篇报道，大
河报93篇。

此外，国内新浪、搜狐、网
易、腾讯等四大门户网站平台
上还发布了27685篇关于河
南A股上市公司的报道。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
每日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司
的报道有3445篇。共有56
天的日报道量在平均线之上，
占比62.22%。

以日均报道量的 125%
（即4306篇/日）为媒体关注

度较高的橙色热度基准，一季
度共有34日的日报道量在此
基准之上。其中，有13日的
日报道量超过日均报道量的
150%（即5167篇/日），达到
媒体关注度极高的红色舆情
热度。

综合来看，2019年一季
度1月份媒体对河南A股上
市公司的关注度不高，全月只
有2天舆情达到红色热度，月
内平均日报道量为3182篇。
2月份全月9天舆情热度达到
红色级别，虽然有春节假期的
影响拉低日平均报道水平，但
依旧达到了3617篇的日均报
道量。3月份媒体关于河南
A股上市公司的日均报道量
为3555篇，较2月份舆情关
注度有所降温，整体舆情热度
由红色降为橙色。

一季度豫股十大舆
情事件出炉，金融、食品
等行业媒体关注度最高

在河南A股上市公司整
体舆情信息的基础上，立方舆
情研究院通过定量及定性分
析，重点梳理出上市公司关注
度Top10、十大舆情热点事
件等，并对排名进行分析。这
些信息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一
季度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重
要舆情事件，代表了一季度河
南A股上市公司舆情分布的
特点。

整体来看，河南A股上
市公司的媒体报道量呈两极
分化的现象。报道量最多的
中原证券是报道量最少的豫
能控股的47.4倍。报道量前
十的河南上市公司合计报道
量 占 到 了 整 体 报 道 量 的
46.6%，接近一半的水平。

其中，8家上市公司的报
道量超过1万篇，包括双汇发
展、郑州银行、宇通客车等。
中原证券媒体报道量最多，达
34730篇。雏鹰农牧、牧原股
份、三全食品位居其后，均超
过2万篇报道。

从行业来看，金融板块、
农林渔牧及食品饮料三个行
业的媒体关注度最高。金融
板块每家公司的媒体季度报
道量平均达到了 24079 篇。
公共事业、建筑材料、纺织服
装、传媒等行业的媒体关注度
较低。关注度最低的传媒行

业各上市公司（智度股份、中
原传媒等）的媒体季度平均报
道量仅1063篇。

立方舆情研究院通过舆
论关注度、舆情传播范围、舆
情持续时间等多项指标，综合
梳理出2019年一季度河南A
股上市公司十大舆情事件，包
括“张某某因易成新能内幕交
易被罚”“雏鹰农牧买不起饲
料猪被饿死”“莲花健康遭遇
384人‘拼团’起诉”“中原内
配、四方达踩雷同一私募，涉
及金额1.6亿”等。

“年报”“科创板”“商
誉”，这些关键词成舆论
关注焦点

每条热点信息所属范畴
不同，这些舆情热点事件都集
中在哪些领域？什么样的话
题容易引起媒体关注，引起舆
情？

单条热点信息包含多个
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舆论关注的焦点所
在。

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
度，“年报”“科创板”“质押”

“商誉”等关键词在河南A股
上市公司报道中出现频率最
高。

由于身处年报季，河南A
股上市公司去年的经营情况
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年报”
一词在59277篇相关报道中
出现，占到了总报道量的
19.11%。“科创板”是一季度
另一个热词。从一季初的研
讨细则、发布试行管理办法到
一季末多家企业宣布启动科
创板IPO，科创板的热度持续
了整个第一季度。截至一季
末，河南A股上市公司报道
中关于“科创板”的报道有
39746篇，话题量位居第二，
占比12.8%。

此外，国资纾困、股市大
涨缓解股权质押风险、上市公
司集中计提商誉减值等都是
热点话题。

从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来
看，一季度的310124篇关于
河南 A 股上市公司的报道
中，共有正面报道 283295
篇，占比达91.35%。偏负面
报道26829篇，占比8.65%。

其中，偏负面报道主要集
中在产品质量、涉及诉讼、违
规经营、业绩下滑、减持抛售

等方面。
业绩爆雷是一季度负面

新闻高发区。由于身处年报
季，外加集中商誉减值影响，
业绩下滑、业绩预亏、下调业
绩预期、ST警示等相关报道
占 到 了 负 面 新 闻 总 量 的
28.85%。其中，关于商誉减
值引发业绩爆雷的报道有
1704篇，占到了一季度河南
A 股上市公司负面新闻的
6.35%。

正面报道方面，关于业绩
增长、业绩预喜等报道最多，
在 正 面 报 道 中 占 比 达
23.4%。持股情况也是媒体
正面报道的集中区，包括外资
涌入、股东增持、基金重仓、公
司回购等，相关报道在正面报
道中占比19.13%。今年以来
大盘走势良好，一季度关于股
价方面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多，
占 到 了 正 面 报 道 总 量 的
6.96%。资产重组也是舆论
关注的重点，一季度新开普加
入阿里系、新开源收购美国硅
谷公司等都受到了媒体广泛
关注。

此外，正面报道还涉及业
绩预喜、政策利好、机构调研、
纾困基金等。

全方位关注豫股舆
情动态，新视角审视上市
公司公众形象

大河财立方为什么要做
一份上市公司的舆情报告？

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作
为大河财立方重点打造的专
业财经舆情产品，立方舆情通
依托其强大的舆情监控能力，
以“机器+人工”的独特模式、
上百种监控维度设定及多范
围覆盖的数据库，时刻关注河
南A股上市公司舆情发生与
发酵情况，以随时做好准备为
其提供舆情管理等相关服务。

而作为各省市具有代表
性的头部企业，上市公司的一
举一动往往是各家媒体追逐
的焦点，甚至影响着当地的产
业布局。

并且，就目前来看，公众
主要通过财务报表与日常公
告来了解上市公司，或者是通
过专业媒体的财经报道以及
股吧的股民言论来得到一些
碎片化的认识。如果将某一
时间段的媒体报道和各类研
报综合起来，提炼重点、探究
逻辑、总结综述、形成报告，对
于公众来说，又是另一个认识
上市公司的新角度。

正是因为如此，河南上市
舆情一季报通过纵向系统性
地追踪上市公司的调整与发
展，以及横向对比上市公司的
实力与地位，为公众了解上市
公司提供一个“公共形象”方
面的重要参考。

国内财经官媒首创 大河财立方权威发布

豫股首份舆情全景报告出炉

2019年一季度，河南的A股上市公司发生了哪些大事？哪些媒体对这些公司最为关注？引起媒体大量报道
的“热门”行业有哪些？立方舆情通告诉你答案。

自去年11月29日正式上线以来，由大河财立方重点打造的专业财经舆情产品——立方舆情通，经历了全方位
升级、多案例实战后，其倾心打造的河南A股上市公司舆情一季报于4月11日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河南首份上市
公司舆情季度分析报告。

该报告立足河南A股上市公司，以大数据+专项分析的方式，从舆情视角对其一季度动态进行了多角度审视，
综合呈现了媒体眼中的河南A股上市公司情况，旨在为公众了解上市公司提供一个“公共形象”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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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任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