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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报告，二季度国内主
要媒体平台共发布了140.24
万篇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司
的报道。与一季度的 127.77
万 篇 报 道 相 比 ，环 比 增 长
9.76%。

这些报道是如何传播的
呢？

据立方舆情通数据显示，
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舆
论信息主要集中在手机APP、
微博、综合网站、论坛以及微信
五大平台，合计信息量达138
万条，占比98.4%。其他报刊、
视频、政务平台、外国媒体等传
播量均低于1万篇。

作为中国权威的财经证券
资讯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四
大证券报二季度共发布了
7709篇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
司的报道；央媒方面，人民日报
有1740篇报道提到河南A股
上市公司，新华社相关报道则
有852篇。

大河财立方二季度共发布
了3425篇关于河南A股上市
公司的报道。其中，原创稿件
1591篇，原创率46.45%，远高
于整体平均21.47%的原创率。

二季度国内主要媒体关于
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日均报
道量达15411篇，有56天的日
报道量在平均线之上，占比
61.54%。

红色舆情热度——媒体高
度关注、日报道量大于日均报

道量的150%；
橙色舆情热度——媒体较

为关注、日报道量在日均报道
量的125%至150%之间；

黄色舆情热度——媒体正
常关注、日报道量在日均报道
量的75%至125%之间；

绿色舆情热度——媒体较
低关注、日报道量少于日均报
道量的75%。

从河南上市公司舆情热力
图可以看到，二季度共有13天
的日报道量达到媒体关注度极
高的红色舆情热度（报道量超
过平均水平的150%，即23116
篇/日）。

其中，6月26日媒体关注
度 最 高 ，单 日 相 关 信 息 量
27160 篇，达日均信息量的
176%。而在此前后的6月24
日、25日、27日媒体关注度均
保持在红色热度，4天相关信
息量超过10万篇。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据立方舆情通预警系统显

示，在该时间段内，一拖股份在
各种媒体平台被提及 19384
次，成为最受关注的河南上市
公司。由于被部分投资者认为
是垃圾分类概念股，截至6月
25日收盘，一拖股份已连续7
个交易日涨停。

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13
个红色热度舆情预警中，11个
发生在当月24日以后。每月
的最后一周成为河南上市公司
舆论信息高发的时间段。

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
说，了解哪些领域受媒体关注
度高，可以有效加强对舆情的
管理预防。

由于4月份处于2018年
年报及2019年一季报披露的

最后期限，因此上市公司的
业绩情况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据立方舆情通数据，二
季度涉及河南A股上市公司
的 140.24 万 篇 报 道 中 ，
21.05%的信息与上市公司的
业绩情况有关，总信息量接
近30万篇。

2018年资本市场曾大面
积爆发违约潮，因此上市公司
的融资动向备受媒体关注，成
为二季度媒体关于河南A股
上市公司报道的第二大关注
点，相关信息占比8.02%。

此外，媒体关注度较高的
领域还有产品市场行情（占比
6.51%）、企业布局发展（占比
6.02%）、大股东持股变动（占
比 5.81%）、股价波动（占比
5.73%）、人 事 变 动（占 比
5.49%）、分 红 派 现（占 比
3.01%）、重 组 收 购（占 比
2.99%）等。

从行业角度来看，二季度
金融、农林牧渔和食品饮料三
大行业的河南A股上市公司
媒体关注度最高，平均报道量
均超过4万篇。而煤炭、建材、
传媒等行业的河南上市公司
媒体关注度较低，平均报道量
在1万篇以下。

立方舆情通在河南A股
上市公司整体舆情信息的基
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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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
度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
舆情事件，代表了二季度河南
A股上市公司舆情分布的特
点。

二季度，80家河南A股

上市公司平均报道量为17530
篇，共有30家河南上市公司
的媒体报道量超过该平均水
平。

一拖股份受“垃圾分类概
念股”影响，二季度媒体报道
量最多，达到了92265篇；牧
原股份和雏鹰农牧位居其后，
分别有86965篇、78602篇，
主要受超级猪周期、猪瘟等热
点影响。

此外，宇通客车、中原证
券、双汇发展、郑州银行等上
市公司均挤进二季度河南A股
上市公司媒体关注度前 10。
Top10 的门槛达到了 3.88 万
篇。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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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季度河南
A股上市公司十大舆情事件，
包括《科迪乳业收关注函：要求
说明是否存在“忽悠式增持”》
《股份被司法拍卖、轮番冻结，
豫金刚石“杠杆式”筹资深陷多
重危机》《一拖股份6年盈利1
年亏光，巨亏前董事长请辞》
等。

在二季度的 140.24 万篇
关于河南A股上市公司的报道
中，共有敏感信息11.71万篇，
占比8.35%。较一季度20.47
万篇敏感信息（占比16.02%），
出现不小幅度的回落。

敏感信息主要集中在财务
困境、股东减持、高比例质押、
监管问询、纠纷涉诉、高管离
职、投资踩雷、业绩下滑、重组
失败、终止增持等方面。

由于4月底是2018年年
报和2019年一季报的截止披
露日，因此二季度关于上市公
司业绩的报道较多。在涉及河
南A股上市公司的敏感报道
中，业绩下滑的信息占比达到
了27.66%。

股东减持是二季度河南上
市公司另一敏感信息高发问
题。4月份，大盘一度涨到阶
段性的高位，多家上市公司大
股东、高管密集披露减持计划，
A股市场再现减持潮。相关信
息在二季度全部敏感信息中占
比14.89%。

其他敏感报道还涉及高管
离职（占比10.64%）、监管问询
（占比7.75%）、纠纷涉诉（占比
7.14%）、财 务 困 境（占 比
6.45%）、投 资 踩 雷（占 比
6.31%）等。

在新闻报道中，每条热点
信息往往包含多个关键词，这
些关键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舆
论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报告通
过大数据技术，生成河南A股
上市公司报道的关键词云，可
以反映出二季度舆情关注点聚
集于哪些领域。

二季度，涉及河南A股上
市公司报道的高频关键词主要
集中在股价动态、题材板块、经
营业绩等方面。

在市场板块方面，出现频
次较高的概念板块有“芯片”
（出现12858次）、“氢能源”
（出现14071次）、“稀土”（出
现32464次）、“环保”（出现
11665次）、“工业大麻”（出
现12258次）等，这些高频出
现的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二季度哪些概念题材板块更受
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河
南上市公司报道领域的深耕，
大河财立方以12216次的曝光
量现身关键词云，成为唯一一
家上榜关键词云的媒体平台。

大河财立方为什么要做一
份上市公司的舆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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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提供舆情管理等
相关服务。

面对上市公司，公众主要
还是通过财务报表与日常公告
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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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河南上市公司
舆情二季报通过纵向系统性地
追踪上市公司舆情动态，以及
横向对比上市公司媒体关注情
况，为公众了解河南上市公司
提供了一个“公共形象”方面的
重要参考。

大数据+专项分析，六大维度透视二季度舆情

豫股二季度舆情报告出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7月20日，由大河财立方重点打造的专业财经舆情产品——立方舆情通，正
式对外发布《河南A股上市公司第二季度舆情报告》，这是继4月11日发布河南首
份上市公司舆情季报后的又一重要报告。

上市公司在公众眼中究竟是什么形象？立方舆情通经过3个月的数据收集
和整理，以大数据+专项分析的方式，从舆情视角对河南A股上市公司二季度动态
进行了多角度审视，六大维度呈现出媒体眼中的河南A股上市公司情况。可以
说，为80家豫股画了一张“像”。

二季度河南上市公司关注度Top10

维度1 | 舆情传播平台
四大证券报7709篇报道涉及
豫股,财立方原创率46.45%
远超平均水平

维度2 | 舆情热度趋势
月末成舆论高发时段,一拖股
份七连板引发4天舆情红色
预警

维度3 | 舆情热点领域
业绩、融资等领域成媒体关注
焦点,金融、农牧、食品行业平
均报道量超4万篇

维度4 | 舆情热度排行
一拖股份9.23万篇报道量居
豫股第一,科迪、豫金刚石等
涉十大舆情事件

维度5 | 舆情倾向性
二季度负面报道量减少近半,
业绩下滑、股东减持等成敏感
报道高发区

维度6 | 舆情关键词
1.22万次，财立方成唯一上榜
关键词云的媒体平台

全方位关注豫股舆情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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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添加大河财立方小财
微信好友，前500名可免费获取
《河南A股上市公司2019年第
二季度舆情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