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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研究缺陷

基金券商打探“3·15”央视曝光名单

特 别 维 权 行 动

3·15

今日是3月15日，央视“3·15”晚会

即将播出。晚会总导演及部分主创人员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网络消费、食品安

全、房屋中介、汽车等百姓关注的消费热

点，将是今年晚会关注的热点领域。记者

以员工身份进入第一生产现场，卧底追

查产业链的上下游，将给观众呈现完整

的事实真相。

记者最长卧底三个月

“个案曝光不是最重要的”，晚会执

行导演史亚东说，晚会揭露的是一个行

业的普遍性问题、是潜规则。

据了解，从去年9月开始，十几路央

视卧底记者出发奔赴“问题”企业，时间

最长的在企业待了3个月，还有的记者连

续卧底了四家企业。

晚会上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新闻，不少

是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晚会总导

演尹文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无间道”。尹

文说：“如何拿到第一手资料？现在企业

都很警觉，不卧底很难拍到。我们要求记

者必须做到‘三到’：听到、看到、拍到。

这样才能确保证据的严谨完整，记者不

仅要拿到证据，还要拍摄下来，还要体

验，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为暗访记者购买人身保险

据央视“3·15”晚会导演组介绍说，

随着晚会影响力的扩大，一些企业对如

何防范记者警觉性更高。

今年，节目组每次定好选题，记者以

什么身份入行、如何掩护、如何接应，都

有一整套完整预案。节目组还给每位卧

底记者购买了人身保险，以防备记者受

到意外伤害。

“跑跑”和“杀手”是晚会剧组的两

名卧底记者，扎在人堆里丝毫不起眼。他

们今年通过两三个月的卧底调查，将揭

露互联网上个人信息被窃取、侵害的行

业潜规则。

“跑跑”说，“我们进到节目组的时

候，每个人都会先签一份保密协议，播出

之前不能透露任何具体信息，连家里人

都不知道你究竟干什么去了。”

今年晚会将分四个章节，分别用标

点符号表示：一是问号，寓意拷问良心；

二是惊叹号，惊叹黑幕，内幕人士将会现

身；三是省略号，代表制度、规划的缺陷；

四是等号，预示公平、公正。

尹文透露， 目前还不能透露曝光企

业名称或者行业，可以透露的是，晚会统

一的选题标准就是紧扣与生活相关联的

消费热点。其中，消费者反响强烈、投诉

多、行业问题多、规则缺陷突出的领域都

是晚会聚焦点，例如网购、汽车、食品、房

屋中介等。尹文坦言，已连续举办22年的

“3·15”晚会制作难度越来越大，晚会承

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北京青年报

又是一年“3·15”，消费维权讨论再度升

温， 在这个提醒消费者和经营者互相尊重的

日子，作为一名基金产品的“消费者”，在为

投资基金表面上的亏损扼腕叹息时， 对很多

被隐蔽的持有人利益损失的情况也应有所认

识，加强自我权利维护意识。

1�买基金巨亏 炒股自赚20%

�� “我如何投诉基金管理公司不作为呢？请

加入基金投诉群××。”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

来之际，有基民投资基金巨亏维权无门，在论

坛撰文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投诉相关基金公司。

有基民反映， 其2008年在怂恿下申购了

两只Q D II基金和一只混合基金，“申购的时

候说每年的年增长保守估计在8%以上。 但不

仅没有上涨过，最多的时候几乎跌过80%还要

多，从2008年到现在我一直有投资股票，虽然

中国市场不及国外市场行情那么好， 但作为

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我也有20%的利润。”

■

隐忧：频现“踩雷” 管理不尽责问题抬头

记者走访发现，基民抱怨最多的就是基金公

司只注重规模、不注重业绩、旱涝保收的问题。

权威网站针对 “您对基金公司最不满意

的行为”的调查显示，约

23%

的投资者最不满

意“基金管理人高薪资，而业绩不佳”，位列十

大受访“最不满意行为”的前三名。

“基金管理中的不‘勤勉尽责’问题，也开

始出现抬头现象。”有研究人士称，

2012

年，

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剧烈下滑、 重组告吹等引

发股价剧烈下滑，而基金频频踩到这些 “地

雷股”，令基民损失惨重。

2�“老鼠仓”民事索赔界定难

上月末， 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涉

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正式开庭审理。此

“老鼠仓” 案涉嫌非法获利1242.7万余元，是

迄今为止，基金经理涉嫌“老鼠仓”获利金额

最高者。基金的本质是代客理财，而近几年，

“硕鼠”却频繁出没，公开处罚或判刑的基金

经理“老鼠仓”已近10起。

■

隐忧：基民与基金利益链松散

据法律界人士分析，首先，对于索赔金额

很难界定，证监会没收的基金经理违法所得，

并不等同于基金持有人因“老鼠仓”行为所受

到的损失。其次，谁来起诉、起诉基金经理还

是基金公司等业内都无明确标准。另外，对于

单个基民而言， 起诉获赔的金额和起诉成本

相比差距悬殊，基民可能没有动力索赔。

3�基金经理经验不足令投资者心惊

有基民反映：“我买的××股票型基金，

从2003年起到现在换过10个基金经理。 这么

频繁地换基金经理带来的损失算谁的？”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公募基金行业在

职的基金经理共有825位。就在2012年，告别

基金经理生涯且没有再回到基金管理岗位上

的人高达93位。老基金经理的密集离去，最直

接的结果是， 掌管基民资产的基金经理投资

经验普遍匮乏。

■

隐忧：频繁换“舵手”影响业绩

“基金经理频繁更换对投资者肯定不

利，”一基金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投资者前期

对该基金经理的历史业绩进行了研究才投资

的，而基金公司频繁更换管理人后，其基金风

格、仓位、人员等都成为变数，如果是因为非

基金经理个人原因而频繁换人， 则表示公司

在人员配置和储备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有些

基金经理走了好几个月了，公司才发公告，这

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任。” 广州日报

“3·15”临近，资本市场随之躁动。“能帮

忙打听打听此次 ‘3·15’ 晚会都会曝光什么

啊？”3月11日， 北京某基金公司研究员对记者

说。他称，基金公司研究员，尤其是消费类的研

究员目前都在打听。

“去年开始我们就挺关注‘3·15’了。”广

州某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说，“2011年， 央视

‘3·15’ 晚会对双汇瘦肉精的报道震动了资本

市场。” 买方有需求，卖方来帮忙。券商研究机

构的研究员也在四处打听“3·15”媒体可能曝

光的行业，并提供给基金经理等买方投研人员。

事实上，各方的打听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并

已反应到了市场中。

A股忐忑

市场虽然健忘，但是两年前央视“3·15”晚

会对双汇瘦肉精的报道，仍然让投资机构记忆犹

新———在“3·15” 晚会曝出的双汇瘦肉精事件

后，双汇发展股价在2011年3月15日跌停，使得买

入双汇发展的56只基金当日浮亏接近20亿元。此

后双汇发展停牌，但当4月19日复牌后，双汇发展

又有两个跌停。在此之后，因媒体曝光质量问题

引发机构踩地雷的案例愈演愈烈。仅2012年，就

有白酒塑化剂、药品毒胶囊、药品地沟油等事件

发生，让当中的投资机构损失惨重。

对于投资机构而言，“3·15” 留下的记忆在强

化。于是出现今年“3·15”晚会前夕，投资机构竞相

打听“3·15”曝光内容的行为。真正的谜底要到“3·

15”晚会当晚才能出炉，但是目前投资界已经流传

了诸多版本，并且已经开始对A股市场产生影响。

3月13日，微博一网友爆料：“今年‘3·15’

晚会多套方案备选， 其中之一为中国油品质量

问题，其中曝光了诸多不合格油品硫、锰、苯、

铅、烯烃等严重超标。”当日，油品升级概念股被

投资者炒作，三聚环保逆势收涨1.11% 。

而基金公司打听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我们

听说是网购安全问题。”上述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研

究员称。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则称：“我听说

要曝光白电。”3月13日，格力电器、青岛海尔等白电

龙头跌幅均超大盘。广州的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

理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宽带服务质量。”

而更为简单粗暴的做法是避开消费。“过往

多年，“3·15”晚会曝光的产品质量问题主要集

中在消费领域，若不想踩地雷，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避开消费股。”前述上海某基金公司基金经

理表示。在弱市情况下，消费板块本应该是避险

品种， 但是3月11日以来， 消费50指数跌幅为

3.07% ，弱于大市。

折射研究缺陷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虽然对“3·15”曝光的

问题非常关注，但让他们头疼的是“没有确定的

信息。”这让基金经理在操作上并不敢轻举妄动。

“不排除一些投资经理怀着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的心态，抛售所谓‘地雷股’。”上海的

那位基金经理认为。 但是这种投资方法和基金

业标榜的投资方法相互违背。“在事情不确定时

就做出判断是风险很大的。”他表示。

究其实质， 是现有的研究方法对产品质量

问题的无能为力。假设，当现有的研究方法能够

做到对产品质量的把控， 那么市场传言中的网

购安全、白电质量还是油品质量，通过排除法都

能够鉴别真伪。很显然，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的

研究机构在此问题上都做不到。

但近期，A股市场开始出现另一种研究方

法。 去年12月， 一家咨询公司———中能兴业与

《证券市场周刊》 联合写作了 《康美谎言》一

文。该公司通过实地调查、多方取证等方式对康

美药业披露的公开信息进行质疑。

今年3月8日，中能兴业公开了一封题为《请

求证监会确认做空合法性》的信，希望证监会能

够确认“投资研究机构通过分析研究与实地调

查等手段，对发现的有疑问证券先融券卖出，然

后再发布看空的报告以谋求利益” 是否符合证

券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

而中能兴业的这种研究方法， 或是可以解

决投资机构面对产品质量不确定性的担心。只

不过，中能兴业希望做空“地雷股”，基金公司

则希望避开“地雷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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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民“3·15”最不满：基金经理薪水高 业绩却不佳

今年“3·15”晚会

将呈现“卧底”真相

两年前央视“

3

·

15

”晚会对双汇瘦肉

精的报道，仍然让投资机构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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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聘印刷领机数名15183681885
●金口岸聘养生、保健、足疗、经
理、主管、合作13194895268
●卫校诚聘护士资格培训教师，
持证有经验待遇优13880722990
●高薪聘中西医师15928565656

●海德堡一助,二助13438309913

●四川省电力设计院聘五城区内
35岁以下男性司机2名持B1照五
年以上驾龄电话87319232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财/税/金融代办13982246166会计培训
●会计从业证免费培训87703928摄影培训
●博瑞摄影培训87799557家教
●博学堂一对一·小班86112500出国咨询
●无担保移民美国4000831830写作服务
●专业作家写家史自传书稿文稿
电话：86100628 qq43701490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维修移机8611151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格力中央空调体验店86666272
●中央空调、制冷设备87483261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4597190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祥成租车成都最低价84555318
●吉安★高中低档新车83028288装饰设计
●金豪装饰高端设计85975531-0建筑规划设计
●酒店会所设计★15196666119装饰装修
●千盛中小型商业装修87493838
●办公室茶娱装修翻新84410228养老托老
●社保定点医养一体84609898
●离市区最近医养一体84713993保姆·钟点工
●宏艳优钟点保姆清洁85558426
●巧手钟点工保姆保洁85567488
●新鸿保姆钟点工保洁84379449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85183374★87514228
●东怡保洁84376668★87311418
●乐美保洁 ★六折13880455259
●洗外墙13730608085烟机石材
●乐当家85151456毯85171456蜡
●安洁石材防水清洁毯61362155保洁服务
●净牛家庭保洁87666543洗地毯疏通管道
●84315886汽车低掏●85555458
●玉林85566508营门口87676040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疏管掏粪
●●专业疏改管抽掏粪87786400
●84700128疏改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66309222疏管抽掏粪87023884
●85533772疏管抽掏粪85044621
●87762682疏掏粪池●83382663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正规公司不漏付款61360548搬家公司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人民85051718空调87776177琴
●宏发低价84349988▲84328888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大发搬85188195空调83288888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百顺87766028空调琴86266468
●宏运搬家84442888厂86635488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丧葬一条龙服务
●安亲堂清明优惠购墓87429737
●85593168周氏灵堂棚86276116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183836086

●高购一切二手货13550007277

●高收空调及废旧13678159509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20万米架管、10万扣件出售 ,
价格优惠18613216108
●收空调桌椅废旧13438074486
●收一切废旧物品15982249447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汽车转让
●出售川A半挂车13880525815求购汽车
●长期收购★货车15982872585
●购微货轻卡天锦13550025428
●求购轿车13881809366拒中介
●求购1-10吨货车13088071080律师服务

●薛律师法律咨询15281075783
●吴律师民事婚姻13084418318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工商行业咨询
●东升办照★审计86656285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8510803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61515001优快办照★专业资质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优快执照资质酒证★83390706
●圣诺优办执照、资质86664773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年检★执照记账资质87663899

●专业办照★验资13880886530
●低价公司注册15828254210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取名
●酿名苑★★专家取名66000076
测名.择吉日.选宅www.yzqn.com

商务咨询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2236045
●婚姻调查★13402812221财会·税务
●金环账税新办照增资65877308洗涤·干洗设备

启事
●成都硕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给徐恒2-1-1901购房款金额
157075元（NO.0001782），税费
等金额17514.05元（NO.1011126
）等票据均遗失作废。
●成都海天中城置业有限公司将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618
01675）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视康眼镜经营部国税登
记证及地税登记证正、副本3606
21740915225A2遗失
●武侯区诺贝尔眼镜店国税登记
证及地税登记证正、副本360621
740915225遗失
●青羊区新诺贝尔眼镜店国税登
记证及地税登记证正、副本3606
21740915225A1遗失
●四川太华药业有限公司遗失一

张已开的防伪税控普通发票，票号
为：00104254
● 成 都 商 报 订 报 收 据
1329476-1329500遗失
●吴际钢驾驶证. 身份证6101111
95902132514于2013年3月12遗失
●成都星火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网号：5101230001301遗
失作废
●川师文理学院冉帅学生证遗失

身份证遗失
●范峥512225196909111229遗失汽车报失
●2013年2月10日凌晨在成都市
营门路营门口立交桥旁国美电器
门前停车场，本田雅阁黑色轿车
被盗，车牌号：川A737R6，发动
机号：8919994 车架号：LHGCP
268798019988，联系人：谭敏，
电话：13980016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