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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多名亏损股民向造谣者索赔多名亏损股民向造谣者索赔
长春高新过去1个月市值蒸发250亿

■ 9月19日，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在公众号和雪球平台发布
《长春高新（000661.SZ）投资者征集方案》，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长
春高新投资者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进行索赔。

记者注意到，这是A股市场首例投资者因虚假消息造成损失而向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进行索赔的司法案例。目前律师方面已收
到70多名投资者的索赔申请。

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证
券法》相关规定，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一个重要会议，
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有律师事务所发文，“华招医
药网”“药闻康策”等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导致今年8月18
日长春高新股票价格大跌，
给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

有律师指出，长春高
新股价下跌风波与
虚假信息的传播之
间有关，应当依法向
遭受损失的投资者
承担赔偿责任； 昨天A股不

容易，市场连跌
了几天，总算反
弹了，给大家缓
了口气。

综 合 昨 天
的盘面，达哥觉

得要点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市场短期内或还有继续上

冲的动能。从昨天的短线情绪来看，可
以说是修复了一波，涨停个股数明显
增多，而这种短线的回暖，今天就被浇
灭的可能性不大，有望延续一下，情绪
领先指数是比较积极的情况。

午后市场回落，以储能板块为首
的新能源回落最多，而下午的回落，说
明市场并不认可这个反弹方向。接下
来可能会面临板块轮动，寻找新方向。

反观沪指和上证50指数回补了
早盘高开的缺口，虽然这个缺口只是
一个小级别K线缺口，但在弱势中仍
然没有留下的必要，而且昨天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数反弹后，今天5日线就
压下来了，届时会离得非常近，进一
步反弹的空间可能被抑制。

上证指数的5日均线，今天将在
3150点附近，离昨天收盘点位还有一
定距离，所以低位蓝筹是有修复空间
的。如果低位蓝筹动的话，沪指上方
压力先看3150点至3170点区间，这个
区间也是3155点的前低颈线位附近。

从以赛道股为代表的中证1000走
势结构来说，短期是有可能再去冲一
下或挑战一下10日均线压力的。但由
于达哥对反弹的定性是反抽，且市场
属于无量局，看到反弹也不要太激动。

其次，要提前做好预案。北京时间周
四凌晨，美联储将会公布利率决议，这将
对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带来影响，市场
大概率会有资金做提前的动作，是利空
出尽吗？这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策略。

达哥的策略很简单，我把这个反
弹当成反抽看待，反弹到了压力位，先
获利了结一下。不管啥消息，可能会被
打脸，但这属于我认知内的交易，没啥
后悔的，而且尤其要防范市场到时候
借消息高开低走的情况，毕竟这种走
法最近发生太多了。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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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链隐蔽
且难以甄别、
取证难度大、
调查周期长，
查处难度非
常大；

起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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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最大限度打击网络
谣言和虚假信息；监管
部门须整合和协调多
部门，及时发现谣言消
息并进行澄清，以免投
资者遭受损失。

律
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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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则由自媒体率先发布
的集采假消息，医药蓝筹股长春
高新近期遭遇了一场做空“狙
击”。过去一个月，长春高新股价
已跌去27%，市值蒸发250亿元。

从长春高新因自媒体刊发
的一则虚假集采消息跌停起，有
投资者控诉造谣者。9月19日，高
飞律师所在的上海文飞永律师
事务所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长
春高新投资者，向编造、传播虚
假信息的行为人进行索赔。

方案显示，“华招医药网”“药
闻康策”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导致2022年8月18日长春高新股
票价格放量大跌（注：当天股价盘
中跌停）的严重后果，扰乱了证券
市场，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
应当依法向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承
担赔偿责任。

符合索赔条件的股东为在
2022年8月18日之前持有或者当
日购入长春高新股票并持有至

2022年8月22日之后的投资者，
或者在2022年8月18日之前持有
或者当日购入长春高新股票并
于2022年8月19日或8月22日卖
出的投资者。征集时间从发布日
到2022年10月31日截止。

高飞告诉记者，公开发起征
集投资者维权是基于多方面考
虑。首先，随着《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的颁布及不断修订，与中小
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日
趋完善。其次，2019年新修订的

《证券法》相关规定，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
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

在高飞看来，长春高新股价
下跌风波与虚假信息的传播之
间有关，“华招医药网”“药闻康
策”等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可能
是2022年8月18日长春高新股票
价格跌停的重要原因，给投资者
造成了严重损失，应当依法向遭
受损失的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从律师处了解到的情
况，目前已有70多名投资者报名
加入索赔。

实际上，在长春高新股价一
番大跌后，最终的浙江集采品种
中并没有生长激素。而自媒体公
众号“华招医药网”和“药闻康策”
已经将相关文章删除。

造谣者“一删了之”，但投资者
的损失已经造成。从集采传闻算起，
长春高新一月内股价重挫27%，市
值蒸发250亿，投资者损失惨重。

高飞称，当投资者因虚假陈
述蒙受损失时，可与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或者与开展股票索
赔征集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取

得联系，积极进行维权。司法机关
在审理虚假陈述案件中也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能够更为准确的界
定相关责任。

同时，高飞指出，虚假陈述类
案件的胜诉可能性较大，但胜诉与
否最终取决于法院对于虚假陈述
行为、虚假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损失的认定。

他强调，本次维权系资本市
场投资者因虚假信息遭受损失而
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
提起诉讼进行索赔，直接受害者
为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而非上市
公司自身，未检索到可参考的类
似案例。

这也意味着，如果本次能够
征集到投资者并顺利立案，该案
件将成为A股市场首个因虚假信
息遭受损失而索赔的案例。高飞
认为，本次诉讼的社会效益要大
于实际的判决结果，如胜诉，资本
市场投资者特别是众多散户则又
多了一层司法保障。

目前，监管部门已关注长春高
新遭遇集采假消息做空的情况。

9月19日，华招医药网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东西（指
集采消息的事）我们已经有相关
监管部门来问过了，您具体问他
们。上级有上级的处理，我们这边
不方便回应。”

一位长春高新内部人士对记
者表示，“这样的虚假信息太可恶
了，公司还发了限制性股票，所以
我们自己的员工也蒙受了损失”。
但何时会官方发声？对方表示，需

要等到监管部门认定事故性质及
责任后，再发表意见。

“在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应当健全完善监测、发
现、辟谣、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
争取在第一时间甄别虚假信息并
向社会澄清，防止投资者因受到
虚假信息的影响而作出错误的投
资决策。”高飞如此表示。

不过，因为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往往与操纵股价密切相关，证
据链隐蔽且难以甄别、取证难度
大、调查周期长，查处难度非常

大。尽管如此，近年来也已有不少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案例。

高飞建议，从监管机构角度
来看，应当对涉及上市公司重要
信息的造谣传谣行为加大惩治力
度，最大限度打击网络谣言和虚
假信息；监管部门要将编造、传播
涉及证券市场的虚假信息作为执
法行动的打击重点之一，还须整
合和协调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及时发现谣言消息并进行澄清，
以免投资者遭受损失。

据每日经济新闻

公开征集
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者索赔

1 判法关键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

律师呼吁 上市公司应当健全舆情监管链条3

过去一个月，长春高新股价
已跌去27%，市值蒸发250亿元

AA股股
首例首例

把紧凑型家轿圈“卷”上天
新款享域动了哪些小心思？

油价高企，开燃油车怕
油耗高了费钱；开电动车又
担心去远的地方充不到电。
如何才能享受一段不为油耗
所困，不为续航里程焦虑，真
正自在畅意的旅程？

也许，百公里油耗低至
4.71升的紧凑型家轿——
东风Honda新款享域混动
版，就是当下让人摆脱焦虑
的理想之选。在享受低油耗
的同时，享域混动版还带来
了越级超大空间、越级的驾
驶乐趣、越级的舒享内饰、越
级的智能科技。

多才多能的，享域混动
版正成为家用轿车的理想之
选。

曾几何时，“一箱油加满”已经
成了朋友圈里调侃油价的段子。在
这个动辄每升8、9元的高油价时
代，一部分人选择了电动车，而另
一部分不愿受电动车里程和充电
所困的车主仍在徘徊。

今年3月，东风Honda新款享
域上市。新款享域提供燃油、混动
两种动力，该车一上市，即在市场
上引起了强烈关注。享域混动版搭
载了全球领先的i-MMD混动系
统，1.5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最大
功率80kW，最大扭矩134N·m，电
机最大功率96kW，最大扭矩可达
267N·m，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
113kW。难以置信的是，在实现出

色动力的情况下，享域混动版
WLTC综合油耗可以低至4.71L/
100km。

享域混动版拥有三种驱动模
式，通过E-CVT变速箱实现无缝
切换，以达成最佳油耗与动力的平
衡。在拥堵时系统切换纯电模式；
混动模式下，系统会以电能驱动为
主，发动机辅助提供电能；高速行
驶时由发动机直接提供动力。这就
是享域实现低油耗的秘密武器。

在油价8元时代，普通1.5L的
轿车油耗在百公里8L左右，而享
域以百公里低至4.71升的油耗让
它的车主真正做到了不为油费有
压力，不为续航里程而焦虑。

尽管享域定位为紧凑型家轿，但是
它却将对空间的利用做到了可以媲美
中级车的效果。而这一切，都源自Honda

“MM理念”。
Honda“MM理念”即“乘员空间更

大化，机械空间更小化”。为了把“MM
理念”发挥到极致，东风Honda在新享
域上动了不少的“小心思”。新车在前
款 基 础 上 又 加 长 了 16mm，4772 ×
1804 × 1509mm 的 车 身 尺 寸 ，长 达
2730mm的轴距，营造出超级宽适的车
内乘坐空间。

中国消费者特别关注后排空间，这
一点源自对家人的关爱。因为后排往
往是家里老人、妻子和孩子的乘坐空
间。基于对中国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

的洞察，新款享
域在后排乘员的
舒 适 体 验 方 面 又
动了“小心思”。

相较前款，新享域
后排空间不仅更为宽适，而
且还首次采用了航空头枕，可以进行
35°的角度调节。后排还设计了中央扶
手及一体式多功能桌板等特别暖心且
实用的设计。

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新款享域后排
配置了双USB充电接口、后排空调出风
口等，这样在国庆大假全家的长途旅行
中，后排也不会因为怕手机没电、充电
口不够而忍着不敢追剧或者给孩子听
故事了。

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
为他会在做到100分之后，再加
上10分。在紧凑型家轿圈“卷”到
天花板的享域也属于这一类。

新款享域没有因为自己是
家轿的定位，而乖乖地安于当
一款只是省油的普通家轿。它
充 分 激 发 了 Honda 的 运 动 基
因，赋予驾驶者自信灵动的驾
驶体验。

新款享域的底盘进行了重
新调校，驾乘感受更舒适，长时

间驾驶也不易感到疲劳。新车还
有针对性地将EPS软件进行重
新调校，提升转向手感，让驾驶
员在不同速段都能更轻松地操
控车辆，低速时行驶操作便利，
转向轻盈，中高速行驶时安心、
稳定，实现了超越同级别的高
级底盘。

在实现低油耗的同时，做到
更出色的动力和更优秀的操控。
在紧凑型家轿圈里，享域混动版
可以说是已经“卷”上了天花板。

汽车消费人群的年轻化，也
激发家轿在智能互联方面的日
新月易。

新款享域更智能了，这是
许多人首次体验新款享域的
最直观感受。扶手箱内设置了
手机无线充电面板，触控屏

也升级为9英寸DA智能
屏 。搭 载 的 Honda

CONNECT 3.0 智
导互联系统，能带
来手机控制、语音
控制、在线导航、
在线娱乐、车家
互 联 等 五 大 功

能。车主还能通过手机APP远
程确认车辆状态和位置，或远
程操作智能家居。

“卷王”新款享域在空间、舒
适和安全方面的升级迭代，为
入门级家轿消费者提供了一个
出色的升级之选。尤其是大空
间和低油耗令新款享域更完美
地契合了当前新需求下消费者
最渴求的东西，实力诠释了一
个全能家轿应该有的样子。在
11到16万价格区间，东风Honda
新款享域就是最值得下手的那
一款家轿。

（张煜）
百公里4.71升油耗=无压力+不焦虑 小心思带来舒适大空间

节油与运动全都要 无须做选择题

开启智能互联享受“享域”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