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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诉讼是更好选择
什么样的投资者具备索赔资格

呢？11 月 29 日，北京大成（长沙）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富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

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

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

后卖出或仍然持有该证券，且因卖出

或继续持有该证券而发生亏损的投资

人具有索赔资格。”

陈富认为：“具体到本次事件中，

大家对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还是比

较一致的，均认为实施日是 2017年1

月12日，但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目前

还存在较大争议，本人认为将2017年

11月10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较为适

宜，因为该日祥源文化公告领受了《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违规细节也于

该日开始公布，应该认为 2017年11月

10日揭露的事实对投资者决策和涉诉

股票市场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投资者该如何进行索赔？对此，

陈富表示，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对于管辖法院有一定限制，投资者

自身投入人力参与维权，不论在时

间、精力还是经济上都将耗费比较

大的成本。事件发生以来，有许多

律师事务所及律师都发出了征集集

体索赔的声明，拟为受损投资者提

供法律服务，投资者委托律师进行

集中诉讼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陈富提醒，在投诉索赔时，投资

者需要准备身份证件、证券开户信息、

证券交易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

损失计算等材料。

但是，陈富也表示，赵薇夫妇目

前正在就被证监会拟处罚一事进行上

诉，“如果上诉成功，投资者将无法

向赵薇夫妇索赔”。

消息股>>

光大银行创新
飞机租赁资产证券化业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陈翔 郭诗颖）
日前，中国光大银行与天津

自贸区客户中飞租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银行业信贷资产

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合作，

完成了飞机租赁资产证券化

业务。在近期举行的第六届

中国航空金融发展（东疆）

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航空

金融万户奖颁奖盛典上，该

业务获得中国航空金融创新

项目“融资创新奖”。

这个项目的成功落地为

我国飞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了新的产品融资渠道和交易

平台，为未来非标准化产品

实现交易流转探索了新方向，

也为航空产业及租赁行业多

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太平人寿斩获
“年度最佳企业文化奖”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周航）近

日，由《保险文化》杂志社

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保险文化

与品牌创新论坛暨第十二届

中国保险创新大奖颁奖盛典

在浙江宁波举行。太平人寿

获评“年度最具影响力保险

品牌”、“年度最佳企业文

化奖”，旗下四款保险产品

斩获包括“最佳健康保险产

品”、“最佳理财保险产品”、

“最具投资价值保险品牌”

在内的多个奖项。

据了解，中国保险创新大

奖是由《保险文化》杂志社

联合国内著名院校保险院系、

国内著名财经媒体共同举办

的，目前已连续举办12 届，

业内影响力、公信力有目共睹。

新华保险再获
保监会服务评价AA评级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吴文捷）11

月24日，中国保监会官方网

站公布了2017 年保险公司服

务评价评级结果，在参评的

59 家人身险公司中，11 家获

得 A 类评级，其中 4 家获得

AA 评级。新华保险再次荣

获 AA 评级。中国保监会出台

《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连续两年在保险行

业开展服务评价。服务评价

体系涵盖销售、承保、保全、

理赔、咨询、回访和投诉七

大环节，设定电话呼入人工

接通率、理赔获赔率、投诉

率等 8 项定量指标。服务评

级结果分为 A、B、C、D 四

大类，具体包括 AAA、AA、A、

BBB、BB、B、CCC、CC、C、

D 共 10 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吴迪

明星投身股市的并不少见，姚明、冯小刚、黄晓明……“明星
效应”吸引了不少股民跟风买股。然而，若盲目“追星”炒股，

也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11 月 10 日，赵薇
和黄有龙夫妇因利用龙薇传媒通过祥源
文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等情况，
被证监会拟作出行政处罚和 5 年证券
市场禁入决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一批投资者称受到了数万元到
千万元不等的损失。近日，长沙就

有股民称准备向赵薇夫妇讨说法。面对虚假信息披
露，中小投资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请看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的调查。 图：经济导报

实际上，自 11 月 10 日

起，王薇就开始了她的维权

之路。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我在网上给董秘

写过帖子，给公司打过电话，

也给公司写过信，但都没人

回应。”后来，她在网上加

入了一个万家文化投资维权

群，发现有不少湖南投资者

跟她一样也在维权。“目前，

我在群里接触到的、能提供

对账单等证据的股民有一百

多个，其中来自湖南的投资

者有十几个，都是普通的中

小股民，损失从几千元到几

十万元都有。并且，绝大多

数都是因为赵薇的名气而选

择购入万家文化股票。”王

薇介绍，现在他们正一起找

律师，希望通过诉讼维权，

来找赵薇夫妇或万家文化寻

求赔偿。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厉健表示 :“第一被告

将是万家文化，虽然已更

名为祥源文化，但上市公

司的更名不影响投资者的

起诉索赔。因为，万家文

化是上市公司，龙薇传媒

和赵薇夫妇等人的相关信

息，都是通过它发布出来

的。除此以外，由于赵薇

夫妇等人也是被证监会处

罚、认定信息披露违规的，

所以也会被列为共同的被

告，要求承担连带的赔偿

责任。”

“律师告诉我们，这类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胜诉的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相关司

法解释以来，已经有大量胜

诉案例，如东方电子、银广

厦、佛山照明等亿元索赔大

案。”王薇说。

但是，王薇们也遇到了

一些困难，“诉讼时间长，

诉讼成本高，导致一些中小

投资者不能凝聚力量，最后

放弃诉讼”。

身边故事>>

“追星”投资，长沙股民损失近二十万

投资者欲找赵薇夫妇索赔

律师建议>>

·编后·
其实，娱乐明星在证券市场“触

礁”，赵薇不是第一例。2016 年，

暴风集团收购吴奇隆刘诗诗的稻草

熊影业被证监会否决，唐德影视拟

现金收购范冰冰及其母亲张传美持

有的爱美神合计 51%的股权一事也

最终“黄了”。未来监管将越来越严，

中小投资者再不能抱侥幸心理，轻

信娱乐明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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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今年1月16日，

也就是赵薇宣布要入股后几

天买入的，当时每股 22.1元，

买了约 19000 股， 价 值 40

余万元。”11月27日，长沙

市民王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她最早关注到万家

文化是在去年的12月27日，

当时，万家文化发布公告说

是要与龙薇传媒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龙薇传媒以30.6 亿

元收购万家文化 29% 股份，

而龙薇传媒的实际控制人是

娱乐明星赵薇。这吸引了王

薇的注意。“自己本来就挺

喜欢‘小燕子’赵薇的演技，

况且坊间一直传言赵薇的丈

夫黄有龙与马云关系密切。”

真正让王薇下定决心重

仓买入的原因，是万家文化

1月12日发布的一则公告。

在这封万家文化回应监管层

问询函的公告中称，在本次

龙薇传媒对万家文化总价高

达 30.6 亿元的收购中，来

自赵薇本人的自有资金仅为

6000万元，其余 30 亿元均

分别来自金融、信托机构的

借款。这也就意味着，赵薇

用了50 倍的杠杆来进行本

次收购。

“当时市场上议论纷纷，

但就是没有人讨论赵薇为什

么要花 30 亿去买下万家文

化。”王薇表示，在她看来，

既然赵薇作为一个明星愿意

借超过本金 50 倍的资金来

收购万家文化，那后面必有

“资本大鳄”在运作，给她

出谋划策。

在公告后的第二天，也

就是 1月13日，看到万家文

化尾盘继续冲击涨停后，王

薇决定不再犹豫，重仓买入。

1月16日，星期一，王薇以

每股 22.1元买入 19000 股，

价值 40 余万元，当天冲击

涨停。第二天，最高涨 8%

至 25 元。近 5万余元的浮

盈，更加坚定了王薇的持股

信心。

让王薇没想到的是，在

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她

“被赵薇害惨了”。

2 月14日，万家集团突

然发布公告称，龙薇传媒拟

收购总价款由 30.6 亿元减

少到 5.20 亿元，股份比例

降至 5%。

当时，王薇也注意到了

这些信息，但没想太多，认

为“可能是庄家故意放出消

息来洗盘，选择相信赵薇，

继续持有”。

2 月 16 日， 在 万 家 文

化回复上交所的问询函中

称，“龙薇传媒取得万家文

化 5.04% 股权后，不会参与

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但公告并未披露股权收购已

处于停滞状态。

这也意味着“公司讲故

事的空间基本没有了”。王

薇说，股价当天就几乎跌停，

后面几个交易日更是呈现出

近乎 90 度下跌。直到今年

4月1日，万家文化公告，龙

薇传媒已在 3月29日同万家

集团协商一致，双方同意终

止本次交易。据统计，截止

到 3月31日，万家文化股价

跌至 13.71元，比 1月17日

的 25元下跌了45%。

这期间王薇除了在 3月

中旬中途以每股14 元抛了一

半近 9000 股，另外一半仍

继续持仓。“已经套牢了，舍

不得割肉，就一直拿着了。”

截止11月27日，王薇依然

持有约 10000 股万家文化的

股票，价值近 8万元，以每

股 22.1元的成本计算，总亏

损近 20万元。

湖南股民维权，赵薇或成索赔对象

扫一扫，看投资者
该怎样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