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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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在很多人看来，这场“风暴”远未停歇。
继9月4日“21世纪网主编等人被立案侦查”

的消息公布后，9月25日曝出又一重磅新闻，令
此案的关注度持续升温———“21世纪报系总编
沈颢、总经理陈东阳25日下午被警方带走。 ”

次日， 上海市公安局对这一消息予以证
实，并称上述人员因涉嫌敲诈犯罪，已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短短数行的新闻表明， 公安机关对21世纪
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 已经扩大到
其母公司———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 特别是公
司总裁、曾执笔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
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
典语句的著名媒体人沈颢涉案被查， 令许多人
唏嘘感慨，也引发出更多的猜测与疑问。

为此，记者再赴上海，向专案组进一步了
解案情，并面对面采访了部分犯罪嫌疑人。 通
过他们自己的讲述和办案民警的介绍， 更多
案件内幕一一显现。

旗下已有三媒体涉案
“合作”企业达200多家

“我知道，公安机关这次对21世纪经济报
道、21世纪网等的查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通
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 二是收
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
道。 ”沈颢说。

办案民警介绍，截至目前，此案已涉及21世
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
纪网、 理财周报3家财经媒体，30多名相关人员
被调查。 除了沈颢、陈东阳之外，还包括21世纪
经济报道主编刘晖，21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
斌、广告部副总经理莫宝泉，理财周报发行人夏
日、主编罗光辉、总经理梅波等人。

被侵害公司的指证和涉案人员的供述表
明，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 理财周报利
用其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与上海润言、深
圳鑫麒麟等公关公司相互勾结， 指使下属媒
体记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挖掘、 采编拟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负面信息，并以发布负面

报道为要挟，迫使诸如200多家公司与其签订
“合作”协议，收取高额“广告费”。

上海新文化传媒就是曾经与21世纪网、
理财周报“合作”的企业之一。 说起当时的情
况，公司监事长余某至今感到“很不愉快”。

“2012年2月，我公司即将上市。 上海润言
公司的张某某根据我们发布在网上的联系方
式找到我公司。 ”余某回忆。 张某某介绍了润
言公司的服务项目， 并将一份广告合作协议
摆在了他的面前。

“协议上有一批报价，包括21世纪网、理财
周报等财经媒体，但价格高得离谱，登一篇文章
或广告要几十万元。 ”余某打算压低价格，但没
想到对方就没打算谈价格，而是直接摊牌。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张某某给我
举例说， 某些公司因为没有和润言公司签合
作协议，结果被媒体进行负面报道，导致无法
上市或者股价波动，付出了惨痛代价。 ”余某
说，由于正在上市的关键期，害怕对上市产生
影响，只能同意和润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这种敲诈是非常隐蔽的。 ”余某告诉记
者，“部分媒体是跟我公司直接签协议， 另一
部分媒体是跟润言公司签订的打包服务协
议， 总共花在润言公司和其要求合作媒体上
的钱有上百万元。 ”

“2013年3月14日，21世纪网发出了第一篇
针对农夫山泉的负面报道，我们随后进行了公开
澄清。”农夫山泉董秘周力介绍，“我们没有去（跟
21世纪网）做一些私下的沟通或者是怎么样，因
为董事会认为这个报道是不实的，我们没有做错
任何事情，不需要去低头或者是屈服。 ”

周力没料到，没有“私下的沟通”招致了
更猛烈的“炮火”。 随后的3个月内，21世纪网
对农夫山泉的水源、 质量标准等问题总共做
了19篇负面报道。

“负面报道出来以后，沈颢带队拜访我们
公司，提出要跟我们合作，并进行正面报道，
但被我董事长回绝。 之后他们没再找过我
们。 ”周力说。

“不低头”的代价相当惨重。 周力介绍，因
为这些不实的负面报道， 农夫山泉遭受了很
多质疑，销售受到很大影响，据估算利润损失

达数亿元。

考核高压＋直接过问
变相“鼓励”敲诈企业钱财
办案民警介绍，无论是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网，还是理财周报，均有着基本相同的
非法牟利模式。 这三家看似独立运营的子媒
体，其实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在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
之下， 拥有采编权的报纸和周刊记者负责采
写文章，网站负责删帖和运营事宜，再配以财
经公关公司牵线搭桥， 最终形成了这三家财
经媒体与润言、 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公司联手
夺食的格局。 ”办案民警说。

值得注意的是， 在21世纪传媒公司多名
高管的手机中， 警方发现了大量“某某公司
（的报道）不上网”之类的短信。

“每一条短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高额的公
关费用。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被负面报道的公
司会主动找上门来， 或者通过公关公司来沟
通。 科伦药业、亿腾医药、洋河股份、民生租赁
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负面报道而找到沈颢本人。

沈颢对此予以承认。 他以21世纪网为例
介绍，“不管是找到谁， 都会被引荐到莫宝泉
处，和企业洽谈广告合作事宜，并签订相关合
同，收取合作费用。 我知道，有些企业就会因
此签订合作协议。 ”

按照这样的模式，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
旗下的财经媒体与财经公关公司“合作”敲诈
企业，获取了巨额利润。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21世纪传媒公司的管理层给旗下媒体制
定了令人惊诧的经营目标。

“2010年，21世纪网改版，当年正是IPO重
启，IPO企业极其注重自身声誉。 我看到这个
契机，就和21世纪网的刘冬、周斌、莫宝泉等
人说，要他们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尤其是那些
极为注重自己声誉的IPO企业。 ”沈颢说。

刘冬供述， 从2011年开始， 公司领导将
“上市公司” 这块业务交由21世纪网负责；同
时下达了营收业务考核指标，“每年是八九千
万元， 完成的情况与我和我的团队的个人收
入直接挂钩”。

2012年，由于没有完成考核指标，刘冬没有
拿到足额的80万元年薪；2013年，完成情况仍不
理想。2014年年初开会时，沈颢向刘冬、周斌、莫
宝泉等人放出了狠话，“完不成可以换人”。

“我还要求他们跟IPO企业合作的数量要
达到当年IPO企业总数的70%以上。 ”沈颢供
述，“如果按照合法的经营方式， 是不可能达
到这么高的。 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实是利
用考核指标这一工具， 鼓励甚至逼着他们用
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拉合作客户。 ”

对于理财周报， 沈颢也制订了类似的考
核指标，要求他们利用负面报道逼迫企业“合
作”。 一旦有企业因为理财周报刊登负面报道
的事找到沈颢， 他会把企业介绍给相关负责
人，由双方协商合作事宜。

“已经签订协议的企业，如果因为21世纪
网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我， 我会指令刘冬或周
斌删除负面报道，履行对客户的‘保护’。 ” 沈
颢说。

违背承诺“撕裂”理想
“希望我的悲剧能让媒体同行警醒”

办案民警介绍， 本案涉及单位犯罪和个
人犯罪，可能涉嫌罪名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
索罪、商业贿赂罪等。 而种种迹象表明，对于
旗下媒体种种行为的性质及后果，21世纪传
媒有限公司的领导层是清楚的。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
涉嫌经济犯罪。 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
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 ”沈颢
承认。 他说，出于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虑，他
还是在这条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沈颢涉案被查后， 有网友感言：“沈颢有
一句话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
动。 除了真实。 ’但问题是，他在鼓励别人真
实，而自己却做不到。 ”

还有更多网友发问， 这些曾经“寻求正
义、爱心、良知”的新闻朝圣者，如今为何会跌
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
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
前辈的指导下， 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

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
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 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的很好。 ”沈颢说。

“在我的工作职责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不
仅是一个媒体人， 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
管理者。 在现实操作层面，我确实违背了在新
闻操守层面的基本观念。 ”沈颢言语中透出更
多悔意。

“虽然我们内部规章制度严格禁止此类事
情，我们平时也三令五申说过，但在日常执行过
程中，我是默认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临时性的解决
方案，也是我们媒体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
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些要求。 ”沈颢说。

翻开沈颢的履历， 或许他所言非虚。 沈
颢，1971年3月出生， 浙江嘉兴人；1988年至
199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毕业后进入
《南方周末》 工作， 历任新闻部主任、 编委；
1999年，他执笔写下流传甚广的新年献词《总
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华， 为沈颢赢得了
更多晋升机会。 1999年1月，他出任南方日报
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后又任职《城市画报》社
执行副主编；2000年10月，出任《21世纪经济
报道》主编；2003年，任21世纪经济报系发行
人；2008年，出任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后兼任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

“当有一些兄弟媒体因为这种事情出事
的时候，仍然是置若罔闻，没有抓紧机会去处
理……现在，不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

“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
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违背了当初自己对
新闻行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非常后悔。 ”沈
颢如此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 并将这次
的事件视为“一个悲剧”。

“无论是21世纪的悲剧，还是我个人的悲
剧，我希望能让有类似现象的媒体同行警醒，
坚持积极向上的新闻价值观；同时，我也希望
中国的媒体行业来一个大变革， 能够彻底清
除媒体产业链条里一些不光彩的、 违纪违法
的事情，让中国媒体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
沈颢如是说。 （据新华社上海9月29日电）

“新闻圣徒”的台前幕后
———21世纪报系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追踪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64 1 0 7
排列 5 14264 1 0 7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114 03 16 24 30 33 05+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2
下期奖池：759165112.61（元）

7238221 28952884

86858644342932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 王亮）9月28日，我省首届
“体彩杯” 县域业余乒乓球混合团体比赛暨2014年广州轻工
“双鱼杯”百姓乒王黄金大赛湖南赛区比赛在长沙县闭幕。

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2支县市代表队参加了比赛，长
沙县、安乡县、桃江县获得比赛前3名。冠军队还将选出3名
运动员代表湖南参加广州轻工“双鱼杯”2014年百姓乒王黄
金大赛全国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省乒乓球协会主办， 长沙县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局承办，旨在发挥“国球”在全民健身运动中的推动作
用，展示我省县域体育精神风貌，推动县域业余乒乓球运动
的开展。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进行的仁川亚运会皮划艇比赛
中，我省名将周玉发挥稳定，不仅卫
冕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还夺得单
人皮艇200米银牌。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
周玉一出发就冲在了最前面。到
250米半程时， 周玉以53秒44领先
第二名哈萨克斯坦老将谢尔盖耶娃
1秒07。最后阶段，谢尔盖耶娃拼命
追赶，但周玉始终保持优势，最终有
惊无险率先冲过终点， 以1分51秒
334成功卫冕。这枚金牌，也是中国
队在皮划艇项目上的首金。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单人皮艇
200米比赛中，周玉未能再次加冕，
以40秒851的成绩获得银牌， 哈萨
克斯坦选手科里纳娃领先周玉
0.213秒夺取金牌。赛后，周玉表示：
“连续两场决赛对体能影响不大，我
完全可以在200米决赛的后半程做
得更好，没能实现双冠很遗憾。”

我省另一名选手李贵强和队友
以3分1秒37的成绩， 夺得男子四人
皮艇1000米银牌。

截至目前， 湖南选手共获得15
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

省首届“体彩杯”
县域乒乓球赛闭幕

亚运会皮艇决赛

周玉再揽金银 “超级丹”已经不足以形容林丹的强
大。29日的亚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老
将林丹以2比1击败队友谌龙，实现卫冕。
自此，林丹在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汤
姆斯杯、苏迪曼杯大赛上都实现卫冕，创
造了羽毛球史无前例的双圈全满贯。

亚运会，连克世界排名前两位
说实话， 林丹不做世界第1很久了。

但一来到亚运赛场， 他用无懈可击的表
现证明， 他还是那个当之无愧的世界羽
坛“一哥”。

本届亚运会，“宿敌” 李宗伟、“接班
人”谌龙的世界排名分别为第2和第1位，
是夺冠的两大热门，但在林丹面前，纷纷
丢盔卸甲。

半决赛对阵李宗伟，林丹首局在落后4
分的局面下连得6分完成逆袭。虽然输掉第
二局，但在第三局林丹找回状态，以21比9
的巨大优势取胜。决赛面对队友谌龙，林丹
再次上演逆袭好戏，首局以12比21失利后，
连下两局实现卫冕。 两场比赛掀翻世界第
2、世界第1，林丹强大的实力和稳定的心理
素质几乎让人找不到弱点， 生动而又霸道
地诠释了谁才是真正的“世界第1”。

3个月，从100开外到世界前10
谁能想象，就在几个月前，林丹还是

世界排名100开外的选手。
伦敦奥运会后， 已经达到个人巅峰

的林丹逐渐退出各项赛事的争夺， 甚至

传出退役的消息。两年间，由于比赛打得
少，他的世界排名一度下滑到第286位。

但是，林丹的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
一旦走上赛场，他依然是那个“超级丹”。
今年4月份， 离开国际赛场8个月的林丹
重返赛场，仅用时3个月就完成了从世界
排名100以外到前10位的神奇之举。

参加比赛越来越少， 世界排名忽高忽
低， 林丹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羽毛球运

动消耗很大， 每个比赛都打
到最后的决赛， 我实在没办
法一个月参加三周的比赛，
不得不选择性参赛。”

谈未来，要打到2020年
32岁的高龄依然强势夺得

亚运冠军， 林丹的状态令人侧
目。林丹究竟能打多久？

对此， 林丹在赛后发布会上打起了
太极：“我不知道。” 随后又说 ，“东京
（2020年奥运会举办地） 吧。” 打到2020
年？要知道那时候林丹已经37岁，他的回
答让现场一阵骚动。

似乎自己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林
丹解释道，“现在的目标就是为中国队继
续贡献力量，尽可能延长职业生涯，具体
的目标肯定是里约奥运会。 但如果还能
打的话，希望能够打到东京。”

如果他真的能打到2020年， 甚至依
然能取得瞩目的成绩， 那林丹可就是名
副其实的“仙丹”了。

仙
﹃
丹
﹄

图为林丹在夺冠后欢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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