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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毅达连续两年财务造假：两年后完工，“钱”已到账

《国际金融报》记者
经历长期调查证实，中
毅达确实造假了！ 并且
连续造了两年假， 连其
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否
认。 有市场人士分析，中
毅达可能因扭亏造假而
退市， 股民也可提起民
讼，维护权益。 中毅达麻
烦大了。

东 方 ＩＣ 图

厦门中毅达位于漳州市樟浦县的苗圃一片狼藉，枯死的树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上。
资料图片

至连当初提交的 １００ 万项目保证金

名广东苗圃的负责人向 《国际金融

也没有返还。

报》 记者展示了其内部的真实盘点

毅达的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一
季 度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249.90 万
元、-345.35 万元、-210.25 万元，即
便资产估值 8 亿多，依然连续 13 个
季度亏损。 在被注入上市公司后，
从 2014 年 7 月 14 日到 2014 年底
的 净 利 润 为 -66 万 元 ，2015 年 、

记者就拖欠工程款向厦门中毅
达求证，一名高层坦言，情况属实。
该高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
厦门中毅达在金砖项目中标后便以
福厦高速铁路、 湖滨南路绿化重建
和中山公园绿化三个项目向厦门银
行贷款共计 4000 多万。 贷款到账

表。 记者据此与中毅达 6 月 27 日
发布的苗木库存表进行对比， 发现
出入甚多。
在编号为“2 场”的苗圃中，有
2535 棵蓝花楹，其规格为米径（树
苗距离地面一米处直径）17-26。 参
照中毅达同日发布的苗木询价单，

大道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项目也是
如此，合同签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16 年的净利润分别 为 22.24 万
元、387.28 万元。

后， 便被母公司上海中毅达派驻厦
门的财务总监挪走，导致工程款项

这 2535 棵 蓝 花 楹 价 值 392.75 万
元。 然而根据该苗圃负责人提供的

实真相更接近这是一笔“双赢”的买
卖。

26 日，原定 2 年的建设工期，福建
上河半年左右便完成了近九成。

从财务数据来看， 厦门中毅达
的经营状况似乎在 2014 年后在逐

无法下发。 因为害怕施工人员上门
讨薪，造成群体性事件，公司现在已

内部苗木盘点评估数据，2 场苗圃
有 的 蓝 花 楹 规 格 均 在 米 径 1 -15

罚。 ２０１６ 年再度造假。 业绩实现赢
利。

记者查阅福建上河的财务数据
发现， 其 2014、2015 年业绩情况一

一位接近福建上河的知情人士
向《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福建上

步好转，对于 2016 年上市公司整体
扭亏为盈有着不小贡献。

经没人来上班了。
中毅达通过提前确认项目收入

内，虽然有 2784 棵，但是价值约为
200 万元，价值缩水了一半。

蹊跷的净利润增长

般， 净利润均未超过 350 万元。 转
折点发生在被中毅达收购的 2016

河的施工进度远没有这么神速。 该
知情人士坦言， 福建上河正是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毅达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

让厦门中毅达扭亏为盈， 一名厦门
中毅达财务部的员工向记者展示了

在编号为“19 场”的苗圃中，有
2828 棵中东海枣， 其规格为杆高

年三季度，上河建筑的业绩如同开

工程确认问题，大幅注水收入，虚增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

其内部制作的真实年度利润预测

410-560。 参照中毅达同日发布的

由于 2015 年业绩不佳，中毅达
不惜虚构了 2015 年三季报收入，将
第三方已完成的工程量确认为公司
三季度收入， 由此虚增三季报营业
收入 7267 万元，占三季报营业收入
的 99.56%（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为 7299 万元）， 占全年营

了挂一般， 以至于下半年的净利润

利润。

告》显示，厦门中毅达全年 8138.13

表，该报表显示厦门中毅达在 2016

苗木询价单，这 2828 棵中东海枣价

甚至超过了前两年的营业总额。 与
此同时，被中毅达收购前，福建上河
所接项目， 标的规模小， 实现营收
少。 收购后， 福建上河不断从大型

根据会计准则， 收入的确定必
须要经过合同签订，施工完成，开出
税票才能入账。 一位资深监理人员
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工期较长

万元的收入， 仅 2016 年 12 月开工
的四个 “金砖项目” 便贡献了
4259.53 万元的收入，占总体比重为
52.34%。

年的收入为 3224.14 万元， 净利润
为-681.24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公布
的数据大相径庭。

值 2207.56 万元。 然而在内部苗木
盘点评估表中，19 场苗圃有 1989
棵中东海枣， 规格在杆高 200-600
内， 多为杆高 400 以下， 另有死苗

央企、大型地方国企承接工程业务。

的项目， 通常会根据劳务交易的完
成进度进行确认入账。

这四个项目分别是厦门湖滨南
路绿化提升工程、 集美大道绿化景

虚增资产何其多

181 棵，价值约为 1300 万元，远远
低于官方估值。

业收入的 108.19%（公司 2015 年度

工程提前确认

因此， 上述 5 个项目均存在大
量的提前确认。 从实施项目的平均
工效来估算， 仅息烽县龙泉大道建
设项目一项恐有近 14292 万的虚增

观修复工程、 孙坂北路以及国道
324 线修复工程和南山路、 南山西
路绿化提升工程，截至 2016 年底的
完工率均超过了 50%。

除了财报造假， 中毅达的资产
也涉嫌虚增。

记者仔细对比该内部苗木盘点
表和中毅达的苗木库存表， 基本上
每个苗圃的每种苗木的数量和规格
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中毅达公告

收入，按道路施工的净利率 10.64%
计算，虚增净利润 1520.67 万元，占
据了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左右。
《国际金融报》记者据此向中毅
达年报出具方——
—亚太（集团）会计

对比厦门中毅达以往类似的项
目，沈海高速公路（厦门段）同安互
通、服务区、高边坡绿化提升工程中
标时间为 2015 年 6 月，计划工期为
180 日。 结合中毅达的公开资料，这

师事务所求证， 相关负责人对此并
未否认， 表示了解清楚情况后再给

个项目的开工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截至该年年底才完成 81.5%， 并未

亿元）。 厦门中毅达于 2014 年 7 月

远远不到中毅达披露的 9.86 亿元，
苗木实际净资产仅为虚增后数额的

回复。 随后，《国际金融报》记者多
次与其尝试联系， 电话始终无人接

在预计的半年内完工。
福州市三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

14 日 注 入 上 市 公 司 ， 评 估 值 为
10.04 亿元，净资产为 8.34 亿元（以

20%-30%。
那么中毅达是怎么在苗木资产

扩大的情况下， 项目施工进度如有
神助。 数亿元的项目，4 个多月便全
部完成了， 比预期完成时间提前了
一年半之久， 可谓创造了建筑界的
一项“神话”。
记者发现， 贵阳观山湖区现代
制造产业园京东路项目、 贵州省息
烽县龙泉大道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
项目、 贵阳市花溪区孟溪路二标段
项目、 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枢纽中
心项目土石方及地基处理工程和贵

听。

程第 21 标段中标时间为 2015 年 8
月，计划工期为 60 日。 中毅达的公
开资料显示， 这个项目的开工时间
为 2015 年 12 月，截至 2016 年底才

201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而在 6 月 27 日中毅达对该问
询的回复公告中， 厦门中毅达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生物资产账面
价值为 9.76 亿元，远高于公司净资
产，二者之间相互矛盾。
根据中毅达 6 月 27 日发布的
公告，2014-2016 年的生物资产账
面价值分别为 9.83 亿元、9.83 亿元
和 9.86 亿元，三年内变化不大的原
因是厦门中毅达减少销售生物资

上弄虚作假的呢？
据上述苗圃负责人介绍， 上海
中毅达并未按照正规流程， 由各地
苗圃负责人盘点后制作汇总表。 而

州省修文县桃源大道道路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施工一标段等 5 个项目
是福建上河 2016 年承接的最大 5
个项目，贡献营收 5.3 亿元，占了福
建上河全年营收的 94%。 项目全部
在贵州境内， 其中 4 个项目总包方
为中铁十七局 （其中两个项目分总
包方中铁贵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
中铁十七局全资子公司）。
厉害的是， 这些项目合同签订
时间相差不过 4 个月，因此，福建上
河在近乎多线作战、 同时开工的情

由于合并报表中主营园林绿化
的公司只有厦门中毅达， 可以得知
厦门中毅达的收入和净利润就是对
应园林绿化的收入和净利润， 分别
为 7882.73 万元、449.27 万元。
但是中毅达 2016 年年报显示，
厦门中毅达的净利润是 387.28 万
元，与上述数据不符。
此外，根据 5 月 23 日中毅达发
布的 《中毅达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厦门中毅达

神速，项目个个全完工。
记者辗转与厦门市公路局园林
绿化提升项目的负责人联系， 其表
示项目的确于 2016 年 12 月份开

况下，依然大幅缩短了建设工期。
记者辗转向中铁十七局相关人
员求证，被告知，福建上河确实在以
上项目的分包方名单中， 且合同金

在 2016 年的收入为 8138.13 万元，
这与中毅达 2016 年年报中的两个
数据都不一致。
如果说上述厦门中毅达的数据

额基本一致。
蹊跷的是， 项目的实际建设进
度却与年报显示大相径庭。
以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项目为
例，项目预计启动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建设工期 2 年。 延迟 5 个多月

矛盾可能是失误造成的，那么《国际
金融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中毅达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舒梧

6953 万元。 而中毅达全年盈利不过

开工后， 福建上河 8 月 6 日签订分

468 万元， 若是没有福建上河的及

包合同，12 月份便显示已完工，完

在被注入上市公司前， 厦门中

一年多时间， 中毅达接连被上
交所问询 11 次，以至于公司的公告
栏里， 充斥着大量与问询相关的公
告。
A 股市场，论信披造假，*ST 慧

时输血或是福建上河的输血量再少
些，中毅达全年业绩怕是得变脸了。
此可理解为， 中毅达的业绩并
不好， 但是收购了赚钱能力超强的
福建上河，后者的巨额盈利注入进
来后填平了中毅达的亏损大坑，从
而保住中毅达不被降级。

工率 100%， 确认收入近 6000 万
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 中铁十七局
相关项目人员却告知记者， 目前该
项目仍处于施工建设中，预计 2019
年完工。
规模达 2.38 亿的息烽县龙泉

球排第二，怕是没有企业敢争第一。
如今， 资信严重透支的中毅达正在

从表象上来看， 中毅达低价收
购福建上河，似乎是得益者，然而事

“冲刺”这一红线。
2015 年年报造假被证监会处

见习记者 ｜ 林韵帧

营业收入为 6717 万元）。
在这一行为遭到证监会处罚
后，中毅达似乎并未引以为戒，一年
后故伎重演。
《国际金融报》记者调查发现，
中毅达 2016 年的年报无论造假金

对于福建上河被收购后， 在承
接工程方面的突飞猛进， 公告归功
于中毅达上市公司的平台和公众公
司形象， 为福建上河在商务谈判中
赢得了信任。

额、造假范围，还是造假产生的影
响，相较 2015 年更为严重。 中毅达
甚至不惜利用厦门金砖项目， 在造

上市公司中毅达给福建上河带
来的变化远不于此， 更为直观的表
现是项目进度。 记者查阅福建上河

假歧途上越来越远。
2015 年亏损 650 多万，中毅达
2016 年面临的业绩压力很大，如果
再亏损，迎接它的便是“披星戴帽”。

资料， 发现此前即便是几十万元的
项目， 工期也需要半年到一年。 而
并入上市公司后，在没有说明规模

2016 上半年，中毅达继续身陷亏损
中，且亏损面继续扩大，看不到盈利
迹象， 一度被外界认定降级几成定
局。
转折点出现在该年三季度，中
毅达营业收入环比猛增近 8 倍，四
季度，中毅达更是以 4000 多万的巨
额盈利成功“扭亏为盈”，逆转了局
面。
中毅达 2016 年年度报告表示，
本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合
并后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以厦门中
毅达与福建上河对外开展具体业
务， 上海中毅达主要负责集团化统
筹管理。 换言之， 母公司上海中毅
达是个壳，没有主营业务，公司业务
的主要贡献量来自福建上河建筑和
厦门中毅达。
这两家公司皆属于建筑行业，
福建上河主营市政工程， 厦门中毅
达主营园林绿化工程，中毅达的造
假正是利用了这两家公司工程量的
确认，将 2017 年、2018 年预计完成
的工程量确认为 2016 年收入，以此
虚增大量营收和利润， 从而实现盈
利，得以保壳。
对于福建上河的功若丘山，中
毅达年报中予以充分肯定， 直言公
司 2016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的主要
驱动因素是收购了福建上河 51%
的股权。 福建上河 2016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5.69 亿元， 实现净利润

一名接近亚太（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的知情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
者表示， 中毅达的年报是亚太 （深
圳）分所出具的，目前田（音）姓负责
人很担心造假被查出。

利用金砖项目
同样的方法， 中毅达也如法炮
制在了厦门中毅达身上。

利用厦门金砖项目进行财务造假，
这可不是失误能够解释的。
厦门中毅达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注入上市公司， 评估值为 10.04

亿元，净资产为 8.34 亿元。

完成 75.88%，并未在预计的两个月
内完工。
集美区过境公路节点绿化提升
工程中标时间为 2015 年 8 月，计划
工期为 60 日。 中毅达的公开资料
显示，这个项目的开工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截至该年年底才完成
27.84%，并未在预计的两个月内完
工。
这三个项目的完工进度情况或
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厦门中毅达
的工程开展进度时常低于招标方的
预期，项目效率并不理想。
这四个金砖项目， 厦门中毅达
倒是和福建上河一样， 忽如一夜变

6 月 21 日，上交所对中毅达发
出问询函， 称收到关于公司虚增净
资产的实名举报。
举报人称，经查证，中毅达通过
人为增加苗木数量、 提高苗木规格
等方法， 至少虚增公司全资子公司
厦门中毅达苗木资产额 5 亿-6 亿
元（真实的苗木资产额约为 2 亿-3

产， 在 2016 年年报中更是指出，当
期苗木资产不对外进行销售， 主要
用于自营工程。
然 而 ， 厦 门 中 毅 达 在 2016 2017 年承接了 6 个金砖项目，需要
对大段道路进行绿化， 生物资产账
面价值竟然不减反增，令人不解。
一名厦门中毅达高层向 《国际
金融报》记者透露，停止苗木销售的
真实原因是估价 100 元的苗木市值

中苗木库存表的苗木普遍规格更
高、数量更多。
厦门中毅达的一位苗圃负责人
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公司的
真实苗木资产大约为 2 亿-3 亿元，

是将林调公司闭门造车， 参照去年
数量制作出的盘点清单，寄往苗圃，
要求负责人在 “参与盘点人” 处签
字，表示这份资料需要提供给审计。
更令人震惊的是， 针对中毅达
6 月 27 日发布的厦门中毅达部分
存货资产减值测试评估报告中的存
货评估汇总表， 报告中署名的制表
人却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自
己 4 月便已离开公司， 完全不知道
这份汇总表是怎么做出来的。
不足 3 亿元的苗木资产被虚增
至 10 亿元，中毅达如此造假的动机
何在？
一位厦门中毅达离职高管向《国

只有 20 元，在此情况下，销售即亏
本， 销量越大亏损越大。 而生物资

际金融报》解释，高资产不仅为中毅
达在申请贷款、项目招标时带来无形
的加分，更为上市公司的市值带来直
接帮助。 该离职高管向《国际金融报》

工，但是到 2016 年底只完成 300 多
万的工程量，占项目总量的 10%多
些 ， 远 低 于 年 报 上 所 说 的 50% ，
2017 年 3 月底虽全部完工，但截至

产账面价值增加是因为中毅达将苗
木的日常养护费用皆算作苗木成
本，作为资产增值。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走访发

记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市场知道
中毅达的总资产不足 4 亿元，它的市
值会回到一个怎样的位置？
知名律师严义明在接受 《国际

目前仍未进行项目验收。
更令人吃惊的是， 该负责人透
露，虽然项目已经完工一段时间，但
工程款却迟迟不见踪影， 其尝试与
上市公司中毅达联系， 对方让其多

现， 厦门中毅达目前共有 30 个苗
圃， 其中 6 个在广东中山，24 个在

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

体谅当前公司资金困难的处境，甚

福建漳州。
相较于福建苗圃的杂草丛生，
枯死的树木横七竖八地斜躺在地面
上， 广东苗圃的管理则规范些。 一

财务造假一旦被证实， 证监会会对
其做出行政处罚，并移送公安机关，
而持股股民可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 如果中毅达连续两年
亏损，很有可能将面临退市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