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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牵出代持关系

“中技系” 大量交易真实性存疑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三年多时间里，颜静刚接连控制*ST富控、宏达矿业、*ST尤夫，被市场称为“中技系” 。 2017

年底风云突变，颜氏先是转手宏达矿业，*ST富控、*ST尤夫也在筹划控制权转让。今年2月，“中技

系”爆发诉讼危机，其中大量诉讼为民间借贷。据知情人士透露，颜静刚当年“买壳”所用资金大量

来自民间借贷。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中技系” 相关公司发布的公告发现，颜静刚及“中技系” 涉

及的诉讼规模超过50亿元。 其中，涉及民间借贷诉讼额13.9亿元。

在“中技系”众多诉讼案中，一宗或牵出颜静刚通过隐秘手法掏空上市公司。中国证券报记者

调查发现，2017年上海拓兴工贸等众多贸易公司密集与*ST尤夫、*ST富控、宏达矿业发生商业往

来。这些公司表面上与颜没有关系，但其中的一些公司频繁与上市公司合作，且相互间存在关联关

系。 北京银行出具的担保证明则直指颜静刚为上海拓兴工贸的实控人。 而且，部分与“中技系”公

司存在交易的贸易公司注册信息不实。

4月28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对*ST尤夫2017年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意见，深交

所5月9日就此事向事务所发出关注函。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在5月17日回复中指出，*ST尤夫部分

大宗贸易存在违反商业逻辑的情形，无法确认交易的真实目的和性质。

受困于民间借贷

知情人士直言， 颜静刚依靠

民间借贷快速打造出“中技系” ，

目前则又受困于此。

在两次带领中技股份冲击

IPO未果后，颜静刚调转方向，三

年多时间接连拿下三家上市公

司，构筑“中技系” 。 但2017年年

底风云突变， 颜氏先是转手宏达

矿业，今年2月爆发诉讼危机时，

又将*ST尤夫、*ST富控的控制权

摆到谈判桌前。

“*ST尤夫是一笔烂账，连公

司高管都没捋清楚债务规模。 颜

静刚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自己没

拿到多少钱， 主要去偿还民间借

贷了。 ” 一位熟悉“中技系”的人

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颜静刚

当时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主要来

源于高杠杆借贷。

值得注意的是， 颜静刚夫妇

在入主*ST尤夫、宏达矿业时，均

称收购所用资金自有资金或合法

筹集，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情况，

资金不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 但是，随着诉讼的爆发，

大量民间借贷浮出水面。

今年2月以来，*ST尤夫、宏

达矿业、*ST富控不断披露公司

涉诉公告， 被告主体包括上市公

司、颜静刚夫妇及“中技系”关联

公司。其中，诉讼涉及大量民间借

贷纠纷。

梳理“中技系” 相关公司公

告发现，颜静刚及“中技系”涉及

的诉讼规模超过50亿元， 其中涉

及民间借贷的诉讼额为13.9亿元。

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对于诉

讼的口径大致趋同。 “公司内部

未提交过这些借款协议的用印

审批，也未查见用印记录；未发

现公司收到上述借款并进行会

计处理。 ”

频繁交易惹诉讼

公开信息显示，“中技系” 上

市公司频繁与上海孤鹰、 上海祈

尊交易并发生大量资金往来，进

而引发一系列诉讼。

*ST富控5月披露一宗买卖

合同纠纷。 2018年1月2日，公司

子公司上海澄申商贸有限公司

（简称“澄申商贸” ）与上海孤鹰

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孤

鹰” ）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

约定澄申商贸向上海孤鹰分别采

购联想服务器和服务器主机，合

同总金额为1.2亿元。澄申商贸已

根据合同约定向上海孤鹰支付预

付款9000万元。 其后，上海孤鹰

未按照合同约定交货。因此，澄申

商贸对上海孤鹰提起买卖合同纠

纷诉讼。

“交易中支付预付款很常

见，但需要看购买货物类型。 如

果行业交易习惯就是支付大比

例预付款，那也正常。 如果采购

的是非标准化产品，预先支付大

部分货款也属正常。 ” 浙江高庭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志辉律师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采购

标准化产品，且是在买方市场情

况下，预先支付大比例预付款就

不正常了。 “电脑服务器不是定

制的， 市场上可以直接买到，属

于标准化产品。而且1.2亿元购买

联想服务器和主机，可以直接向

联想公司购买，对于联想也不是

一笔小买卖。 ”

蹊跷的是， 上海孤鹰经营范

围包括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花

卉、苗木、机械设备、矿产品、金属

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的销售；商

务信息咨询； 建筑装修装饰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 从事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从中看其并不具备

销售电脑服务器资质。 汪志辉表

示， 从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角度

看，超范围经营可以处罚。从民事

角度看，相关交易受保护。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

海孤鹰与“中技系” 关系非同一

般。 除了澄申商贸在未收到货物

就大比例支付给孤鹰贸易现金

外，*ST富控2017年年报披露，公

司与上海孤鹰发生资金往来

7500万元，澄申商贸与其发生资

金往来3.6亿元。

不仅如此， 上海孤鹰还与

*ST尤夫、 宏达矿业两上市公司

有贸易往来。

*ST尤夫旗下湖州尤夫高性

能纤维有限公司（简称“湖州尤

夫” ） 与上海孤鹰于2018年1月

初签订PTA购销合同，合同金额

3亿元， 且1月2日即预付3亿元。

宏达矿业则与上海孤鹰发生资金

往来8267万元。 不过，该笔支付

未完成交易。

上海孤鹰并不“孤单” ，上海

祈尊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上海

祈尊” ）亦与“中技系”上市公司

频繁发生资金往来。

*ST富控2017年年报披露，

公司与上海祈尊发生资金往来

2.2亿元。

*ST尤夫2017年年报显示，

上海祈尊为公司第二大供应商，

采购额达4.69亿元， 占年度采购

额的5.08%。在*ST尤夫与上海祈

尊乙二醇购销往来中， 上海祈尊

实际供货金额为4.71亿元， 公司

付款5.53亿元，上海祈尊尚欠*ST

尤夫货物价值8157.9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ST尤夫因

与上海祈尊发生大宗贸易业务给

上海祈尊开具商业承兑汇票3.78

亿元。 之后，双方变更支付方式，

以现金支付， 形成应收上海祈尊

的3.78亿元。 截至2017年年报审

计报告签发日， 上海祈尊尚未将

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ST尤夫。

*ST尤夫已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

3.78亿元中的16张商业票据金额

2.78亿元为已逾期未兑付状态。

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

诉*ST尤夫及上海祈尊， 要求偿

还原告保理本金3000万元及利

息。 *ST尤夫公告通过法院网站

查询到， 深圳市富德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向*ST尤夫及上海祈尊提

起票据追索纠纷诉讼， 涉及5张

到期票据合计金额7000万元。

*ST尤夫全资子公司湖州尤

夫与上海祈尊2018年1月初签订

的乙二醇购销合同， 合同数量为

37500吨， 合同金额为3亿元，交

货期为截至2018年6月25日。 公

司于2018年1月2日预付上海祈

尊实业有限公司3亿元。

宏达矿业2017年年报披露，

在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

五名中，上海祈尊尚欠74.53万元

位列第三位，账龄在1年以内。 公

司与上海祈尊发生资金往来1.13

亿元，该笔支付最终未实现交易

目的。

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交易

针对*ST尤夫、*ST富控以及宏达矿业

出现的大量大宗贸易，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三家公司的审计机构发现交易异常，

对*ST尤夫、*ST富控的财报分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对宏达矿业则给出保留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回复深交所关注

函时表示，大宗贸易（乙二醇仓单）采购、

销售均未见系统撮合，公司称供货方上海

祈尊、上海孤鹰系中技集团（颜静刚所控

制）介绍，无评选过程及相关资质调查资

料；经查询，公司未建立大宗贸易相关制

度；公司于2017年8月、9月向上海祈尊现

款采购乙二醇（含税价）4.71亿元，2017

年8月向上海孤鹰赊购乙二醇（含税价）

5138万元 （并于2017年11月、12月支付

货款5000万元），公司在2017年8月、9月

向上海嘉绍、上海澜屿及上海涉浦确认销

售收入（含税价）5.24亿元，销售回款时

间为2017年12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指

出，从资金流看，公司先付款采购、再赊欠

销售，垫支资金较大，大宗贸易销售毛利

仅为116.03万元，远远低于公司垫付资金

的资金成本，不符合商业逻辑。

*ST尤夫原子公司江苏尤夫与大宗

贸易的供货方上海祈尊、上海孤鹰发生大

额资金往来业务，金额分别为3亿元、3.03

亿元；上海祈尊又是公司涉诉案件中的指

定收款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公司管

理层对上述交易主体关联关系进行认定

核查。公司提供的说明认为不存在关联关

系。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表示，“我们执行

了函证程序，向5家公司发函，至报告出

具日尚未收到回函，也未接受走访。 ”

湖州尤夫2018年1月划款给上海祈

尊3亿元乙二醇采购预付款，同期又划款

给上海孤鹰3亿元PTA采购预付款。 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表示，其无法合理判断*ST

尤夫与上海祈尊、上海孤鹰交易的真实用

途和性质、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

年*ST富控及原下属子公司中技投资、海

鸟建设等与上海祈尊、上海孤鹰、上海智

饰等10家公司陆续发生大额资金往来，

资金流出累计16.34亿元，*ST富控未将

该10家公司识别为关联方。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要求*ST富控提

供上述10家公司的联系方式， 落实现场

访谈事宜。 *ST富控提供了上述10家大额

资金往来方的具体联系方式，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项目组已逐一电话联系现场访谈

事宜。 其中，3家表示不方便接受访谈；1

家表示公司已转让，联系人已离职，无法

证实访谈内容； 其余6家根据*ST富控提

供的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联系，*ST富控

也无法提供其他联系方式。“我们对上述

10家大额资金往来公司的走访核实程序

受限，无法判断这10家公司与*ST富控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指出。

2017年，宏达矿业及下属全资子公司

临淄宏达、潍坊万宝与上海孤鹰、上海祈

尊、上海攀定、上海五峰等13家公司分别

签订了购销合同，并在合同订立后全额支

付款项，资金流出累计13.34亿元。 宏达矿

业未将这13家公司识别为关联方。款项支

付后，宏达矿业及相关子公司又与这13家

公司签订解除购销合同协议书，并收回款

项。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上述大额资

金支付均未实现交易目的。其无法取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大额资金

往来的真实目的和性质、宏达矿业与上述

13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册信息不实

除了上海孤鹰、上海祈尊频繁与“中

技系” 发生交易外，还有多家公司与“中

技系” 发生资金、担保关系。 在这些公司

中，注册地无一例外都在上海，且以贸易

公司居多。 这是否与“中技系” 存在关联

关系？ 带着这个疑问，中国证券报记者赶

赴上海进行实地探访。

上海孤鹰注册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

淞滨路500号6幢416室。中国证券报记者

按照注册地址来到了淞滨路500号，发现

共有4家的门牌号显示为500号， 分别是

旅馆、国美家电和两家熟食店。 上述店员

均表示未听过上海孤鹰，旅馆老板进一步

指出该地区没有6幢。

上海祈尊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嘉戬公

路328号7幢7层J2183室。 该地址实为沪

嘉商务大楼，且仅有一栋10层建筑物，并

无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显示的7

幢。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每个楼层逐个搜索

并未发现上海祈尊，大楼多家公司职员亦

未听说过该公司。

上海嘉绍2017年与*ST尤夫发生大

宗贸易销售往来，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

来91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

为闸北区大宁路660弄18号301-27室。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该地址实

际是大宁路街道办公室所在地，三楼为会

议接待室。 “以前三楼是经济科，很多公

司在这里注册。 ” 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透

露，经常有信件发到这里，但都被打回。

上海智饰与*ST富控原子公司海鸟建

设2017年发生资金往来1000万元，公司注

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

2083室。 该地址实为宝山区高境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 二楼多间为老年人舞蹈排练

中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活动中心已经建立10年之久，从来没有

听说过上海智饰， 也没有其他公司在此办

公。“这里经常有人来查一些公司。 ”

上海夏长和上海筑荟2017年分别获

得的1.46亿元银行借款系*ST尤夫子公

司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定期

存款作质押担保，上海夏长、上海筑荟注

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2816号1幢1

层C0030室与C0031室。 该地址实为上海

华滋奔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

前台工作人员否认有其他公司在此办公。

上海顺金通2017年与宏达矿业发生

资金往来1.39亿元（最终未实现），上海

澜屿新与*ST尤夫发生大宗贸易销售往

来，上海顺金通和上海澜屿新注册地分别

为上海市嘉定区嘉行公路3188号8幢

J238室、J239室，但实际为嘉定区华亭镇

政府所在地。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信息来

到院内8幢的二楼，仅发现安监部门和一

家国有投资公司。

上海五峰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

48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1-17、18-30

号第13幢023室。 该地址显示为坤赢旭华

商务广场，且仅有4幢。 在3幢办公的华漕

镇招商办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多年以前这里确有13幢， 且很多公司在

此注册，但未有真实办公。

上海竑宇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

42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青

浦区徐泾镇振泾路198号1幢2层C区112室。

该地址显示为新徐泾楼宇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大楼并未发现上海

竑宇身影。 该大楼一层有秘书服务公司，工

作人员表示该地原有两家秘书服务公司，

上海竑宇注册信息可能是另一家所办理。

上海济潮与*ST尤夫发生资金往来

3000万元， 上海涉浦与*ST尤夫发生大宗

贸易销售往来、 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

3500万元（最终未实现）。上海济潮与上海

涉浦注册地址分别为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165弄5号202室、204室。该地址实为上海

多元工贸城。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注意

到，偌大的园区罕有人烟，大多数商铺破败

不堪。在5号楼，该处已经空无一人。工贸城

附近商户称，“因为政府要求， 工贸城的商

户在4年前就搬走了。”值得注意的是，两家

公司注册时间同为2014年3月26日。

上海哲町与*ST尤夫、颜静刚因借贷

纠纷等一同被林丽起诉，公司注册地为上

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莘奉公路1985号4幢

203室。 该地址显示为中意家具广场的位

置。 附近多位居民称该地原为莘奉公路，

后更名为百顺路。 该地多为家具建材公

司，没有听过上海哲町。

上海攀定与*ST尤夫、*ST富控、颜静

刚因借贷纠纷等一同被起诉，且与宏达矿

业发生资金往来1亿元 （最终未实现），

公司注册地为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

83弄1-42号20幢D区537室。该地址位于

万祥标准厂房区。厂区门卫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20幢实为园区食堂，没有企业在

此办公。

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上述公司注册

信息提供的联系方式拨打电话，提供座机

的上海祈尊、上海济潮、上海顺金通、上海

五峰、上海竑宇、上海涉浦等公司电话无

法接通。上海孤鹰接电话的女子称其不是

公司人士，仅为上海孤鹰代办过三个月的

税票业务，并称不知晓上海孤鹰的具体地

址。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采购建材拨通了上

海智饰所登记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男子称

目前暂不接受订单。记者追问公司目前的

经营范围，他以有事为由挂断电话。 上海

嘉绍接电话女性自称为前员工，并称公司

法人已变更，不愿透露办公地址。

此外，*ST尤夫在2017年年报中披露

了完整的供应商和大客户名单，其中的一

家新进公司引起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财报显示，*ST尤夫向苏州璟洪化工

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璟洪贸易” ）采购

1.94亿元货物，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1%。天眼查信息显示，璟洪贸易2017年

3月6日才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 公司由刘丽萍100%控制，其担任公

司执行董事。刘丽萍另外掌控苏州迅网物

流有限公司、苏州隆和物流有限公司。 三

家公司注册地址相同，均为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江陵东路8号华东国际商业城3号

地块2号楼4132幢413室。

根据璟洪贸易提供的注册地址，中国

证券报记者奔赴苏州展开调查。在华东国

际商业城并未有3号地， 经过反复比对发

现其所指应为C区。在C区2栋413房间，中

国证券报记者发现该场所并未有任何公

司标识，面积仅20平方米左右，属于商住

两用户型。

“这家经常没有人， 偶尔白天门开

着，里边摆放了几张麻将桌，经常有人在

里边玩。 ” 附近住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在其观察中，413住户并非公司办公

场所。 记者在该栋楼层的走访发现，凡是

商户都会有明显标识，而413室的状况与

大型化工贸易商身份不符。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采购名义联系璟

洪贸易，在确认其身份后，该女子称公司

仅接受1对1特定客户， 对陌生客户没有

商谈意愿，不接受当面来访。

代持关系被曝光

尽管“中技系”公司一再强调其与往

来的大宗贸易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但中国

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贸易商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且有直接证据显示 “中技

系”掌舵人颜静刚系上海拓兴实控人。

*ST富控4月28日公告称，2017年3

月24日， 澄申商贸在北京银行存入1.5亿

元的定期存款。 2018年1月24日，该笔定

期存款1.5亿元被北京银行划转至上海拓

兴的银行账户。

*ST富控表示，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

资料，此前上海拓兴向北京银行借款1.46

亿元并提供了盖有 “上海澄申商贸有限

公司”字样的印章的《质押合同》，该《质

押合同》显示澄申商贸以1.5亿元大额存

单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北京银行出

具了《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函（适用于

出质人）》， 该函件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

颜静刚为上海拓兴的实际控制人。

上海拓兴注册地位于上海市奉贤区

南桥镇南渡村125号， 该地址实为上海俊

光管柱有限公司所在地。 厂区门卫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上海拓兴目前没有在此办

公，但听闻早前曾在这里。 中国证券报记

者辗转在附近的工人口中获知上海拓兴

确系在此。“拓兴主要生产钢筋板材，老板

叫林妙友， 浙江人， 两年前厂子就搬走

了。 ”上述说法大致与工商注册变更信息

吻合。天眼查信息显示，2015年10月28日，

上海拓兴法定代表人由林妙友变更为陈

雪华。 上海拓兴的投资人发生多次变更，

陈雪华、严秀凤、杨清美都曾持股，而在今

年4月2日，邓祖军100%控股上海拓兴。

上海拓兴与颜静刚早前是商业伙伴

关系。 颜静刚掌控的中技股份曾在2012

年的招股书中披露，上海拓兴为中技股份

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端板， 合同期自

2009年10月2日起3年。

而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函件，颜静刚

为上海拓兴的实际控制人。 据此，邓祖军

则与其构成代持关系。 天眼查信息显示，

上海拓兴监事为徐海民。 巧合的是，上海

孤鹰、上海智饰、上海戎册等公司的监事

与上海夏长的执行董事也叫徐海民。

不仅如此，与“中技系” 发生资金往

来的公司彼此间也存在某种关联。 例如，

上海智饰、上海筑荟、上海夏长的电子邮

箱一致，上海济潮、上海竑宇、上海涉浦座

机号码一致，且“陈红” 在三家公司以不

同身份前后出现。 上海嘉绍、上海五峰电

子邮箱一致，且“吴韧” 、“季卓斌” 在两

家公司以不同身份前后出现。上海顺金通

与上海祈尊电子邮箱一致。上海孤鹰早前

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

号2082室，而上海智饰的注册地显示为上

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2083室。

“

”

“中技系” 与贸易公司商业往来示意图

制图/郭新志

诉讼牵出代持关系

“中技系”大量交易真实性存疑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三年多时间里，颜静刚接连控制*ST富控、宏达矿业、*ST尤夫，被市场称为“中技系” ，一时风光无两。 但2017年年底风云突变，颜氏先是转手宏达矿业，*ST富控、*ST尤夫也在筹划控制权转让。 今年2月，“中技系”爆发诉讼危机，其中大量诉讼为民间借贷。 据知情人士透露，颜静刚当年“买壳”所用资金大量来自民间借贷。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中技系”相关公司发布的公告发现，颜静刚及“中技系”涉及的诉讼规模超过50亿元。 其中，涉及民间借贷诉讼额13.9亿元。

在“中技系”众多诉讼案中，其中一宗或牵出颜静刚通过隐秘手法掏空上市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2017年上海拓兴工贸等众多贸易公司密集与*ST尤夫、*ST富控、宏达矿业发生商业往来。 这些公司表面上与颜没有瓜葛，但其中的一些公司频繁与上市公司合作，且相互间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银行出具的担保证明则直指颜静刚为上海拓兴工贸的实控人。 而且，部分与“中技系”公司存在交易的贸易公司注册信息不实，疑似皮包公司。

4月28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对*ST尤夫2017年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论，深交所5月9日就此事向事务所下发关注函。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在5月17日回复中指出，*ST尤夫部分大宗贸易存在违反商业逻辑的情形，无法确认交易的真实目的和性质。

毁于民间借贷

知情人士直言，颜静刚依靠民间借贷快速打造出“中技系” ，目前则又受困于此。

在两次带领中技股份冲击IPO未果后，颜静刚调转方向，三年多时间接连拿下三家上市公司，构筑“中技系” 。 但2017年年底风云突变，颜氏先是转手宏达矿业，今年2月爆发诉讼危机时，又将*ST尤夫、*ST富控的控制权摆到谈判桌前。

“*ST尤夫是一笔烂账，连公司高管都没捋清楚债务规模。 颜静刚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自己没拿到多少钱，主要去偿还民间借贷了。 ”一位熟悉“中技系”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颜静刚当时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杠杆借贷。

值得注意的是，颜静刚夫妇在入主*ST尤夫、宏达矿业时，均称收购所用资金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情况，资金不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但是，随着诉讼的爆发，大量民间借贷浮出水面。

今年2月以来，*ST尤夫、宏达矿业、*ST富控不断披露公司涉诉公告，被告主体包括上市公司、颜静刚夫妇及“中技系”关联公司。 其中，诉讼涉及大量民间借贷纠纷。

梳理“中技系”相关公司公告发现，颜静刚及“中技系”涉及的诉讼规模超过50亿元，其中涉及民间借贷的诉讼额为13.9亿元。

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对于诉讼的口径大致趋同。 “公司内部未提交过这些借款协议的用印审批，也未查见用印记录；未发现公司收到上述借款并进行会计处理。 ”

频繁交易惹诉讼

公开信息显示，“中技系”上市公司频繁与上海孤鹰、上海祈尊交易并发生大量资金往来，进而引发一系列诉讼。

*ST富控5月披露一宗买卖合同纠纷。 2018年1月2日，公司子公司上海澄申商贸有限公司（简称“澄申商贸”）与上海孤鹰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孤鹰”）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澄申商贸向上海孤鹰分别采购联想服务器和服务器主机，合同总金额为1.2亿元。 澄申商贸已根据合同约定向上海孤鹰支付预付款9000万元。 其后，上海孤鹰未按照合同约定交货。 因此，澄申商贸对上海孤鹰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交易中支付预付款很常见，但需要看购买货物类型。 如果行业交易习惯就是支付大比例预付款，那也正常。 如果采购的是非标准化产品，预先支付大部分货款也属正常。 ”浙江高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志辉律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采购标准化产品，且是在买方市场情况下，预先支付大比例预付款就不正常了。 “电脑服务器不是定制的，市场上可以直接买到，属于标准化产品。 而且1.2亿元购买联想服务器和主机，可以直接向联想公司购买，对于联想也不是一笔小买卖。 ”

蹊跷的是，上海孤鹰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花卉、苗木、机械设备、矿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从中看其并不具备销售电脑服务器资质。 汪志辉表示，从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角度看，超范围经营可以处罚。 从民事角度看，相关交易受保护。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海孤鹰与“中技系”关系非同一般。 除了澄申商贸在未收到货物就大比例支付给孤鹰贸易现金外，*ST富控2017年年报披露，公司与上海孤鹰发生资金往来7500万元，澄申商贸与其发生资金往来3.6亿元。

不仅如此，上海孤鹰还与*ST尤夫、宏达矿业两上市公司有贸易往来。

*ST尤夫旗下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简称“湖州尤夫”）与上海孤鹰于2018年1月初签订PTA购销合同，合同金额3亿元，且1月2日即预付3亿元。 宏达矿业则与上海孤鹰发生资金往来8267万元。 不过，该笔支付未完成交易。

上海孤鹰并不“孤单” ，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祈尊”）亦与“中技系”上市公司频繁发生资金往来。

*ST富控2017年年报披露，公司与上海祈尊发生资金往来2.2亿元。

*ST尤夫2017年年报显示，上海祈尊为公司第二大供应商，采购额达4.69亿元，占年度采购额的5.08%。 在*ST尤夫与上海祈尊乙二醇购销往来中，上海祈尊实际供货金额为4.71亿元，公司付款5.53亿元，上海祈尊尚欠*ST尤夫货物价值8157.9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ST尤夫因与上海祈尊发生大宗贸易业务给上海祈尊开具商业承兑汇票3.78亿元。 之后，双方变更支付方式，以现金支付，形成应收上海祈尊的3.78亿元。 截至2017年年报审计报告签发日，上海祈尊尚未将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ST尤夫。 *ST尤夫已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3.78亿元中的16张商业票据金额2.78亿元为已逾期未兑付状态。 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诉*ST尤夫及上海祈尊，要求偿还原告保理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 *ST尤夫公告通过法院网站查询到，深圳市富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ST尤夫及上海祈尊提起票据追索纠纷诉讼，涉及5张到期票据合计金额7000万元。

*ST尤夫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与上海祈尊2018年1月初签订的乙二醇购销合同，合同数量为37500吨，合同金额为3亿元，交货期为截至2018年6月25日。 公司于2018年1月2日预付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3亿元。

宏达矿业2017年年报披露，在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中，上海祈尊尚欠74.53万元位列第三位，账龄在1年以内。 公司与上海祈尊发生资金往来1.13亿元，该笔支付最终未实现交易目的。

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交易

针对*ST尤夫、*ST富控以及宏达矿业出现的大量大宗贸易，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三家公司的审计机构发现交易异常，对*ST尤夫、*ST富控的财报分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对宏达矿业则给出保留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表示，大宗贸易（乙二醇仓单）采购、销售均未见系统撮合，公司称供货方上海祈尊、上海孤鹰系中技集团（颜静刚所控制）介绍，无评选过程及相关资质调查资料；经查询，公司未建立大宗贸易相关制度；公司于2017年8月、9月向上海祈尊现款采购乙二醇（含税价）4.71亿元，2017年8月向上海孤鹰赊购乙二醇（含税价）5138万元（并于2017年11月、12月支付货款5000万元），公司在2017年8月、9月向上海嘉绍、上海澜屿及上海涉浦确认销售收入（含税价）5.24亿元，销售回款时间为2017年12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从资金流看，公司先付款采购、再赊欠销售，垫支资金较大，大宗贸易销售毛利仅为116.03万元，远远低于公司垫付资金的资金成本，不符合商业逻辑。

*ST尤夫原子公司江苏尤夫与大宗贸易的供货方上海祈尊、上海孤鹰发生大额资金往来业务，金额分别为3亿元、3.03亿元；上海祈尊又是公司涉诉案件中的指定收款人。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公司管理层对上述交易主体关联关系进行认定核查。 公司提供的说明认为不存在关联关系。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表示，“我们执行了函证程序，向5家公司发函，至报告出具日尚未收到回函，也未接受走访。 ”

湖州尤夫2018年1月划款给上海祈尊3亿元乙二醇采购预付款，同期又划款给上海孤鹰3亿元PTA采购预付款。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表示，其无法合理判断*ST尤夫与上海祈尊、上海孤鹰交易的真实用途和性质、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年*ST富控及原下属子公司中技投资、海鸟建设等与上海祈尊、上海孤鹰、上海智饰等10家公司陆续发生大额资金往来，资金流出累计16.34亿元，*ST富控未将该10家公司识别为关联方。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要求*ST富控提供上述10家公司的联系方式，落实现场访谈事宜。 *ST富控提供了上述10家大额资金往来方的具体联系方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组已逐一电话联系现场访谈事宜。 其中，3家表示不方便接受访谈；1家表示公司已转让，联系人已离职，无法证实访谈内容；其余6家根据*ST富控提供的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联系，*ST富控也无法提供其他联系方式。 “我们对上述10家大额资金往来公司的走访核实程序受限，无法判断这10家公司与*ST富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

2017年，宏达矿业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临淄宏达、潍坊万宝与上海孤鹰、上海祈尊、上海攀定、上海五峰等13家公司分别签订了购销合同，并在合同订立后全额支付款项，资金流出累计13.34亿元。 宏达矿业未将这13家公司识别为关联方。 款项支付后，宏达矿业及相关子公司又与这13家公司签订解除购销合同协议书，并收回款项。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上述大额资金支付均未实现交易目的。 其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大额资金往来的真实目的和性质、宏达矿业与上述13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册信息不实

除了上海孤鹰、上海祈尊频繁与“中技系”发生交易外，还有多家公司与“中技系”发生资金、担保关系。 在这些公司中，注册地无一例外都在上海，且以贸易公司居多。 这是否与“中技系”存在关联关系？ 带着这个疑问，中国证券报记者赶赴上海进行实地探访。

上海孤鹰注册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淞滨路500号6幢416室。 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注册地址来到了淞滨路500号，发现共有4家的门牌号显示为500号，分别是旅馆、国美家电和两家熟食店。 上述店员均表示未听过上海孤鹰，旅馆老板进一步指出该地区没有6幢。

上海祈尊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嘉戬公路328号7幢7层J2183室。 该地址实为沪嘉商务大楼，且仅有一栋10层建筑物，并无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显示的7幢。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每个楼层逐个搜索并未发现上海祈尊，大楼多家公司职员亦未听说过该公司。

上海嘉绍2017年与*ST尤夫发生大宗贸易销售往来，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91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闸北区大宁路660弄18号301-27室。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该地址实际是大宁路街道办公室所在地，三楼为会议接待室。 “以前三楼是经济科，很多公司在这里注册。 ”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透露，经常有信件发到这里，但都被打回。

上海智饰与*ST富控原子公司海鸟建设2017年发生资金往来1000万元，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2083室。 该地址实为宝山区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二楼多间为老年人舞蹈排练中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活动中心已经建立10年之久，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海智饰，也没有其他公司在此办公。 “这里经常有人来查一些公司。 ”

上海夏长和上海筑荟2017年分别获得的1.46亿元银行借款系*ST尤夫子公司上海尤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定期存款作质押担保，上海夏长、上海筑荟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2816号1幢1层C0030室与C0031室。 该地址实为上海华滋奔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前台工作人员否认有其他公司在此办公。

上海顺金通2017年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1.39亿元（最终未实现），上海澜屿新与*ST尤夫发生大宗贸易销售往来，上海顺金通和上海澜屿新注册地分别为上海市嘉定区嘉行公路3188号8幢J238室、J239室，但实际为嘉定区华亭镇政府所在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信息来到院内8幢的二楼，仅发现安监部门和一家国有投资公司。

上海五峰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48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1-17、18-30号第13幢023室。 该地址显示为坤赢旭华商务广场，且仅有4幢。 在3幢办公的华漕镇招商办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多年以前这里确有13幢，且很多公司在此注册，但未有真实办公。

上海竑宇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4200万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青浦区徐泾镇振泾路198号1幢2层C区112室。 该地址显示为新徐泾楼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大楼并未发现上海竑宇身影。 该大楼一层有秘书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该地原有两家秘书服务公司，上海竑宇注册信息可能是另一家所办理。

上海济潮与*ST尤夫发生资金往来3000万元，上海涉浦与*ST尤夫发生大宗贸易销售往来、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3500万元（最终未实现）。 上海济潮与上海涉浦注册地址分别为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165弄5号202室、204室。 该地址实为上海多元工贸城。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诺大的园区罕有人烟，大多数商铺破败不堪。 在5号楼，该处已经空无一人。 工贸城附近商户称，“因为政府要求，工贸城的商户在4年前就搬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家公司注册时间同为2014年3月26日。

上海哲町与*ST尤夫、颜静刚因借贷纠纷等一同被林丽起诉，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莘奉公路1985号4幢203室。 该地址显示为中意家具广场的位置。 附近多位居民称该地原为莘奉公路，后更名为百顺路。 该地多为家具建材公司，没有听过上海哲町。

上海攀定与与*ST尤夫、*ST富控、颜静刚因借贷纠纷等一同被起诉，且与宏达矿业发生资金往来1亿元（最终未实现），公司注册地为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83弄1-42号20幢D区537室。 该地址位于万祥标准厂房区。 厂区门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幢实为园区食堂，没有企业在此办公。

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上述公司注册信息提供的联系方式拨打电话，提供座机的上海祈尊、上海济潮、上海顺金通、上海五峰、上海竑宇、上海涉浦等公司电话无法接通。 上海孤鹰接电话的女子称其不是公司人士，仅为上海孤鹰代办过三个月的税票业务，并称不知晓上海孤鹰的具体地址。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采购建材拨通了上海智饰所登记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男子称目前暂不接受订单。 记者追问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他以有事为由挂断电话。 上海嘉绍接电话女性自称为前员工，并称公司法人已变更，不愿透露办公地址。

此外，*ST尤夫在2017年年报中披露了完整的供应商和大客户名单，其中的一家新进公司引起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财报显示，*ST尤夫向苏州璟洪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璟洪贸易”）采购1.94亿元货物，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2.1%。 天眼查信息显示，璟洪贸易2017年3月6日才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公司由刘丽萍100%控制，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刘丽萍另外掌控苏州迅网物流有限公司、苏州隆和物流有限公司。 三家公司注册地址相同，均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陵东路8号华东国际商业城3号地块2号楼4132幢413室。

根据璟洪贸易提供的注册地址，中国证券报记者奔赴苏州展开调查。 在华东国际商业城并未有3号地，经过反复比对发现其所指应为C区。 在C区2栋413房间，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该场所并未有任何公司标识，面积仅20平方米左右，属于商住两用户型。

“这家经常没有人，偶尔白天门开着，里边摆放了几张麻将桌，经常有人在里边玩。 ”附近住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其观察中，413住户并非公司办公场所。 记者在该栋楼层的走访发现，凡是商户都会有明显标识，而413室的状况与大型化工贸易商身份不符。

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采购名义联系璟洪贸易，在确认其身份后，该女子称公司仅接受1对1特定客户，对陌生客户没有商谈意愿，不接受当面来访。

代持关系被曝光

尽管“中技系”公司一再强调其与往来的大宗贸易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但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贸易商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有直接证据显示“中技系”掌舵人颜静刚系上海拓兴实控人。

*ST富控4月28日公告称，2017年3月24日，澄申商贸在北京银行存入1.5亿元的定期存款。 2018年1月24日，该笔定期存款1.5亿元被北京银行划转至上海拓兴的银行账户。

*ST富控表示，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资料，此前上海拓兴向北京银行借款1.46亿元并提供了盖有“上海澄申商贸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的《质押合同》，该《质押合同》显示澄申商贸以1.5亿元大额存单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北京银行出具了《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函（适用于出质人）》，该函件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为上海拓兴的实际控制人。

上海拓兴注册地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渡村125号，该地址实为上海俊光管柱有限公司所在地。 厂区门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上海拓兴目前没有在此办公，但听闻早前曾在这里。 中国证券报记者辗转在附近的工人口中获知上海拓兴确系在此。 “拓兴主要生产钢筋板材，老板叫林妙友，浙江人，两年前厂子就搬走了。 ”上述说法大致与工商注册变更信息吻合。 天眼查信息显示，2015年10月28日，上海拓兴法定代表人由林妙友变更为陈雪华。 上海拓兴的投资人发生多次变更，陈雪华、严秀凤、杨清美都曾持股，而在今年4月2日，邓祖军100%控股上海拓兴。

上海拓兴与颜静刚早前是商业伙伴关系。 颜静刚掌控的中技股份曾在2012年的招股书中披露，上海拓兴为中技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端板，合同期自2009年10月2日起3年。

而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函件，颜静刚为上海拓兴的实际控制人。 据此，邓祖军则与其构成代持关系。 天眼查信息显示，上海拓兴监事为徐海民。 巧合的是，上海孤鹰、上海智饰、上海戎册等公司的监事与上海夏长的执行董事也叫徐海民。

不仅如此，与“中技系”发生资金往来的公司彼此间也存在某种关联。 例如，上海智饰、上海筑荟、上海夏长的电子邮箱一致，上海济潮、上海竑宇、上海涉浦座机号码一致，且“陈红”在三家公司以不同身份前后出现。 上海嘉绍、上海五峰电子邮箱一致，且“吴韧” 、“季卓斌”在两家公司以不同身份前后出现。 上海顺金通与上海祈尊电子邮箱一致。 上海孤鹰早前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2082室，而上海智饰的注册地显示为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2083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