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塑控股实控方或另有其人

“阜兴系”资本腾挪术浮现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吴科任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华塑控股从事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存在大量疑点。 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均与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 更直接证据指向华塑控股幕后实控人或另有其人。 公司实控人李雪峰夫妇早前收购上市公司所使用资金被指来自“阜兴系”实控人朱一栋。

接近朱一栋的人士张华（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收购资金中的6亿元借款实际上来自朱一栋。 朱将募集资金绕道通过沈铁娟汇给李雪峰，达到应付审计的目的。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获悉，华塑控股总经理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李雪峰夫妇控制的浦江域耀（华塑控股前实控方）资产于2018年6月29日被冻结，其时点与“阜兴系”案发存在巧合。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相关疑问向华塑控股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前尚未获得回应。

资金来源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华塑控股的控股股东股权遭冻结与阜兴集团案发有关。 深交所就此向华塑控股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包括公司实控人李雪峰夫妇与沈铁娟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华塑控股控股股东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的最终资金来源等问题。

李雪峰回复称，其同夫人张子若与沈铁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100%股权需支付11亿元，所支付资金来源于浦江域耀自有资金不少于5亿元，其余资金通过向股东个人借款取得。 华塑控股2017年3月29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浦江域耀自筹资金6亿元用于支付其余收购款项，自筹资金6亿元全部来源于其向股东李雪峰的借款。 而李雪峰的该笔资金来源于沈铁娟。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李雪峰所拆借的6亿元被指并非来自沈铁娟，而是朱一栋。

张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6亿元资金通过朱一栋募集，绕道进入李雪峰名下。 “朱一栋将募来的钱通过其他人转，其他的人卡在朱一栋身上，他搞了几百张银行卡。 他向沈铁娟借用网银，转到李雪峰账上。 ”张华称，沈铁娟将网银借给朱一栋，是因为沈的丈夫赵卓权是阜兴集团高管。

潜伏入场

对于朱一栋控制华塑控股的说法，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阜兴集团前高管李欣（化名）那里获得证实。 他表示，2016年7月-8月，阜兴集团和华塑控股的实控人以及高管就频繁接触。 2016年11月1日，“成都麦田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前，双方就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 “变更注册信息就是阜兴集团在弄。 ”

李欣称，为了避免华塑控股2016年被ST，“阜兴集团2016年12月一直在折腾。 置入资产最后没法搞定，朱一栋只好捐钱。 ”公告显示，2016年最后一天，西藏麦田无偿向华塑控股捐赠了5000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这笔捐赠资金记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而非“营业外收入” 。 财报显示，2016年底，华塑控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3618.79万元。 若剔除捐赠的5000万元，华塑控股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由正转负。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交易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天眼查显示，西藏麦田的股东结构于2017年3月20日发生变更，浦江域耀取代原来的五位股东入主华塑控股。 浦江域耀大股东李雪峰成为华塑控股实控人。 公告显示，前述股权转让价格约11亿元。 李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阜兴集团还额外多给了5亿-6亿元。 “买华塑这个壳亏了不少钱。 ”

据李欣介绍，最终募集进来的资金走谁的账，其实是一个随机的事情。 通常先走到朱一栋堂妹朱金玲账上，在那儿归集，然后再转到他需要用的地方。 “可能他自己再拍脑袋决定，这个派谁去，那个派谁去，定一下通道走账。 朱一栋投资项目基本以拍脑袋为主，运气好时体现魄力，运气不好或者大环境变化，就会像现在这样结果。 ”

安插亲信掌控前台

李雪峰履历与阜兴集团或存有交集，且其入主华塑控股后，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吴奕中疑为朱一栋亲属。 此外，华塑控股与一家有“阜兴系”色彩的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据华塑控股披露，李雪峰与张子若系夫妇关系，李雪峰从事国内影视投资制作，在娱乐营销领域工作多年。 张子若一直从事国内贸易物流相关工作，两人积累了一定财富。

根据公告，李雪峰于2012年4月至今，分别在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盛世国际”）、上海盛世星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盛世星晨” ）、北京极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极兴文化”）、常州中庚实业有限公司、浦江域耀等公司担任职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检索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并未发现盛世国际的注册信息。 但祥禾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祥禾盛世” ）的股东分别为朱成伟（34%）、刘翔（33%）、李雪峰（33%）。 值得注意的是，朱成伟在多家阜兴集团旗下公司任职。 阜兴集团员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一份公司失联人员文件显示，朱成伟系朱一栋堂弟，集团资金负责人。

李欣透露，李雪峰是朱一栋这边安排过去的。 虽然李雪峰不在阜兴集团担任任何职位，但李雪峰有一家专门做文化展出、广告的公司，就是为阜兴集团服务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祥禾盛世注册地址显示为北京市西城区北纬路9号2010I。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实际上是西城区天桥街道办事处。 另外，公司官网披露的地址为朝阳区望京阜通大街6号院方恒国际B座805室，但该地址实际上为泰山汇。 大楼物业人员亦未听闻过祥禾盛世。 极兴文化年审报告披露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高粱桥斜街13号院38号楼2门302。 记者发现该地址实际为钢铁研究院附属居民楼。 附近居民称未有公司在此办公。

跟随李雪峰夫妇进入华塑控股的还有吴奕中。 2017年4月，吴奕中被推选为华塑控股董事，后续被聘任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吴奕中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 从1994年起，其分别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东路分理处任会计；工商银行事后监督中心任监督员；工商银行陆家嘴支行任理财经理。 吴奕中与李雪峰履历中并未有交集，且过往没有在上市公司的任职经历。

华塑控股为何选择一位银行职员担任上市公司高管？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获悉，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冻结时点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峰夫妇控制的浦江域耀资产于2018年6月29日被冻结，被冻结资产为浦江域耀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股权金额为5.5亿元。 华塑控股早前称，对于具体冻结原因尚未得知，无法确认该冻结事项是否与阜兴集团近期经营情况有关。 浦江域耀正在和相关机构进行沟通，目前还没有得到明确回复；浦江域耀主要资产为持有西藏麦田的100%股权（目前西藏麦田的100%股权已划拨至湖北新宏桥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麦田的主要资产为持有华塑控股的24.13%股权。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浦江域耀资产被冻结时点与阜兴集团事发存在巧合。 阜兴集团旗下西尚投资自2017年10月起已发行七期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 其中，前四期累积募集资金8.76亿元。 推介资料显示，该基金与浦江县国资旗下的浦江经开公司合作，拟投向浦江仙华小镇、民俗集中改造及分布式光伏发电。 但直到2018年6月27日，投资者赶赴浦江发现，所谓的产业项目并未落地。 浦江经开公司亦被蒙在鼓里，其在获悉后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此外，华塑控股与通曼投资的合作引起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华塑控股2018年7月24日公告称，2016年11月24日，西藏麦田将持有的华塑控股1.9亿股份质押给东吴证券融资10亿元。 2016年12月1日，西藏麦田与上海通曼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通曼” ）签署《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将前述融资的10亿元资金委托通曼投资进行管理。

通曼投资的一位股东系朱一栋的司机。 天眼查显示，通曼投资成立于2016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所公布的电子邮箱后缀、座机号码与阜兴集团的信息一致。 股东为倪会有和常进文，两人共同出现在5家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倪会有在朱一栋父亲朱冠成作为法人代表的江苏卓群纳米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中担任监事职位，而常进文或为朱一栋的司机。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资料，常进文称自己是驾驶员，仅是挂名的法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联系常进文，对方首先承认自己是常进文，但当提及自身职务时，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就上述问题发去短信亦未收到回应。

此外，通曼投资的注册及通信地址均为上海市闵行区苏召路1628号1幢B166室。 据周边住户介绍，1628号原为奇士科技产业园，曾是一个服装市场，没听说这里还有投资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华塑控股从事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存在大量疑点。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均与

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 ）存有一定交集。 更直接的证据指向华塑控股幕后实控人或另有其人。 公司实控人李雪峰夫妇早前收

购上市公司所使用资金被指来自“阜兴系”实控人朱一栋。

接近朱一栋的人士张华（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收购资金中的6亿元借款实际上来自朱一栋。 朱将募集资金绕道通过沈铁娟汇给李雪峰，

达到应付审计的目的。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获悉，华塑控股总经理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李雪峰夫妇控制的浦江域耀（华塑控股前实控方）资产于2018年6月29日被冻结，其时点与“阜兴系” 案发存在巧合。 中国证券

报记者就相关疑问向华塑控股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前尚未获得回应。

华塑控股贸易对手欠账9260万元

“阜兴系” 魅影频现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吴科任

华塑控股日前公告，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

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渠乐” ）近日就与

上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友

备” ）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上海友备支付货款

9260.31万元及逾期违约金。 由于上海渠乐在

庭审前申请变更增加诉讼金额合计已超过1

亿元，该案被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友备背景特殊，且

支付违约时点与资本玩家朱一栋所掌控的上

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阜兴集

团” ）案发时点接近。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公司开展

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本身也存在

大量疑点，且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与阜

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相

关疑问向华塑控股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前

尚未获得回应。

贸易对手身份特殊

华塑控股介绍， 上海渠乐于2018年6月4

日至6月20日期间与上海友备共计签署电解

铜《购销合同》十份，约定买卖电解铜共计

1934吨，货款1.02亿元。 交货数量以仓库提供

的磅码单为结算依据， 实际交货数量1936.7

吨，货款共计1.03亿元。结算方式为电汇，按双

方约定方式及日期交货。 违约方按违约总金

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货款上海友备于2018年6月13日支

付1000万元， 剩余货款尚未支付。 华塑控股

称，公司多次督促上海渠乐要求上海友备履行

《购销合同》，并委托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

向上海友备发出《催款律师函》。 之后，上海

渠乐再次与上海友备电话沟通，上海友备电话

回复将于2018年年底前支付该货款。 截至起

诉日，上海友备仍未履行《购销合同》，尚未支

付货款为9260.31万元。

深交所今年1月曾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

说明上海友备的基本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华塑控股回复称，经自查，

公司与上海友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海友备背景特

殊，且支付违约时点与朱一栋所掌控的阜兴集

团案发时点接近。 天眼查显示，上海友备成立

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邱鑫持股

70%，张楷持股30%，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张楷参股公司众多，不过其主要合作伙伴为倪

会有与朱明亮。 其中，倪会有系上海友备的前

任法定代表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调取大

量工商资料发现，倪会有与朱明亮频繁现身阜

兴集团旗下公司。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常州钜

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常州钜辉” ），倪

会有担任常州钜辉法定代表人，邱鑫任监事。

而常州钜辉正是阜兴集团成员企业。

上海友备于2018年6月13日支付1000万

元，剩余货款尚未支付。 而后续货款尚未支付

或与阜兴集团“东窗事发” 有关，该事件恰发

生于2018年6月下旬。

贸易公司现蹊跷

除了上海友备与阜兴集团“有染” 外，上

海渠乐也存在大量疑点。

华塑控股2018年7月20日公告称，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渠乐提供担保不足6个月的时间

即将解除。 公司表示，贸易业务自2017年初开

展以来，虽有一定盈利空间，但其基本占用了

上市公司全部资金。 且贸易业务本身利润空

间不大，业务质量不高，拟进行剥离。 华塑控

股披露的年报显示， 上海渠乐2017年实现营

收19.62亿元，占华塑控股全年营收的87.55%。

值得注意的是，华塑控股剥离这个营收大户的

时机恰与阜兴集团爆发危机时点相近。

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显示，上海渠乐成

立于2016年10月26日， 注册资本1.2亿元，但

截至2017年底，上海渠乐实缴金额为0元。

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9月底， 在华塑控

股为上海渠乐一笔不超过5000万元的商业承

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前， 上海渠乐2017

年前三季度的贸易收入已经超过11亿元。 实

缴资本为0元的上海渠乐如何实现11亿元的

贸易额？ 梳理公告可知，华塑控股未向上海渠

乐直接提供财务支持。 同时，合并报表显示，

2017年前三个季度末， 华塑控股既无短期借

款也无长期借款。

此外，华塑控股两家贸易子公司存在注册

地不实的情形。上海渠乐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

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南路495号3幢1088室，但

跃进南路495号位于崇明岛南部的陈家镇，并

非崇明岛北部的新海镇。 且跃进南路495号地

处乡下，周围都是农户住所。 与上海渠乐同日

成立的上海晏鹏，注册地址为嘉定区沪宜公路

5358号1层J828室。 该注册地址为上海申冈经

济城， 一楼企业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介绍，上

海晏鹏的注册地在这里，但它是虚拟的。

上下游业务真实性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上海渠乐

及其部分上下游，都或多或少与阜兴集团存有

一定交集。

根据公告，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上海

渠乐向江苏佳磊采购了价值3.5亿元的货物。

天眼查显示， 江苏佳磊的股东为顾佳和顾正

国，顾正国为江苏阜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

人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阜墨实业为阜兴集

团成员企业。

财报显示，华塑控股2017年的第三大客户

为上海枣矿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枣矿新能

源” ），销售额为2.01亿元。 另外，枣矿新能源

持股的上海枣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上

海枣矿投资” ）为华塑控股2017年的第二大客

户，销售额为2.42亿元。上海枣矿投资2018年7

月23日之前的最终受益人之一为李宗怡，李宗

怡又是新疆国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最终受

益人之一，而新疆国合投资系华塑控股2017年

的第四大客户，销售额为1.93亿元。 这三位客

户2017年给华塑控股合计贡献了6.36亿元的

销售额。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枣矿投资在2018

年7月23日发生变动， 李宗怡控制的深圳升龙

控股有限公司退出，公司注册地亦出现迁移。

巧合的是，在阜兴集团旗下意隆财富发行

的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一期到五期的推介材料

中， 项目的主要合作仓储机构之一为 “上海

XX新能源有限公司” 。依据推介材料的描述，

这家公司与华塑控股的客户枣矿新能源疑似

为同一家公司。

除了客户存疑， 供应商体系也疑窦丛生。

第二大供应商上海冀峰卓兴贸易有限公司的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213J

室，在此办公的公司为上海竞进新材料有限公

司。第三大供应商上海希宝实业有限公司的注

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

18号A栋2401室， 而24层只有隆润置业 （上

海）有限公司和上海尼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华塑控股向第一大

和第四大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为4.42亿元，而

对第二大和第三大客户合计销售额为4.43亿

元。 巧合的是，这两家供应商及两家客户的注

册地址都位于上海自贸区。

一位专业报关人士表示，“自贸区内两家

企业之间的买卖不用走报关流程，但货物要在

区内流动。 ” 理想情况下，上述两家供应商和

两家客户可直接交易， 不需要经过上海渠乐，

既可免去报关流程，又能加速货物周转。

据了解，上海渠乐具备开展进出口业务的

资质。“但还要看这家企业有无电子口岸卡和

海关商检有没有备案。 如果这些都做好了，便

可在自贸区内正常采购或销售。 ” 前述报关人

士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的财务数据显示，

主营贸易业务的阜兴集团2016年营收暴增，

2015年营收57.42亿元，2016年增至335.65亿

元。 一位上海资深投资人指出，贸易业务更像

高频交易，2-3天便可完成一单，税负轻，资金

流动快，做好套期保值，其实风险很小。“交易

应该是真实发生的。 但朱一栋有大量的贸易

公司或关联公司，不排除互相对敲的可能。 朱

一栋把规模迅速做大， 主要还是想把财报做

得漂亮。 ”

阜兴集团前高管李欣（化名）直言，“阜

兴集团的贸易部可能就十几个人，他们当中大

部分可能一个人会管好几本企业的流水、企业

的网银、企业的证照，真实的贸易肯定不可能

这样做。 所以说，所谓的贸易部可能都是一些

管壳公司的人。 贸易公司经不起查的，一笔业

务可以通过几个公司翻出几倍数据。 不过，这

个很难查到底，因为必须知道这批东西最后用

在了什么地方才能查，否则加点价格减点价格

就可以不断地滚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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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实控方或另有其人

“阜兴系”资本腾挪术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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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蒙蒙 吴科任

?

上海渠乐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南路495号位于乡间道路，无公司身影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摄 制图/王力

资金来源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华塑控股

的控股股东股权遭冻结与阜兴集团案发有关。

深交所就此向华塑控股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

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包括公司实控人李雪峰

夫妇与沈铁娟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华塑控

股控股股东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的最终资

金来源等问题。

李雪峰回复称， 其同夫人张子若与沈铁娟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

100%股权需支付11亿元， 所支付资金来源于

浦江域耀自有资金不少于5亿元，其余资金通过

向股东个人借款取得。 华塑控股2017年3月29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浦江域

耀自筹资金6亿元用于支付其余收购款项，自筹

资金6亿元全部来源于其向股东李雪峰的借款。

而李雪峰的该笔资金来源于沈铁娟。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李雪峰所拆借

的6亿元被指并非来自沈铁娟，而是朱一栋。

张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6亿元资金通过

朱一栋募集，绕道进入李雪峰名下。“朱一栋将募

来的钱通过其他人转账，其他人的卡在朱一栋身

上，他搞了几百张银行卡。 他向沈铁娟借用网银，

转到李雪峰账上。”张华称，沈铁娟将网银借给朱

一栋，是因为沈的丈夫赵卓权是阜兴集团高管。

潜伏入场

对于朱一栋控制华塑控股的说法，中国证

券报记者从阜兴集团前高管李欣（化名）那里

获得证实。他表示，2016年7月-8月，阜兴集团

和华塑控股的实控人以及高管就频繁接触。

2016年11月1日，“成都麦田投资有限公司”

更名为“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前，双

方就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变更注册信息就

是阜兴集团在弄。 ”

李欣称，为了避免华塑控股2016年被ST，

“阜兴集团2016年12月一直在折腾。置入资产

最后没法搞定，朱一栋只好捐钱。 ” 公告显示，

2016年最后一天，西藏麦田无偿向华塑控股捐

赠了5000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这笔捐赠资金记

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而非“营业外收入” 。 财

报显示，2016年底，华塑控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为3618.79万元。 若剔除捐赠的5000万

元， 华塑控股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

由正转负。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交易所

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天眼查显示，西藏麦田的股东结构于2017

年3月20日发生变更， 浦江域耀取代原来的五

位股东入主华塑控股。浦江域耀大股东李雪峰

成为华塑控股实控人。 公告显示，前述股权转

让价格约11亿元。 李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阜兴集团还额外多给了5亿-6亿元。“买华

塑这个壳亏了不少钱。 ”

据李欣介绍，最终募集进来的资金走谁的

账，其实是一个随机的事情。 通常先走到朱一

栋堂妹朱金玲账上，在那儿归集，然后再转到

他需要用的地方。 “可能他自己再拍脑袋决

定，这个派谁去，那个派谁去，定一下通道走

账。 朱一栋投资项目基本以拍脑袋为主，运气

好时体现魄力， 运气不好或者大环境变化，就

会像现在这样结果。 ”

安插亲信掌控前台

李雪峰履历与阜兴集团或存有交集，且其

入主华塑控股后，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吴奕中疑

为朱一栋亲属。 此外，华塑控股与一家有“阜

兴系”色彩的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据华塑控股披露，李雪峰与张子若系夫妇

关系，李雪峰从事国内影视投资制作，在娱乐

营销领域工作多年。张子若一直从事国内贸易

物流相关工作，两人积累了一定财富。

根据公告， 李雪峰于2012年4月至今，分

别在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简称“盛世国际” ）、上海盛世星晨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简称“盛世星晨” ）、北京极兴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极兴文化” ）、常州中庚

实业有限公司、浦江域耀等公司担任职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检索国家企业信息公示

系统，并未发现盛世国际的注册信息。 但祥禾

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

称 “祥禾盛世 ” ） 的股东分别为朱成伟

（34%）、刘翔（33%）、李雪峰（33%）。 值得

注意的是，朱成伟在多家阜兴集团旗下公司任

职。阜兴集团员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一

份公司失联人员文件显示，朱成伟系朱一栋堂

弟，集团资金负责人。

李欣透露，李雪峰是朱一栋这边安排过去

的。 虽然李雪峰不在阜兴集团担任任何职位，

但李雪峰有一家专门做文化展出、 广告的公

司，就是为阜兴集团服务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祥禾盛世注册地

址显示为北京市西城区北纬路9号2010I。 记者

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实际上是西城区天桥街道

办事处。 另外，公司官网披露的地址为朝阳区望

京阜通大街6号院方恒国际B座805室，但该地址

实际上为泰山汇。大楼物业人员亦未听闻过祥禾

盛世。极兴文化年审报告披露的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西直门外高粱桥斜街13号院38号楼2门

302。 记者发现该地址实际为钢铁研究院附属居

民楼。 附近居民称未有公司在此办公。

跟随李雪峰夫妇进入华塑控股的还有吴奕

中。 2017年4月， 吴奕中被推选为华塑控股董

事，后续被聘任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吴奕中

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从1994年起，其分别在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东路分理处任会计；工

商银行事后监督中心任监督员； 工商银行陆家

嘴支行任理财经理。 吴奕中与李雪峰履历中并

未有交集，且过往没有在上市公司的任职经历。

华塑控股为何选择一位银行职员担任上

市公司高管？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

获悉，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冻结时点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峰夫妇控制的浦江域

耀资产于2018年6月29日被冻结，被冻结资产

为浦江域耀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股权

金额为5.5亿元。 华塑控股早前称，对于具体冻

结原因尚未得知，无法确认该冻结事项是否与

阜兴集团近期经营情况有关。浦江域耀正在和

相关机构进行沟通， 目前还没有得到明确回

复； 浦江域耀主要资产为持有西藏麦田的

100%股权 （目前西藏麦田的100%股权已划

拨至湖北新宏桥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麦田的

主要资产为持有华塑控股的24.13%股权。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浦江域耀资产

被冻结时点与阜兴集团事发存在巧合。阜兴集

团旗下西尚投资自2017年10月起已发行七期

浦江新兴产业私募基金。 其中，前四期累积募

集资金8.76亿元。 推介资料显示，该基金与浦

江县国资旗下的浦江经开公司合作，拟投向浦

江仙华小镇、 民俗集中改造及分布式光伏发

电。 但直到2018年6月27日，投资者赶赴浦江

发现，所谓的产业项目并未落地。 浦江经开公

司亦被蒙在鼓里，其在获悉后向公安机关进行

报案。

此外，华塑控股与通曼投资的合作引起中

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华塑控股2018年7月24日

公告称，2016年11月24日，西藏麦田将持有的

华塑控股1.9亿股份质押给东吴证券融资10亿

元。 2016年12月1日，西藏麦田与上海通曼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通曼” ）签署《委托

投资管理协议》，将前述融资的10亿元资金委

托通曼投资进行管理。

通曼投资的一位股东系朱一栋的司机。天

眼查显示，通曼投资成立于2016年1月，注册

资本1000万元。 公司所公布的电子邮箱后缀、

座机号码与阜兴集团的信息一致。股东为倪会

有和常进文，两人共同出现在5家公司。中国证

券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倪会有在朱一栋父亲朱

冠成作为法人代表的江苏卓群纳米稀土股份

有限公司中担任监事职位，而常进文或为朱一

栋的司机。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资料，常进文称自己是

驾驶员，仅是挂名的法人。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

此联系常进文， 对方首先承认自己是常进文，

但当提及自身职务时， 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就

上述问题发去短信亦未收到回应。

此外，通曼投资的注册及通信地址均为上

海市闵行区苏召路1628号1幢B166室。据周边

住户介绍，1628号原为奇士科技产业园， 曾是

一个服装市场，没听说这里还有投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