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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中介机构真正尽责归位，确立利益受损投资者对中介机构的
法律追索权，将是监管部门下一步需要重新设计规则、着重查缺补
漏的重点所在。

文  |  良渚

顶格处罚不是一方造就
康得新案：

不久前，证监会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认

定 2015~2018 年期间，康得新通过虚构采购、

生产等研发费用等方式，虚增营业成本和研发、

销售费用虚增利润 119 亿元。因此，拟对康得

新及主要责任人员在《证券法》规定的范围内

顶格处罚，并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消息一出，人们在惊叹证监会决心之强的

同时，也纷纷在问：重罚面前，造假行为仍然

层出不穷，到底原因何在？ 

“白马股”的三块“虚假面纱” 
7 月 5 日，一纸公告揭下“白马股”康得

新的“虚假面纱”。证监会发布关于康得新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该公司 2015 年

至 2018 年连续四年净利润实际为负，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 

公告令市场大为吃惊。因为不久前，康得

新还被认定为“市值千亿的白马股”。每年利

润都在 20 亿 ~30 亿元。谁知道，真实净利润竟

然为负。虚增的利润打底，也让康得新成功进

行了定增。2015 年 12 月，康得新非公开发行

17074.56 万股股票，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7.57

元，募集资金净额 29.8 亿元，用于向其子公司

光电材料增资，建设年产 1.02 亿平方米先进高

分子膜材料项目。2016 年 9 月，康得新再次非

公开发行 29411.76 万股股票，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 16.32 元，募集资金净额 47.8 亿元，用于

向光电材料增资，建设年产 1 亿片裸眼 3D 模

组产品项目和前述先进高分子项目及归还银行

贷款。 

然而，这些钱并没有真正投进所谓高分子

和 3D 模组产品项目。2018 年 6 月 10 日，康得

新与中国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化

学赛鼎）、沈阳宇龙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宇龙汽车）签订《采购委托协议》，约定由

康得新确定下游设备供应商，化学赛鼎和宇龙

汽车按照康得新的要求与指定供应商制作和签

订供货合同，并按照康得新要求将收到的货款

转付给指定供应商。 

所谓的指定供应商实际上不过是康得新自

己的“马甲”而已。按照上述协议安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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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康得新累计将 24.53 亿元

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以支付设备采购款的名

义分别向化学赛鼎、宇龙汽车支付 21.74 亿元、

2.79 亿元；转出的募集资金经过多道流转后，

绝大部分最终回流至康得新，用于归还银行贷

款、配合虚增利润等。 

这一边，康得新玩着以虚增利润支撑定增，

再以募来的资金回流冒充利润的把戏；另一边，

其却在《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已将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建设年产 1.02 亿平方米先进高分

子膜材料目和年产 1 亿片裸眼 3D 膜组产品项

目。这不但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还构成

了年报的虚假陈述，使投资者无法对康得新发

展趋势有一个基本清晰的判断，在“千亿市值

白马股”的迷梦中越陷越深。 

除了虚增利润和变更资金用途外，康得新

还存在着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 

一方面，康得新为控股股东违规提供关联

担保；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将康得新的存款归

集到自己名下，使得其账上原有的 122 亿元存

款数字变为了零。有意思的是，这两项行为，

都利用了银行、信托等“证监会管不到的机构”。

事后人们反思，银证之间的监管分工、信息协

调不利，一定程度上成了被“有心人”利用的

监管漏洞。 

先说违规担保。如果是康得新直接为控股

股东提供担保，恐怕很容易发现。但康得新的

操作手法相当“高明”。2016 年 1 月 22 日、

11 月 14 日及 2017 年 1 月 17 日，康得新子公

司张家港光电材料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 3 份《存单质押合同》；

2018 年 9 月 27 日，光电材料又与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存单质押合同》。光电材料

在银行和信托存了一大笔钱，形成了大额存单。

再以大额存单作为质押，为康得新的控股股东

康得集团提供担保。让子公司以存单为母公司

提供担保，这样的操作一时间完全可以掩人耳

目。 

再看资金占用，也就是业界纷纷扬扬议论

的“122 亿存款罗生门”。2014 年，康得集团

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签订了《现金管理服务协

议》，对康得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北京银行

开立的银行账户进行统一管理，将协议下子公

司账户资金实时归集到康得集团北京银行西单

支行 3258 账户，如需付款再从母账户下拨。各

子账户实际余额为 0。 

因此，康得新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 3

家子公司的 5 个银行账户资金被实时归集到康

得集团，实质上构成了康得新向控股股东康得

集团提供资金、康得集团“归集”康得新资金

的行为，在构成关联交易的同时，还构成了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归集本身是一

项合规的业务，但是问题在于，北京银行提供

的银行对账单上并不显示母子账户间自动上存

下划等归集交易，显示余额为累计上存金额扣

减下拨金额后的余额。 

康得新虽然发布年报称仍有 122.10 亿元银

行存款，却被瑞华会计师事务出具非标意见。

对此，公司独董亦表示不能判断其真实性。更

糟糕的是，由于资金被实时归集，账户实际余

额为 0，因此康得新在今年 1 月出现 2 期债券

违约后，无法按期兑付本息。换句话说，虽然

账户存款余额超 122 亿，但账户资金实际无法

使用。因为归集到控股股东账户后，因金融借

款纠纷被多个银行申请冻结。很显然，这边“有

存款”是给股民看的；那边“被占用”却是“合

规”的银行业务——银证两家之间的衔接不顺

畅，可见一斑。 

“合规”原则下的深层猫腻 
当会计师对 122 亿元资金的流向出具非标

意见后，康得新选择“把银行拉下水”，主张

除了虚增利润和
变 更 资 金 用 途
外，康得新还存
在着与大股东之
间的关联交易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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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与北京银行签订的协议自始无效。同

时公告称，北京银行拒不配合提供对账单及联

动账户资金划拨流程。 

然而，对于这份《现金管理合作协议》，

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则认为“合同有效”。双方

争执不下，于是，7 月 24 日，康得新发布公告

称，康得新及三家全资子公司起诉康得集团、

北京银行、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合同纠纷案已

于 7 月 22 日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第 68

条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要求，“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应当实行人员、资产、

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

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那么，康得集团与北

京银行之间的《现金管理合作协议》是否影响

了上市公司独立性要求？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表

示， “银行有可能会有管理问题。但如果是和

控股股东签订了合同，只要客户没有正式申请

关闭这个（归集）功能，扣划资金就没有问题。” 

商业银行不归证监会管，自可以理直气壮。

对此，7 月 19 日证监会终于将矛头指向了北京

银行，要求北京银行说明以下两点： 

（1）说明康得新联动账户业务的具体情

况，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是

否存在串通康得新管理层舞弊的情形； 

（2）说明北京银行存款和函证业务内部控

制是否健全，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是否符合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利用现金归集这一表面上合规的资金流转

安排，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在“不放大康得集团

及各成员单位各账户实际存款的前提下，可为

康得集团出具资金证明或相关存款证明文件”。

在这一协议条款的“加持”下，康得新相应账

户中收付的资金，长期都没有在公司账户上停

留，就被股东划走，且未被公开。这个局，直

到康得新无法从账户中抽出资金兑付债券的时

候，才暴露出来。正是因为这个协议的存在，

康得新的大股东得以“悄然”转走了公司账户

上一度高达近 200 亿元的货币资金，而长期不

被投资者知晓。 

通过上述协议，控股股东可以将上市公司

的资金“归集”“使用”，而银行则为上市公

司被清零的账户出具所谓的“资金证明”。特

别是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作为两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之一，在两次发行募集说明书中确认了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康得新的货币资金为 189.16

亿元，且未向投资者说明资金归集情况，其中

或许存在不合规之处。 

有市场人士分析，本身也是上市公司的北

京银行不太可能不知晓《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第 68 条有关独立性的要求。不排除是银行为了

“业务利益”而罔顾了证监会对“另一家上市

公司”的治理要求。如果不是因为康得新债务

到期无法兑付，北京银行和康得集团的“地下

合作”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看门人”为何变成“放风者” 
近期，市场上蹊跷的事情还很多。 

近日，辅仁药业分红“未遂”再次引发市

场对财务造假的警惕。明明一季度还有 18.16

亿元的货币资金趴在账上，却拿不出六千余万

元的分红款。在上交所一再问询下，辅仁药业

终于坦称，截至 7 月 19 日，公司现金总额仅有

1.27 亿元，且未受限金额仅有 377.87 万元。在

上交所对辅仁药业的二次问询中，“请年审会

计师对问题逐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一语出

现频率较高。和康得新一样，辅仁药业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也是瑞华。 

如前所述，从 2015 到 2017 年，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均为康得新开出“标准无保留意见”，

仅在康得新出现债券违约后，对其 2018 年年报

部分中介机构为
了抢夺市场、留
住客户 , 将谨慎
性 原 则 抛 诸 脑
后 , 甚至从“看
门人”异化为“放
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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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无法表示意见”。这一提示或许来得太

晚了一些。此外，今年 7 月 13 日，大族激光

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同比将下降

60%~65%。随后，市场质疑其欧洲研发中心项

目的真实性。该项目历时 8 年仍未完成，且投

资金额自 5000 万元逐年增至 10.5 亿元。对此，

深交所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核查项目预算多次调

整的原因——这里的会计师事务所，还是瑞华。 

对此，有市场人士评论道，中介机构通过

保荐、审计、法律、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服务 ,

为资本市场提供信息披露 , 对维护资本市场“三

公”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 , 部分中

介机构为了抢夺市场、留住客户 , 将谨慎性原

则抛诸脑后 , 甚至从“看门人”异化为“放风者”。

部分企业财务造假,一些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

审计失败。包括康得新在内 , 近年来 , 万福生科、

欣泰电器等企业接连发生财务舞弊案件。众华、

利安达、立信、瑞华、大华等会计师事务所 ,

屡次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一桩桩丑闻的背后 ,

几乎都存在审计失败的问题 , 一定程度影响投

资者的市场信心。”  

事实上，证监会已经开始采取行动。7 月 5

日 , 证监会依法对新时代证券、银信评估、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中企华评估、中广信评估等

5 家中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 , 违法事实涉及在财

务顾问、评估、审计等过程中未勤勉尽责。然而，

当前 , 对于中介机构的外部制约和处罚力度仍

然较弱 , 违法成本亟须提升。 

在美国等国家，会计师事务所往往是合

伙制 , 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 主要责任人很难

逃脱责任。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往往是公司制 ,

可供追索的赔偿有限。由于事务所是轻资产 ,

可以破产了事 , 主要责任人可以换个事务所继

续执业 , 而投资者得不到有效赔偿。如何让中

介机构真正尽责归位，确立利益受损投资者

对中介机构的法律追索权，将是监管部门下

一步需要重新设计规则、着重查缺补漏的重

点所在。

康得新近年虚增利润情况

2015 20172016 2018

说明：通过虚构采购、

生产、研发费用、产品

运输费用方式虚增营业

成本、研发费用和销售

费用 

（亿元）

＞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3.81

30.89

39.74

2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