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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一封《刑事控告书》或揭开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东北地区投资生态的不成熟。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近年来，包括香港霸菱亚洲、谢明
等众多投资人曾多次与旺民长富的实际控制人沟通协商，并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最终均不了了之。 为此，记者历时两个月，在东北实地调研，同时赶赴上
海、北京、吉林多个城市采访。 还原整个事件，除了投资人举报杜丽华母子有可能涉嫌造假之外，两家国内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安永出具的《审
计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投资人的判断。 本期推出的
“
吉林农业项目圈资十亿”调查报道只是记者调查的一部分内容，后续还将推出系列跟踪报道。
我们真诚地希望，随着有关部门的介入，真相尽快水落石出，为中国农业公司正名，也为构建诚信共赢的投资环境助力。

投资人举证数据造假
数千万利润变 5.3 亿

旺民长富被举报业绩造假
十亿投资全打水漂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 上海 吉林报道
本报记者 李慧敏 上海 北京 吉林报道

“
旺民长富”）共吸纳股权投资约 10
亿元人民币，全部为现金投资。 包括

报》 记者获悉， 近 10 亿元的投资当
中，有一半以上系因旺民长富提供了

“
中瑞
计师事务所辽宁分公司（下称
岳华”） 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家最高年利润仅数千万元，

著名投资机构香港霸菱亚洲投资有

2008 年 ~2010 年的《旺民长富财务

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主营业务是蓝莓和五味子项目的农
业公司，账面“呈现”的净利润却高

限公司（下称
“
霸菱亚洲”）以及约 30
名投资人， 其中不乏国内专业投资

审计报告》
（下称《审计报告》）和以平
安证券有限公司为名的《旺民长富

达 5.3 亿元。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
查的情况，2008 至 2011 年四年间

人士、海内外知名人士、国外政商人

IPO 项目初步尽职调查报告》
（下称

（下称
“
安永”）。投资人认为，这两家会
计师事务所为企业提供了信用背书。
《中国经营报》 记者多次联络

士、知名企业家以及公司高管。
而 10 亿元资金被套， 也部分源
于对审计报告的
“
迷信”。《中国经营

《IPO 调查报告》）之后，投资者做出
投资决定或追加了投资。 而出具《审
计报告》的是国内一流的中瑞岳华会

旺民长富董事长徐哲及总裁杜丽
华提出采访请求， 并发送采访提
纲，但截至发稿均未获回复。

的增资扩股周期当中， 吉林省安图
旺民长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投资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投资人罗列的旺民长富数据造
假、虚构合同，编造业绩神话的手段
简单粗暴，近乎荒唐。

吉林安图旺民长富农业开发有限公

比如，引资之初对外推介的“两

司（下称
“
旺民长富”）的收入主要集中
在三块，蓝莓、五味子和蓝莓苗。“
我们
实地调查发现， 最高年份 2009 年三

个万亩园”一万亩蓝莓，一万亩五味
子，实际上是
“两个两千亩”；蓝莓果
产量最高亩产不足 300 公斤， 财务

项加一起总利润仅数千万元。”投资人

数据却显示亩产 2 吨；一笔 3000 万

表示，怎样才能令财务报表上的几千

元的款项来回多次“倒账”，就可产
生数亿元的销售收入。

万变成几亿元？ 造假是唯一途径。

种植面积夸大 3~5 倍

数据造假三大手法
主营业务
蓝莓
五味子
蓝莓苗

夸大土地种植面积：种植面积夸大 3~5 倍
旺民长富：五味子种植总面积约 9941 亩；蓝莓种植面积约 10793 亩。
投资人：五味子种植面积约为 3200 亩 蓝莓种植面积 1700 亩。

...........................................................
夸大蓝莓产量：蓝莓产量放大近 9 倍
旺民长富：2009 年蓝莓果销售 19685 万元，利润 1.63 亿元；
霸菱亚洲、谢明等 30 多人
投资人实地调查 2009 年总利润数千万元

...........................................................
中瑞岳华《审计报告》
2008 年度纯利润 3.64 亿元

安永《审计报告》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为

6.41 亿元

5.297 亿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5.78 亿元
净利润 1.26 亿元

果品批发公司
旗下关联公司
多次倒账

2010 年蓝莓果销售 19968 万元，利润 1.65 亿元。
蓝莓 2014 年总计产量 2107 吨，销售收入 8430 万元；
2015 年产量为 2268 吨，销售收入 9072 万元。
投资人：2009~2013 年，销售收入 3000 万元；
2014 年 336 吨，销售收入 66 万元；2015 年 400 吨，销售收入 786 万元。

夸大五味子产量：五味子年产量是吉林全省 2 倍多
旺民长富：2008 年鲜果销售 10000 吨，实际销售额 3.3 亿元；
2009 年鲜果销售 10270 吨，实际销售额 1.9 亿元；
2010 年度鲜果总产量为 15398 吨，实际销售额 2.29 亿元。
旺民长富负责生产的工作人员：
2008 年度、2009 年度，五味子鲜果总产量最多 400 吨 ~1000 吨。

投资人认为，旺民长富出现 5.3

2000 亩。 而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

亿元的利润，主要手段依靠造假，首

法院的一份 《执行裁定书》【
（2014）

先是夸大土地种植面积。
旺民长富向投资人提供的 《旺
民长富 IPO 项目初步尽职调查报
告》（下称《IPO 调查报告》）显示，10

白山执字第 48—2 号】却证实，东北

块土地五味子种植总面积约 9941

基地具有承包使用权的土地 925.40

亩；蓝莓种植分布于吉林安图、山东
乳山和辽宁丹东三个基地 16 个地
块，总计约 10793 亩。
投资人谢明表示，经实地核查，
五味子的种植面积约为 3200 亩（该
数目包括盗用东北虎药业公司的

亩”。 在《IPO 调查报告》中，前者被
人为扩大了近 3 倍， 后者虚构扩大

1100 亩）。
一份《执行裁定书》揭示了旺民
长富土地面积造假并非虚言。
《IPO 调查报告》显示：旺民长
富子公司东北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果的蓝莓基地只有乳山、丹东、安图
三地，历史最大种植面积不到 3000
亩，所谓‘一万亩蓝莓园’的说法纯
系胡编乱造。”北京鑫华投资管理公
司执行董事长、投资人李峻表示。

（下称“东北虎农业”）2007 年 4 月
在靖宇林场购买的五味子种植基地

2014 年之后，投资人通过股权
和资产重组， 接管了旺民长富全部

为 1000 亩，靖宇五段（东兴林场施
业区） 购买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为

蓝莓果地和一部分苗地，经实测，三
基地总面积近 1700 亩。

虎农业所有的“靖宇林场南五味子
基地具有承包使用权的土地 344.6
亩”；“靖宇县三道湖东兴村五味子

了 2 倍。
蓝莓的实际种植面积也与对外
宣传大相径庭。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能够结

蓝莓、五味子产量虚增数倍

十亿股权投资
徐哲及妻子编造旺民长富业绩良好、资金雄厚和即将上市的虚假事实，且提供《IPO 调查报告》《审计报告》，致使投资人被套。
2015 年 11 月 18 日， 美籍华

编造旺民长富业绩良好、资金雄厚

初期阶段，还没有一个较长周期的

年 11 月，作为旺民长富股东，霸菱

人谢明向国家公安部提交了《刑事
控告书》（下称《控告书》），请求依

和即将上市的虚假事实，并提供了
《IPO 调 查 报 告》 和 2008、2009、

业绩积累。“由于农业项目作假成
本低，不透明，所以霸菱对投资农

亚洲从公司方面了解到 2009 年的
利润情况较 2008 年还要乐观。 因

法追究被控告人徐哲、杜丽华等人
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同时

2010 三年度的《审计报告》。
谢明表示，旺民长富至今未启

业项目还是有顾虑的。 ”霸菱亚洲
相关人士表示。

此， 霸菱亚洲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向旺民长富支付了 500 万美元

依法追缴并发还谢明的款项 3.5
亿元人民币， 并赔偿自 2011 年起

动上市程序。 杜丽华、徐哲母子将
3.5 亿元投资部分用于在美国、香

随后时任旺民长富总裁的杜
丽华多次就五味子和蓝莓项目对

至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等经济损失。
谢明现任美国明瑞药业董事
长。于 2004 年创立的科技创新型企

港购买房产，部分转移到杜丽华个
人独资企业长春百瑞蓝莓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公安机关目前已经

霸菱进行推介沟通，霸菱亚洲自己
也进行了项目调查。经过多轮谈判
磋商，霸菱亚洲可以以一个比较低

的对赌款，另外 500 万美元将以霸
菱亚洲的未来股权收益支付。
基于帮助中药材发扬光大的
初衷，药学背景的台湾新党主席郁
慕明与台湾中药协会会长陈介甫

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5 年和
2006 年均位列美福布斯富豪榜。

就此展开调查。 ”谢明告诉记者。
早于谢明三年， 霸菱亚洲于

的价格拿下旺民长富 15%的股权，
同时还签署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

等 6 位朋友一起共投资 4000 万
元。“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得知吉林

据谢明介绍，杜丽华、徐哲母
子二人编造资金雄厚、业绩良好以

2008 年开始累计出资 3.3 亿元人
民币投资于旺民长富。霸菱亚洲为

赌协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霸菱亚洲做

五味子这个项目并参与进来，是因
为北方五味子较南方五味子功效

及即将上市的虚假事实， 于 2011
年涉嫌诈骗谢明 3.5 亿元人民币，

亚太区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旗下
所管理的资金超过 50 亿美元。 自

出投资决定， 于 2008 年 6 月份三
次将 2.96 亿元投资款支付到位。

要高，能够支持在东北更大面积种
植五味子的事业，这项投资是件好

占旺民长富总股本的 10%。
《控告书》 显示，2010 年 8 月

1997 年成立以来， 霸菱亚洲在亚
洲各地进行多项投资。

中瑞岳华出具的 2008 年度旺
民长富的《审计报告》显示，当年净

事也是善事。”郁慕明告诉《中国经
营报》记者，没想到这并非是一个

至 2011 年 2 月， 徐哲及其妻子多

经投资中介介绍，霸菱亚洲接

利润达到 3.64 亿元，远远超出对赌

脚踏实地诚信经营的企业，郁慕明

次向谢明推荐旺民长富农业项目，

触到了旺民长富，因该公司尚处于

条款 2.67 亿元的约束上限。到 2009

很无奈也很失望。

起底旺民长富
尽管 2009 年账面利润高达 5.3 亿，旺民长富亦未给股东有过“
哪怕是一分钱”的分红。

“除了种植面积造假之外，对

总计产量 2107 吨， 销售收入 8430

产量、 销售收入的编造也肆无忌
惮。 ”投资人表示，经过对历史数

万元；2015 年产量为 2268 吨，销售
收入 9072 万元。

据、 近期数据以及安永审计数据
的比对， 旺民长富造假的事实清

“据杜丽华说 2014~2016 年比
2008~2013 年产量更高，因为全面进

晰可见。
“经过与旺民长富老员工、销

入了
‘
盛果期’，但 2014、2015 年的实
际数据不及其所做收入测算的十分

售人员的多方调研核实以及周边

之一，不及经过审计的 2009 年 ~2010

走访， 同时参考有信息披露的历
年市场行情， 我们大概能够推算
出旺民长富蓝莓部分每年的最高
收益。 ”投资人表示，2009~2013 年
蓝莓最高平均亩产约 300 公斤以

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李峻表示。
九台旺民归于投资人后， 最近
两年的财务实际统计数据显示，
2014、2015 年乳山、丹东、和安图三
个基地的财务数据显示， 三地合计

内， 最高销售收入应该在 3000 万

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800 万元， 作为

元以内。
大连蓝莓协会常务副会长潘锋

正常年景，两年分别亏损上百万元。
而安永的审计结果显示，2009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2012 年大
连地区 10 万亩蓝莓总产量约 1 万

年蓝莓果销售 19685 万元 ， 利 润
1.63 亿 元 ；2010 年 蓝 莓 果 销 售

吨。如此推算，正常年景蓝莓平均亩

19968 万元，利润 1.65 亿元。

产仅 100 公斤左右。
据旺民长富给全资子公司九台
旺民长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
九台旺民”）提供的“
旺民长富蓝莓
基地收入效益测算” 显示：2014 年

五味子产量也高得离奇。
投资人告诉记者， 旺民长富
2008 年度开具发票的五味子销售
产量为 10000 吨， 居然高达吉林全
省实际市场总产量的 2 倍以上。

“倒账”倒出数亿元收入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旺民长富
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前身为吉林
东北虎植物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徐道田与杜丽华持股
总计 80%。 2007 年 12 月公司更名
为旺民长富。
《IPO 调查报告》显示，到 2010
年，旺民长富注册资本增至 1.11 亿
元，股东增至 17 人。 彼时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徐哲、徐道田和杜丽华，其
中徐道田和杜丽华为夫妻关系，徐
哲为徐道田与杜丽华之子，三人共
同持有旺民长富 60.62%股权，徐哲
为董事长，杜丽华任董事、总裁，实
际控制公司经营管理。
《IPO 调查报告》 同时载明，
2006 年之前， 旺民长富主营业务
为羚羊角等中药材种植，2006 年
开始大规模进入五味子行业，2008
年进军蓝莓种植业。
截止到 2014 年 10 月，旺民长

均为杜丽华。
除此之外，谢明的律师调查发
现，杜丽华一家还实际控制着至少
17 家公司，其中包括香港上市公司
东北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东
北虎药业”）以及吉林省新科奇保健
食品有限公司（下称
“
新科奇”）。
2016 年 1 月 9 日，《中国经营
报》记者在吉林市发现，东北虎药
业原址已更名为新科奇，新科奇官
网显示，这是一个主打“蓝莓青花
素”等产品的
“直销”平台。
据 投 资 人 介 绍 ，2008 年 到
2011 年的增资扩股， 对投资者的
推介、协商、签约等事宜均由总裁
杜丽华及董事长徐哲出面。
从 2008、2009、2010 三年旺民
长富的 《审计报告》 中获悉，2008
年 公 司 净 利 润 约 为 3.64 亿 元 ，
2009 年 这 一 数 字 激 增 为 5.29 亿
元，2010 年则为 1.26 亿元。

买肥料、买技术”等等理由搪塞。
2011 年之后杜丽华的一系列
举动令投资人开始警觉。
“杜丽华要求公司增资扩股，
购买她的一项估值为 6 亿多元的
组培技术，我们奇怪，什么技术估
值能达到 6 亿多元？ ”北京鑫华投
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长、投资人李
峻介绍，同时期，公司的资产莫名
其妙地减少，有些被杜直接卖掉并
未知会股东，所得也没有根据股权
对股东进行分配。
杜丽华的某些反常行为亦被
谢明所察觉。
递交公安部的《控告书》表明：
2012 年年初谢明发现旺民长富的
2011 年度《审计报告》当中关于增资
部分存在问题， 怀疑徐哲和杜丽华
没有将 3.5 亿元投资款投入到旺民
长富，可能由其非法占有或转移。 故
要求安排第三方对旺民长富进行审

杜丽华表示五味子的年利润
“
有 2 亿多元，同意拆分出来由我们
运作上市。”某投资人介绍，曾聘请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下称“中金”）
来做财务顾问，中金派人到吉林做
实地调研发现诸多问题，但因杜不
予配合，最终调研无法完成，单独
上市的努力失败。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投资人处
了解到，中金派出的 7 人小组在调查
五味子下游客户，发现购销合同所对
应的数据多为虚假编造， 无法落实。
中金小组找杜核实的时候，杜大发雷
霆，调研无法进行下去，中金撤离。
“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股东们
仍然没有想到，旺民长富的数据会
是假的，仅仅以杜
‘
涉嫌职务侵占’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
未予立案。 ”霸菱亚洲表示，至此，
以霸菱亚洲为首的投资者不得不
与杜丽华谈判进行资产剥离。

富下设吉林、乳山两个分公司。 全
资子公司吉林省东北虎农业开发

“
从投资之日起， 投资人从未
得到过任何投资收益和回报。”霸菱

计调查，但杜推诿。 谢明后来发现，
杜不但未将 3.5 亿元投入旺民长富，

2014 年， 以霸菱亚洲为首的
投资人经过股权和资产重组，把

有限公司、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九台旺民长富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九台旺
民”）， 资本分别为 3000 万元、100
万元和 3177.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亚洲相关人士表示， 尽管 2009 年
账面利润高达 5.3 亿元， 旺民长富
亦未给股东有过
“
哪怕是一分钱”的
分红。 对于股东
“
为何不分红”的追
问，杜丽华每每以
“
买新苗、买土地、

而且伪造了《股东会决议》
《章程修
正案》等材料以及其他股东的签名。
谢明追查 3.5 亿元去向的同时，
霸菱亚洲等投资者开始与旺民长富
探讨拿出部分资产谋求独立上市。

《IPO 调查报告》显示，旺民长
富 2009 年前五大客户中，烟台三站
果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下称
“烟台
三站”） 作为最大的蓝莓果销售商，
销售记录为 1.8 亿元。
2010 年， 旺民长富还请北京市
德恒律师事务所从法务角度做了《尽
职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2009 年 9
月 7 日，旺民长富与烟台三站签订的
蓝莓鲜果销售合同为 1.56 亿元。
另据投资人透露，实际上旺民长
富与烟台三站从没有那么大的交易
量。 旺民每年给三站打一笔几千万元
的资金，然后两边“
倒账”，由于自营
农产品不收税，所以用几千万倒几次

购旺民长富蓝莓鲜果和冻果总计不
足 3000 万元。《中国经营报》记者向
该股东求证，其表示是两个企业之间
的事情，不方便回答问题。
而吉林诚和信物资经销有限公
司（下称“诚和信”）的一份《情况说
明》，则进一步佐证了旺民长富“倒
账”的事实。
《情况说明》证明，诚和信 2011
年 8 月 16 日与东北虎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下称
“
东北虎农业”）签订《五味
子鲜果购销合同》， 合同金额 2363.2
万元。 诚和信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支付 400 万元、2011 年 11 月 2
日支付 800 万元、2011 年 12 月 29

就可以做出一两亿元的销售收入。
“我曾经见到旺民长富给我这
个朋友发来的通知短信， 说打款
3000 万元过来，我朋友跟我说这是
用来
‘倒账’的钱。”一位烟台三站有

日支付 1163.2 万元的“五味子”款
项。 而上述款项总计 2363.2 万元均
不是诚和信自有资金，均来源于杜丽
华、徐道田、徐哲等人实际控制的公
司， 其控股公司打款给诚和信后，诚

蓝莓种植相关的资产集中自己经
营， 同时旺民长富的全资子公司
九台旺民归于投资人， 法定代表
人为李峻。

关负责人的朋友表示， 为了显示销
售的情况更好， 旺民长富公司打钱
过来，烟台三站再给打回去。
而烟台三站股东向投资人提供
的说法则是， 烟台三站 2009 年没有
销售旺民长富的鲜果和冻果，从 2010

和信在当日汇给东北虎农业。
诚和信证实，没有收到上述合
同项下的任何五味子鲜果， 没有
任何入库记录， 也没有销售该五
味子鲜果的记录。 亦未收到东北
虎农业开出的销售五味子鲜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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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才开始认识杜丽华。2010 年采

任何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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