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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建私募基金陷兑付危机

财务数据现重大出入

本报实习记者 许晓

因融资方逾期还款，一私募基金陷入兑付危机。 近日，多名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投诉称，其购买的中外建（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建基金” ）发行的“中外建信诺X号流动资金贷款私募基金” 5期产品全部出现违约。

投资者提供的合同显示，中外建系列基金所募资金均向用款企业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设分公司（下称“中外建北分” ）发放单一资金信托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人为中外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外建城开” ）。

记者梳理发现，中外建基金、中外建北分、中外建城开分别为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下称“中外建” ）直属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 中外建北分因出现回款难题，无力偿还贷款，进而导致中外建基金在返还投资者部分本金和收益后，多期产品陆续违约。

除产品违约外，投资者认为，中外建基金向投资者提供的尽职调查报告中，用款方中外建北分的财务数据与工商信息数据存在重大出入，涉嫌欺诈投资者。 对此，中外建基金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田一中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回应称，尽调数据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数据完全一致，至于财务数据重大出入之事，建议询问中外建北分。 截至发稿，中外建北分未予回应。

日前，融资人、担保人与部分投资者签署了《还款承诺书》。 律师表示，若签署还款协议，双方将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从借贷法律关系来看，中外建北分是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无力清偿债务时，依法应由中外建总公司主体承担。 对此，中外建总公司方面表示，公司内部正在沟通、调查此事，具体问题暂无法回应。

多期产品现兑付风险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显示，2016年-2017年，中外建基金陆续发行5期流动性资金贷款私募基金，分别募集金额为一期4100万元、二期 2700万元、三期2830万元 、四期1340万元 、五期800万元，规模总计达1 .177亿元。

据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介绍，该产品为固定收益类私募基金，每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益为8%。 目前，该系列基金5期产品均已到期，并全部出现违约。 其中，信诺一期已延期，没有签署延期的客户已共给付1000多万元本金，二期付了61%的本金和61%本金相关的利息。

“基金管理人违约，主要在于融资方现金流出现问题。 ” 上述人士透露 ，中外建北分主要将这笔贷款用于日常经营。 期间，有些施工项目需要先垫资开工再收款，但现在有些应收账款难以收回，导致还款压力较大。 同时，中外建北分还牵扯到一些诉讼官司，部分资金被冻结。

对于融资方逾期还款的具体原因，中外建基金于 2017年12月29日发给投资人的公告中称，中外建北分共有三个工程项目回款出现问题。 其中一个工程项目未回款 4100万元，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法院拍卖程序 。 另外两个项目均已完工，本预计在2017年11月份前分别回款5000多万元和 1000万元，但因环保政策、产业政策等影响，导致回款延迟。

“中外建基金近日已对中外建总公司、中外建北分和中外建城开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 ” 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努力与融资方、担保方和投资人沟通 ，商讨最快预期还款周期和方案 ，并针对信诺基金专门成立了问题解决小组，直至融资方中外建北分还款为止。 融资方表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和催收应收帐款，但还未提出明确的可以还款的还款期限和方案 。

除基金违约外，投资人质疑基金运作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公开信息显示，上述基金管理人与融资方、担保方均隶属于中外建总公司。 中外建总公司持有40%的中外建城开股份；中外建城开作为基金担保人，又100%控股中外建基金。 投资人认为，基于该系列关系，中外建基金可能存在给自融、自保、融资资金给自家使用的关联交易问题。

“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关联交易和自融。 ” 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柯荆民表示，按照证监会的规定 ，经过适当的程序，关联关系可以存在。 但基金在募集和存续期内 ，必须向投资者披露关联交易情况，包括基金使用方、投资的项目内容、具体还款计划、资金来源等 ，防范利益输送。

在信息披露方面 ，多位投资者均告诉记者，该系列产品存续期内并未按合同约定 ，按季度进行存续期披露 。 柯荆民表示，购买类似存在关联关系的产品，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基金本身容易出现不规范问题，打一些违反法规的“擦边球” 。

财务数据现重大出入

在产品违约之外，一份尽职调查报告让融资方的财务数据陷入疑云。 多位投资人向记者表示，中外建基金此前提供的项目材料中，用款方中外建北分的财务数据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的数据出现重大出入，涉嫌欺诈投资者。

投资者提供的中外建信诺系列流动资金贷款私募基金尽职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2015年 ，中外建北分营业收入分别为30843 .06万元、39015 .47万元、44861 .67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460 .65万、3677 .93万和6309 .85万元。 该财务数据摘自中外建北分提供的2013年至 2015年经北京鸿天众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审计报告。

天眼查数据则显示，2013年至 2016年度，中外建北分营业收入分别为1273 .94万元、1859 .76万元、2771 .09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574 .77万元、-480 .72万元 、-185 .28万元、-767 .52万元，都处于亏损状态。 天眼查工作人员称，数据均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公开信息。

对于上述两份相关甚远的财务数据，田一中向记者回应称，中外建基金向投资者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中外建北分的财务数据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数据完全一致。 至于为什么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不一致，建议找中外建北分了解情况 。 而记者致电中外建北分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与中外建基金相关事宜，主要由总经理负责。 记者多次致电致信中外建北分总经理祝志强，截至发稿，对方一直未予回应。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中外建北分的登记机关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对于企业年度报告，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表示，财务数据是由企业自行登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企业负责。

“有些企业出于纳税方面考虑或因其他原因，会把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报少 。 ” 柯荆民向记者表示，基金管理人中外建基金、融资方中外建北分、担保方中外建城开本身存在关联关系，尽调发生不规范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大。

偿还主体引争议

“我们投资了中外建系列基金的一期和三期，共计 3200万元，目前产品全部违约，基金公司、融资方和担保方做出的还款承诺均未兑现。 ” 刘姓投资者表示，2017年11月17日，中外建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向其出示了一份“授权书” ，表示同意并授权中外建北分签署信诺一期的《还款承诺书》。

承诺书称，鉴于用款的北京分公司无法按时偿还投资本金及相应收益，为此，中外建基金、中外建北分和中外建城开共同承诺：2017年12月 31日前，偿还一半本金和收益；2018年3月 15日之前，偿还另一半本金和收益。 并提出如再逾期不还，按日万分之八承担违约金。 对于该承诺，投资人表示，公司各方至今一分未还。

柯荆民指出，作为基金担保人，中外建城开应为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中外建城开在与中外建基金签署的《担保函》中承诺，中外建城开为该笔信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支付承担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信托贷款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

尽调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5年，中外建城开总资产分别为65578 .10万元、106189 .67万元、122419 .54万元，总负债分别为48272 .90万元、80364 .02万元、85371 .57万元 。 报告指出，根据测算剩余担保能力56369 .94万元 ，中外建城开足够为融资方提供有效担保。 不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6年度，中外建城开资产总额为11284 .1万元，负债总额1361 .8万元 ，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均为0。 投资人认为，经查账面亏损，中外建城开根本没有担保能力。

对于上述《还款承诺书》和《担保函》，柯荆民认为，协议合法有效，但投资关系就变成了借贷关系。 从借贷法律关系来看 ，谁借款谁偿还，中外建北分作为用款方，本应由中外建北分偿还。 但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因此，中外建北分无力清偿的债务依法应由中外建总公司主体承担。

“基金公司发行基金到分公司用款未经总公司审批。 直至 2017年年底，审计和监察部门进入中外建北分调查时，总公司才知晓此事。 ” 中外建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从工商注册的角度，中外建北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但他肯定有还钱的资格。 基金公司和信托公司都签署了合作协议，投资人应该根据合约来追讨。

公开资料显示，中外建成立于1992年。 1999年 ，列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子公司。 2010年 ，经改制后属于民营企业。 尽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 ，中外建总公司资产总额为38 .63亿元 ，负债29 .42亿元，净资产9 .21亿元，营业收入 51 .84亿元，净利润0 .87亿元。

对于总公司的最新财务状况，中外建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外建总公司财务数据为负。 公司股东收购了这家国企之后，持续为中外建以前的国企身份时期遗留的问题买单，并承担了公司很多债务，一直蒙受巨大损失 。

据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透露，近日，中外建基金已经向融资方中外建北分、担保方中外建城开、中外建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融资方履行还款义务，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义务。

多期产品现兑付风险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系统显示，

2016年-2017年， 中外建基金陆续发行5期流

动性资金贷款私募基金， 分别募集金额为一期

4100万元、二期2700万元、三期2830万元、四

期1340万元、五期800万元，规模总计达1.177

亿元。

据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介绍， 该产品为固

定收益类私募基金， 每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为8%。 目前，该系列基金5期产品均已到期，

并全部出现违约。 其中，信诺一期已延期，没有

签署延期的客户已共给付1000多万元本金，二

期付了61%的本金和61%本金相关的利息。

“基金管理人违约，主要在于融资方现金

流出现问题。 ” 上述人士透露，中外建北分主

要将这笔贷款用于日常经营。 期间，有些施工

项目需要先垫资开工再收款， 但现在有些应

收账款难以收回，导致还款压力较大。 同时，

中外建北分还牵扯到一些诉讼官司， 部分资

金被冻结。

对于融资方逾期还款的具体原因， 中外建

基金于2017年12月29日发给投资人的公告中

称， 中外建北分共有三个工程项目回款出现问

题。 其中一个工程项目未回款4100万元，目前

该项目已进入法院拍卖程序。 另外两个项目均

已完工， 本预计在2017年11月份前分别回款

5000多万元和1000万元，但因环保政策、产业

政策等影响，导致回款延迟。

“中外建基金近日已对中外建总公司、中

外建北分和中外建城开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措施。 ” 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

努力与融资方、担保方和投资人沟通，商讨最快

预期还款周期和方案， 并针对信诺基金专门成

立了问题解决小组， 直至融资方中外建北分还

款为止。 融资方表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和催收

应收账款， 但还未提出明确的可以还款的还款

期限和方案。

除基金违约外， 投资人质疑基金运作过程

中存在违规行为。公开信息显示，上述基金管理

人与融资方、担保方均隶属于中外建总公司。中

外建总公司持有40%的中外建城开股份； 中外

建城开作为基金担保人，又100%控股中外建基

金。 投资人认为，基于该系列关系，中外建基金

可能存在给自融、自保、融资资金给自家使用的

关联交易问题。

“目前， 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关联交易和

自融。 ”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柯荆民表示，按照

证监会的规定，经过适当的程序，关联关系可以

存在。但基金在募集和存续期内，必须向投资者

披露关联交易情况，包括基金使用方、投资的项

目内容、具体还款计划、资金来源等，防范利益

输送。

在信息披露方面，多位投资者均告诉记者，

该系列产品存续期内并未按合同约定，按季度

进行存续期披露。 柯荆民表示，购买类似存在

关联关系的产品，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基金本

身容易出现不规范问题， 打一些违反法规的

“擦边球” 。

财务数据疑云

在产品违约之外， 一份尽职调查报告让融

资方的财务数据陷入疑云。 多位投资人向记者

表示，中外建基金此前提供的项目材料中，用款

方中外建北分的财务数据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里的数据出现重大出入， 涉嫌欺诈投

资者。

投资者提供的中外建信诺系列流动资金贷

款私募基金尽职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2015

年，中外建北分营业收入分别为30843.06万元、

39015.47万元、44861.67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2460.65万、3677.93万和6309.85万元。 该财务

数据摘自中外建北分提供的2013年至2015年

经北京鸿天众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

审计报告。

天眼查数据则显示，2013年至2016年度，

中外建北分营业收入分别为1273.94万元、

1859.76万元、2771.09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574.77万元、-480.72万元、-185.28万元、

-767.52万元，都处于亏损状态。 天眼查工作人

员称，数据均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公开信息。

对于上述两份相差甚远的财务数据， 田一

中向记者回应称， 中外建基金向投资者出具的

尽职调查报告中， 所涉及的中外建北分的财务

数据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数据完全

一致。 至于为什么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数据不一致，建议找中外建北分了解情况。而

记者致电中外建北分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中外建基金相关事宜，主要由总经理负责。记

者多次致电致信中外建北分总经理祝志强，截

至发稿，对方一直未予回应。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中外建

北分的登记机关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

分局。对于企业年度报告，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

局工作人员表示， 财务数据是由企业自行登记

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企业负责。

“有些企业出于纳税方面考虑或因其他原

因，会把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报少。 ”柯荆民向记

者表示，基金管理人中外建基金、融资方中外建

北分、担保方中外建城开本身存在关联关系，尽

调发生不规范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大。

偿还主体引争议

“我们投资了中外建系列基金的一期和三

期，共计3200万元，目前产品全部违约，基金公

司、 融资方和担保方做出的还款承诺均未兑

现。 ”刘姓投资者表示，2017年11月17日，中外

建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向其出示了一份“授

权书” ， 表示同意并授权中外建北分签署信诺

一期的《还款承诺书》。

承诺书称， 鉴于用款的北京分公司无法按

时偿还投资本金及相应收益， 为此， 中外建基

金、 中外建北分和中外建城开共同承诺：2017

年12月31日前，偿还一半本金和收益；2018年3

月15日之前，偿还另一半本金和收益。 并提出

如再逾期不还，按日万分之八承担违约金。对于

该承诺，投资人表示，公司各方至今一分未还。

柯荆民指出，作为基金担保人，中外建城开

应为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中外建城开在与

中外建基金签署的《担保函》中承诺，中外建城

开为该笔信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支付承担不可

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信托

贷款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

尽调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中

外 建 城 开 总 资 产 分 别 为 65578.10 万 元 、

106189.67万元、122419.54万元， 总负债分别

为48272.90万元、80364.02万元、85371.57万

元。报告指出，根据测算剩余担保能力56369.94

万元，中外建城开足够为融资方提供有效担保。

不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6

年度， 中外建城开资产总额为11284.1万元，负

债总额1361.8万元， 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均为0。

投资人认为，经查账面亏损，中外建城开根本没

有担保能力。

对于上述《还款承诺书》和《担保函》，柯

荆民认为，协议合法有效，但投资关系就变成了

借贷关系。 从借贷法律关系来看， 谁借款谁偿

还，中外建北分作为用款方，本应由中外建北分

偿还。 但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

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因

此， 中外建北分无力清偿的债务依法应由中外

建总公司主体承担。

“基金公司发行基金到分公司用款未经总

公司审批。 直至2017年年底，审计和监察部门

进入中外建北分调查时，总公司才知晓此事。 ”

中外建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从工商

注册的角度， 中外建北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主体，但他肯定有还钱的资格。基金公司和信托

公司都签署了合作协议， 投资人应该根据合约

来追讨。

公开资料显示， 中外建成立于1992年。

1999年， 列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子公司。

2010年，经改制后属于民营企业。 尽调数据显

示，截至2015年末，中外建总公司资产总额为

38.63亿元，负债29.42亿元，净资产9.21亿元，营

业收入51.84亿元，净利润0.87亿元。

对于总公司的最新财务状况，中外建总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外建总公司财务

数据为负。 公司股东收购了这家国企之后，持

续为中外建以前的国企身份时期遗留的问题

买单，并承担了公司很多债务。

据中外建基金知情人士透露，近日，中外建

基金已经向融资方中外建北分、 担保方中外建

城开、中外建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融资方

履行还款义务，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义务。

中外建私募基金陷兑付危机

□本报实习记者 许晓

因融资方逾期还款， 一私募基金

陷入兑付危机。 近日，多名投资者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其购买的中外建

（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外建基金” ）发行的“中外建

信诺X号流动资金贷款私募基金” 5期

产品全部出现违约。

投资者提供的合同显示， 中外建

系列基金所募资金均向用款企业中国

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设分公司

（简称“中外建北分” ）发放单一资金

信托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人

为中外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

“中外建城开” ）。

记者梳理发现，中外建基金、中外

建北分、 中外建城开分别为中国对外

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中外建” ）直属

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 中外建北

分因出现回款难题，无力偿还贷款，进

而导致中外建基金在返还投资者部分

本金和收益后，多期产品陆续违约。

除产品违约外，投资者认为，中外

建基金向投资者提供的尽职调查报告

中，用款方中外建北分的财务数据与工

商信息数据存在重大出入，涉嫌欺诈投

资者。 对此，中外建基金法人代表兼总

经理田一中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回应称，

尽调数据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

报告数据完全一致，至于财务数据重大

出入之事，建议询问中外建北分。 截至

发稿，中外建北分未予回应。

日前，融资人、担保人与部分投资

者签署了《还款承诺书》。 律师表示，

若签署还款协议， 双方将存在民间借

贷关系。 从借贷法律关系来看，中外建

北分是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无

力清偿债务时， 依法应由中外建总公

司主体承担。 对此，中外建总公司方面

表示，公司内部正在沟通、调查此事，

具体问题暂无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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