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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雪松信托连续发行 42 只“长青” 系列信托计划，产品总规模超过 200 亿

元，而底层资产宣称是对知名国企的 220余亿元应收账款。

真实情况如何？ 证券时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奔赴贵州、广东、福建、上海、江苏、

江西、海南等省市，对该等应收账款的债务人进行实地调查走访，结果发现，债务人几乎

清一色否认该等债务的存在。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雪松信托借道保理通道所受让的 220 余亿元应收账款，既无

三方确权，也无回款封闭，风控完全处于“裸奔”状态。 幕后融资人甚至拿着完成收款、已

经不存在的“应收账款” ，通过保理通道转让给雪松信托以获得融资。

站在融资人角度来说，该等融资性质涉嫌“欺诈” 。 站在“长青”系列信托产品的角

度而言，所谓的底层应收账款，实际是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虚无资产” 。 换句话说，

该等信托产品，几乎完全没有底层资产支撑。

特别是，转让了高达 112亿元应收账款的最大两家融资人，竟是假借央企孙公司的面

目出现，且和雪松控股产生间接关联。

这个庞大的融资局，幕后运作者究竟是谁？ 真实融资人是否受雪松控制？

42只产品风控“裸奔” 220 亿底层资产“虚无” 借道“假央企” 转移百亿巨资

雪松信托“供应链金融” 调查

（上接 A1版）

此外，持股文心保理

15%

的珠海晋汇创富

贰拾贰号投资企业， 最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

GP

）为深圳晋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是失信

被执行人。该主体官司缠身，涉及法律诉讼多达

120

项，股权被冻结，法人代表、实控人张峥被

限制高消费。

雪松信托一直拿文心保理持股

60%

的国

资大股东作为核心宣传点， 却只字不提多有污

点的另外

40%

民营股东，甚至于这

40%

的民营

股东在保理公司的出资额都未实缴。

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欣 （化名）指

出：“这个保理公司的股权结构确实挺难理解

的，其中一个私募股东是列入异常的，像这种情

况，信托风控严格一点就不会合作。 ”

证券时报记者前往文心保理实地走访发现，

该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奥赫空间三

层

B07

。 这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文心保理租用了

其中一间，内设大约

10

个卡座。 记者到达时，只有

一人在内办公，其表示“其他人都出去跑业务了”。

误导性披露———

224亿应收账款债务人揭秘

如前文所述，雪松信托发行的

42

只“长青”

系列信托产品， 所募资金全部用于受让文心保

理所持有的一揽子应收账款， 涉及资金总额为

208.1

亿元。

应收账款涉及的债务人是谁呢？

证券时报记者获得的雪松信托与文心保理

之间的《应收账款转让协议》（

42

份协议清一色

为格式化协议）显示，债务人包括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中油祥龙（北京）石油销售有限

公司、 五矿钢铁上海有限公司等

14

家付款人

（表

1

）。 看上去这些都是相当具有实力的债务

人。雪松信托向信托投资人披露的债务人，与此

保持一致。

“长青” 系列信托产品的推介材料宣称，文

心保理所转让给雪松信托的应收账款， 将全部

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

示系统（简称“中登网”）进行登记。

中登网数据显示，

2020

年

2

月

8

日至

2020

年

8

月

7

日， 雪松信托登记受让的文心保理应收

账款数量共计

251

条，涉及应收账款共计

429

笔。

证券时报记者对这

429

笔应收账款逐一汇

总归类与统计，结果显示，债务人共计

27

家，债

务总额

224.31

亿元（表

2

）。其中，前五位的债务

共计

150.71

亿元，占比

67.2%

。

如果细心对比表

1

与表

2

，会发现，中登网

披露的

27

家债务人，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记载

的

14

家债务人名单， 除了

3

家———四川长虹、

重庆千信集团、东台市博斯特实业之外，其他没

有任何重叠。

换句话说， 雪松信托向投资人做了误导性

披露，把真正的债务人都藏在“其他经雪松信托

审批通过的主体”中。 并且，隐藏的债务人资质

显著下降。

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从业者就此评价：“文字

游戏玩得很溜，这有点欺瞒投资者的性质了。 ”

何以隐藏真实融资人？

熟悉保理业务的人都知道， 文心保理所持

有的债权，并非原始债权，主要是将原始债权人

（供应商）对债务人（采购方）的应收账款受让过

来，再转让给雪松信托。 说得直白一点，文心保

理就是“倒卖”应收账款的角色，实际是原始债

权人通过文心保理，将债权转让给了雪松信托，

以此获得融资。

换句话说，原始债权人（供应商）才是真实

的融资人。

那么，原始债权人又是谁呢？

记者在雪松信托与文心保理签署的 《应收

账款转让协议》中，通篇未看见任何原始债权人

的名称， 仅将其宽泛定义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

文心保理办理融资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雪松信托在中登网登记的应收账款， 是否

会有原始债权人的信息呢？

雪松信托对从文心保理所受让的每一笔应

收账款，都在中登网进行了登记。 比如，登记编

号为

0869 9779 0010 3884 8973

的登记信息

中，登记了三笔应收账款，分别记录了债务人名

称、应收账款金额、应收账款到期日、合同编号、

文心保理的回款账户等信息（图

1

）。

但在记者统计所登

记的

429

笔总额

224.31

亿元的应收账款中，在

登记信息的 “转让财产

附件”一栏，没有发现任

何有关原始债权人与债

务人之间的购销合同，

以及相关发票信息。

对于这样的登记内

容，资深保理从业者李浩

强 （化名）也甚觉诧异：

“正常来说， 每做一笔保

理业务，都会有相应的发

票作为比对，作为应收账

款的一个认定。（但是）他

登记这么多，里面一个发

票编号都没有。 ”作为对

比，记者在中登网查询苏

宁商业保理等多家主体

登记的应收账款， 所有

附件包括转让协议、发

票明细则一应俱全。

按常理， 如果雪松

信托在中登网上传了发

票或者原始的购销合

同， 原始债权人则能清

晰显示。 雪松信托何以

要这样做， 令外界无法

看见原始债权人 （真正

的融资人）信息呢？

李浩强分析，登记的合同编号有某种规律，

可能包含了原始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信息。

比如，图

1

中所列的第

3

条债务人信息显示，文

心保理享有对龙岩市龙地贸易有限公司

1523.25

万

元应收账款， 合同编号为 “

GZFH-XA01 -

L200708LDMY61

”

,GZFH

代表原始债权人 （供应

商），

LDMY

代表债务人龙地贸易（采购方）。

这种规律性的合同编号，部分举例如下（表

3

）。 按理，供应商和采购方各不相同，他们各自

的合同编号规则也应各不相同， 但此处却呈现

明显的规律性与一致性。

按照这个合同编号规则， 我们对前述总额

224.31

亿元应收账款， 涉及的

429

笔合同编号

逐一解析、比对，梳理出原始债权人共计

22

家

（表

4

）。

前 五 位 债 权 人

ZLGK

、

ZZGK

、

SHHS

、

GZFH

、

GZYEH

， 其应收账款共计

182.95

亿元，

占比

81.56%

。 换句话说，转让债权金额最大的

5

家融资人，通过文心保理，拿走了“长青”系列

信托计划的绝大部分资金。

李浩强说：“从单一主体的融资人看，（最大

的）它有

70

亿的应收账款，那它起码规模也不小于

70

亿吧，它要通过这种（保理）方式进行这么大的

融资，有点蹊跷。 ”

文心保理业务疑云：

“三方确权” 与“回款封闭”

证券时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这

22

家原

始债权人，与

27

家债务人所发生的

429

笔贸易

关系，构成了复杂的网状交易结构。 比如，最大

的债权人

ZLGK

，对应了

10

家债务人；而最大

的债务人盘北国投，也对应了

11

家债权人。

原始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贸易关系以及因此

形成的该等应收账款，成为了文心保理以及“长

青”系列信托产品的底层资产。

从信托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底层资产的真实

性，是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的核心所在。

那么， 文心保理是否真实享有这些底层的

应收账款债权资产呢？

据了解， 应收账款融资有两个非常关键的

风控环节———“三方确权”与“回款封闭”。

一家股份制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经理王俊

杰 （化名），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 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卖给

保理公司时，付款方要确认付款义务，他们三方

是要确权的。你债权人是应收账款的天然权利人，

对吧？ 你把收款的权利转让给保理公司，这是你们

俩之间的两两协议，但是对于最终的付款方来说，他那

边他得去确认，就是他的债主变了，所以这就是确权的

目的。”《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 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

生效力。

通常，三方确权会实地进行或者通知送达，并

且要求债务人在确权文件上加盖公章， 以确认这

笔债务的真实性及债务人的付款义务。

三方确权的同时，也包括收款账户的变更，从

债权人（供应商）的收款账户变为保理公司的收款

账户。 这就是说，确保债务人支付的款项，能回到

保理公司的账户，从而实现回款的封闭，杜绝回款

资金到融资人账户后被转移的风险。

但实际操作中， 变更回款账户是非常麻烦的

事情。 王俊杰表示，“除了一些比较稳定的长期客

户以外， 通常情况下， 付款方不太愿意配合这个

事，因为比较折腾。 对他有什么

好处呢？ 你想，你要变收款账户

的话， 当时的账户是怎么来的？

是签合同的时候来的。你现在要

想变更收款账户，就意味着付款

方企业得重新走一遍签约的流

程，变更其中的收款账户。 这个

过程， 付款企业的业务部门、法

律部门、财务部门，还有档案管

理部门，都得跟着做变更。没好

处的事谁愿意折腾呢？ ”

面对困难的三方确权以及

繁琐的回款账户变更程序，文

心保理却在

2020

年

2

月

～8

月的半年内， 完成了

224.31

亿元的应收账款受让。 这不禁令人产生疑

问。如果再联系起这家保理公司

2018

年

6

月才刚

成立，自称

2019

年

9

月才开始展开业务，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业务，着实匪夷

所思。

某地方金融局负责保理监管的人士认为：“如

果是围绕集团体系内的核心企业做反向保理，做这

么大规模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仅仅是做正常的零

散化的正向保理，那这个速度就有点太惊人了。 ”

雪松信托在中登网登记的信息显示， 所有债

务人都是回款到文心保理的账户里， 相当于是做

到了账户变更的回款封闭。 前述资深保理人士李

浩强说：“这里一个很蹊跷的地方是， 动不动单笔

回款都是几千万，如此大金额的应付款，这些下游

企业为什么愿意配合回到保理公司的账户呢？ 这

点值得深思。 ”

“在我正常的经历过的很多业务情况看来，让

一个下游企业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回款， 从供应

商账户变更到保理公司的账户里面去， 其实不太

容易的。 ”李浩强说。

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的应收账款，

文心保理有做三方确权吗？ 有实现回款封闭吗？

这不仅直接涉及文心保理的业务风控水平，

甚至关系到信托底层资产的真实性。

一线调查：债务人既不知文心保

理，更否认负有债务

为了查明文心保理的这些债权资产究竟是否

真实存在，证券时报记者分赴贵州、广东、福建、上

海、江苏、江西、海南等省市，走访相关重点债务

人，进行核实与求证。

让记者意外的是， 受访的债务人几乎清一色

地答复：既不知文心保理，更否认对其负有债务。

债务人一： 盘北国投 （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71.89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 贵州盘北国投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盘北国投”）为文心保理的第一大债务

人。 在统计时段内，

ZLGK

、

GZYEH

、

GZFH

、

ZZGK

等

11

个原始债权人，将总额

71.89

亿元的

132

笔

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表

5

）。

工商资料显示， 盘北国投成立于

2017

年

7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 从股权结构看，该公司属国

资控股企业，

由贵州盘北经

济开发区投资

有限公司 （简

称“盘北投资”）持

股

51%

，自然人叶志成

通过深圳华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

49%

。

证券时报记者来到贵州省盘州市盘北开发区，

实地走访盘北国投。 盘北国投一名业务人员告诉

记者， 盘北国投主要给开发区所属的企业进行一

些代采、代购，不算国资股东派驻的人的话，公司有

7

个人。记者查询得知，盘北国投董事长为赵金贵，

为国资股东委派；总经理为叶志成，同时也是公司

法人代表。

此外， 国资股东还向盘北国投派驻了一名财

务人员。 记者问该财务人员是否知悉供应商把对

他们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的情况， 对方回

复称：“我不太清楚。”记者追问是否听说过文心保

理，该财务人员回答“没有”。

当记者拿出

132

笔应收账款明细向财务人员

核实，对方回复：“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都没见

过，都是我们叶总（叶志成）比较清楚的。 ”

盘北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的施主任对记者表

示，盘北国投是盘北投资和外面合作的项目，具体

做什么业务办公室并不知情， 问了领导也说不了

解相关情况，只能去问赵金贵，而他出差了。

记者在多次拨打赵金贵手机之后，终获接听。

他表示， 已经看到采访函， 要把叶志成叫来问一

问，向领导汇报之后再答复。 截至记者发稿，赵金

贵未予答复。

综合采访情况来看， 叶志成才是盘北国投的

实际管理者。在获悉叶志成人在贵阳后，记者即前

往贵阳与其见面。为了防止记者录音，在叶志成的

要求下，采访在贵阳某酒店泳池内进行。

关于供应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之

事，叶志成说，这些他有所了解。 记者问及是否进

行了三方确权，叶志成反问：“他们转让，和我有什

么关系？ ”记者又问：“你们是债务人，存在对文心

保理的负债，不担心他们主张债权吗？”叶志成称：

“他们之间签的东西和盘北国投毫无关系，没有任

何东西证明我们知情，有什么好担心的？ ”

记者对公司只有

7

人却半年能做超过

70

亿

的业务规模表示疑问， 叶志成澄清道：“我们就是

为开发区企业融资的平台，也有做大规模的需要。

我们和上下游的业务都是真实的， 你不会以为都

是假的吧，你可以去查。 ”

综合而言， 叶志成宣称与供应商之间的贸易

往来是真实的， 但供应商与文心保理之间的交易

与他们无关。不过，叶志成对记者为雪松而来毫不

意外， 并透露曾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对雪松进行

了一年的调查，在评估风险之后才与雪松展开合

作。 至于具体合作内容，叶志成拒绝回答。

债务人二： 正威科城 （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43.14亿元）

广东正威科城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正威科

城”）为文心保理的第二大债务人。在统计时段内，

ZLGK

、

ZZGK

这两家原始债权人，将总额

43.14

亿

元的

83

笔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表

6

）。

工商资料显示，正威科城位于广州，由深圳正

威集团持股

51%

， 广州科学城投资集团持股

49%

， 主营业务为供应链。 证券时报记者前往广

州，向正威科城核实相关债务的真实性。

据了解，正威科城向供应商采购的是电解铜，

共计

79

笔， 总量为

9.41

万吨， 采购总金额共计

41.8

亿元，款项早已向供应商支付完毕。

这

79

笔采购对应

79

份合同， 最早的合同时

间为

2020

年

2

月

11

日， 最晚时间为

4

月

13

日。

相关款项在合同签署完

20

天之内即完成付款，最

快的甚至

4

天就完成付款。 总计

41.8

亿元的合同

款，每笔合同最后只留了数万到十余万元的尾款，

尾款总计仅

213.6

万元， 并分别于

4

月

9

日及

5

月

18

日支付完毕。 这意味着，正威科城对供应商

几乎相当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没有该等债务，

更谈不上对文心保理的债务了。

正威科城上述业务中，同样有雪松的影子。

记者了解到，该等业务系由一名今年

2

月新入

职正威科城的业务经理所带来。 而且，

ZLGK

、

ZZGK

主动给予了较长的账期，这一点让正威科城管理层

感到诧异，因为大宗商品交易通常为现款现货。 在

犹豫之际， 正威科城业务负责人在供应链业内了

解

ZLGK

、

ZZGK

背景， 雪松相关人士对其表示

ZLGK

、

ZZGK

可以合作，雪松与它们也有业务往来。

不过，该业务经理今年

5

月即离职，正威科城

与

ZLGK

、

ZZGK

的业务也被同步叫停，且后两者被

剔除出准入供应商名单。 相关人士表示：“那个业

务经理走了之后（这个业务）就停了，我推测他是雪

松介绍过来的，因为他和雪松走得比较密切。 ”

对于供应商将该等并不存在的应收账款转让

给文心保理一事，正威科城表示，其此前完全不知

情，并未做债权转让确认，且合同相关货款已全部

支付至对应供应商账户， 未与文心保理的账户发

生任何形式的款项往来。

“我们是很纳闷，也希望你们调查清楚告诉我

们。” 正威科城一位高管说，“因为要做保理，他们

（保理公司）是要跟我们确认的。 没有我们确认就

去收这个（应收账款），这个过不了关的。 ”

债务人三： 南昌供销 （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13.04亿元）

中国有色金属南昌供销有限公司（简称“南昌供

销”）为文心保理的第三大债务人。 在统计时段内，

ZLGK

、

GZFH

、

ZZGK

等

8

家原始债权人， 将总额

13.04

亿元的

33

笔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表

7

）。

南昌供销由江西钨业集团全资持有， 再追溯

上去则是江西省国资委。 证券时报记者前往南昌

供销所在地———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淳和

大厦

17

楼实地走访。

该公司董事长王福华对记者表示，“昨天你发

给我们（明细），我们就已经核实过了，业务合同都是

一致的。 ”不过，王福华对于记者的到访似乎不甚欢

迎，“我这个国字头的企业还能作假吗？ ”

证券时报记者：

你们跟文心保理有业务往

来吗

？

王福华：我们跟它没有业务，也不知道

这家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所以包括这些应收账款转

让也没有做三方确权是吗

？

王福华：我们跟供应商的贸易往来，只需要

我们两个之间确权就行， 我还跟其他什么公司

确权吗？

证券时报记者：

所以你们的款项也是直接

付给了供应商账户

，

而不是付款到文心保理账

户是吗

？

王福华： 我们跟谁做的业务肯定就是把钱

付给谁啊。

证券时报记者：

那你们也不清楚你们供应

商和文心保理的融资行为吗

？

王福华：这个我们不清楚。

证券时报记者：

文心保理也没有跟你们打

过交道

？

王福华：没有。

债务人四： 博斯特 （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11.54亿元）

东台市博斯特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 “博斯

特”）为文心保理的第四大债务人。 在统计时段

内，

ZZGK

、

SHHS

、

ZLGK

等

6

家原始债权人，将总

额

11.54

亿元的

20

笔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

（表

8

）。

工商资料显示， 博斯特为

100%

的国资控

股公司， 其上层股东为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惠民城镇”），再往上追溯则

是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政府。

证券时报记者从上海驱车前往博斯特的工

商注册地，发现该地址并无该公司，而是一家汽

车修理店。 记者又前往其股东惠民城镇的工商

注册地，发现也无此公司。

第二天，在东台市委宣传部的协助下，记者

最终联系上了博斯特的相关人员。但对方以“办

公室太小、很乱”“还在装修”等为由，数次拒绝

记者前往该公司的要求。

最终，在东台市委宣传部主任见证下，记者

对博斯特公司办公室主任袁维进行了电话采访。

袁维回复称：“我们都核实了， 可以告诉你

的是，这

6

家公司其中大概有

3～4

家跟我们是

有业务往来的，做的大宗商品，我们之间的账目

早就结清了。 所以，文心保理它到底融不融资、

应收账款怎么转让，都不关我们的事。 而且，我

们没有（确权）盖章，也没有对它有任何承诺的

东西，（这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

“这

6

个供应商， 您刚提到只跟其中

3～4

个发生了贸易往来，是哪几个呢？ ”记者追问。

“这个不太好说。 ”袁维称，“我们跟雪松确

实是有贸易往来的。 ”

债务人五：龙地贸易（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11.09 亿元）

龙岩市龙地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 “龙地贸

易”）为文心保理的第五大债务人。 在统计时段

内，

ZZGK

、

GZYEH

、

GZFH

、

SHHS

等

4

家原始债

权人，将总额

11.09

亿元的

18

笔应收账款转让

给文心保理（表

9

）。

工商资料显示， 龙地贸易是龙岩城发集团

100%

控股的子公司，而龙岩城发集团由福建省

龙岩市国资委

100%

持有。

在前往龙地贸易前， 证券时报记者先进行

了电话沟通， 接电话的是该公司综合部的郑女

士。当记者向对方说明，文心保理对该公司享有

11

亿元债权，需要核实一下，对方甚为惊讶，说

从没听说过文心保理这家公司， 更不用说有金

额往来了。 “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会

不会是假的呀，你们是不是遇到骗子了啊？ ”

之后， 记者将应收账款转让明细发送到郑

女士提供的个人邮箱。 约半小时后，郑女士回电

称：“我们跟雪松有合作，没有跟文心保理合作。

（业务）就是大宗商品贸易，相关明细让财务正

在核实。 ”

之后，记者前往福建龙岩，对龙地贸易进行实

地走访，并走访了龙岩市国资委。

龙岩市国资委负责接待的吴科长说：“据我了

解，龙地贸易这个公司规模都没有

10

个亿，怎么可

能会有

10

多个亿的债务。 如果是贸易的话，货权、

物权这些都是要有的，还有发票、购销合同。 这个叫

文心保理的公司债务造假的话，我想跟龙地贸易没

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受害者，你说的这个应付账款

这么多我是不太相信的。 ”

之后，记者在龙地贸易见到了龙岩城发集团副

总经理兼龙地贸易董事长陈向农。 陈向农答应就相

关账务明细核实之后回复记者。

几天之后，记者收到龙地贸易总经理张镜龙的

短信回复：“应集团领导要求，我回复如下：我司与

雪松有业务往来，感谢你的关心和提醒，我们正在

着手调查雪松是否用我们的应收账款进行融资。 ”

债务人六：云资敦鼎（被登记的债务总额 2.74

亿元）

在统计时段内，原始债权人

ZZGK

、

ZLGK

，将对

上海云资敦鼎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云资敦鼎”）总

额

2.74

亿元的

5

笔应收账款，转让给文心保理。

工商资料显示，云资敦鼎由云南省国有资本运

营国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鼎投资”）持股

60%

，

民营股东上海迎祺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迎祺

贸易”）持股

40%

。

证券时报记者前往云资敦鼎的注册地实地走

访，发现并未有这家公司存在。 于是记者向云资敦

鼎的控股股东云南国鼎投资询问，国鼎投资一位孙

姓负责人 （简称 “孙总”） 提供了云资敦鼎的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厦

1196

号世纪汇二

座

10

楼

1025

室。

记者前往孙总提供的地址，发现这是个共享办公

空间，但依然未见云资敦鼎这家公司。 孙总表示，他

6

月去上海时还到过该地址，可能已经搬迁，对于新搬

迁的地址并不知晓，因为股东在云南，子公司在上海。

孙总介绍，云资敦鼎的业务主要是小股东迎祺

贸易派人在负责，国资仅在财务的收款与支付上进

行远程网银把控。之后，孙总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向

云资敦鼎核实了相关明细，并将核实的结果通过电

话告知记者。

“跟

ZLGK

和

ZZGK

这

5

份合同，对应的合同金

额和执行金额，执行过程中的货物转移单、支付凭

证，还有发票，我们全部都核实了。 ”孙总说，“这

5

份合同的金额是对的，但是执行金额略小一点。 交

易货物是铜原料，签订合同之后具体履行的时候可

能会少个几百公斤、一吨两吨，所以执行金额略小

一点也是正常的。 ”

“我们也让他们调了从银行付钱给这两家公司

（的记录），就是（付给）上游供应商。 对于文心保理

这个事情，云资敦鼎不知道两个供应商将债权转让

给文心保理。 ”孙总说。

风控“裸奔”

底层资产“虚无”

除了前述债务人之外，我们还向其他相关债务

人进行了求证，得到的回复都类似。

四川长虹书面回复称： 我司与

ZZGK/ZLGK

签

订的合同属实。 在

ZLGK/ZZGK

交货、履行完成合同

的当月，我司亦完成了对该两司所交货物全部货款

的支付，和供应商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更不存在

对文心保理之债务。 我司从未与文心保理有过联系

或业务往来，亦不清楚文心保理业务情况。

新疆昆仑天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回复称：我公

司从成立以来未跟任何公司操作过保理、被保理业

务。 请勿采信虚假信息。

通过多方走访核实，基本可以确认，文心保理

对所有应收账款未做任何三方确权，更未有任何债

务人将款项回款至保理公司的账户。 换句话说，文

心保理两个非常关键的业务风控环节———“三方确

权”与“回款封闭”，是完全缺失的。

也许文心保理及雪松信托会解释称，这是一种暗

保理，无需三方确权，也无需回款封闭，只要融资人

收到债务人的款项再归还到保理公司的账户即可。

前述资深保理人士李浩强说：“正常合适的风

控，是要债务人直接回款到保理公司账户的。 如果

允许融资人自己收款再自行偿还本息，万一融资人

收到钱跑路就麻烦了。 ”毕竟，这是总额超过

220

亿

元的应收账款。

“所以我觉得，雪松信托（及文心保理）连三方

确权和回款封闭都不做，那风控就是裸奔。 所以，不

是风控优先，而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李浩强说。

在未做三方确权及回款封闭的情况下， 雪松信

托与文心保理根本无法去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前

述律所高级合伙人王欣指出

:

“从法律角度，如果没

有（确权）通知，就没有发生债权转移效力，（应收

账款）就跟假的一样。 ”更甚者，文心保理及雪松信

托在主张债权时，相关应收账款就已经“灭失”了。

以正威科城的债务为例， 正威科城与

ZLGK

、

ZZGK

共计发生贸易往来

79

笔。但在雪松信托及文

心保理于中登网登记该等债权之前，正威科城即已向

供应商支付货款完毕。再比如，

8

月

25

日，雪松信托在

中登网登记了两笔对云资敦鼎的债权， 金额分别为

5616

万元、

6423.86

万元，原始债权人分别为

ZLGK

、

ZZGK

，购销合同的签署时间同为今年

4

月

7

日。 对

于这两笔债务， 云资敦鼎的国资股东代表孙总回复

称“这不可能”，因为

4

月签署的合同，

7

月就完成了

对供应商的付款，不可能到

8

月还有所谓的债务。

这就意味着，存在供应商拿着已收到款的所谓

“应收账款”，去向保理以及信托转让获得融资的情

况。站在融资人的角度来说，性质涉嫌“欺诈”。站在

“长青”系列信托产品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底层应收

账款，实际大多是债务人已经完成付款、雪松信托

无法主张债权的“虚无资产”。 换句话说，该等信托

产品，几乎没有底层资产支撑。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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