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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上

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层出不穷，造假手段复杂多样，严

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危害着资本市

场的高质量发展。2021 年，32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

的被证监会/证监局实施了行政处罚，收入是财务造假

的重灾区，比如通过虚构和客户、供应商的交易虚增收

入；通过第三方实现资金流转虚增收入；将其他性质的

所得计入收入；通过虚构项目建设完成进度提前确认

收入。此外，虚减负债及费用也是上市公司常用的造假

手段，比如利用会计政策通过不计提或少计提费用虚

减负债及费用；通过跨期确认费用的方式调节当期利

润等；更有甚者，通过直接删除相关原始凭证、篡改报

表等方式虚减负债及费用。上述种种财务造假行为，不

仅损害了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破

坏了资本市场和商业社会的诚信。 

本文主要基于上述 32 家因财务造假而被证监会/

证监局处罚的上市公司，分析财务造假的动因，总结提

炼上市公司通过虚增收入、虚减成本费用、少计负债等

方式实施财务造假的手段;最后提出识别财务造假的

方法，以期能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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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层出不穷，造假手段复杂

多样，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危害着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2021 年，32

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的被证监会/证监局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收入是财务造假的重灾区。

财务造假不仅损害了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破坏了资本市场和商业社会的

诚信。 

一、造假动机 

编制虚假财务报表属于舞弊的一种形式。基于“舞弊三角”理论，舞弊风险因素包括动机、

机会、态度，其中动机是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上市公司之所以财务造假，主要基于四种动机，

即避免摘牌退市、融资、完成业绩对赌协议、追求个人利益。了解财务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动

机，有助于我们识别财务造假的手段，规避财务造假带来的风险。 

广东联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汛教育”）财务造假主要动机为完成与广东文

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长城”）的对赌协议。 

2016年 8 月，文化长城完成对联汛教育并购，联汛教育原股东承诺，2016年至 2018年实

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000 万元、7800万元和 1亿元，若未达到，联汛教育原股东需对文化长城

进行补偿。然而，联汛教育 2018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为 2404万元，2018年要实现净利润 1亿

元的对赌目标对联汛教育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于是，联汛教育铤而走险，实施了财务造假。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2号），2018年，文化长城子

公司联汛教育为完成业绩对赌目标，主导区域代理商签订含保底收入承诺的合作协议，并将此

作为确认区域代理商支付的技术服务费为营业收入的条件。在未发生对应的实际业务情况下，

为伪造区域代理商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假象，联汛教育通过供应商账户、中间过桥账户将资金在

体外循环后，安排区域代理商转入其全资子公司新疆联汛展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汛教育根

据合作协议，将区域代理商转入的 6,855 万元（含税）确认为 2018 年应收账款，并确认相应

营业收入，导致 2018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约 6,467 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 5,939 万元，

占文化长城当期披露利润总额 24.49%。  

二、造假手段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有 32 家（详见附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被证监会/

证监局实施行政处罚。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的造假手段主要为通过虚增收入和资产、

虚减成本费用和负债的方式虚增利润。 

1、通过虚构和客户、供应商的交易虚增收入 

以往通过空壳公司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进行造假，很容易被识别或被认定为关

联交易，因为人员、注册资金、联系方式等各方面与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关联。对此，上市公

司将造假手段进行了升级，即用真实的客户和供应商造假。这种造假方式很隐蔽，不易识别。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6号），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中信国安”）于 2009年 4月召开销售专题会议，在预计当年销售

收入约为 4 亿元的情况下，为完成 10 亿元销售目标，决定采用预售方式完成业绩，同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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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价格让利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支付客户预付款利息。青海中信国安收到客户预售款后，借

记银行存款（或应收票据），贷记预收账款，同时虚构货物的销售合同、出库单等资料虚增收

入，在账面借记应收账款，贷记主营业务收入，月底将预收账款和应收账款进行对冲核销。在

青海中信国安纳入中信国安合并报表的 2009年至 2014年期间，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5.06亿元，

累计少计财务费用 5.06 亿元，累计虚增利润总额 10.13亿元。 

2、通过第三方实现资金流转虚增收入 

一些上市主体通过伪造银行对账单、银行资金存取凭证等第三方证据的方式伪造资金进出

轨迹，如江西绿巨人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绿巨人”）财务造假 2016 年至

2018 年江西绿巨人通过伪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篡改银行流水的方式，虚增应收账款项目回

款，虚减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而虚增利润。采用此种方式，造假的成本比较低，但是这种

手法被发现的风险比较高。后来造假者对其加以改进，通过构建资金循环伪造“真实”的资金

流，达到同时虚增收入、资产的目的。 

根据浙江证监局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4 号），2015 年底，浙江亚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药业”）收购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

高峰”）100%股权，上海新高峰成为亚太药业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6-2018年

期间，上海新高峰在未开展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确认来自安徽贤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咏

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临西循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等客户的销售收入，并通过武汉光谷临

床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科临医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乐清市医临健康医疗基金会等第三

方主体实现资金流转。2016-2018 年，上海新高峰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4.54 亿元，虚增营业成

本 2.75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1.74亿元，上述财务数据纳入亚太药业合并报表后，导致亚太药

业 2016-2018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及相关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3、“无中生有”，通过虚构业务方式虚增收入 

上市公司通过与其他关联方配合，签订虚假合同，并按正常的流程伪造原始单据及流水，

虚构收入及利润。 

根据广州证监局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

21号），2018至 2019 年，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浪奇”）通过虚构大

宗商品贸易业务、循环交易乙二醇仓单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并且以预付

采购货款的名义，经过多层中间公司掩护过渡，将资金给其关联方使用，最后将预付账款调整

为存货。 

4、通过提前确认收入虚增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是在对会计期间进行合理假设的基础上，

同时销售收入确认也涉及到销售期间划分的问题。公司为了达到需要的业绩目标，往往对销售

收入在销售期间进行不恰当的分割，提前或延后确认收入。 

根据广西证监局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

5号），2016年 4月至 2019年 6月期间，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智慧”）

隐瞒其全资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安顺市西秀区智慧城市、重庆永川区智

慧商圈、拉萨堆龙德庆区智慧政务等智慧城市项目建设进度。在上述项目尚未实际建设或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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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建设、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天夏智慧通过虚构项目建设完成进度的方式虚假确认

或者提前确认收入，并在相关定期报告中虚增上述项目的收入和利润,合计虚增收入不少于

30.86亿元，虚增利润不少于 11.48亿元。 

5、将其他性质的所得计入收入 

为了满足特定的业绩要求，一些上市主体通过将其他方式实现的收入计入销售收入凑业绩。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 号），2015 年 4 月 30 日，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太尔”）公告《2014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74,073.20 万元，利润总额 2,249.98 万元，净利润 984.69 万元。经查，斯太尔通过

虚构技术许可业务，将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 1亿元用于斯太尔柴油

发动机项目的专项扶持资金，以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 EM11 柴油发动机专

有技术许可收入入账，并在扣除税金后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据此虚增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9,433.96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9,433.96 万元，虚增净利润 7,075.47 万元，并导致斯太尔在

2014年年度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  

表 1：2021年受到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虚构收入造假案例梳理 

造假公司/处罚文件 主营业务 财务造假期间 财务造假手法 主要影响科目 

青海中信国安〔2021〕36号

(证监会) 

钾、锂、硼、镁

资源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 

2009-2015 
虚构销售合同，

虚增收入 

应收账款、存货、

财务费用 

亚太药业〔2021〕4号（浙

江） 

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 
2016-2018 

在未开展实际业

务的情况下确认

收入，并通过第

三方实现资金流

转 

营业收入、存货、

营业成本 

广州浪奇〔2021〕21 号（广

东） 

肥皂及合成洗涤

剂制造 
2018-2019 

虚构业务，虚增

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和利润；虚

增预付账款，虚

增存货 

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存货、预

付账款 

天夏智慧〔2021〕5号（福

建） 

互联网技术开发

与服务 
2016-2019 

提前确认项目收

入 

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 

斯太尔〔2021〕13号（证监

会） 

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 
2014-2016 

将政府补助包装

成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递延

收益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6、通过删除相关原始凭证虚减负债、费用 

根据“资产=负债+权益”会计等式，一个科目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其他科目的联动，一般的

财务造假往往是多科目协同，需要考虑会影响哪些会计科目，需要“统筹安排”把账做平，总

的来说造假是个技术活。然而龙力生物“化繁为简”，采用最朴素的造假手段——直接删凭证。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号），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力生物”）通过删除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等科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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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借款相关记账凭证的方式，导致 2015 年年度、2016 年半年度、2016 年年度、2017 年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存在虚假记载。上述期间龙力生物虚减的短期借款等负债金额

分别为 171,930 万元、238,980 万元、282,354 万元、290,282 万元，各期间虚减的负债金额

分别占对外披露总资产的 63.75%、69.53%、66.81%、66.34%。 

龙力生物通过删除与借款相关的利息费用、居间服务费等记账凭证的方式，导致 2015 年

年度、2016年半年度、2016年年度、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存在虚假记

载，上述期间龙力生物虚减的财务费用（利息支出、服务费）、管理费用分别合计为 13,942.77

万元、8,631.39 万元、24,677.11 万元、19,729.54 万元，导致虚增当期利润总额分别为

13,942.77 万元、8,631.39 万元、24,677.11 万元、19,729.54 万元，因各期间虚减融资费用

导致虚增的利润总额分别占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的 217.47%、162.14%、175.18%、273.77%。 

7、利用会计政策，通过不计提或少计提费用虚减负债、虚增利润 

根据安徽证监局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

6 号），根据 LED 芯片行业外部环境和公司经营情况，2018 年底，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LED芯片业务相关非流动性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但德豪润达

未对该部分资产合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导致 2018 年年报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9.11 亿元，

虚增 2018年度利润 29.11 亿元。2018年年报披露前，德豪润达已得知地方政府部门决定停止

拨付政府补助，剩余 1 亿元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应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德豪润达在 2018 年

年报中对该项其他应收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0.05 亿元，少计提 0.95 亿元，虚增

2018年度利润 0.95亿元。2018年 8月 18 日，法院裁决德豪润达需向 Lumileds补偿 6,600万

美元，该所涉未决诉讼事项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但德豪润达未予计提，导致 2018 年年报少

计提预计负债 4.53亿元，虚增 2018年度利润 4.53亿元。 

8、跨期确认费用，调节利润 

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的基础“权责发生制”原则，也就是说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已

经发生和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费用；凡是不属于当

期的收入、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了，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费用。上市公司迫

于利润压力，为使当期利润达到预定目标，推迟确认本期已发生的费用。 

据上海证监局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1〕

22号），2018年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系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光裕”)存在销售费用跨期确认情况。上海光裕 2018年少计提索赔费用 240.40

万元，导致 2018 年年报多计利润 240.40 万元。 

表 2：2021年受到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虚减成本费用、负债造假案例梳理 

造假公司/处罚文件 主营业务 财务造假期间 财务造假手法 主要影响科目 

龙力生物〔2021〕3

号(证监会) 

生物产业、新能

源产业、新材料

产业 

2015-2017 

删除负债类会计

凭证虚减负债和

财务费用 

短期借款等负债科目、财

务费用 

德豪润达〔2021〕6

号(安徽) 
电气设备制造 2018 

不提资产减值准

备、预计负债；少

提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信用减值

损失、预计负债、费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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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特科技〔2021〕22

号（上海） 

金属制品的加

工、制造 
2018 跨期确认费用 销售费用、预计负债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2021 年财务造假行政处罚案例中，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手段多有相

似之处，无论其通过何种手段和方式，其造假逻辑基本上都是通过虚增资产、收入或虚减负债、

费用的方式虚增利润。但细究其造假手法时，和以往年度受处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手段相比，

发现造假手法在逐步演变，手段日趋复杂，隐蔽性越来越强。 

三、识别方法 

大多数的财务造假方式都是系统性的造假，一般都是公司管理层经过周密的谋划后组织实

施的,手法专业，欺骗性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很难被直接发现。财务造假主体为了满足“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计恒等式的要求，往往需要虚增资产或虚减负债，结果则表现为一些

财务指标的异常，为此我们可以通过间接手段，通过分析相关财务指标是否异常来识别上市公

司财务造假行为。 

1、毛利分析法 

除非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一般情况下公司的毛利率会在较小范围内波动，如果一家上

市公司的毛利率波动较大或者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例如江苏雅百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百特”）财务造假案例，雅百特 2015 年“借壳上市”后主要从

事公共装饰和装修业务，雅百特 2015-2016 年毛利率分别为 43.24%、35.33%，在技术水平及

业务模式未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其毛利水平远高于同行业其他公司，明显有悖常理。雅百

特以虚构海外工程项目和国内外建材贸易的方式虚增业务收入，粉饰财务报表。雅百特于 2015

至 2016 年 9 月通过虚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木尔坦公交工程项目、虚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等

手段，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 5.83亿元，虚增利润约 2.57亿元。 

表 3：毛利率对比分析（单位：%） 

上市公司 2015年 2016年 

雅百特 43.24% 35.33% 

嘉寓股份 16.18% 14.47% 

江河集团 14.58% 13.94%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存货周转率分析法 

存货周转率反应企业一定时期内存货的周转速度，存货周转率越高，表明存货的流动性越

强，存货转化为现金或应收账款的速度就越快。通常情况下，存货周转率下降，说明企业运营

能力下降、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出现存货周转率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

收入却持续增长的情况，说明其收入或存货很有可能存在虚构的情况。例如广州市浪奇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浪奇”）财务造假案例，如表 4所示，2017-2019年广州浪奇存货

周转率不断下降，分别为 26.91、14.36、8.94，与之相矛盾的是，其同期收入却逐年增长。按

运营能力分析，其收入逐年增长的背后应该伴随是存货周转率的升高，存货流动性增强，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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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体现在广州浪奇的财务数据中。 

通过查看广州浪奇〔2021〕21 号(广东)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加以验证。2018-2019 年，

广州浪奇通过虚构业务等方式，2018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62.34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60.24亿

元，虚增利润 2.10 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518.07%；2019 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66.51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64.50 亿元，虚增利润 2.10 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56.57%。2018-

2019 年，为美化报表，广州浪奇将部分虚增的预付账款调整为虚增的存货，2018 年虚增存货

金额为 9.56亿元，2019 年年虚增存货金额为 10.82亿元。 

表 4：广州浪奇 2016-2019 年存货、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存货 5.03 - 3.50 -30.42% 12.61 260.29% 13.77 9.20% 

主营业务成本 95.46 - 114.77 - 115.71 - 117.96 - 

存货周转率 - -  26.91  -  14.36  -  8.94  - 

主营业务收入 98.49 -  118.11  16.61%  119.74  1.36%  123.98  3.42% 

资料来源：Wind 

3、现金流量分析法  

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长期低于净利润，很可能说明确认为利润相对应的

资产属于不能转换为现金流的虚拟资产。例如：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

财务造假案例，将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和净利润对比，如表 5所示，康美药业 2015-2017

年净利润逐年增长，现金流也逐年增长，但是与净利润相比过低，很可能其收入对应的应收账

款为虚增资产，后来证监会的处罚（〔2020〕24号）也验证了这一点。 

表 5：康美药业 2015-2017 年经营对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对比（单位：亿元）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9 16.03 18.43 

净利润 27.56 33.37 40.95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4、非财务信息分析法 

非财务信息是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的，一般来说，财务信息是指财务报表列示的信息，非

财务信息一般指公司战略、生产经营情况、对外公告等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在一些方

面存在着勾稽关系，非财务信息有助于识别财务造假行为。例如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财务造假案例，在财务造假被曝光之前，深交所就已经关注到康

得新 “存贷双高”问题。 

2018年 5 月 10日，深交所向康得新发送问询函，对康得新过高的货币资金规模提出了质

疑。 2018年 5月 17 日康得新回复的公告中称，2017年 185.04 亿元的货币资金中，包括 50-

60亿元的并购储备资金，原因是公司要保持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保证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近

两年的投资都是以自有资金进行第一时间的投资和建设，公司货币资金水平与资金需求匹配。

问询函回复后不久，康得新就发布了另一则公告，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然而，在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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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没有变化、2018 年 3月末还有 197.28 亿元的情况下，2018 年 6月 7日就要用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表 6：2016-2018 年 3月末康得新货币资金、有息债务金额统计（单位：亿元）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3月末 

货币资金 153.89 185.04 153.16 197.28 

有息债务金额 91.30 143.11 122.99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四、总结 

事实上，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财务造假的手段

多有相似之处，基本上大都通过虚增收入、资产或虚减成本费用、负债的方式虚构利润。在财

务报表分析中，我们应始终持有审慎怀疑的态度，以风险为导向，跳出原始单据、财务报表的

束缚，结合非财务信息，综合分析被分析对象的各种因素，识别被分析对象财务造假的手段。

对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若能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中发现一些财务造假的迹象，则能有效规

避财务造假所带来的风险。 

附件 

2021 年受到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例梳理 

序号 造假公司/处罚文件 主营业务 财务造假期间 财务造假手法 

1 
青海中信国安〔2021〕36 号

(证监会) 

钾、锂、硼、镁资

源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 

2009-2015 
虚构销售合同虚增收入，虚增成

本费用 

2 亚太药业〔2021〕4号（浙江） 
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 
2016-2018 

在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确

认收入，并通过第三方实现资金

流转 

3 天夏智慧〔2021〕5号（福建） 
互联网技术开发

与服务 
2016-2019 提前确认项目收入 

4 
斯太尔〔2021〕13 号（证监

会） 

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 
2014-2016 

将政府补助包装成主营业务收

入 

5 
龙力生物〔2021〕3 号(证监

会) 

生物产业、新能源

产业、新材料产业 
2015-2017 

删除负债类会计凭证虚减负债

和财务费用 

6 德豪润达〔2021〕6号(安徽) 电气设备制造 2018 
不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

少提坏账准备 

7 
宁波东力〔2021〕2号（证监

会） 

机械设备研发、制

造、销售 
2014-2018 

虚增应收款项，隐瞒关联关系及

关联交易；不提坏账准备 

8 
粤传媒〔2021〕19 号（证监

会） 

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广告设计、代

理 

2011-2015 
虚构销售合同虚增收入，虚增成

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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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得新〔2021〕57 号（证监

会） 

新材料研发、生

产、销售 
2015-2018 

虚构销售业务、虚构采购、生产、

研发费用、产品运输费用，虚增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研发费用

和销售费用；虚构货币资金 

10 
北京文化〔2021〕10 号（北

京） 
文化经纪业务 2018 

虚假转让投资份额收益权，虚构

资金循环 

11 南京华讯（河北） 

计算机软硬件、通

讯产品技术开发、

销售等 

2016-2018 虚构购销交易，虚增收入 

12 
聚力文化〔2021〕13 号（浙

江） 

文化娱乐产业投

资、实业投资 
2016-2018 

虚构销售业务，虚增收入，通过

第三方实现资金流转 

13 永安林业〔2021〕3号（福建） 
木材、竹材采运、

木材加工、家具等 
2016-2017 

提前确认收入、延迟结转成本，

虚增利润 

14 科迪乳业（河南） 

乳制品、乳饮料、

饮料的生产与销

售 

2016-2018 虚增收入 

15 
广州浪奇〔2021〕21 号（广

东） 

肥皂及合成洗涤

剂制造等 
2018-2019 

虚构业务，虚增收入、营业成本

和利润；虚增预付账款，虚增存

货 

16 同洲电子〔2021〕2号（深圳） 
电子产品的制造、

销售、服务和回收 
2014-2016 

提前确认应付职工薪酬、滞后确

认资产减值损失、虚构收入 

17 安妮股份〔2021〕4号（厦门） 互联网应用服务 2015 虚构交易、虚增收入 

18 
康尼机电〔2021〕54号（证监

会） 

轨道交通装备、

机、电及一体化装

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与技术服务 

2015-2017 虚开发票、未开票即确认收入 

19 
宜华生活〔2021〕81号（证监

会） 

软体家具、一体化

橱柜衣柜、智能家

具及家具用品的

研发和经营 

2016-2019 虚构交易增收入 

20 
宏达矿业〔2021〕96号（证监

会） 

从事医疗科技、医

药科技、生物科

技、计算机软件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2016-2017 
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虚减负

债 

21 
富控互动〔2021〕106号（证

监会） 

从事网络科技与

计算机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 

2013-2018 虚减负债 

22 
富控互动〔2021〕26 号（上

海） 

从事网络科技与

计算机科技领域
2019 虚减负债及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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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 

23 
昊华能源〔2021〕12 号（北

京） 

展开开采、洗选原

煤;制造、加工、销

售煤制品 

2015-2018 虚增资产 

24 
北特科技〔2021〕22 号（上

海） 

金属制品的加工、

制造 
2018 虚增收入、跨期确认费用 

25 嘉澳环保〔2021〕6号（上海） 
生产销售增塑剂

和热稳定剂 
2019-2020 

未对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的购

销业务进行抵消处理，虚增收入 

26 广东榕泰〔2021〕8号（广东） 
化学试剂和助剂

制造 
2018-2019 

不计提坏账准备，虚构业务、虚

构销售回款虚增收入 

27 
乐视网〔2021〕16 号（证监

会） 

互联网信息服务

(含发布网络广

告) 

2007-2016 
虚构业务、虚假销售回款虚增收

入 

28 
暴风集团〔2021〕68号（证监

会） 

互联网信息服务

业务 
2018 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虚增收入 

29 
德威新材〔2021〕85号（证监

会） 
塑料制品销售 2018-2020 

为掩盖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资

产 

30 
每日互动〔2021〕19 号（浙

江） 

网络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软件

销售 

2019-2020 虚构销售合同虚增收入 

31 
中潜股份〔2021〕13 号（广

东） 
潜水装备制造 2019 虚构业务虚增收入 

32 
文化长城〔2021〕12 号（广

东） 

软件信息技术服

务 
2018 虚构业务虚增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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