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山乳业崩盘带来的审计思考

【摘要】辉山乳业由于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及涉嫌财务造假，导致其在2017年12月5日正式崩

盘。伴随辉山乳业崩盘而来的是社会公众对审计师的又一轮广泛质疑。通过分析辉山乳业招股说明书以

及年报，并借鉴浑水公司的做空报告，研究审计师未能有效识别出辉山乳业盈余管理的原因，认为审计

师在审计的过程中应注意常识性问题，多去审计现场查看，关注企业的负债、融资及主要股东的行为，重

视做空机构的做空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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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回顾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山乳

业”）总部坐落于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民营奶制

品企业。2013年 9月 27日，辉山乳业在香港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募集到资金 61亿元。上市后的辉山

乳业雄心勃勃，一方面要走出东北、占领全国市场；

另一方面要打造从牧场养殖到奶品加工的全产业链

模式。在董事长杨凯的带领下，辉山乳业先后投资

200多亿元，在辽宁沈阳、锦州、阜新、抚顺、铁岭，以

及江苏盐城等地投资建设了良种奶牛繁育及乳品加

工产业集群项目。疯狂的产能扩张导致公司的资产

规模急剧膨胀，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辉山乳业上

市板块总资产达到341亿元。

然而在2016年12月，著名国际做空机构浑水公

司发布了质疑辉山乳业财务造假的调查报告，该调

查报告提供了很多辉山乳业财务造假的确凿证据，

辉山乳业遂陷入舆论漩涡并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在勉强支撑了两个多月后，2017年 3月 23日，由于

公司财务负责人葛坤离奇失踪，导致23家债权人到

公司催债，辉山乳业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不胫而走，

次日辉山乳业股价狂跌 85%，蒸发市值 322亿港元，

公司股票开始停牌。2017年 11月 16日晚间，辉山乳

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

的综合净负债有可能达 105亿元，公司进入临时清

盘。2017年 12月 5日，辉山乳业的两家附属企业正

式启动破产重整程序，至此名噪一时的辉山乳业正

式崩盘。

二、事件启示

虽然现在还没有针对辉山乳业的官方调查结

论，但辉山乳业存在较严重的财务造假是没有争议

的。作为辉山乳业多年的审计单位，毕马威会计师事

务所却未能发现其财务造假的迹象，每年均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不能不让广大审计

人员反思：为什么做空机构不看账本和凭证就能发

现财务造假？为什么审计的风险评估程序没有发现

重大错报风险？为什么看似庞大兴旺的企业转眼就

不能持续经营？纵览辉山乳业从兴盛到崩盘的全过

程，本文总结出以下几点启发：

（一）信数据不如信常识

财务数据很重要，但财务数据本身因受太多因

素的干扰而容易失真，所以不能只看财务数据，还要

思考财务数据所反映的商业逻辑。商业逻辑大多数

都没有问题，但有时花哨的商业逻辑会把人引入歧

途，例如贾跃亭的“生态化反”、辉山乳业的全产业生

态链，这时比商业逻辑更重要的是常识。常识因为过

于朴素而容易被人忽略甚至忘记。审计有时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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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高深的专业知识，仅仅靠常识就足以判断事

情的真假。

牛要产奶就必须吃草，奶的产量越大，所消耗的

牧草就越多，这是一个常识。而辉山乳业首先就违背

了这一常识，表1、表2即说明了问题之所在。

从表1、表2可以看出，辉山乳业的原奶产量、营

业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其苜蓿草的收割量却一直在

下降，两者相互矛盾。可能有人会疑惑，奶牛一定要

吃苜蓿草吗？燕麦草或其他牧草能否代替？答案是否

定的。苜蓿草是豆科牧草，被称为“牧草之王”，孕蕾

期紫花苜蓿的粗蛋白含量是玉米的 2.74倍，紫花苜

蓿叶的粗蛋白是玉米的4.3倍，紫花苜蓿赖氨酸含量

是玉米的 4倍多，组氨酸、精氨酸、丙氨酸均是玉米

的2倍，这是一般牧草所不及的。根据辉山乳业的乳

品出厂标准，蛋白质含量要达到3.1g/100ml，比国家

标准高出 0.2g/100ml；脂肪含量要达到 3.3g/100ml，
也比国家标准高出 0.2g/100ml。要想生产的乳品达

到这种品质而成本又不能太高，就必须保证饲料中

的苜蓿草含量。此外，苜蓿草对于保证牛的健康也有

很大的意义，不是精饲料可以代替的。奶牛的四个胃

中有一个是瘤胃，离开优质的牧草（主要是苜蓿）就

会引起瘤胃内微生物态的紊乱，进而影响奶牛的健

康与生产。

本质上讲，牧草作为一种特殊的“填充物”，能为

反刍动物提供至少以下四种其他饲料源（如秸秆和

粮食）无法替代的功能：其一，保证反刍和唾液的分

泌；其二，帮助奶牛对饲料进行咀嚼；其三，促进瘤胃

理想的 pH值，形成理想的“食物垫”；其四，促进瘤

胃中微生物的合成。而且，牧草在完成上述“使命”的

同时，还提供了大量必要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等

营养物质。由此可见，苜蓿草是饲养奶牛、保证优质

的乳品来源所不可或缺的。

辉山乳业违背的第二个常识就是其盈利能力

（毛利率）比行业领先者（如伊利股份、蒙牛乳业、光

明乳业）高出很多，这由表3可以看出。

由表 3可知，2013 ~ 2016年辉山乳业的毛利率

一直稳定在 50%以上，比行业前三的毛利率水平高

20%左右。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充分竞争的牛奶市

场，辉山乳业靠什么取得如此高的毛利率呢？辉山乳

业在其 IPO招股说明书中宣称，苜蓿草的生产成本

约为70美元/吨，而进口苜蓿草则约为400美元/吨，

由于公司的苜蓿草实现了全部自给自足，因此在物

流成本和质量方面有优势，公司预计能够在缩短供

应链方面每年节省 0.83亿 ~ 1.1亿元。可见，辉山乳

业高毛利率的基石是苜蓿草的自给自足。

但根据常识，浑水公司对此产生了高度怀疑，因

为辉山乳业的苜蓿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在辽宁省昌图

县的辽河两岸，而辽河是有名的“十年九涝”。苜蓿草

耐旱怕涝，旱则不长，涝则死亡，加上东北地区寒冷

天数过长，适宜苜蓿草生长的天数少，其种植基地根

本无法达到年收5 ~ 8次、平均亩产干草3500公斤的

产量水平。以此为切入点，浑水公司展开调查，最终

发现辉山乳业的苜蓿草产量根本无法自给自足，必

须依靠大量外购。而大量外购将导致其成本上升，进

而无法维持高毛利，这与其呈现的财务数据不符，因

此公司必然存在财务造假。

（二）看账本不如看现场

账本是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在其管理层蓄意

财务舞弊的情况下，各种原始单据和记账凭证都可

能造假，账本也就不可信了。做假账容易，做假现场

却很难。作为一家做空机构，浑水公司不可能像审计

单位毕马威那样得到辉山乳业的配合，拿到公司内

部的各种账本和原始单据，于是它选择到现场进行

查看，围绕现场开展各种调查。浑水公司的调查人员

到辉山乳业的牧场进行一番观察后就有了以下几项

发现：

首先，调查人员拍到很多装牧草的箱子，这些箱

子上面显示制造商为美国安德森公司，于是浑水公

司联系了安德森在中国的进口代理商，证实辉山乳

业已连续三年成为其客户。根据该代理商提供的数

项目

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
期增长率

2014年

35.3

38.30%

2015年

39.23

11.13%

2016年

45.27

15.40%

2017上半年

25.16

17.70%

项目

原奶产量

苜蓿收割量

2014年

50.17
14.00

2015年

60.16
13.40

2016年

74.30
8.50

公 司

伊利股份

蒙牛乳业

光明乳业

辉山乳业

2013年

28.67%
27.00%
34.75%
54.00%

2014年

32.54%
30.80%
34.61%
62.40%

2015年

35.89%
31.40%
36.11%
57.60%

2016年

37.94%
33.70%
38.68%
56.00%

表 1 辉山乳业原奶产量与苜蓿草收割量 单位：万吨

表 2 辉山乳业营业收入 单位：亿元

表 3 乳业公司毛利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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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辉山乳业于2013年开始从安德森公司进口苜蓿

草，当年进口约 7万吨，2014 ~ 2015年，因中国牛奶

市场疲软而下降至 3万 ~ 4万吨/年，2016年略有改

善。这直接戳破了辉山乳业苜蓿草自给自足的谎言。

其次，调查人员发现辉山乳业的养牛场建设成

本很可能被高估。浑水公司一方面派调查人员到部

分牧场进行现场走访观察，另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对

部分辉山乳业牧场进行拍照。观察发现，辉山乳业很

多牧场建设标准不高，有不少牧场还存在屋顶生锈、

迟迟不能投产、挤奶设备缺乏等问题。浑水公司根据

观察资料和航拍照片，综合专家意见后推断辉山乳

业 IPO后有 31个新“标准”牧场的建设资本支出总

共夸大了8.93亿 ~ 16.68亿元。

最后，调查人员发现很多牧场难以支持高产量。

调查人员考察了辉山乳业于2013年9月 IPO之前建

成的 18个牧场，通过拍摄照片并采访多名现场员

工，获得了有用的信息，包括牧场破裂的墙壁、粉碎

的混凝土、粗糙的维修、破门、生锈和已破损的屋顶。

牧场缺乏建筑维护，因此牧场中存在大量的碎片，环

境较差。

（三）看资产不如看杠杆

著名财税专家马靖昊曾经说过：“负债就像是企

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是企业最弱也最致命的一环。”

过高的杠杆会导致一些企业资金链紧绷，一旦外部

环境或企业经营上出现什么风吹草动，敏感的债权

人就会蜂拥而至，企业就很可能面临无法持续经营

的危险。并且，高负债带来的压力也容易使企业进行

财务舞弊和虚假陈述。因此，审计师在进行风险评估

时，不能被企业的资产规模所迷惑，而应该深度透视

其负债情况，从持续经营和虚假陈述两个方面控制

自己的审计风险。辉山乳业在达到10倍杠杆率后崩

盘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审计负债时至少要评估以下

几个方面：

1. 企业是否存在“短债长投”的期限错配问题。

“短债长投”就是把短期经营用的流动资金贷款挪用

到长期资产的建设中。一旦企业的流动资金被挪作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或者房地产项目投资之用，

短期信用到期就可能导致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除了

与企业关系特别好的债权人可以对其采用“借新还

旧”手段缓解还款压力，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拆东墙、

补西墙”，玩“十个茶杯、五个盖子”的游戏，要么调用

部分原有的营运资金来偿还到期的贷款，造成企业

生产经营出现“失血”现象，最终导致企业因生产经

营不善，银行不给企业续贷、转贷，而面临倒闭。辉山

乳业的审计单位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指出，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辉山乳业短期借款的金额为

110.87亿元，占总借款的70%以上，超出其流动资产

18.71亿元。在董事长杨凯的带领下，辉山乳业先后

投资了 200多亿元，在辽宁沈阳、锦州、阜新、抚顺、

铁岭，以及江苏盐城等地投资建设良种奶牛繁育及

乳品加工产业集群项目，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是长期

投资，导致辉山乳业不得不总在“借新还旧”。

2. 企业的资金来源与融资方式。企业在资金不

紧张的时候，一般是依靠银行借款或商业信用来进

行债务融资；但当资金非常紧张时，就会呈现出资金

来源广、融资手段多的特征，辉山乳业就是典型的例

子，它的资金来源非常广。2017年 3月 23日辽宁省

金融办组织召开辉山乳业债权人会议，到场的商业

银行就有 22家。实际上除了这 22家商业银行，辉山

乳业的债权人还有P2P网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地方金交所等，总数达到70多家，这其

中并未包括应付款项金额巨大的供应商。此外，辉山

乳业的融资方式多样，除了传统的银行借款、占用供

应商资金等融资方式，辉山乳业还尝试了发行定向

融资计划。从 2016年 10月开始，辉山乳业在大连金

交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每期200万元，计划发行75
期。辉山乳业还在进行传统融资租赁的同时，尝试了

罕见的“活体售后回租”，即将原属于本公司的 4万
多头奶牛先出售给盈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然后再租

回，租期为五年，对价7.5亿元。这说明辉山乳业资金

极度紧张且难以再从银行获得贷款。浑水公司也在

做空报告里写道：“辉山正在寻求创意融资，我们认

为这显示了它的绝望。”

3. 特别关注公司的股权质押。所谓股权质押，

就是公司以其持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进行融资

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无疑是融资。股权质押与公司的

股价表现密切相关。如果股价下行触及警戒线或平

仓线，一方面公司的股票可能会被金融机构强制平

仓，另一方面又会引发众多债权人的追债行为。如果

被强制平仓，股价在大量卖盘的打压下会进一步下

跌，从而加剧债权人的追债行为；追债行为一旦被公

众得知就会造成恐慌性的抛售股票行为，进一步加

剧股票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要应对债权

人的追债行为，同时还要拿出大量资金买进自家股

票以稳定股价。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公司的资金链

很可能会断裂，最终导致整个公司在短时间内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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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的非上市体系。每个公司都存在于一定

的生态系统中，因此审计一个公司时不能只关注其

上市部分，还要关注它的非上市体系。乐视生态崩盘

后曝出其上市部分与非上市部分之间纠葛不清、资

金相互占用的状况就是一个例证。根据21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的报道，截至 2017年 3月 30日，辉山乳业

上市公司体系负债达 140亿元，非上市公司体系负

债可能达 300亿元。而这两部分都在大股东杨凯的

控制下，两者资金的相互调度与占用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辉山乳业大股东杨凯将自己持有的辉山乳业

股权向平安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来帮助辉山乳业融

资。从 2014年开始，为对冲老股东和财务投资者不

断退出以及做空机构做空对于股价的冲击，杨凯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共50次左右，耗资粗略计算约50亿
港元。这50亿港元是哪里来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辉山乳业融资得来的资金基本上都被大股东以各种

形式拿走用于增持辉山乳业的股份，或者说是用于

逼空、护盘。

（四）看股价不如看股东

很多有问题的上市公司其股价较高而且稳定，

那是因为背后有庄家在“坐庄”，导致我国股市出现

众多“股系”，如德隆系、中植系、涌金系、明天系等。

因此，审计时与其看一个公司的股价表现，不如看

其主要股东的表现。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股权变动

往往是公司经营情况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优质投

资者入驻或主要股东增持一般代表这个公司基本情

况较好，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优质投资者撤离或主

要股东减持则往往意味着公司经营出现了很大的

问题。

辉山乳业崩盘之前，其问题早已露出苗头，主要

表现为战略投资者纷纷撤退。2014年4月，辉山乳业

的禁售期一结束，公司的基础投资者瑞士食品公司

等三家公司就迫不及待地全部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2014年 4月 24日、30日和 2014年 5月 7日，三家

公司累计减持13.46亿股，套现24亿港元，辉山乳业

的股价也从最高时的 3.2港元跌至最低时的 1.5港
元，跌幅超过 50%。2015年 4月 22日，另一个重要的

基础投资者——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在场外以

每股 1.73元的价格，全数出售其拥有的 7.23%的股

权（约 10.3亿股），涉及金额约 18亿元。2016年 4月
26日，伊利股份对外宣布将持有的辉山乳业约 1.45
亿股普通股股份全部转让。2017年 3月 20日，公司

的另一主要股东葛坤在减持3725万股后便失踪，至

今下落不明。主要股东离场的同时并没有其他优质

的股东进场，而是大股东杨凯不断增持，到 2016年
年底，杨凯的持股比例从三年前的 49.73%上升到了

74.06%，逼近 75%的上限。而杨凯之所以不断增持，

主要是迫于股权质押带来的债务压力。

这些主要股东比外界的各类主体能更快、更深

入地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他们的表现暗示了

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此时审计师应相应地调整审

计的重要性水平，并通过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降

低审计风险。

（五）看“多方”不如看“空方”

类似浑水公司这样的做空机构有个雅号叫“啄

木鸟”，因为它们能发现并揭露劣质的上市公司，从

而起到保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这类机构经

常能发现审计师未能发现的问题，因而他们的存在

为审计师提供了更立体的审计视角。基于此，审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做空机构的做空报告。做

空报告之所以有参考价值是因为做空一般有一定的

事实依据，做空固然能赢利，但其成本也非常高。做

空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做空前做空机

构或其一致行动人要建立较大的空方头寸，一旦做

空失败就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二是做空要付出很

高的调查成本，这往往不亚于对做空对象进行一次

尽职调查的费用；三是做空面临的阻力很大，空方对

面的对手太多，如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债权人、投资

者等，如果做空没有充分的依据，最后很可能招致诉

讼和法律制裁。也正是因为做空成本高，做空机构选

择做空对象时都非常谨慎，前期功课都做得比较扎

实。而且，专业做空机构采取的调查分析方法很多时

候比审计师、券商更为专业和细致。

1. 专业做空机构善于寻找突破口，审计中常用

的分析性程序被做空机构用得更加深入。由于审计

单位和客户高度一致的利益关系，其应用分析性程

序往往是例行公事，主要是为了满足审计工作底稿

的要求；而专业做空机构则在利益上与做空对象完

全对立，他们利用分析性程序是为了寻找做空对象

的软肋并精准打击。在操作上，专业做空机构要比审

计师阅读更广泛、更立体的资料，并利用数据挖掘技

术对信息进行交叉核对与分析，这往往是行之有效

的，因为造假公司编造一个谎言容易，但要做到这个

谎言与其他信息环环相扣、天衣无缝是非常困难的。

例如浑水公司不仅看了辉山乳业的财务报表，还搜

集了辉山乳业有关牧场建设的招投标文件、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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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的调研报告、媒体的新闻报道，并汇集了上

下游和离职员工对其的态度以及隐藏的关联方关系

等。多种渠道的信息汇集后，浑水公司很快就发现了

辉山乳业虚报毛利率的问题。

2. 专业做空机构非常重视实地调研。俗话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浑水公司一方面自己组织了

多个调查小组奔赴辽宁，另一方面又雇用了第三方

调查机构进行配合。多个调查小组分别到牧场、苜蓿

草种植基地、施工工地、供应商所在地、客户所在地

了解实际情况。对于一些调查人员无法进入的地方，

浑水公司还动用无人机等工具进行拍照或录制视

频。正是通过实地调查，浑水公司弄清了辉山乳业虚

报牧场建设成本、高估奶牛产量的事实。

3. 专业做空机构重视借助行业专家的力量。我

国有句老话叫作“隔行如隔山”，这形象地反映了行

业壁垒之高。借助行业专家的力量，做空机构不仅可

以搜集更专业的信息，还可以对已采集的信息进行

筛选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浑水公司就是通过对

多位牛奶行业专家进行访问，进而分析得出了辉山

乳业财务造假的结论。

（六）看企业不如看行业

由于财务造假成本低，资产、收入难以核实等原

因，农业股历来是财务造假的高发区。从以前的草原

兴发、蓝田股份、银广夏，到近几年的参仙源、绿大

地、万福生科、新大地、獐子岛，这些投资者“耳熟能

详”的名字背后都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财务造假手段。

著名的证券自媒体“集思录”曾发布了一个投资者总

结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业构成比例，在其收集的

106 家样本企业中，农林牧渔业有 21 家，占比

19.81%。

就辉山乳业所在的牛奶行业来说，2012年就发

生了两起涉嫌财务造假的企业。其中之一是与辉山

乳业同在东北的大庆乳业，大庆乳业的审计单位德

勤会计师事务所因发现其财务造假而在2012年3月
发表声明拒绝再担任其审计单位，几个月后大庆乳

业就发布了一个奇怪的公告，宣称公司因暖气管爆

裂漏水导致财务资料及相关文件全部遭到损坏。外

界无法对其财务造假行为进行审计调查，从此该公

司开始了长达 5年的停牌。另一家是来自湖南的澳

优乳业，其因为提前确认了2011年12月的一笔1.23
亿元的收入及其他财务问题，被审计单位安永质疑，

在舆论的漩涡里澳优乳业选择长期停牌。

因此，审计师在审计一个公司时首先要看其隶

属哪个行业，了解该行业的盈利模式、经营特点是什

么，有什么行业潜规则，该行业在业务运营、会计核

算上的风险点在哪里，财务造假的概率高不高等问

题。如果审计对象是农业类上市公司，审计师就要格

外警惕，因为该行业的造假概率太高了。

三、结语

辉山乳业从上市到临时清盘仅花费了三年多的

时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表面上看，是

浑水公司的做空导致了辉山乳业的崩盘，实际上这

是其发展思路的必然结果。一个公司在底盘不稳的

情况下却一味贪大、求全、求快，为了快速发展而不

惜债台高筑，进行财务造假。辉山乳业的崩盘固然是

其自身行为所导致的，但仔细想一想，审计单位难道

就没有责任吗？收取了审计费用、肩负着社会责任的

审计单位由于落后的审计思维、不勤勉尽责的审计

态度，导致不能及时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和

内部控制问题。如果审计单位不能帮助被审计单位

在危险的道路上悬崖勒马，那么独立审计的价值又

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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