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06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产业·公司 邮箱：cccnews@sohu.com

本报记者张艳蕊

冲刺 IPO再生变故
中技桩业被指借壳流转资金

日前，有业内知情人士向《中国企

业报》爆料，行业龙头企业瑞士奇华顿

公司子公司———奇华顿日用香精香料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奇华

顿”）从十年前开始，一直将废水直接

排放至土壤表面，对地下水资源造成

严重污染。

奇华顿公司是瑞士知名公司，自

2006 年吞并奎斯特公司后成为香精
香料行业的国际龙头，曾是瑞士罗氏

制药和瑞士雀巢公司的供货商之一。

在该人士发来的照片中记者看

到，排污管道已经变形甚至断裂，管道

周围的水坑中有浑浊的液体，液体上

漂浮着橘红色或深褐色的泡沫。

上述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至少

从 2003年开始，上海奇华顿就直接将
生产废水排在车间下面的土壤表面。

“尽管现在的废水都已经通过管道送

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但之前的排

污行为对土壤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否

已经消失，现在还不得而知。”

“虽然他们所排污水中并没有什

么剧毒的化学物质，并且我发现这

种现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做

了。但直接向地面排放污水这种行

为本身就让人很担心。”上述知情人

士表示。

而关于污水是如何产生的，上述

知情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所排放的污水是在生产香

精时冲洗环节所产生的，跟洗车后产

生的脏水是一个道理，他们被直接排

放到车间下面的土壤表面。”

上述知情人士给本报发来的材料

中显示，“……问题如下：1. 污水排放
管被切断或者因为高温热水导致 PVC
管道软化，而将废水直接排放在工厂

车间地板下的土壤表面；2. 车间地板
下，形成巨大的污水积水坑，并且大量

的日用香精和食用香精沉淀物积累在

土壤表面；3. 奇华顿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左右，至今运行 17年左右，本人发
现时，是在 2003 年左右，此类现象至
少已经存在 10年以上，每年 4000—
5000吨废水的排放量……”

10月 10日，记者联系了上海奇
华顿并发出采访提纲及相关材料和照

片以核实情况。10月 16日，奇华顿给
本报发来的回复中称，“奇华顿日用香

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自 1996年建
厂投入运营以来，污水处理均通过污

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纳管达标排放。

从未发生过将污水直排入地下土壤的

情况。”

而关于上述知情人士所提供的照

片，上海奇华顿在回复中称，“关于您

采访中所附的照片，我们无法确定这

些照片的来源、拍摄地点及拍摄时间，

无法判断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及其与我

司的关联性，因此无法对此置评。”

上海奇华顿还表示，“奇华顿日用

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0年
通过上海市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我司

的废水管理措施均确保符合国家废水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由于上述知情人士与上海奇华顿

双方各执一词，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联

系了主管上海奇华顿环保方面工作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

管理局，希望能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得到事情的真相。

记者申请公开奇华顿 2012 年最
新土壤的取样数据报告和 2012 年最
新车间地下水取样报告。得到的回复

是，“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

关公开职责职权范围。”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上海市浦东

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申请获取

奇华顿 2012年最新污水检测处理数
据。该部门给记者的回复中称，“您（单

位）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本报记者郝帅

香精行业龙头奇华顿被曝在华违规排污

自第二次发布 IPO 招股说明书
之日起，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技桩业）即麻烦不断。

10月 16日，本报发表《中技桩业
孤注一掷 IPO 令企业自伤》一文后，
相继接到中技桩业在职员工的举报，

声称中技桩业对员工社保缴纳和用

工方式存在很多问题，甚至中技桩业

还用一些空壳公司进行体外流转资

金。

如果这一切属实，中技桩业 IPO
之路或将出现重大变故，面临第二次

上市失败。不过，对于质疑，中技桩业

依然三缄其口。

被雪藏的空壳公司

丹阳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丹阳中技）成立于 2009年 9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法人代表
为余华雄。

招股书上显示，丹阳中技是中技

桩业的子公司，江苏中技桩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中技）持有丹阳中

技的 100%股份。
有知情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在丹阳中技外围还有一家公司存

在，这家公司名叫镇江海晨建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海晨）。

在工商登记资料上显示，镇江海

晨成立于 2012年 5月 14日，注册资
本 60万元，共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分
别为游洪波和江帅，各占 50%股份，
其法人代表为游洪波，注册地为镇江

市丹徒区高资街道陈丰村（镇江华龙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幢 201室）。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有关渠

道获取了一份江苏仁和永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编号为苏仁和永信

所验字（2012）第 077号《验资报告》。
该报告写明，游洪波和江帅在

2012 年 5月 7日下午一次性各缴纳
30万元注册资本金，合计 60万元。

接近游洪波和江帅的知情者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两人根本就

不会有这么多资金，游洪波是江西都

昌县人，江帅是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

人，两人都不属于生意人，只是在中

技桩业打工的普通者而已，“他们哪

会有这么多钱？”

知情者说，在财务部门看到过这

两人的工资卡账户对账单，在这份对

账单上，游洪波和江帅都是在 5月 7
日这一天，同时出现了 30万元现金
进账，听财务人员说是中技桩业通过

中间人方式各打到他们账户上，主要

给他们俩用于注册公司使用。

该知情者拿出一份编号为江苏

区域（办）字（2012）第 30号的文件给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在这份文件的

首页上，赫然写明游洪波为丹阳中技

桩业丹徒分公司（以下简称丹徒分公

司）生产部经理，而江帅为丹徒分公

司财务部主管。

“丹徒分公司所聘用的员工工资

发放都是先打到镇江海晨账上，再由

镇江海晨来发放。镇江海晨的公章、

法人印鉴章、财务章都是由丹徒分公

司来保管，游洪波任何主都做不了，

他只是个木偶而已。”知情者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各种方

式多次联系游洪波和江帅，但一直没

有得到回应。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丹徒分

公司注册地点与镇江海晨一样，不同

点是镇江海晨在 201室，丹徒分公司
在 210室。《中国企业报》记者走遍镇
江华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 幢，门牌
上没有 210室，却发现镇江海晨与丹
徒分公司在同一间房间办公。

诡异的南京基地

在一份编号为江苏管桩事业部

（办）字（2012）第 6 号任免通知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该通知上列

出一串南京基地人员任免名单。

而在招股说明书上，并没有显示

出中技桩业在南京还有生产基地，只

是在委托生产协议一栏里列出中技桩

业在 2011年 8月 22日与南京坤垚混
凝土预制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坤垚）签订了一份到 2013年 8月
21日为止的两年《委托加工协议》。

中技桩业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南

京坤垚就是中技桩业南京生产基地，

该基地一直在生产中技桩业的主打

产品“离心法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方

桩”。并且南京坤垚从车间班组长以

上干部的人事任免都是由中技桩业

江苏管桩事业部来统一管理。

工商登记资料上显示，南京坤垚

成立于 2009年 8月 20日，注册资本
为 500万元，现法人代表为李付军。
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分别叫王长龙和

颜西郎。王长龙出资 350 万元，占
70%股份；颜西郎出资 150 万元，占
30%股份。注册地点为南京市栖霞区
靖安街道三江口工业园。工商登记底

档里还显示，南京坤垚成立之初，按

照其章程，王长龙为执行董事并兼法

人代表。

但在 2012年 8月 21日，突然进
行公司变更手续，任命李付军为执行

董事兼法人代表。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三江口工

业园区内并没有找到该企业，只找到

了南京五星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五星）。

南京五星成立于 2003年 6月 11
日，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法人代表
为陆副良。

有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南京坤垚根本没有江苏省建设

厅颁发的施工资质证书，其生产的

“离心法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方桩”施

工资质证书套用的是南京五星的施

工资质证书。

《中国企业报》记者登录江苏省

建设厅企业资质情况一栏进行查询，

只查到南京五星的施工资质证书，证

书编号为 B2064032010006，企业资质
为混凝土预制构件，等级为二级，批

准时间为 2003 年 11月 21日，根本
查询不到南京坤垚施工资质证书编

号和资质。

《中国企业报》记者辗转获得了

南京坤垚与南京五星在 2009年 6月
15日签订的一份租赁协议。该协议写
明，南京五星把栖霞区靖安街道三江

口工业园内的厂区和机器设备以每

年 180万元租金租给南京坤垚，租期
为 5年。同时，南京五星将用于生产

的有关资质和许可给南京坤垚使用，

并配合南京坤垚在业务、行政检查等

方面的工作。

少缴甚至不缴社保

在中技桩业招股书里，社会保障

制度的执行情况一栏，中技桩业声称

为所有员工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部分 2011 年底新
进的员工，已于在 2012年 1 月为其
补缴完毕；只有农村户口的无需缴纳

住房公积金。

但《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技桩

业海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分公

司）、丹阳中技和丹徒分公司员工处

了解到，中技桩业并未按本单位职

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而是按最低工资基数的比例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其它社会保

险费用，少缴或偷逃了大部分应当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这已严重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

有关规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的有关条文，职工应当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

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

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至今，海安分公司、丹阳中技和

丹徒分公司仍未向国家社会保险费

征缴部门补缴，事实上已造成了国家

社保统筹账户的巨大亏空及损失，严

重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

对于调查所知，《中国企业报》记

者致电中技桩业要求采访，但截至记

者发稿，未得到对方回复。

中技桩业南京生产基地的施工资质是向南京五星租借获得 本报记者 李海/摄

企业界代表建言议政

（上接第四版）

据悉，基于“国家之责大于公司之利”的人生追求，梁稳根

一直致力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和推广。三一集团党委

成立于 2002年，党员人数 5186人，占员工总人数的 9%。10
年来，三一集团党委不断创新和积极探索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得到充分激发，并

且快速转变成为了企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在三一，党建工

作积极的党员是很好的员工，提拔以后，往往取得更大的成

绩；党建强的组织也是经营绩效好的组织；党建好的时期是经

营好的时期。集团党委成立之前的 2001年，三一的销售额只
有 6.2 亿元，集团党委成立 10 年来，三一销售额年均复合增
长 61%，利税总额年均复合增长 66%，销售额累计增长了 120
倍。三一用 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许多西方企业用半个多世
纪才完成的发展过程。

首钢职工刘宏：
创新能力来自理论与技能的结合

首钢总公司技术研究院用户技术研究所焊工刘宏，今年

当选十八大党代表。作为来自企业一线的职工，她的很多想法

都同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她告诉记者，这次主要想表达的心

声是如何促进中国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相互融合。在

日常的工作中，她深深感到，企业急需的有过硬职业技能的产

业工人太少。分配到企业的大学生，理论水平都有，就是动手

能力差。这使得一方面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一方面企业的特

定技能岗位没人干。她建议，让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互相

敞开大门，使大学生接受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能接受职业技能

教育，而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在接受技能教育的基础上，也可

以继续深造充实理论水平。她认为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

才真正具有创新能力。

民营企业家党代表背后的故事

（上接第四版）

旱年喜丰收，葛浩新可谓“人定胜天”。从 1998年开始依
法流转承包农民耕地，到 2008年秋，葛浩新共全权承包农民
耕地 10079.4亩，还技术承包小麦高产公共田 1300余亩，以不
同形式总计承包农民耕地 23079.4亩。

另一个种粮大户是山东省十八大代表李登海，他 30年如
一日在海南实验田辛勤育种，靠的也是这样一种“人定胜天”

的精神，他的玉米种子已累计在全国推广 10亿多亩，直接增
加经济效益 1000多亿元。

民以食为天，人民不能没有饭吃，靠这样朴素信念的支

撑，李登海、葛浩新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英 诚信铸就百年老店

十八大女企业家代表，用自己的侠骨柔情打下了民营经

济的半壁江山。

一个“信”字，浓缩了重庆十八大代表刘英创业 20年来的
恪守与坚持。在刘英的掌舵下，阿兴记在向一家品质细腻的百

年老店目标前进。

阿兴记的厨师长对数年前的一桩事一直记忆犹新。那是

2005年 11月，阿兴记进驻主城后的第一家分店刚刚开业，就
接到一份 80桌的宴席订单。为了打好这场“首战”，分店全体
员工都早早赶到现场，积极筹备。早上 7点，阿兴记采购的原
料送到了店里，厨师长揭起装鱼虾的篓盖看了看，顿时发觉不

对：“怎么钳鱼个头比以前小啊？”

端来磅秤一过秤，一条鱼约有 7两左右。原来，阿兴记有
餐桌原料核算机制，如果宴席订的是一桌一条鱼，净重须在 8
两以上。这次送的鱼总重没问题，但每条鱼却要小一点。

“我们不能骗自己，更不能对顾客耍花招。”刘英沉吟了一

下，说：“这样吧，你们变一下菜式，把全鱼改切成鱼片，摆成一

条整鱼，用三条鱼供两桌。我再和客户做一下解释。”刘英迅速

和订宴席的顾客取得联系，并诚挚致歉，对方也爽快地接受了

解决方案。事后，这位顾客由衷地对刘英说：“刘董，你们确实

是在做百年老店，从细节都看得到诚信。”

黄丹红“初生牛犊不怕虎”

“女状元”黄丹红是广西十八大代表，接管家族企业之始，

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强劲儿，一个 20多岁的小姑娘
要管一批年龄、资历、经验都强于自己的人谈何容易，“甭管

它，既然要干，就一定要干出个新天地！”黄丹红为自己打气。

目前，大玉余甘果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果园 2750亩、总
资产 6000多万元，年产值 2380万元的种、产、销一体化发展
的优秀民营企业。然而，“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黄丹红共拿出 480万元专项资金进行帮扶脱贫，带动了
9283户贫困群众脱贫。

王志霞 下岗职工的贴心人

吉林省十八大代表王志霞是下岗职工的贴心人、暖心人。

15年来汇通驾校先后安置了 500多名下岗职工、农民工、复
员军人。出于对王志霞的信任，员工们愿意和她掏心窝子，不

论工作到多晚，王志霞每天都坚持阅读员工写给她的信，在她

的办公室里，15年来积累的信件已经厚厚一摞，共计 260万
字。员工有困难，王志霞都尽力帮助解决。

不下岗、站好岗、领好岗———王志霞 15年坚守的承诺宛
如一面最鲜艳的旗帜，深深地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驾校的一

名员工说：“身边的党员推着你往前走，不往前，就跟不上队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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