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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00万元资金所去何踪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谜影重重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被民政部

撤销登记，让 71岁的协会负责人
张会生成为众矢之的。 他认为造
成今天的结果不是自己的原因，
他还曝料说， 协会银行账记上有
近 2000万元资金不知去向。

因为连续三年未接受全国
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违法行
为，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最终被
民政部判了“死刑”。 而张会生
被认为“私自持有”协会公章和
印鉴， 导致协会无法及时参加
社团年检。

但张会生表示，造成目前局
面的主要原因是，2011 年协会理
事长换届过程存在问题，前任理
事长宋玲卸任后并未做好事务
和财务交接；并且他上任协会理
事长后也并未掌握协会秘书处
的印章，导致后来出现一家“影
子协会”， 利用该印章大量发展
分支机构或开展涉企收费服务。
此外，协会的银行账户上还曾有
近 2000 万元的不明支出， 没有
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名。

记者尝试联系这一事件中
的另一关键人物———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第一、第二任理事长宋
玲，但未获回应。 不过，宋玲的下
属、该协会副秘书长聂韵在接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
时表示， 协会本应于 2008 年换
届， 但换届大会需要理事长召
集，而时任理事长宋玲 2008 年~
2011 年一直在治病，所以拖延到
2011 年才换届。 此后，关于张会
生的理事长身份，协会内部一直
存在争议。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
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认为，该
协会目前所暴露出来的法人治
理结构、内部运行规范、财务审
计等多方面问题， 在不少行业
协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 值得
各方反思。

拖延 3 年才换届
祸根早已埋下

张会生表示，“之前有好多
人说我‘私自持有’协会的公章，
才导致协会无法参加年检，但我
作为合法的协会负责人，持有公
章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

记者注意到，2018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诉工业
和信息化部履行职责一案判决
时，法院承认了张会生作为理事
长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法律
地位合法有效。 法院认为，“中国
电子商务协会系经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
登记核准的社会团体法人，在提
起本案诉讼时，其社会团体法人
亦未被有权机关予以注销，故该
协会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
资格。 ”

此前，媒体报道了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
设立了众多分会、研究院、专业
委员会等分支机构，许多机构功
能相似、叠床架屋；内部派系斗

争频发，前任理事长和后任理事
长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协会未能
及时参加社会组织年检。

对此，张会生回应称，媒体
报道的关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的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但祸根在
2011 年底换届时便已埋下。

据了解， 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第一、
二任理事长由宋玲担任。 按照
民政部相关规定和《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章程》，该协会理事会
每 4 年一届， 理事长连任不得
超过 2 届， 最高任职年龄不得
超过 70 岁。 但 2008 年，中国电
子商务协会并未举行第三届理
事长换届选举。

一直拖延到 2011 年， 协会
才选举张会生担任下一届理事
长，并同步选举产生了 4 位副理
事长。 之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将换届结果上报给业务主管单
位工信部，并获登记管理单位民
政部的备案核准。

张会生表示，他上任第三届
理事长后发现，协会秘书处工作
人员和财务人员并不配合相关
工作，未能及时开展协会事务和
财务的交接。 而前任理事长宋玲
之后也否认此次换届，并称 2011
年的换届结果不符合协会章程
规定。

“换届结果已经报给有关部
门核准了，怎么可以后来又不认
了呢？ ”对于上述情况，张会生不
能理解。

为何拖延了 3 年才换届？ 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陈震
表示，在 2011 年之前，协会早已
做了换届准备工作，也对宋玲任
职期间作了离任审计，只不过一
直没有召开换届大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
长聂韵表示， 拖延到 2011 年才
换届是因为协会换届大会需要
理事长召集， 但从 2008 年到
2011 年，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一

直身体不好，处于治疗阶段。 而
且在 2011 年换届前， 宋玲还同
时担任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

“两个协会”
背后的两方印章

上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
事长数年后， 张会生逐渐发现，
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着两个“中国
电子商务协会”，除了自己这家，
还有一家“影子协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因自称
“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李
玉宝涉嫌诈骗一案，烟台市公安
局芝罘分局向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发来《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
“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 资质授
权等相关资料。

记者发现，“中国数字货币
研究所”宣称拿到了“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关于同意设立数字货
币研究所的批复”和“关于同意
成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货
币研究所的批复”的文件，上面
确实加盖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秘书处”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的公章。

但张会生接到警方通知后，
深感震惊———他们也是在此时
才得知上述“数字货币研究所”
的存在，也从未盖章给予其相关
授权，“上述两份文件均非出自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随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向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刑事报
案， 称李玉宝涉嫌伪造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
招摇撞骗罪以及诈骗罪等。

张会生怀疑，有人伪造了该
协会的公章，而且协会秘书处印
章使用、管理混乱。

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官网
上， 公开成立的协会分支机构
超过 80 家。 张会生表示，官网
上公告成立的这些分支机构均
未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备案，

也未经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盖章
同意， 其中有一些是利用协会
秘书处的印章成立的。 张会生
表示， 其上任后并未掌握协会
秘书处的印章。

陈震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据
陈震介绍，2011 年换届后， 新任
理事长张会生持有了协会的公
章，而协会秘书处、教育培训部
的印章都被协会前任理事长宋
玲等人掌握。 聂韵表示，协会秘
书处的印章由他所在的秘书处
掌握，并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区
块链专业委员会成立时也是盖
的协会秘书处的印章。

以协会秘书处印章为凭证
成立的分支机构是否有效？ 徐家
良研究社会组织领域多年，他表
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对外
开展活动、发展和管理分支机构
时，一般只有盖上协会的公章才
具有法律效力，秘书处作为协会
办事机构，其公章只在协会内部
有效，而且秘书处和其他分支机
构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

徐家良分析，如果有一些分
支机构是盖着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秘书处的印章成立，而不是盖
着协会的公章诞生的，其法律地
位存疑。 此案中，张会生作为后
续上任的协会理事长， 在发现

“影子协会”存在，或秘书处印章
使用混乱等现象后，原本可以立
即宣布秘书处的印章作废，由协
会制作一个新的秘书处印章。 但
由于当时没有如此处理，导致后
面出现一系列乱象。

“电子商务的利益太大了”

大多数企业机构和公众不
能理解，为何会存在两个“中国
电子商务协会”？ 记者在采访调
查中获得的一些财务信息，或许
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2011 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理事长换届。 由北京天正华会计

师事务所作出的《中国电子商务
协会 2011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协会
内部仅存在 2 个分支机构：发展
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建设分会，且
这两个分支机构都开设有银行
账户并独立核算财务情况。 其
中，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登记日
期为 2011 年 3 月 1 日，负责人为
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上述审计报告指出，该发展
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银行账户在
2011 年共支出 89.8 万元，其中日
常费用支出约 53 万元， 但并未
提供支出详情；此外，该发展基
金管理委员会在刚成立的 2011
年就资不抵债，负债 97 万元，净
资产总额-49 万元。张会生发现，
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人
在 2011 年换届后并未移交，因
此他作为后任协会理事长，也不
清楚该账户 2011 年之后的财务
情况。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在中国
工商银行的账户流水显示，从
2001 年 7 月 24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 日，有 1923 余万元的支出
没有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
名， 也缺乏相关合同与协议作
为凭证。

关于上述不明支出的问题，
陈震表示并不清楚。 但他强调，
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是协会
内部合法成立的分支机构，财务
管理有出纳和会计参与，也有会
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没有设立

“小金库”。
徐家良表示，社会组织换届

时应该对上一届负责人做离任
审计， 明确其财务问题与责任
后， 新一届负责人再正式到任。
如果发现协会内部的分支机构
有独立核算的财务账户，且未能
移交给新任负责人，则应该尽早
将该分支机构与协会“切割”，宣
布其不属于本协会，以避免后续
出现财务纠纷问题。

徐家良分析，中国电子商务
协会后续将进入清算程序，到时
协会的资产、财务账户等都会被
拿来清算。因为该协会是社会公
共团体，其财务资产属于公共资
产，如果清算中发现有些资金或
财产被某些负责人挪用或据为
己有，这些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
犯罪。

在他看来，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案件所暴露的财务问题，也存
在于其他一些行业协会中：内部
设有好几个银行账户，有的为协
会法人掌管，有的却不是。 他认
为，此案所暴露出来的行业协会
法人治理结构、 内部运行规范、
财务审计等多方面问题，都值得
各方反思。

陈震认为，造成目前这个局
面的表面原因是协会两任理事
长宋玲、 张会生的个人恩怨，但
本质还是背后的利益，“电子商
务的利益太大了”。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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