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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8      证券简称：新黄浦      编号：临 2020-040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新黄浦预付款事项情况进展的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江苏钢贸已向公司累计支付现金 1亿元，汇锦置业已

配合完成 36套房屋网签手续。但本次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安排，其

后续履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事项的相关进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年 9 月 1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上证公函【2020】2529 号《关于对新黄浦预付款事项情况进展的问

询函》（详见 9 月 14 日刊登的公司临 2020-036号公告）。公司对此

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按要求落实，现就该函回复如下： 

 

一、 关于抵偿资产 

1、公告显示，根据协议，汇锦置业将其持有的位于嘉定区银翔

路609 号塔楼14 层-22 层总价不低于2.24 亿元的办公房产（按照

2.6 万元/平方米单价折算房屋总价）（以下简称“该房屋”）过户

给欣龙新干线（或其指定方），用于抵销江苏钢贸应返还预付款余额。

此办公房产存在抵押，汇锦置业承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75 日内解除

抵押并完成产权过户手续,交易税费双方各自承担。请公司及相关方

核实后补充披露并请律师、评估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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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锦置业与江苏钢贸、西本新干线的关系，该协议是否对

仅为协议鉴证方的汇锦置业具备法律约束； 

公司回复： 

江苏钢贸系西本新干线全资子公司。汇锦置业原系西本新干线全

资子公司，2020年9月17日股东变更为上海元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西本新干线于2020年9月4日（汇锦置业股东变更前）作出股东决

定：同意汇锦置业将其持有的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609号塔楼14层-22

层中总面积为8671.56平方米的房屋，按照2.6万元/平方米的单价转

让给欣龙新干线，用于抵销江苏钢贸应返还欣龙新干线的相应欠款；

股东变更后，上海元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9月18日作出与前

述内容相同的股东决定。故此，汇锦置业在《债务结清协议书》中承

担的义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生效起，

即对其具有法律约束。 

律师意见： 

江苏钢贸系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本新干线”）

全资子公司。汇锦置业原系西本新干线全资子公司，2020年9月17日

股东变更为上海元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西本新干线于2020年9月4日（汇锦置业股东变更前）作出股东决

定：同意汇锦置业将其持有的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609号塔楼14层-22

层中总面积为8671.56平方米的房屋，按照2.6万元/平方米的单价转

让给欣龙新干线，用于抵销江苏钢贸应返还欣龙新干线的相应金额预

付款；汇锦置业股东变更后，上海元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年9月18日作出与前述内容相同的股东决定。故此签订《债务结

清协议书》为汇锦置业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待新黄浦股份股东大

会通过生效即对汇锦置业存在法律约束，汇锦置业的具体义务和责任

有待于后续双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进行约定。 

https://www.qcc.com/firm/d6dc05c7287bb2a2decacb508136ddf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6dc05c7287bb2a2decacb508136ddf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6dc05c7287bb2a2decacb508136ddf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6dc05c7287bb2a2decacb508136ddf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6dc05c7287bb2a2decacb508136dd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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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房屋被抵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时间、抵押

对象、贷款金额、是否存在重复抵押等，说明相关方解除抵押的资金

来源和具体安排； 

公司回复： 

截至2020年9月21日，标的房屋总计44套中的36套房屋不存在抵

押且已办理完成欣龙新干线指定方—上海欣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36套房屋的网签手续。剩余8套房屋据汇锦置

业表示，抵押时间为2016年7月1日-2023年3月13日，抵押权人为建设

银行上海第二支行，对应部位抵押融资额约2600万元，不存在重复抵

押情况。现抵押人正在向抵押权人申请替换抵押方案，预计该房屋过

户前可完成抵押撤销手续。用以解除抵押的替换抵押物来源和具体安

排，经公司发函询问，截至回复日汇锦置业未予提供。 

 

（3）该房屋是否存在涉诉、冻结等其他影响受让方利益的权利

瑕疵，是否存在其他影响交易过户的实质性障碍； 

公司回复： 

截至回复日，公司未发现标的房屋存在涉诉、冻结等其他影响受

让方利益的权利瑕疵，未发现存在影响交易过户的实质性障碍。 

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在官方信息系统查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均未查询到涉及汇锦公司的裁判文书和执行

公告信息。 

 

（4）该房屋近三年的出租经营情况，并结合周边可比办公房产

的交易价格，评估该房屋作价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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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房屋中第16层已对外出租，租赁面积为1,463.64平方米，含

税租赁单价为2.3元/天•平方米，租赁日期自2020年5月1日起至2023

年4月30日止。其余部分尚处毛坯空置状态。 

周边可比办公房产近期成交情况包括：武威路2909弄1号1411室

（连飞大厦）成交单价（含税）26,147元/平方米、银翔路1227弄38

号702室（安居时代广场）成交单价（含税）27,268元/平方米、银翔

路819弄102室（中暨大厦）成交单价（含税）22,538元/平方米。标

的房屋作价系对周边可比案例实际成交价格合理修正后得出，具备合

理性（详见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新黄浦预付款事项情况进展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答复》）。 

评估师意见： 

1、经现场勘察，委评对象中除16层已对外出租，其余均处于毛

坯空置状态。16层房地产租赁面积为1,463.64平方米，含税租赁单价

为2.3元/天•平方米，租赁日期自2020年5月1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止。 

2、委评对象位于南翔板块银翔路众仁路，该区域周边有较多类

似房地产市场交易案例，市场较为活跃，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及对

周边物业的走访调查，结合本次评估目的，主要采用市场法对委评房

地产进行评估，最终得出本次委评对象评估值（含增值税）22,760.18

万元，折合评估单价（含增值税）为26,250.00元/平方米。 

3、本次对办公用房的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选取的比较案例均

为成交案例，成交日期与评估基准日接近，且与委评对象属于同一区

域，楼盘品质相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价值修正比率设置依据来源

可靠，修正合理，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2、2019 年12 月19 日，欣龙新干线与江苏钢贸、上海西商企业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西商管理，曾名上海态一商贸有限公司）

签署协议，将西商管理所持27 套动迁安置房相关权益转让给欣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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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房价款用于抵减江苏商贸对公司预付款负债1.6 亿元。但有关

方并未在原定的2020 年2 月28 日前完成房屋性质的变更。本次协议

将上述履约时限变更为2021 年10 月31 日。西商管理增加承诺，如

到期仍未全部履约，则在2021 年11 月10 日前向欣龙新干线偿还现

金1.6 亿元。请公司向有关方核实后补充披露并请律师和会计师发表

意见： 

（1）27套房产的房屋性质未如期变更为商品房的原因，交易双

方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19 年12 月19 日，欣龙新干线与江苏钢贸、西商管理签署《房

产转让协议》。其后，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流程尚未完成，西商管

理未能于协议约定的2020年2月28日前完成房屋性质的变更。 

上述《房产转让协议》就该事项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包括：（一）

若乙方（即西商管理）未能按期完成将上述27套房产的性质由动迁安

置房改变为可自由流动的商品房的，甲方（即欣龙新干线）有权解除

本次房屋买卖交易；（二）若乙方未能在房屋性质变更为可自由流动

的商品房后30日内与甲方共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甲方有权解除本

次房屋买卖交易。 

公司在《2019年年度报告》、《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编号：临2020-010）、《新黄浦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新黄浦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编号：

临2020-018）、《关于公司预付款事项情况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0-033）中多次对此事项进行了披露，公司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律师意见： 

《房产转让协议》有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签订时间在后的《债务

结清协议书》约定，27套房产的房屋性质变更为商品房时间由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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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8日前变更为2021年10月31日前，若相关方未按期完成27

套房屋性质变更的，则江苏钢贸需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

支付1.6亿元。签订《债务结清协议书》为江苏钢贸的真实意思表示，

该协议待新黄浦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生效即对江苏钢贸存在法律约束，

该协议约定的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27套房屋性质变更或未能完成

需支付1.6亿元的条款均对江苏钢贸具有法律约束。 

会计师意见： 

我们查阅了2020年9月7日江苏钢贸与欣龙新干线签订的《债务结

清协议书》，获取了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2020年9月25日出具的关于

《债务结清协议书》所涉及部分法律问题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

录”），并复核了相关协议，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中所述信息存在不

一致的情况。 

 

（2）结合房屋性质变更需要履行的手续、程序、成本、是否存

在实质性障碍等，具体说明履行时间变更至2021 年10 月31 日的确

定依据和合理性，是否具备可行性； 

公司回复： 

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征收安置住房管理办法》规定，

根据本市保障性安居用房建设、供应的需要，经市房屋管理部门会同

市规划资源部门批准，征收安置住房可以调整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或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或经由市政府批准后用于其它用途。因此，

从政策层面来看，动迁安置房经过适当审批程序，可以调整为其它用

途，公司未发现房屋性质变更存在实质性障碍，但因审批过程可能导

致房屋变性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江苏钢贸表示，闵行区政府已向相关部门提交房屋性质变更申请

报告，现处于待审批状态，根据审批流程与目前该事项进展情况综合

估算，2021 年10 月31 日前完成房产性质变更具备可行性。具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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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手续、程序、成本，按照政策要求执行。 

律师意见： 

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征收安置住房管理办法》规定，

根据本市保障性安居用房建设、供应的需要，经市房屋管理部门会同

市规划资源部门批准，征收安置住房可以调整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或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或经由市政府批准后用于其它用途。27

套动迁房变性问题须报市政府审批。 

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了江苏钢贸提供的闵行区人民政府向市房屋管理局申

请的关于 27 套安置房恢复为商品住房的请示文件（闵府【2019】69

号）及公司律师备忘录，上述 27 套安置房受相关政策限制，其流通

性以及过户环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补充披露西商管理的资信情况，若到期仍未履约，西商管

理是否有相应的偿还能力； 

公司回复： 

按照《债务结清协议书》约定，如果2021年10月31日前未能完成

房屋性质变更，则由江苏钢贸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支

付1.6亿元。因此，若到期房屋性质仍未完成变更，西商管理无相应

偿还义务，其偿还能力不影响协议到期仍未履约所产生的偿还事项。 

2020年9月12日，因录入人员编排失误，公司关于预付款事项情

况进展的公告中“西商管理（曾为上海态一商贸有限公司）并增加承

诺，如到期仍未全部履约，则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偿还

现金1.6亿元”，应为“江苏钢贸增加承诺，如到期仍未全部履约，

则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偿还现金1.6亿元。”，故若到

期房屋性质仍未完成变更，应由江苏钢贸向欣龙新干线偿还现金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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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江苏钢贸资产总额908,255,123.12元，资

产净额55,824,788.94元，其净资产小于1.6亿元，公司存在因动迁房

权益无法及时变现，导致无法向江苏钢贸追偿全部剩余债务的可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律师意见： 

《债务结清协议书》约定，如果2021年10月31日前未能完成房屋

性质变更，则由江苏钢贸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支付1.6

亿元。因此，若到期房屋性质仍未完成变更，则应由江苏钢贸负责还

款，西商管理无相应偿还义务。 

会计师意见： 

我们通过官方信息系统查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涉及西商管理的裁判文书及股

权出质信息，我们关注到西商管理股东 3,000万元注册资本尚未完成

实缴。我们未获取西商管理相关财务信息及资信情况。 

 

（4）就房产性质变更抵偿债务事项后续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

险提示。 

公司回复： 

如前述所言，尽管迄今未发现房屋性质变更政策性方面的实质性

障碍，但房产性质变更抵偿债务事项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无法按

期完成房屋性质变更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此外，公司

将全力促使相关方按约履行其义务，以如期完成房屋性质变更事项，

或由江苏钢贸根据承诺支付1.6亿元，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律师意见： 

房产性质变更存在不确定性。如果2021年10月31日前未能完成房

屋性质变更的，则由江苏钢贸在2021年11月10日前向欣龙新干线支付

1.6亿元。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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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问题 2、所述，27 套安置房受相关政策限制，其流通性以

及过户环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我们关注到，西商管理拟转让给

欣龙新干线的 27 套安置房来源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于抵偿股权 

3、根据协议，由江苏钢贸负责协调西本新干线将其持有的欣龙

新干线25%股权按照实缴出资3000 万元价格过户给上海欣龙，用于抵

销江苏钢贸相应预付款。请公司向有关方核实后补充披露并请律师和

会计师发表意见： 

（1）江苏钢贸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情况、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江苏钢贸资产总额 908,255,123.12元，

资产净额 55,824,788.94 元，该公司股东为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100%），实际控制人为虞钢。除此之外，公司不掌握江

苏钢贸其他财务信息。 

会计师意见： 

我们通过公开信息系统查询，未发现江苏钢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情况与公司回复存在不一致情况，除公司披露信息外，亦未掌握其他

财务信息。 

 

（2）欣龙新干线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和财务指标，

是否存在抵押、担保、诉讼等影响标的价值和受让方权益的情形，并

在此基础上论证标的资产作价3000 万元的合理性，并明确标的资产

自协议签署日至实际过户日的过渡期损益安排及其对作价的影响； 

公司回复： 

欣龙新干线在2019年3月开展与江苏钢贸的业务出现风险后，即

停止了所有业务活动。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和财务



10 

 

指标如下： 

 

 

项  目 2020 年 1-8 月 2019 年度 

资产负债率 215.03% 214.76% 

速动比率 46.49% 46.53% 

流动比率 46.49% 46.54% 

欣龙新干线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等影响标的价值和受让方权

益的情形。公司认为可以接受西本新干线将其持有的欣龙新干线 25%

股权按照实缴出资 3,000万元的价格过户给上海欣龙，用以抵偿江苏

钢贸相应欠款，主要原因为：欣龙新干线 5.14 亿元债权的资金来源

为实缴注册资本 1.2 亿元（其中上海欣龙出资 9,000 万元，西本新干

线出资 3,000 万元）以及股东借款 3.94亿元。从上市公司角度计算，

该笔债权的实际投入为 4.84 亿元，而《债务结清协议书》系交易双

方经协商达成的对 5.14 亿元债务进行结清的框架协议，公司在 4.84

亿元实际出资实现全额抵偿的前提下，鉴于西本新干线实缴了 3,000

万元出资，因此同意了受让欣龙新干线 25%股权以抵偿 3,000万元债

权的方案。 

标的资产自协议签署日至实际过户日的过渡期预计为 96 天，期

项 目 2020 年 1-8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511,132.03 

营业成本 0.00 0.00 

税金及附加 30,000.00 140,808.49 

销售费用 0.00 230,969.23 

管理费用 186,135.85 1,319,196.72 

财务费用 -138.60 -7,524.92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0.00 -304,000,000.00 

营业利润 -215,997.25 -305,043,108.77 

利润总额 -215,997.25 -305,043,108.77 

净利润 -215,997.25 -305,043,108.77 

项  目 2020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61,048,701.60 161,243,189.16 

总负债 346,307,807.62 346,286,297.93 

净资产 -185,259,106.02 -185,043,108.77 

股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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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损益预计 5 万元左右，由公司承担。对标的资产的作价基本无影响。 

律师意见： 

1、本所律师在官方信息系统查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均未查询

到涉及欣龙新干线的裁判文书、执行公告信息。 

2、根据新黄浦股份及其财务提供的信息：欣龙新干线 5.14 亿元

欠款的资金来源为：实缴注册资本 1.2 亿元（其中上海欣龙出资 0.9

亿元，西本新干线出资 0.3亿元），股东借款 3.94亿元；从上市公司

角度该项目的实际投入是 4.84亿元；欣龙新干线除了 5.14 亿元的业

务外未开展其他业务活动，无潜在负债，也无其他亏损。 

《债务结清协议书》是交易双方经协商达成的对 5.14 亿元的债

务抵偿框架协议，在 4.84 亿元的债务实现抵偿的前提下，鉴于西本

新干线实缴了 0.3 亿元出资，因此新黄浦股份接受了上海欣龙受让

0.3 亿元股权抵偿 0.3 亿元预付款余额的方案。 

会计师意见： 

1、我们获取了欣龙新干线的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8 月（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未发现欣龙新干线一年又一期主要经营数据和财

务指标与公司上述说明中的相关信息存在差异。 

2、我们查阅了 2020年 9月 7日江苏钢贸与欣龙新干线签订的《债

务结清协议书》，根据《债务结清协议书》约定：江苏钢贸履行完毕

协议第一条第 1、2 款约定的条款，上海欣龙以 3,000 万元对价受让

西本新干线持有的欣龙新干线 25%股权。如江苏钢贸在协议约定时间

内完成上述事项，欣龙新干线应收江苏钢贸余额仍有 1.6 亿元。我们

关注到：双方签订的协议作为一揽子解决 5.14 亿元预付款相关事宜

的最终方案，如果 27 套动迁安置房未能在 2021 年 10 月 31日前完成

房屋性质变更或江苏钢贸未能在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向欣龙新干线

支付 1.6亿元，该应收款损失敞口最终由上市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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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本新干线所持欣龙新干线25%股权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瑕疵，其股权转让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公司回复： 

西本新干线所持欣龙新干线25%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瑕

疵，其股权转让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在官方信息系统查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欣龙

新干线的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了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2020年 9月 25日出具的关于

《债务结清协议书》所涉及部分法律问题的备忘录以及欣龙新干线出

具的承诺函，并通过公开信息系统查询，未查询到涉及欣龙新干线的

裁判文书、执行公告信息及欣龙新干线的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4）该等协议下，西本新干线对上市公司是否构成偿债义务，

江苏钢贸能否保证协调西本新干线转让相关股权，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2019年8月，西本新干线已向公司出具《股权转让承诺书》，承

诺以3,000万元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欣龙新干线25%股权并将转让对

价款用于抵销江苏钢贸相应债务，因此，西本新干线向公司转让相关

股权具有法律约束。 

律师意见： 

西本新干线与新黄浦股份均不是《债务结清协议书》的签约方，

故此西本新干线对新黄浦股份不构成偿债义务。但 2019年 8 月 30 日

西本新干线出具给上海欣龙的股权转让承诺书记载，西本新干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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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价格，向上海欣龙转让西本新干线持有的欣龙

新干线全部股权（占总股本 25%），并以上海欣龙应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在相同金额范围内抵销江苏钢贸应向欣龙新干线支付的款项。该

承诺系西本新干线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西本新干线具有法律约束。 

西本新干线将所持欣龙新干线 25%股权按照实缴出资 3000 万元

转让于上海欣龙或其指定方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

务。 

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了西本新干线向上海欣龙出具的股权转让承诺书、律师

备忘录，未发现与公司回复中所述信息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三、关于履约安排及后续影响 

4、根据协议，如本次协议的有关条款未按期履行，欣龙新干线

有权解除本协议。请公司补充披露： 

（1）各方是否设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补偿安排，并结合交易对

方的资信情况审慎评估协议实际履行的可能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债务结清协议书》约定，如本次协议的有关条款未按期履行，

欣龙新干线有权解除本协议。该协议未设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补偿安

排。 

《债务结清协议书》签订后，江苏钢贸已支付现金5，000万元，

汇锦置业已配合完成36套房屋网签手续。公司根据对方履约情况、资

信状况等综合判断，《债务结清协议书》实际履行具有可能性。但该

协议履行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密切追踪协议履行情况，

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请公司董事会明确若协议未实际履行的追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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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针对《债务结清协议书》，公司董事会已明确要求公司提前制订

应对预案，如果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即刻启动应

对预案并采取相应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一）多方设法，

要求江苏钢贸现金偿付剩余全部欠款；（二）要求江苏钢贸及其控股

股东，提供真实有效资产对其欠款进行增信；（三）预先排查财产线

索，以司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结合前期公司对有关款项的财务处理，具体说明该协议对上

市公司当期和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欣龙新干线收到江苏钢贸返还的预付款项

5,000万元，江苏钢贸未按合同要求向欣龙新干线提供螺纹钢标准仓

单，形成欠款4.64亿元。公司将尚未收回的4.64亿元预付款项转入其

他应收款，并计提3.04亿元信用减值损失（归属母公司金额为2.74

亿元）。 

上述《债务结清协议书》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

思的体现，该协议的签订，对于切实解决公司遗留事项起到了实质性

的促进作用。如本协议切实逐步得到履行，将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业绩

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 

《债务结清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该协议对公司当

期和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公司将尽力促使协议对方按约履行其义务，以尽量消除可能存

在的相关不确定性。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新黄浦 2019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截至回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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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仍未得到解

决。江苏钢贸与欣龙新干线签订的《债务结清协议书》对上市公司当

期和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取决于未来的发展情况。待本所正式受聘为

公司年审会计师之后，我们将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时就该

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获取审计证据并据此作出评估。 

 

四、请公司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供本所进行股票交易核

查。 

公司回复： 

公司已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提交给上海证券交易所供核查。 

特此公告。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