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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事务所出具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情况

*ST 云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 2.所述，云南

城投 2019、2020 及 2021 年度已连续三年亏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分别为-277,816.83万元、-258,631.92 万元、-50,679.54万元；2019、

2020及2021年度连续三年营运资金为负数，分别为-76,546.81万元、

-1,508,299.47 万元、-757,728.08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70,537.90 万元。云南城投已在财务报表附注

三 2.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ST 景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景谷林

业累计未分配利润-43,15580 万元，2021 年发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8983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936.29 万

元。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景谷林业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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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洲际。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洲际油气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4,621,527,250.18 元，洲际油气存在较大金额的逾期借款及预计负

债，流动性暂时出现困难，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洲际油气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洲际油气拟采取如附注三（二）所

述的改善措施，但改善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

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深中华 A。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深中华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二所

述，深中华公司重整计划已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执行完毕并终结破

产程序，公司在重整计划中设置了引入重组方的条件，期望通过资产

重组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截至审计报告日止，公司尚

未引入重组方，仅通过保留销售电动自行车的传统业务及开发销售锂

电池、珠宝黄金等新业务来保持重组方注入资产前深中华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考虑到 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为-198.67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91.85 万元，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深中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

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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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庭国际。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及财

务报表附注十六、（四）所述，皇庭国际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已连

续两年亏损，亏损金额（归属母公司）分别为 29,220.42 万元、

115,733.18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 131,790.06 万元，流

动负债 523,620.55 万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391,830.49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共计

344,320.62 万元，已被相关债权人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司法措施，

皇庭国际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六、（四）中披露了拟采取的如资产出

售等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铁岭新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

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铁

岭新城公司 2021 年度亏损 141,596,460.49 元，2020 年度亏损

60,220,455.20 元，2019 年度亏损 85,207,808.38 元，公司连续三年

亏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持续下降，至 2021 年经营净现金

流不足以支付当期利息支出。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铁岭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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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ST云投。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

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云

投生态公司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03,977,147.82 元 、

-184,276,135.05 元及-81,859,045.06 元，云投生态公司后续新增重

大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尚在推进中，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云投

生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星星。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附注十四、

2所述，星星科技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3 日，收到萍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2021）赣 03 破申 5 号《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2021

年 8 月 16 日，债权人萍乡市汇丰投资有限公司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公司重整。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系上市公司，涉及

面广，社会影响较大。为有效识别公司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提高

重整效率和效果，本着挽救企业、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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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

致对星星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

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1 所述，

星星科技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92021018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立案。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该事

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吉艾科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持续经营所

述：受吉艾科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MC 业

务自持债权资产对应底层资产变现能力走低和债务人现金流恶化影

响，吉艾科技公司难以有效筹集资金满足财务资金需求以偿还到期债

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吉艾科技公司净资产为-78,503.58 万

元，已经资不抵债，资产负债率为 118.10%，财务风险相对较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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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吉艾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新文化。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新文化

集团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9,637,889.53元，

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文化集团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599,708,873.33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2,438,418,500.65 元，这些事

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新文化集团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九有。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九

有股份公司连续 3个年度扣非后的净利润为负数。上述情况表明存在

可能导致对九有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中房。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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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中房置业公司 2021 年度合并净利润

为-29,384,135.49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484,290,323.28 元，公司 2021 年收入主要依赖关联方产生，尚未

形成稳定业务模式，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房置业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1、退市风险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

二、1 所述，中房置业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为-29,384,135.49 元且

营业收入为 2,692,856.01 元，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终

止上市条件。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新华联。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合并资

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28、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三）所述，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新华联公司借款本金到期未偿还的金额为 304,545.42

万元，其中 304,017.49 万元截至本报告日，尚未签订相关的展期协

议。

截至 2022 年 4月 27 日，新华联公司借款本金到期未偿还的金额

为 33,86.02 万元,尚未签订相关的展期协议。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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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可能导致对新华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者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

项（二）所述，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6,027.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17%，

累计被司法轮侯冻结 116,027.26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61.17%。

目前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暂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

但若其所持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尚未到期，若公司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或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出现其他影响担保履约

的情形，可能增加上述担保的履约风险。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德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持续

经营”，所述，德豪润达 2021 年度净利润为-5.35 亿元，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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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德豪润达累计未分配利润为-51.70 亿元，流动负债为

17.11 亿元，流动资产为 12.77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1.11 亿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这些事项或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德豪润达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升达。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如附注“二、2”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升达林业有息

债务本息余额 6.84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债务本息余额 5.34 亿元。

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升达林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广田集团。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2020

年度、2021 年度连续出现亏损，特别是受到恒大债务违约的影响增

加应收款项等减值计提，2021 年公司亏损 569,037.42 万元;公司流

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34,369.73 万元，营运资金为负数;存在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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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额借款本息，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公司存在可能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弘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 及财务报

表附注十五、4中所述，弘高创意连续三年亏损，且近三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弘高创意主要孙公司北京弘高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未决诉讼事项，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公

司现金流紧张，主营业务受到影响．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弘高创意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新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十八）、（二

十六）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海宜短期借款及其他借款

合计 53,279.23 万元，鉴于新海宜集团目前运营资金及经营性现金流

较为紧张，如无法与银行对借款进行展期达成一致，可能会对新海宜

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2、3，附注六（二十七）

所述，因被担保方财务困难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导致新海宜集团银行

账户冻结、计提大额预计负债，对新海宜集团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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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表明，新海宜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1、新海宜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 211229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新海宜公司调查

尚无明确结论。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海宜公司对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仍有 57,368.92 万元的财务资助金额和 1,811.59 万元经营性

往来金额未收回，该款项计提减值准备 24,879.44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月31日，新海宜公司对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仍有13,306.30

万元的借款担保尚未解除。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天马。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天

马股份 2021 年发生净亏损-70,089.86 万元，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马股份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53,494.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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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 所述，天马股份因违规借款、违规担保、

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等事项发生多起诉讼，涉及金额较大，诉讼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1 及十四、2 所述，五项债务未按

和解协议约定偿还，三项债务已终审判决尚未偿还，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八项债务余额合计为 198,148.28 万元，多个银行账户

被冻结，可能导致大额现金流出及偿债风险，对天马股份营运资金构

成较大影响。

天马股份于 2022 年 4月 6日收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送达的（2022）)浙 08 民诉前调 1号《通知书》，申请

人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天马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经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马股份

进行预重整。2022 年 4 月 19 日，天马股份收到法院送达的（2022）

浙 08 民诉前调 1 号之一《通知书》，决定对天马股份预重整进行登

记。天马股份后期能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重整计划能否顺利通过并执

行完毕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存在若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因重整

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马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天成。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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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2.2 持续经营”

所述，天成控股 2019 年度、2020 年度已出现严重亏损，2021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73.3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

损 12,948.4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成控股流动负债高

于流动资产 83,903.34 万元，资产负债率 89.77%，大量债务违约并

涉及诉讼，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部分资产被查封、冻结或拍卖处

置，营业收入持续下降。天成控股已在财务报表附注“2.2 持续经营”

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1）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11.6 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原控股股

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31,195.25 万元，截至本报告日，原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尚未归还上述款项。

（2）重大诉讼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

附注 14.1.1 及 15.3.3 所述，2021 年 6月 11 日，原告徐文彪向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两个诉讼，涉诉金额合计

260,249,520.65 元。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分别做出（2021）苏 09 民初 600 号和（2021）苏 09 民初 601 号民

事裁定，裁定天成控股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两案均移送江苏省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5 日立案，并赋予新的案号（2022）苏 07 民初 1 号，原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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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 09 民初 601 号视同结案，同时向天成控股送达（2022）

苏 07 民初 1 号应诉通知书及原告起诉状等；截至本报告日，天成控

股未收到法院对（2021）苏 09 民初 600 号案件重新立案的应诉通知

书等文件资料。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昌鱼。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编

制基础（二）、“持续经营”所述，武昌鱼公司 2021 年发生净亏损

28,963,289.92 元，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昌鱼公司流动负债

高于流动资产金额 28,601,682.32 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这些

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

致对武昌鱼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荣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所述，荣华实业

公司 2021 年度发生净亏损 28,853.59 万元，且已经连续四年亏损，

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荣华实业公司股东权

益为-8,042.1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9.59%。由于财务报表附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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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对外担保情况所承担的保证责任，荣华实业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账面银行存款被强制划转，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荣华实业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宏达股份。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及十二、3

所述，宏达股份公司涉及的原控股子公司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南金鼎公司）股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宏达股份公司

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60%股权无效，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 49,634.22

万元后，向云南金鼎公司返还 2003 年至 2012 年获得的利润

107,410.2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宏达股份尚欠本金

49,275.61 万元及迟延履行金 13,669.02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对宏达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华夏幸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夏幸福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44.37 亿元，

其中受限资金 16.50 亿元；金融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2,057.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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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短期借款及短期应付债券 291.58 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金融

负债 1,241.93 亿元，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523.93 亿元。此外，2021

年 1月份华夏幸福公司开始出现未能偿付到期金融债务情形，截至本

报告日累计未能如期偿还的债务金额合计 442.51 亿元（不含利息），

金融负债的债权人有权按照相关融资协议要求华夏幸福公司偿还相

关金融负债。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华夏幸福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中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本报告第十节附注四、2所述，

中安科公司 2021 年度亏损金额为 149,535.71 万元，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安科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389,184.89 万元，净资产

-144,512.47 万元，资产负债率 135.92%，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

额 217,631.67 万元，流动比率 53.13%，到期未清偿债券及金融机构

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 47,765.59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

表附注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 2、或有事项及附注十六所示的其他重

要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安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中安科公司拟采取如本报告第十节附注四、2

所述的改善措施，但改善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

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四、2.持续经营的相关披露。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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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厦华。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厦华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为

-2,875,028,895.82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2,397,617.52 元，

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737,609.51 元，且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为 7,387,787.59 元，资产负债率达 93.84%。这些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充分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情况或事项，以及公司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

和情况的应对计划。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博天环境。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博天环境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所 有 者 权 益 -190,728,905.10 元 ， 2021 年 发 生 净 亏 损

1,533,775,761.59 元，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博天环境公司流动

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4,489,803,959.00 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

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变编制基础 2、

持续经营”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博天环境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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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

述，2021 年 12 月 31 日，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超过流动

资产人民币 19,661,718 千元。此外，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渤

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合计人民币 7,443,165 千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未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按时偿还导致触发其他债务的相关违约条款，

从而使债权人有权按照相关协议要求渤海租赁随时偿还相关债项。上

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 大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持续经

营”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供销大集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5.24 亿元，近三年连续亏损，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下滑，2021

年度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人民币-3.76 亿元。供销大集公司在财务报

表附注“十五、（四）管理层持续经营的应对措施”披露了拟采取的

改善措施，由于相关措施的实施效果尚待验证，可能存在对供销大集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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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后中信国安 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6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74 亿元，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信国安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由于流动性紧张，

中信国安存在未按期偿付债务的情况，部分债务涉及司法诉讼。这些

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中信国安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苏宁易购。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带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述，

苏宁易购于 2021 年度合并净亏损为人民币 441.79 亿元，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64.30 亿元。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宁易购的

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349.94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为人民币 41.62 亿元。于 2021 年度，苏宁易购由于未能履行若干

银行借款协议中的约定条款而触发了部分银行借款合同中的违约或

交叉违约条款(以下合称“违约事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

等违约事项导致相关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有权要求苏宁易购提前偿

还共计人民币 191.05 亿元的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此外，于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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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苏宁易购部分应付款项共约人民币 328.93 亿元亦已逾

期未支付。上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述的其他事项，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苏宁易购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獐子岛。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獐子岛公司截止2021年12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19.11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96.31%，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2021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734.39 万元，且因证券虚假陈述涉诉事项，公

司被冻结资金 3,815.91 万元，獐子岛公司已经在财务报表附注三（二）

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情况或事项，

以及獐子岛公司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和情况的应对计划。我们认为，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示，仍然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獐子岛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ST 晨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晨鑫科

技公司 2021 年度亏损 9,041.43 万元，已连续多年亏损，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117,524.69 万元；LCOS 芯片业务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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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未达预期，纸制品业务尚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非公

开发行股票未能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实施，融资难问题无法

有效改善。这些可能导致对晨鑫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瑞和股份。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

瑞和股份公司 2021 年出现亏损，特别受恒大债务违约影响，瑞和股

份公司对相关资产专项计提了减值准备，导致 2021 年净利润亏损

181,611.49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587.80 万元，

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26,738.85 万元，营运资金为负数；受此影响，

广州银行股份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及罗湖支行向瑞和股份公司提起诉

讼，要求瑞和股份公司提前归还贷款 15,00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并

冻结了瑞和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的瑞和股份公司股份 2,800 万

股；瑞和股份公司部分银行账户的部分资金被冻结。这些事项或情况，

表明存在可能导致瑞和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睿智医药。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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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睿智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净亏损为人民币 402,096,756.41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的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的金额为人民币 302,912,670.69 元，货

币资金为人民币 160,460,198.70 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合计为人民币 488,691,844.38 元。这些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粤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六、7、其他

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描述了粤泰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豪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建豪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此事项对粤泰股份

股东及股权结构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四、2.持续经

营”所述，粤泰股份 2020 年发生净亏损 91,305.63 万元，2021 年发

生净亏损 82,462.4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逾期债务本

息 67,951.74 万元；将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 238,547.79 万元，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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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迹象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粤泰股份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大洲。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

1、欠缴税款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附注十五、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所述，新大洲控股于 2017 年处置持有的新大洲本

田 50%股权产生收益，未按税法相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税款，导致欠

缴税款及滞纳金金额较大。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欠缴税款

4,133.80 万元，滞纳金 3,112.49 万元，合计欠缴 7,246.29 万元。

2、采矿权出让收益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附注十二、

承诺及或有事项所述，根据 2020 年 12 月新大洲控股之控股子公司内

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

与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五九集团依

据持有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11061120113663，有效

期 2016 年 4 月 8 日至 2043 年 9月 12 日)，向自然资源厅申请缴纳矿

业权出让收益为人民币 16,540.14 万元，合同签订后缴纳不低于出让

收益总金额的 20%（3,308.03 万元），剩余部分在采矿权有效期 16

年内每年缴纳（每年约 827.00 万元）。新大洲控股与五九集团另一

方股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于上述采矿权出让收益金的

承担主体存在争议，目前根据双方于 2021 年 3 月 5 日签订的《备忘

录》，暂由新大洲控股以向五九集团借款的方式（利息执行年化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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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4.35%）缴纳首期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3,308.03 万元，待明确承

担主体后再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及政策处理。

3、子公司诉讼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附注十二、

承诺及或有事项所述，2018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RondatelS.A.

（以下简称“22厂”）收到原自然人股东 ManuelPereira 就抵押

借款到期，无法按期偿还债务而发起的行政诉讼，并确定了总额为美

元 504.83 万美元的资产扣押封存。2022 年 2月，ManuelPereira 对

22厂再次启动前述诉讼，法院对22厂的房地产实行强制执行的冻结，

金额为 504.83 万美元。截至本报告日止，22 厂与 Manuel Pereira

达成和解协议，约定 22 厂在 2022 年 4 月 1 日前支付 Manuel

Pereira200.00 万 美 元 ， 2022 年 10 月 5 日 前 再 支 付 Manuel

Pereira206.00 万美元，债务关系了结，Manuel Pereira 解除对公司

资产的扣押封存。22厂已按协议约定支付 200.00 万美元，诉讼已暂

停。如 22 厂到期不能偿还剩余 206.00 万美元，Manuel Pereira 有

权重新执行前述诉讼，目前 22厂账面现有资金不足偿付该笔债务。

4、控股股东股份冻结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附

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说明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大洲

控股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量比例达到 100%，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达到 100%，大连和升的一致行动人京粮和升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 100%。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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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后收购事项 2022 年 4 月 20 日，新大洲控股全资子公司恒

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香港”）与长嘉恒泰（香港）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有关买卖 LORSINAL S.A.的 50%股权的协

议》，恒阳香港同意基于该协议的条款及条件购买长嘉恒泰持有乌拉

圭 LORSINAL S.A.（以下简称“224 厂”）的 50%的股权，收购对价

为美元 1,550.00 万元。收购完成后，新大洲控股将间接持有 224 厂

的 100%股权。上述事项经新大洲控股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

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审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三、（二）持续经营所述，新大洲控股 2021 年度发生净亏损 9,154.21

万元，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大洲控股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98,560.41 万元。此外，由于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所述的诉讼事项导致新大洲控股包括基本户

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所持子公司股权、多处房产被冻结（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冻结金额：货币资金 107.83 万元、子公司股权账面余

额 68,002.38 万元、房产账面价值 3,317.99 万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二）其他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重要的重

要交易和事项所述，新大洲控股第一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粮和升”）持有新大洲控股的全部股份

已被轮候冻结，导致其计划增持新大洲控股事项能否推进可能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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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新大洲控股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等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ST林重。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

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11、关联方及

关联交易中 11.5.3 关联方资金拆借所述”，期初实际控制人占用公

司资金 345,229,605.96 元，本期累计提供资金 330,530,082.50 元，

以上款项合计 675,759,688.46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款

项已收回。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所述，林州

重机 2021 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28,759,242.07 元，且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1,405,132,309.83 元，截止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逾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本金总额为

227,874,076.36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林州重

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