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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一）已公告的债务逾期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中弘股份”）逾期债务本息合计金额为 509,682.21 万元。具

体情况详见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发布

的公司 2018-145 号。 

（二）近期新增到期债务情况 

2018 年 9 月 15 日、9 月 20 日、9 月 21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

公司新增逾期债务本息合计金额为 8,339.79 万元，全部为各类借款。

具体新增逾期债务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债务余额 利率 逾期发生时间 逾期原因 逾期金额 债务期限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中弘地产有

限公司 
6,800 6.37% 2018年 9月 21日 利息逾期 91.16 六年 

2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御马坊置业有限

公司 
80,000 9.80% 2018年 9月 21日 利息逾期 1,132.44 五年 

3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中弘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21,960 9.00% 2018年 9月 20日 

本金逾期 20.00 
两年 

利息逾期 505.54 

4 
中建投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山东中弘置业有

限公司 
148,200 6.90% 2018年 9月 20日 利息逾期 1,761.60 三年 



5 

北京东富嘉吉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北京中弘地产有

限公司 
250,000 9.00% 2018年 9月 20日 利息逾期 4,600.00 三年 

6 

钜亿（上海）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弘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4,445 13.00% 2018年 9月 15日 

本金逾期 220.00 
一年半 

利息逾期 9.05 

合计      8,339.79  

（三）累计债务违约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金

额为 517,783.69 万元（近期公司及子公司偿还了部分利息），全部为

各类借款。公司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并且在

全力筹措偿债资金。 

二、债务违约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影响分析  

公司如果无法妥善解决逾期债务，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可能

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

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债权人因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提起诉讼（仲裁），

公司可能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将会对公司

未来融资产生不利影响，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将加剧公司面临的资金

紧张状况，将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并将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二）特殊条款执行披露  

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形后，会触发公司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中的特殊条款。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可依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或其

他可行的救济措施。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并追究债

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三）后期计划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并且在

全力筹措偿债资金，争取尽早解决上述逾期债务问题。后期具体计划



如下： 

1、寻求重组 

2018年 8 月 27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弘集团”）与加多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

宝集团”）及深圳前海银谊资本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债务重组及经

营托管协议》，加多宝集团及深圳前海银谊资本有限公司拟对公司提

供流动性支持和债务重组，并择机注入相关资产。具体情况详见 2018

年 8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签署《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的公告”。 

2018年8月28日，加多宝集团发表声明，否认签署了上述协议，

声称从未对黄伟清先生出具任何授权，并声称公司在公告中对加多宝

集团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公司对此情况

作出了澄清说明，具体情况详见2018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司2018-132号公告。 

2018年 8 月 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

第 174 号），要求公司就 2018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债务重

组及经营托管协议的公告》及加多宝集团声明等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公司于同日对关注函进行了回复并公告，具体情况详见 2018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公司 2018-133 号公告。 

2018年 8 月 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

第 176 号），要求公司对加多宝集团是否解散及《委任书》是否有效

力等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公司于同日对关注函进行了回复并公告。具



体情况详见 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公司

2018-139 号公告。对上述已签署的《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公

司经审慎判断，认为该协议实质性上已终止。公司将在取得该协议终

止的书面文件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加快资产出售 

目前，公司在积极推进公司库存房产销售的同时，正跟多家机构

积极商谈资产出售事宜，将通过出售相关资产回笼资金，争取早日偿

还到期借款。 

公司与海南罗胜特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8 日签署了附

加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 14 亿元的价格转让如意岛

公司 100%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核通过。具体情况详见 2018 年 7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 时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暨募投项目转让的公

告”等。 

3、催收应收账款 

公司财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的催收，部分缓解流动性压力，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债务逾期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