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神雾环保     公告编号：2018‐083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累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累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环保”或“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本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

诉讼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披露诉讼情况 

2018 年 5 月，神雾环保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2018）津民初 23 号、（2018）津民初 24 号）等相关法律材料。因全资子公

司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案，公司被中机国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国能”）提起诉讼，分

别偿还原告租金 195,180,555.6 元、101,833,333.4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5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60））。 

2018 年 7 月，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神雾集团通知，神雾集团于近期获悉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申请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四被申请人银行存款

100,884,498.17 元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获悉<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0））。 

（二）其他诉讼情况 

经统计，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外，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案

件共计 53 起（其中 400 万以下的买卖合同纠纷 39 起），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69,465.82 万元，其中，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该公告中提



到公司与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本金

2.72 亿元，神雾集团、吴道洪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

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详见附件） 

4 月份以来，上海图世战略投资神雾集团后，公司联合战投与各个债权人

积极沟通，公司于 6 月份先后与大部分债权人已达成和解，其中，已经调解结

案的涉案金额 2.55 亿，已初步达成和解意向的涉案金额 2.2 亿元，其他诉讼案

件正在积极与对方和解中。 

鉴于当前情况，公司法务人员配置非常有限，相关诉讼材料信息收集渠道

一度中断，未能第一时间送达相关部门，造成公司相关信息收集不畅通、不及

时。公司针对这一情况将加强内部重大信息管理及人员配置，组织加强公司相

关部门及人员对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与理解，保证公司内部重大信息及时更新并第一时间报告董事会秘书，提高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已达成和解，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15日 



 

附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进展情况 诉讼执行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李丹（被告 4） 

债券交易纠纷案 正在和解 尚未执行 7000 

2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806.66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吴道洪（被告 2）、李丹（被告 3）、神

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4）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8,015.96 

4  
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被告 3）、吴道

洪（被告 4）、李丹（被告 5）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10,055.9 

5  
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被告 3）、吴道

洪（被告 4）、李丹（被告 5）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10,344.02 

6  江苏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329.51 

7  
新疆凯蕴轩成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393 

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华

路支行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 

金融借款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10,020 



9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华

路支行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3 吴道洪（被告 3） 

金融借款纠纷 正在和解 尚未执行 4,000 

1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华

路支行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 

金融借款纠纷 正在和解 尚未执行 2,000 

1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华

路支行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 

金融借款纠纷 正在和解 尚未执行 2,000 

1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华

路支行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 

金融借款纠纷 正在和解 尚未执行 7,000 

13  万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195.02 

1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吴道洪（被告 3) 

债券交易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3,240 

15  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被告 2）、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3）、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被告 4） 

买卖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1,027.92 

16  
江苏省五环水务工程有限公

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103 

17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1,052.87 

18  
倍杰特国际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判决 尚未执行 100 

19  
包头市玉山混凝土建筑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656.85 

20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被告 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已一审判决， 尚未执行 222.2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纠纷 已上诉 

21  无锡市特钢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裁决 尚未执行 107.07 

22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

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1）、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227.36 

23  承德新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判决 尚未执行 21.22 

24  
北京太阳升医药营销咨询有

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57.33 

25  
北京浩源新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3.78 

26  四川省万阳电缆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9.09 

27  
北京浩源新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9.51 

28  
北京浩源新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3.56 

29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铸造有限

责任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56.87 

30  
北京浩源新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8.8 

31  四川省万阳电缆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1.2 

32  
山东菏泽昊阳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2.61 

33  
山东菏泽昊阳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2.43 

34  河北亿海管道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4.59 

35  河北亿海管道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14.7 

36  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2）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已判决 尚未执行 2 



37  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已判决 尚未执行 3 

38  
河北恒泰管道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24.82 

39  
山东菏泽昊阳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北京安泽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9.85 

40  北京航天鑫航设备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2.94 

41  北京航天鑫航设备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5.72 

42  
北京中洁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已调解 尚未执行 70 

43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已开庭 尚未执行 20 

44  南通曙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5 

45  江苏焱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75.22 

46  
江苏华海冶金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2.04 

47  
江苏华海冶金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9.45 

48  
江苏华海冶金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0.87 

49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37.5 

50  江苏恒东机械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投标保买卖合同

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10 

51  
青岛思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16.31 

52  
青岛思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3.17 



 

53  
泰兴市新特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责任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尚未执行 74.9 

被起诉类案件合计 69,46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