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神雾环保     公告编号：2019‐048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及已披露的诉讼、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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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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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新增的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经统计，公司尚未披露的累计诉讼共计 71 起，涉案金额合计 13,010.54 万

元。其中已判决诉讼有 14 起，合计涉案金额为 518.26 万元；审理中，尚未判

决或判决尚未生效诉讼 57 起，涉案金额为 12,492.28 万元。（公司及其子公司

新增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详见附件）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的劳动仲裁案件共计 111 起（含前期已披露的劳动仲

裁案件 106 起），应支付金额共计 468.75 万元，其中已支付金额 49.04 万元，

未支付金额 419.71 万元，已调解 102 起（含 6 人在等待裁决结果）,9 起待开

庭。 

二、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2018 年 8 月 15 日、2019 年 1 月 25 日、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0）、《关于重大诉讼累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关于重

大诉讼累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截至目前，公司以往已披露诉讼中尚未执行的有 62 起，涉案金额

99,036.65 万元；尚未判决诉讼 7 起，涉案金额 7,814.12 万元；强制执行的有

25 起，涉案金额 115,575.72 万元；已结诉讼（已履行完毕或已强制执行）6



起，涉案金额 1,764.5万。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布了《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截至目前，涉诉担保案件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主债权未

清偿金额 
案件进展情况 

1  李振涛 10000 10000 

2018 年 5 月 24 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调解结

案。目前，债权人已经撤回对神雾环保的起诉，

由神雾集团偿还欠款，吴道洪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2  

丁健 

(北京天襄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000 1950 

2019 年 3 月 11 日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判决债

权人胜诉。 

2019 年 3 月 25 日神雾环保向廊坊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19 年 6 月 10 日廊坊中级人民法院裁决驳回神

雾环保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019 年 7 月 17 日神雾环保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 

3  

丁健 

(北京天襄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000 1950 

2019 年 3 月 11 日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判决债

权人胜诉。 

2019 年 3 月 25 日神雾环保向廊坊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19 年 6 月 10 日廊坊中级人民法院裁决驳回神

雾环保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019 年 7 月 17 日神雾环保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 

4  黄思颖 1000 1000 

2018 年 6 月 22 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债权

人胜诉。 

2019 年 5 月 27 日神雾环保向广州中院提起撤销

仲裁裁决，2019 年 6 月 18 日广州中院发出《民

事裁定书》驳回申请。 

2019 年 7月 5 日神雾环保已提起上诉。  

5  
霍尔果斯永博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 5000 

案件已判决，2019 年 1 月 11 日收到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9 年 3 月 28 日神

雾环保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至今未

收到立案通知。 

6  
霍尔果斯永博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00 5000 

案件已判决，2019 年 1 月 11 日收到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9 年 3 月 28 日神

雾环保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至今未

收到立案通知。 

7  
新疆展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000 3650 

案件已判决，2019 年 1 月 9 日收到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9 年 3 月 28 日神

雾环保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至今未

收到立案通知。 

8  丰汇租赁有限公司 40000 33208.81 

债权人依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目前法院已裁

决执行终结。公司拟向公证处申请撤销公正债权

文书。 



注：除上表中第 1 项已对公司撤诉外，公司预计上述第 2-8 项担保事项诉

讼结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上述担保事项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日前仍未解

除，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继续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净利

润 75,777.94 万元（包含担保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因公司流动性紧张问题仍未解决，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仲裁事项不断

增多，案件量较大，公司将持续梳理诉讼及仲裁情况，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诉讼、仲裁金额较大，被强制执行案件共计25起，涉案金

额为115,575.72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9.87%，若强制执行案

件全部履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重大不利影响。公

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涉

及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22日 



附件：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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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众旺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9.36 

2 浙江正泰中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安泽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原北京华福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撤诉 已判决 123.65 

3 沧州渤海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6.65 

4 湖南天洁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招投标买卖合同

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1.41 

5 天津冠杰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33.84 

6 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607.82 

7 
河北海浩高压法兰管件集团有限公

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2.74 

8 佛山市馥玉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3.69 

9 佛山市馥玉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41.48 

10 佛山市馥玉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07 

11 佛山市馥玉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06 

12 佛山市馥玉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09.36 

13 洛阳瑞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3.3 



14 浙江正泰中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43.2 

15 北京欧特莱阀门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63 

16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撤诉 已判决 23.37 

17 四川苏克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撤诉 已判决 11.7 

18 北京瑞德克气力输送技术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12.8 

19 北京瑞德克气力输送技术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4 

20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26 

21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4.14 

22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07.94 

23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111.56 

24 乐金空调（山东）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40.37 

25 北京锋盈利通金属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48.5 

26 洛阳大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13.8 

27 苏州制氧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402.41 

28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9.8 

29 泊头市北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286 



30 北京拓峰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32.57 

31 乐金空调（山东）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福工

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5 

32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铸锻分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

公司、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0.76 

3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华支

行                

1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 神

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 吴道洪      
借款合同纠纷 审理中 尚未判决 4950 

34 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46.61 

35 四川高特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鞍山佳控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票据付款请求权 已开庭 尚未判决 1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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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开庭 已判决 4.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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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开庭 已判决 1.53 

38 沧州渤海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1.19 

39 沧州渤海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4.9 

40 沧州渤海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8 

41 
特变电工中发上海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 

湖北神雾热能技术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70 

42 北京兴高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42.88 

43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80 

44 石家庄中控博华科技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11 



45 北京远东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3.64 

46 北京远东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0.58 

47 西安聚能仪器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0.51 

48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78.8 

49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3.64 

50 大连深蓝泵业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47.39 

5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431.15 

5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82.27 

53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54.75 

54 北京富尔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安泽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原北京华福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0.81 

55 北京富尔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177.68 

56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17 

57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5.4 

58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1.69 

59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1.4 

60 新乡市利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06.1 



61 新乡市利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64.30 

62 沧州江丰管件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神雾

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75.89 

63 洛阳卡瑞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0.89 

64 洛阳瑞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3.2 

65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2.8 

66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新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53 

67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神雾新疆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3 

68 洛阳瑞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1.8 

69 
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工

程分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423.22 

70 江苏恒祥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已判决 262.47 

71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开庭 尚未判决 28 

  总计         13,01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