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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7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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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涉案金额：70,509,429.54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才股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新增累计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诉

讼涉及金额合计 70,509,429.5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5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被上

诉人 
案件类型 

涉及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陈喜新 

北京新晓博飞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赵晓文、天津成

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才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被上

诉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522,562.26 二审 

2 

青岛盛泰熙

工贸有限公

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任

亮、杜鹏 
买卖合同纠纷 344,148.60 一审结束 

3 吴荣林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69,050.00  二审 

4 

青岛衍宏伟

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任

亮 
买卖合同纠纷 985,312.50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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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海明基建

筑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

司、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

限公司、汪其全（第三人）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20,901,944.33  一审 

6 彭玉平 

台州市中亚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德才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望城分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389,764.00  一审 

7 于建峰 

青岛通成建筑劳务工程有限

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王作林（第三人）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76,858.00  一审 

8 
徐州建宝建

材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34,198.69 一审结束 

9 

青岛浩宇速

达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 
50,000.00  一审 

10 

青岛鑫泰宇

建筑机具租

赁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 
673,750.00  一审   

11 孟雨洁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 
1,463,818.32  一审 

12  刘春红 

青岛振利建筑机械有限公

司、杜崇钢、青岛中建联合

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 

挂靠经营合同

纠纷 
364,000.00  一审 

13 

青岛中联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  
910,711.50  一审 

14 

青岛中联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734,152.50  一审 

15 

青岛中联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92,655.50  一审 

16 汤闪 

青岛给力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

公司、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343,079.00  一审 

17 贾永波 

朱建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赢天下建筑有限

公司青岛分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40,000.00  一审 

18 刘凤伟 

朱建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赢天下建筑有限

公司青岛分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105,000.00  一审 

19 刘俊尧 

朱建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赢天下建筑有限

公司青岛分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355,000.00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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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南通会海劳

务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2,438,562.73  一审 

21 

镇江恒一弘

德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505,286.36  一审 

22 

宿迁景天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8,769,531.30  一审 

23 孔凡利 

杨振忠、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青岛给力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127,320.00  一审 

24  孔凡胜 

杨振忠、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青岛给力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30,000.00  一审 

25 刘玉保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 32,230.00  一审 

26 木乃子切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8,000.00  仲裁 

27 

山东广博装

饰工程有限

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788,676.48  撤诉 

28 
山东通发实

业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 
1,737,174.30  一审 

29 

山东金海雅

宝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

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32,700.00  一审 

30 

芜湖市恒力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74,219.80  一审 

31 

青岛中建联

合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捷能发电机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106,817.85  一审 

32 
德才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维客运海城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青岛维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3,625,205.52  一审 

33 

山东北方创

信防水科技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777,700.00  一审 

    合计   70,509,4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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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青岛衍宏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衍宏伟公司”）自称其为德

才股份及任亮供应装饰材料，于 2020 年 11 与 17 日将德才股份、任亮诉至青岛

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货款 985,312.50 元及利息。德才股份于 2021年 1

月 20日收到起诉状及传票，受案案号为：（2021）鲁 0203民初 139 号。该案件

目前正在审理中。 

2、青海明基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基公司”）与青岛中建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于 2017年 8月 21日就新华联国际

旅游城项目·童梦乐园施工总承包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等协议，明基公司以未

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于 2021年 3月 17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西宁新华联童梦

乐园有限公司一并起诉至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一并支付其工程款、

总包服务费、利息等费用合计 20,901,944.33 元。中建联合于 2021年 5月 10日

收到起诉状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青 01 民初 228 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

理中。 

3、黄岛区聚鑫汇五金店与青岛鲁青铭辉建材有限公司系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的材料供应商，孟雨洁于 2020年 9月 18日

与上述两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受让了上述两公司对中建联合的货款债权。孟

雨洁于 2020年 9月 21日将中建联合起诉至邹平市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欠款本

金 1,463,818.32 元及相应利息。2020 年 11 月 16 日，邹平法院作出民事裁定，

裁定本案移送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中建联合于 2021年 4月 29日收到

崂山法院传票，受案案号为（2021）鲁 0212 民初 2018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

中。 

4、青岛中联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系青岛中建联

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的货物供应商，曾就海尔世纪公馆 F

区项目向中建联合供应混凝土。2021 年 5 月 7 日，中联公司就货款事宜将中建

联合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货款 3,734,152.50 元及相应利

息。中建联合于 2021 年 6月 5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

鲁 0212 民初 5723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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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岛中联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系青岛中建联

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的货物供应商，曾就海尔达令庄园项

目向中建联合供应混凝土。2021 年 5 月 5 日，中联公司就货款事宜将中建联合

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货款 1,592,655.50 元及相应利息。

中建联合于 2021 年 6 月 5 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鲁

0212民初 5725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6、南通会海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海公司”）与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于 2018 年就天津世纪公馆一期总包工程签

订劳务分包合同，会海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以项目多次停工为由，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并起诉至天津市

东丽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劳务分包合同，并支付其工程款及利息、工人工资等

费用共计 4,598,400.36 元。中建联合于 2021 年 6月 15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

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津 0110民初 5031 号。后会海公司将诉讼请求金额变

更为 12,438,562.73 元。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7、镇江恒一弘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一弘德”）与青岛中建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于 2018 年就天津世纪公馆一期总

包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恒一弘德作为劳务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

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并起

诉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工程款 2,505,286.36 元及利息。中建

联合于 2021年 6月 15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津 0110

民初 5030 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8、宿迁景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天公司”）与青岛中建联合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于 2018 年就天津世纪公馆一期总包工

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景天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于

2021年 5月 29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并起诉至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工程款 8,769,531.30 元及利息。中建联合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津 0110 民

初 5033 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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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东广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博装饰公司”）自称其为德

才股份的木材供应商，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将德才股份起诉至临沂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要求德才股份支付木材款 4,788,676.48 元及利息。德才股份于

2021年 7月 17日收到起诉状，受案案号为：（2021）鲁 1392民初 1651号。庭

审后，广博装饰公司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德才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收

到管辖法院依撤诉申请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该案件目前已结束。 

10、山东通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发公司”）系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联合”）的设备租赁商，通发公司曾就天津世纪公馆

一期总包工程向中建联合出租塔吊。2021年 6月 21日，通发公司就租赁费事宜

将中建联合起诉至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租赁费、违约金共计

1,737,174.30 元。中建联合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

案案号为（2021）鲁 0113民初 3253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11、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捷能发电机有限公司（以下

统称“捷能两公司”）作为发包人，与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建联合”）就捷能汽轮机新建改造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建联合

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捷能两公司未能向中建联合足额支付工程款项。中建

联合与 2021年 6月 1日将捷能两公司起诉至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

工程款及违约金 2,106,817.85 元，并于 2021 年 8月 26日收到传票，受案案号

为（2021）鲁 0215 民初 10687号。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12、青岛维客运海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客运海城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与德才股份就“运海城装修工程”签订了《维客集团运海城

装修施工合同》，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德才股份。2016 年 1 月 31 日,涉案项目

已实际投入使用。德才股份要求维客运海城公司对该项目结算，但维客运海城公

司迟迟未进行结算，2017 年 8 月 12 日,德才股份向维客运海城公司申报工程结

算书,结算金额为 4,593,776.12 元。扣除维客运海城公司己支付的工程款

1,868,589.06元，维客运海城公司仍欠德才股份工程款人民币 2,725,187.06元。 

因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客集团”）系维客运海城公

司的控股公司,且均为同一法定代表人,施工期间，维客集团就涉案工程成立工



7  

程部进行管理，且维客集团就涉案项目曾代替维客运海城公司向原告支付过工

程款项，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及财务混同，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为维护公司利益，德才股份于 2021年 8 月 12日将维客运海城公司及维客集

团诉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 3,625,205.52 元。 法

院于 2021 年 9月 1 日立案受理，受案案号为(2021)鲁 0211民初 18190 号。该案

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

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