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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纳川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

个月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发生的诉讼、

仲裁事项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标准。同时，已经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金额

合计约为人民币 14,961.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91%。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合计金额约为人

民币 11,659.0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50%；公司及子公司作

为被告涉及的诉讼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3,301.9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41%。 

累计诉讼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此次累计诉讼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方的事项，公司将通过积极采取

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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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

方的事项，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同时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

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判决书等。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3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涉诉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金额 案号 管辖法院 进展情况 

1 2021.4.7 

惠安纳川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纳川

股份 

惠安县人民政府、财政局、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城镇供

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3,015,224.31 

（2021）闽 05 民

初 590 号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已开庭三次，一审未结，目前

案件正在申请要求法院启动造价

鉴定程序目前在走造价鉴定流程 

2 

一审：

2021.4.27 

二审：

2022.4.12 

 

浙江华丰通讯器材

有限公司 
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 同业拆借 10,290,000.00 

一审：（2021）沪

0118 民初 9331 号 

二审：（2022）沪

02 民终 3848 号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西虹桥法庭） 

2021年 12 月 6 日一审已判决，二

审 2022 年 4 月 12 日立案 

3 2021.12.10 
武汉纳川管材有限

公司 
黄石磁湖高新科技发展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980,010.62 

（2022）鄂 0205

民初 128 号 
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 一审调解中 

4 2020.7.2 纳川股份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93,609.60 
（2019）京 0114

民初 4906 号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5 2019.4.6 纳川股份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15,554.00 
（2019）京 0114

民初 4905 号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6 2019.2.11 
福建万润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福建新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840,000.00 

（2019）闽 0803

民初 315 号 
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7 2022.4.7 张晓樱 纳川股份、陈志江 民间借贷纠纷 18,013,768.00 

（ 2021 ） 年 闽

0203 民初 16603

号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1 日已开庭，未判决，

需二次开庭 

8 2018.1.10 纳川股份 
福建思立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华 
买卖合同纠纷 783,198.00 

（2018）闽 0505

民初 239 号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9 2015.4.14 纳川股份 滨州市亿泽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86,833.00 
（2015）港民初

字第 978 号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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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5.8.21 纳川股份 
河南省四海科技防腐保温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41,263.00 

2015）港民初字

第 2161 号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11 2016.12.16 
天津纳川管材有限

公司 

海阳市新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于新强 
买卖合同纠纷 2,058,000.00 

（2016）闽 0505

民初 3794 号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12 2014.4.16 纳川股份 

海阳市新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于新强、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海阳核电项目部 

买卖合同纠纷 876,941.20 
（2014）港民初

字第 717 号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已判决，执行阶段，预计收回困难 

13 2022.1.4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

镇人民政府 
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 

固体废物污染

责任纠纷 
2,458,400.00 

（2021）鲁 1102

诉前调 10718 号

（非正式案号）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一审待开庭 

14 2022.3.3 
苏州市海东市政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 产品责任纠纷 2,257,585.12 

（2022）苏 0591

民初 1491 号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一审已开庭，待判决 

合计 149,610,386.8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