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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2-084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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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源环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

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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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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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诉讼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披露了截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的诉讼、仲裁

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

金额合计人民币 23,336.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2.62%。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人民币 194.41

万元，占总金额的 0.8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

金额为人民币 23,141.76万元，占总金额的 99.17%。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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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方的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将积极维护公司的

合法权益，加强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方的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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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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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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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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2/7/26 
上海众邦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兴源环保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100.49  一审 

2 2022/7/26 
安徽普罗斯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上城区人民法院    1,304.97  一审 

3 2022/7/26 
无锡隆涌晟世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兴源环保、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225.17  一审 

4 2022/7/27 凌非修 杭州中艺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6.55  一审 

5 2022/7/28 兴源环境 
江西赛维 LDK太阳能高

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8.42  一审 

6 2022/8/2 
新疆金鑫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阜康市人民法院       25.88  民诉前调 

7 2022/8/3 
长兴小浦英达工程机械

租赁服务部 
杭州中艺 承揽合同纠纷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       50.70  民诉前调 

8 2022/8/4 张学宽 
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傅玲洁、杭州中艺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奇台县人民法院       92.45  一审 

9 2022/8/9 孟广林 杭州中艺、丰志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阜康市人民法院      170.95  一审 

10 2022/8/11 
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巴东县人民法院       20.50  一审 

11 2022/8/11 
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巴东县人民法院       20.50  一审 

12 2022/8/12 
江苏华德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新至碳和、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富阳区人民法院       17.75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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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3 2022/8/15 马秀娟 杭州中艺、黄先春 买卖合同纠纷 阜康市人民法院      179.94  一审 

14 2022/8/15 
东营钰珲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宇枫环境建设有公

司、杭州中艺、莱阳市

新牧养殖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莱阳市人民法院      184.00  一审 

15 2022/8/17 海申机电总厂（象山） 浙江水美、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象山县人民法院        6.15  一审 

16 2022/8/22 
常州豪庆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同纠纷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54.02  一审 

17 2022/8/29 兴源环保 
宜兴市宙斯泵业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35.40  一审 

18 2022/8/29 大悟元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350.30  一审 

19 2022/8/29 
浙江宇枫环境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莱阳市人民法院       88.99  一审 

20 2022/8/29 
无锡万川环境装备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      114.99  一审 

21 2022/8/30 兴源环保 
深圳前海云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83.86  一审 

22 2022/8/30 兴源环保 
深圳前海云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25.06  一审 

23 2022/8/30 
山东国翔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27.90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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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24 2022/9/1 兴源环保 
戴德科技（东莞）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仲裁委员会       10.45  一审 

25 2022/9/1 
广东凯信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诏安西溪生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诏安县人民法院        8.17  一审 

26 2022/9/2 姚光春 

温宿稻香城项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被告）、

杭州中艺（第三人）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温宿县人民法院    7,856.38  一审 

27 2022/9/5 兴源环保 秦锡 承揽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11.23  一审 

28 2022/9/5 
浙江宇枫环境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莱阳市来宾区人民法院      157.97  一审 

29 2022/9/5 厦门恒旗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中艺、兴源环境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    1,832.50  一审 

30 2022/9/6 
杭州杭开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同纠纷 西湖区人民法院       21.71  一审 

31 2022/9/6 
江苏华德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水美、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西湖区人民法院       53.60  一审 

32 2022/9/8 潍坊共祥工业有限公司 新至碳和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186.21  一审 

33 2022/9/8 
杭州彩泰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同纠纷 西湖区人民法院       74.19  一审 

34 2022/9/9 
浙江双林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新至碳和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80.71  诉前调解 



6  

序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35 2022/9/9 
南京茂泽新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 
兴源环境，环保设备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119.31  一审 

36 2022/9/14 
无锡普力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保设备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94.62  一审 

37 2022/9/15 
常州华皓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合同纠纷 敖汉旗人民法院       23.68  一审 

38 2022/9/19 宗小琴 
宁国山水融城，兴源环

境，杭州中艺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杭州仲裁委员会      218.46  仲裁 

39 2022/9/21 浙江坤盈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合同纠纷 西湖区人民法院        2.89  诉前调解 

40 2022/9/21 姚光春 杭州中艺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杭州仲裁委员会    9,281.04  仲裁 

41 2022/9/26 
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水美环保，漳州兴源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       88.15  一审 

注：上表中兴源环保、杭州中艺、浙江水美、新至碳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诏安西溪、温宿稻香城、宁国山水、漳州兴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