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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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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法院传票，待开庭 

 案件涉及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22,200,000.00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

近 12 个月未披露的累计诉讼涉诉金额为 62,827,279.97 元,公司作为被告方的涉

诉金额为 62,827,279.97 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还有部

分案件尚未作出判决，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民事起诉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9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

告 2”）中标由攀枝花蜀郡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 1”）发包的蜀郡花城

工程项目建筑规划设计方案，并签订了《工程设计合同》。上海锋思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告”）认为被告 1、被告 2 共同剽窃、抄袭原告涉案设计

作品，构成共同侵权，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经公司向子公司管理层了解，认为原

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属实，不认可原告相关的诉讼请求。因此，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名誉

和广大股东的权益。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来的传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锋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被告 1：攀枝花蜀郡地产有限公司 

被告 2：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原告方诉讼请求 

（1）依法认定被告 1、被告 2 的行为共同侵害了原告设计完成的蜀郡花城工

程项目建筑规划设计方案的著作权; 

（2）依法判令被告 1、被告 2 共同向原告赔偿 2200 万元整; 

（3）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 20 万元整； 

（4）判令被告 1、被告 2 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建设报》、《四川日

报》及其官方微信号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 1、被告 2 承担。 

3、原告方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被告 1、被告 2 共同剽窃、抄袭原告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与被告 

1 就蜀郡花城工程项目一期 YP2019-14#宗地的设计业务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

同(房屋建筑工程)》及《补充协议壹》中涉及建筑规划设计方案，该行为构成共

同侵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二、其他尚未披露诉讼事项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原告 
被告/被申

请人 
案由 立案时间 案件进展 涉案金额 

1 
镇江市润州区建筑装璜配套工程有

限公司 
花王股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8.23 审理中 8,137,879.86 

2 
上海捷利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良威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22.9.6 审理中 100,000.00 

3 内蒙古茂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花王股份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22.9.6 审理中 759,600.00 

4 
内蒙古泰昌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花王股份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22.8.26 审理中 376,425.00 

5 镇江新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8.9 审理中 538,021.47 

6 内蒙古昌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花王股份 票据追索权纠纷 2022.8.17 审理中 785,892.50 

7 江苏祥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8.9 审理中 2,557,730.00 

8 镇江新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8.9 审理中 538,021.47 

9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金融借贷合同纠纷 2022.12.7 审理中 17,800,000.00 

10 东阿县祥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花王股份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2.7.26 审理中 5,157,983.67 

11 郑州市宝源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 钢筋混凝土管货款 2022.8.2 诉前调解 220,400.00 



12 石志国 郑州水务 施工合同纠纷 2022.7.28 已调解 192,500.00 

13 尚成岐 郑州水务 机械设备租赁合同 2022.7.28 已调解 118,000.00 

14 郑灵贺 郑州水务 民间借贷纠纷 2022.8.10 已调解 950,000.00 

15 河南夏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 机械租赁纠纷 2022.9.2 审理中 94,723.00 

16 郑州景宏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 机械租赁纠纷 2022.8.23 已判决 94,600.00 

17 郑州甲兴建材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 供货合同纠纷 2022.8.23 正在调解 561,331.00 

18 王军强 郑州水务 民间借贷纠纷 2022.9.1 已判决 200,000.00 

19 胡喜滨 郑州水务 劳务合同纠纷 2022.8.25 执行 80,250.00 

20 郑州鹏少建筑劳务公司 郑州水务 建设工程合同 2022.9.3 审理中 183,768.00 

21 李占伟 郑州水务 建设工程合同 2022.9.3 审理中 154,621.00 

22 李春伟 郑州水务 建设工程合同 2022.9.3 审理中 298,514.00 

23 贺秋贤 郑州水务 买卖合同纠纷 2022.9.21 审理中 70,000.00 

24 黄从然 郑州水务 机械租赁纠纷 2022.10.17 已调解 24,000.00 

25 郑州萱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 劳务合同纠纷 2022.11.17 已调解 384,300.00 

26 贾全民 辉龙管业 劳务合同纠纷 2022.10.10 已调解 203,400.00 

27 荥阳市万兴源建材有限公司 辉龙管业 供货合同纠纷 2022.10.10 已调解 245,319.00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涉案金额仅为原告提起诉讼主张的请求和金额，不代表法院审理结果，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

准。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因此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