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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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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披露了截至 202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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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0.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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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91

万元，占总金额的 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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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7.99 万元，占总金额的 9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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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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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案件进展 

1 2022/2/10 
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中艺”） 

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

理委员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6,409,105  一审 

2 2022/5/7 杭州中艺 
凤阳县和裕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分包

合同纠纷 
杭州市仲裁委员会 93,550  仲裁 

3 2022/5/7 杭州中艺 
凤阳县和裕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分包

合同纠纷 
杭州市仲裁委员会 745,679  结案 

4 2022/7/12 
海南经典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琼中鑫三源”）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 
363,456  结案 

5 2022/8/25 
荆州市楚乐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杭州中艺、兴源环境 租赁合同纠纷 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128,626  结案 

6 2022/9/14 陈焕武 琼中鑫三源 承揽合同纠纷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1,795  二审 

7 2022/9/15 
河南牧祥养殖设备有限

公司 

杭州兴源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源

环保”） 
合同纠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52,244  结案 

8 2022/9/26 兴源环保 
广州宝立洁水处理有限

公司 
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3,570,741  结案 

9 2022/9/28 兴源环保 
北京碧水源博大水务科

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795,560  一审 

10 2022/9/28 兴源环保 
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人民法院 1,560,000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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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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案件进展 

11 2022/9/28 
湖北省正源市政公用事

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水美”）、杭州中艺、

兴源环境、巴东兴东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巴东兴东”）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巴东县人民法院 36,560,664  一审 

12 2022/9/28 
湖北省正源市政公用事

业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中艺、兴源环境、

巴东兴东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巴东县人民法院 45,953,343  一审 

13 2022/9/29 
浙江正鸿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新至碳和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至碳和”）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杭州仲裁委员会 649,553  仲裁 

14 2022/9/30 邓勇葵 

梧州兴源水美水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梧州

兴源”）、中建一局、
安徽尚世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梧州长洲区人民法院 162,900  结案 

15 2022/9/30 邓勇葵 梧州兴源、中建一局 劳动合同纠纷 梧州长洲区人民法院 147,619  结案 

16 2022/10/8 
天津泰华易而速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 
兴源环保 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人民法院 738,540  诉前调 

17 2022/10/9 兴源环保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2,388,000  一审 

18 2022/10/9 
蓝深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同纠纷 西湖区人民法院 64,000  诉前调 

19 2022/10/10 
常州诚诚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2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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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案件进展 

20 2022/10/10 
常州诚诚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73,686  一审 

21 2022/10/12 
潍坊市力拓建设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山东源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源邦”）、新至碳和、

浙江创韵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潍坊寒亭区人民法院 70,330,485  一审 

22 2022/10/12 浙江沃辉电气有限公司 新至碳和、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富阳区人民法院 128,543  结案 

23 2022/10/12 浙江沃辉电气有限公司 新至碳和、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富阳区人民法院 69,031  结案 

24 2022/10/12 
大学士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新昌县鼓山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鼓山建

设”）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 新昌县人民法院 3,018,089  结案 

25 2022/10/19 兴源环保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 1,266,453  一审 

26 2022/10/26 
浙江德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兴源环保 合同纠纷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847,706  一审 

27 2022/10/26 王锋 
杭州中艺、芜湖凤鸣湖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芜湖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

院 
7,897,739  一审 

28 2022/10/31 
东营市东宸农牧机械有

限公司 
兴源环保 承揽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706,000  诉前调 

29 2022/10/31 
东营市东宸农牧机械有

限公司 
兴源环保 承揽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894,224  诉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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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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案件进展 

30 2022/11/2 
湖南全富达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 

诏安西溪生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诏安西溪”）、兴源

环境、诏安县房地产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诏安县人民法院 948,853  一审 

31 2022/11/4 江苏拜德农牧有限公司 新至碳和 承揽合同纠纷 杭州中院 450,000  二审 

32 2022/11/4 中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三方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中艺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1,270,627  一审 

33 2022/11/8 
青岛昊龙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新至碳和 买卖合同纠纷 富阳区人民法院 4,664,230  诉前调 

34 2022/11/8 
杭州华瀚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兴源环境 买卖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511,507  诉前调 

35 2022/11/8 
江苏维新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 
兴源环保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14,000  诉前调 

36 2022/11/9 
福州闽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琼中鑫三源 合同纠纷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 
7,176,750  一审 

37 2022/11/9 
瑞安市良诚建筑机械租

赁服务部 

凤阳县和裕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杭州中
艺、张家坤、刘龙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瑞安市人民法院 276,045  一审 

38 2022/11/9 游巍、詹琳赟 
郑进幸、漳平市源泽水
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漳平水利”）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漳平市人民法院 105,000  结案 

39 2022/11/15 
安徽登铭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杭州中艺、合肥市庐阳

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50,68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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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案件进展 

40 2022/11/15 
海南泰元钢板桩工程有

限公司 
琼中鑫三源、李健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52,642  一审 

41 2022/11/22 长沙兴牧机械有限公司 兴源环保 合同纠纷 临平区人民法院 433,403  诉前调 

42 2022/11/23 
赤峰广源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刘艳民、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上城区人民法院 1,050,745  一审 

43 202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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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5,773  一审 

44 202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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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936  一审 

45 2022/11/28 浙江坤盈泵业有限公司 兴源环保 买卖合同纠纷 余杭区人民法院 28,168  诉前调 

46 2022/12/5 赵坤林、肖明会 

琼中鑫三源、江苏环球

环境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上海拔臣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

三人：兴源环境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 
4,621,649  一审 

47 2022/12/12 
如皋市智雪苗木有限公

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同纠纷 上城区人民法院 810,312  诉前调 

注：上表中杭州中艺、兴源环保、浙江水美、新至碳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琼中鑫三源、巴东兴东、梧州兴源、山东源邦、鼓山建设、诏安西溪、漳平水

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