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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台州市

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路桥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2）浙 1004 民初 2949 号]，公司起诉戴明西关于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获路桥法院立案受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及案由 

原告：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戴明西 

案外人：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合同纠纷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1 年度业绩补偿款 189,053,019.51 元及

逾期利息(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和理由 

2018 年 1 月 3 日，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进科技”，当时名称为“台州三进压铸有限公司”)、戴灵芝

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一》”)，原告以 19,775 万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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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三进科技 1,561.2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即“第一次增资”)，被告承

诺，若三进科技净利润未达到承诺水平，被告应对原告进行现金补偿。

其后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持有三进科技 51％的股权。 

2018 年 5 月 31 日，原告与被告及三进科技签署《增资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二》”)，原告以 8,725 万元认购三进科技 688.78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即“第二次增资”)，被告承诺继续遵守《增资协议一》

项下所有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补偿承诺等）。其后原告履行了出

资义务且所持有的三进科技股权比例提升至 60％。 

2018 年 10 月 29 日，原告与被告及三进科技、戴灵芝签署《增资协

议的补充协议》，将《增资协议一》项下的利润承诺期调整为“2019 年

至 2021 年”，被告承诺三进科技 2019 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11,000 万元，2021 年净利润不低于 19,000 万元，若无

法达到，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补偿原则：年度应补偿金额＝(该

年度承诺净利润－该年度净利润实现数)×原告持有的三进科技股权比

例。 

2018 年 12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以

7,925.4 万元的价格向被告受让三进科技 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62.5 万元)，协议签署后原告即完成了相应董事会决议并按照上市规则

完成了相应信息披露程序，原告由此取得三进科技 15%股权且所持有的

三进科技股权比例提升至 75%，三进科技也通过章程修正案(由被告签字)

确认了原被告持股比例为 75%∶25%。前述 15％股权的转让，因被告未缴

付股权转让税费，后在原告代缴后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以上案件事实，已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 

(2020) 浙 10 民初 110 号、(2021) 浙 10 民初 341 号生效《民事判决书》

所认定。 

根据审计，三进科技 2021 年实现税后净利润-62,065,381.31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2,070,692.68 元。根据《增资协议的



补充协议》之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业绩补偿款(计算方式：原

告所持 75%股权对应的 2021 年度业绩补偿款＝[190,000,000 元－(－

62,070,692.68 元)]×75％＝189,053,019.51 元)。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已由路桥法院立案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 进展情况 

1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戴明西 合同纠纷 18,905.30 未开庭 

2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蓝速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9 执行中 

3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吉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4.94 破产申报 

4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00.99 一审中 

5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8.39 一审中 

6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俊通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31.32 结案 

7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2.58 结案 

8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700.00 结案 

9 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环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8.99 结案 

10 
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德能热源设备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2.50 结案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一）三进科技 2019 年度业绩对赌诉讼进展情况 

由于三进科技未完成 2019 年度业绩对赌目标，为保障公司合法权

益，公司依法于 2020 年 3 月向台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戴明西根据《增

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114,022,804.4 元，

并对戴明西资产进行了查封。 

2020 年 9 月，由于各方对公司于 2020 年初完成工商变更的三进科

技 15%权益是否应纳入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计算基础存在一定争议，

为加快审理进度，公司在保留追索权利的情况下，暂时撤回 15%股权比

例对应金额的诉请，向台州中院提交了减少诉讼请求的申请书。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收到台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浙 10 民



初 110 号]，判决如下：限戴明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

支付公司对三进科技 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91,218,243.53元及逾

期利息（自 2020 年 3 月 30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同类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   

2021 年 1 月 5 日，公司向台州中院申请该案的强制执行获法院立案

受理，3 月份公司收到法院的执行款 102.8 万元。因戴明西名下的现金

款项不足以支付全部判决，台州中院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裁定拍卖戴明

西所有的三进科技 25%股权。 

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司收到台州中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

浙 10 执 59 号之五]，终结（2021）浙 10 执 59 号案件的执行程序。截止

2022 年 1 月 24 日，本案实际执行到位标的人民币 28,723,689.18 元（其

中现金 1,385,173.21 元，其余部分以戴明西持有的三进科技 25%股权抵

债）。公司有权要求戴明西继续履行债务，发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

以再次申请执行。 

（二）三进科技 2020 年度业绩对赌诉讼进展情况 

由于三进科技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对赌目标，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向台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戴明西根据《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

向公司支付 2019 年度与公司所持有 15%股权对应的业绩补偿款

22,804,560.88 元及 2020 年度业绩补偿款 105,508,506.45 元，两项合

计 128,313,067.33 元。 

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台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

浙 10 民初 341 号]，判决如下：限戴明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三十日内支付公司对三进科技 2019、2020 年度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28,313,067.33 元及逾期利息（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022 年 3 月，公司向台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尚在执行中。 

（三）三进科技 2021 年度业绩对赌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纠纷案件系由于三进科技未完成 2021 年度业绩对赌公司



依法主张权利所进行的诉讼，由于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预测最终判

决结果。鉴于三进科技 2019 年度业绩对赌诉讼已终本，可供执行的财产

有限；2020 年度业绩对赌诉讼当前仍处在执行阶段；且被执行人戴明西

已被台州中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本次诉讼案件存在即便胜诉也无法执

行或无法足额执行的风险。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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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