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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或“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诉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山西

晋安通能源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中建宏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左泽长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涉及金额 58,8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0）。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出具的（2021）京 74

民初 245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原告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自

愿申请撤回本案起诉，法院裁定准许原告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撤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具体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事由 
涉及金额 

（元） 
进展情况 

1 海西智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西安奥耐唐恺电气有限公

司、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896,728.00 已结案 

2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5,689,431.48 诉讼中 

3 
卧龙电气集团辽宁荣信电气

传动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450,000.00 仲裁中 

4 上海田舟电气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459,702.56 仲裁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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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北聚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1,513,124.92 仲裁中 

6 上海速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承揽合同纠纷 1,078,981.82 仲裁中 

7 上海群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承揽合同纠纷 258,119.01 仲裁中 

8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1,332,484.40 仲裁中 

9 
上海永进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 

中机华信诚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648,117.17 仲裁中 

10 福州科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23,600.00 仲裁中 

11 福州科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139,500.00 仲裁中 

12 
哈尔滨和泰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271,718.00 仲裁中 

13 福州科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24,000.00 仲裁中 

14 青海春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奥耐唐恺电气有限公

司、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883,115.00 诉讼中 

15 
江苏省江南建筑技术发展总

公司 
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068,483.87 仲裁中 

16 
上海中亚阀门（集团）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19,290.00 诉讼中 

17 孙卫新 

江苏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

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中机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555,949.00 诉讼中 

18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145,148.72 仲裁中 

19 
青岛正大正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2,384,717.05 仲裁中 

20 上海经意实业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882,145.96 仲裁中 

21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52,993,974.55 仲裁中 

22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91,935,226.94 仲裁中 

23 苏州苏尔寿泵业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268,637.32 仲裁中 

24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418,126.73 诉讼中 

25 
上海中亚阀门（集团）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8,674.43 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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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上海中亚阀门（集团）有限公

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39,395.30 诉讼中 

27 机电工业上海联销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946,544.69 仲裁中 

28 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 中机电力 买卖合同纠纷 12,508,473.78 仲裁中 

29 江苏海纬集团有限公司 
天沃上海电力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30,682.50 仲裁中 

30 
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天沃综能清洁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81,625.64 已结案 

31 上海海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天沃科技 买卖合同纠纷 620,000.00 已结案 

32 李建武 
江苏天沃综能清洁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请求变更公司

登记纠纷 
630,682.50 仲裁中 

33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

有限公司 

江苏天沃综能清洁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02,000.00 诉讼中 

34 中机电力 华强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3,572,000.00 仲裁中 

35 中机电力 

北京神雾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陕西神雾电力设计有限

公司 

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 
12,748,225.00 诉讼中 

 

四、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法院已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撤诉申请予以认可，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其他诉讼、仲裁事项中，海西智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海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相关诉讼已结案，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其他诉讼、仲裁事项中，部分诉讼案件尚未结案或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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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21）京 74 民初 245 号之三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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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