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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19-047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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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近12个月内未披露的诉讼、仲裁累计涉及金额约58,765.87

万元，其中25件诉讼已结案。 

 因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还有部分案件尚未判决，目前公司无法

判断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含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诉讼金额合计 58,765.87 万元，其中 25 件诉讼已结案。现将

有关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日期 类别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含第三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最新进

展/案

件阶段 

2018-9-21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博洋鞋业有限公司 
确认 

不侵权 
300.00 一审 

2018-10-10 
行政

复议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市工商局 

不服行政

处罚决定 
28.85 结案 

2018-10-11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滁州熊锋服饰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38.49 结案 

2018-10-12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福州市神威电机有限公司 
侵害商标

权纠纷 
15.00 结案 

2018-11-9 诉讼 江苏苏美达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定边县智诚运势新能源有限公司、中

铁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5.27 结案 

2018-11-12 
行政

复议 

江苏苏美达伊顿纪德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省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服行政

处罚决定 
16.00 中止 

2018-11-15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陕西远途信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4.52 结案 

2018-11-15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陕西辰昱通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2.06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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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新疆金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3.14 结案 

2018-11-19 诉讼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航油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7,902.50 一审 

2018-11-23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昆山梦思源家具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6.29 执行中 

2018-12-21 诉讼 江苏苏美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沧州市垚沧新能源设备销售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38.80 一审 

2019-1-7 仲裁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垦利光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Cube Solar Limited.  
合同纠纷 11,987.54 

仲裁 

受理 

2019-2-14 诉讼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国盛仪表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2.57 结案 

2019-3-15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千卓服装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1.62 结案 

2019-4-8 诉讼 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069.00 一审 

2019-4-10 诉讼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合同纠纷 195.00 结案 

2019-5-10 诉讼 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东泽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熊成

根、熊泽辉、南京华泰船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153.00 一审 

2019-6-3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羽恩羽绒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宝

杰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22.39 一审 

2019-7-12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东营市托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东

营市中洋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25.00 结案 

2019-8-8 诉讼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恒源毛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傅建

明、王文花、昆山阳澄毛纺织染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803.00 一审 

2019-8-19 诉讼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

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85 已立案 

2019-8-27 诉讼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4 Reckless LLC、Fivefour Group 合同纠纷 344.00 已立案 

2019-9-5 诉讼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谦鸿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泗阳洪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泗阳绿

能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江苏辰宇

电气有限公司、王庆冬 

合同纠纷 14,586.14 一审 

  小计 40,726.03 - 

2018-9-13 诉讼 Heung-A Shipping Co.Ltd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船舶损失

赔偿纠纷 
209.00 一审 

2018-10-15 诉讼 如皋顺杰工艺编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伊顿纪德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57.00 结案 

2018-12-11 诉讼 滨州市昌成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670.83 一审 

2019-1-14 诉讼 无锡市协和拉链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11 结案 

2019-1-16 诉讼 苏州卉彤羿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4.46 二审 

2019-1-17 诉讼 苏州帛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0.92 结案 

2019-3-5 诉讼 济南锐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6.20 结案 

2019-3-7 诉讼 
上海太平洋纺织机械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扬州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29.37 结案 

2019-3-29 诉讼 南京方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9.64 结案 

2019-4-3 诉讼 南通宏丰色织厂 
江苏苏美达轻纺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0.64 结案 

2019-4-10 诉讼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3.39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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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2 诉讼 上海强博物资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1.40 一审 

2019-4-22 诉讼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40.53 结案 

2019-4-26 诉讼 
江苏杰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扬

州分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6.50 一审 

2019-4-29 诉讼 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58 结案 

2019-4-29 诉讼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9.98 结案 

2019-5-5 诉讼 李鑫德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12.00 结案 

2019-5-30 诉讼 江苏天炎光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3.64 一审 

2019-6-1 诉讼 
南京瑞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博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平

邑金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第三人：

南京鑫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281.18 一审 

2019-6-24 诉讼 郭子波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9.92 一审 

2019-7-18 诉讼 通化市中心医院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确认合同

效力纠纷 
598.00 结案 

2019-7-24 诉讼 九江中船消防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南京

东泽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海事海商

纠纷 
12.35 结案 

2019-8-2 诉讼 上海善治楼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2.00 一审 

2019-8-6 诉讼 陈高齐、王鹤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45.00 一审 

2019-8-27 仲裁 FISTCO DMCC Win Faith Trading Limited 合同纠纷 75.14 
仲裁 

受理 

2019-8-27 仲裁 FISTCO DMCC Win Faith Trading Limited 合同纠纷 188.15 
仲裁 

受理 

2019-8-28 仲裁 China Cube Solar Limited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1,994.91 
仲裁 

受理 

小计 18,039.84 - 

合计 58,765.87 -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贸公司”）诉中国航油集

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中国航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

公司”）合同纠纷案 

技贸公司与中航油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签署《石化产品销售合同》, 因

中航油公司未能履约，技贸公司以买卖合同为由起诉中航油公司要求退还货款最

终未能获得支持后，2018 年 11 月 15 日技贸公司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

另行起诉中航油公司及相关方，请求判令偿还人民币 7,902.5万元及利息。目前

案件已立案并在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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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对垦利光

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垦利光达公司”）、China Cube Solar Limited

（以下简称“CCSL”）提起仲裁 

2015 年，垦利光达公司将垦利光伏 40MW 光伏并网发电工程项目的开发、建

设事宜发包给新能源公司以及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为

52,520万元。垦利光达公司股东 CCSL为垦利光达公司向新能源公司支付的各项

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垦利光达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新能源公司

支付各类款项。2019 年 4 月，新能源公司就此事项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北京）提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垦利光达公司支付应付款项 11,872.54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请求被申请人 CCSL 对被申请人垦利光达公司承担的上

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案件已提起仲裁并获受理。 

3. 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诉江苏新

时代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造船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

纷案 

2013 年 11 月及 2014 年 6 月，成套公司和江苏安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作为

联合卖方，与新时代造船公司签订了《柴油机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合同

约定，联合卖方向新时代造船公司提供八台柴油机，合同总价为 15,236 万元，

新时代造船公司应当在各柴油机发货前，向成套公司支付合同总金额 100%的货

款。合同签订后，联合卖方已经向新时代造船公司交付了全部 8台柴油机，但新

时代造船公司仅向成套公司支付了货款 14,167 万元，尚有 1,069 万元未支付。

经成套公司多次催促，新时代造船公司迟迟未能支付，故成套公司提起诉讼。目

前该案件在一审中。 

4. 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公司”）诉南京东泽船

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泽公司”）、熊成根、熊泽辉、南京华泰船业有

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船舶公司与东泽公司于 2018年 5月 28日签署《备忘录》，双方一致确认除

双方尚在执行过程中的项目外，东泽公司在其他已交付项目项下共计欠付船舶公

司本金合计 21,531,148.16 元。东泽公司至今未能给付，其他被告亦未履行相应

担保责任。故船舶公司提起诉讼。目前该案件在一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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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瑞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博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并

简称“承包方”）诉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平邑金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南京鑫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承包方与新能源公司、南京鑫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 29日签

订《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承包方负

责获取目标项目一期整体竣工前所需所有手续文件，并以 EPC总承包方式提供交

钥匙工程，由新能源公司收购平邑金城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给新能源公司

后，平邑金城公司因承包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支付承包方部分工程款，

双方对付款条件是否满足产生分歧。故承包方起诉至法院要求平邑金城公司和新

能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目前该案件在一审中。 

6. China Cube Solar Limited（以下简称“CCSL”）对江苏苏美达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提起仲裁 

申请人 CCSL 与被申请人新能源公司在 2016 年分别达成三份项目转让交易，

CCSL 受让新能源公司持有的三个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股权，新能源公司保证

项目公司在约定期间能够获得山东省光伏发电补贴。但 2017 年山东省颁布新的

政策，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起停止发放省级补贴。CCSL 申请仲裁要求新能源公

司一次性补偿省级补贴。目前该仲裁已获受理。 

7. 江苏苏美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江苏谦

鸿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谦鸿公司”）诉泗阳洪辉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洪辉公司”）、泗阳绿能光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泗阳绿能公司”）、江苏辰宇电气有限公司、王庆冬合同纠纷案 

新能源公司作为总包方与业主泗阳洪辉公司、担保方泗阳绿能公司签订《工

程总承包合同》，由新能源公司、江苏谦鸿公司组成承包人联合体实施光伏发电

项目。该项目已全部完工，泗阳洪辉公司作为发包人，在工程早已交付使用并产

生收益的情况下，拒不支付剩余工程款。故新能源公司与江苏谦鸿公司向业主泗

阳洪辉公司、担保方泗阳绿能公司及其股东江苏辰宇电气有限公司、王庆冬提起

诉讼。目前该案件已受理。 

此案中，涉及光伏发电项目为公司募投项目（具体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及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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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公司目前尚未对该项目实施收购。公司将

及时关注诉讼进展情况，并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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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