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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案件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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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8日发布了重大诉讼公告，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亚士漆”）起诉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返

还实力证明金一案，已获法院受理，共计涉案金额人民币 243,750,563.14 元（计

算至 2022 年 1月 17 日）（公告编号：2022-004）。 

截至目前，本案件已进行第一次开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现将本案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2022年 6月 6日，亚士漆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2）

粤 01民初 706号]，近期，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件。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亚士漆尚未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 

（二）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诉讼已开庭审理，但尚未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结果及债权实现

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债权已于 2021 年度计提了 80%信用减值损失，但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准确计量。本重大诉讼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2022年 1月 28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

案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45,545,852.50元，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案件合计金额为 11,767，427.56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其他诉讼、仲裁情况表》。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案件，合计债

权 145,545,852.50 元，已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79,765,969.21 元。鉴于该些

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债权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依据个案实际进展

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6日 

 

 

 

 

 

 

 

 



 

附件：其他诉讼、仲裁情况表 

序号 涉案时间 原告或申请人 被告或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1 2022/2/16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福建流线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17,412.00  调解结案强制执行中 

2 2022/2/18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河南融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69,583.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 2022/2/2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新疆天晟佐苑防水保温工程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961,627.53  尚在审理过程中 

4 2022/3/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重庆顺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91,516.71  尚在审理过程中 

5 2022/3/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2,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6 2022/3/7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257,555.49  尚在审理过程中 

7 2022/3/9 山东永茂鑫建材有限公司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 

产品生产者责任

纠纷 
2,114,2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8 2022/3/10 浙江辰宸贸易有限公司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48,267.43  尚在审理过程中 

9 2022/3/10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张北蒙坝工程施工队 买卖合同纠纷 2,999,77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10 2022/3/1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开封悦益涂料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75,758.90  调解结案等待对方履行 

11 2022/3/15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甘肃九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序号 涉案时间 原告或申请人 被告或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12 2022/3/15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郑州郑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851,879.68  尚在审理过程中 

13 2022/3/21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东极金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追偿权纠纷 2,359,605.41  尚在审理过程中 

14 2022/3/2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南昌众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538,825.85  调解结案等待对方履行 

15 2022/3/29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宜春市兆励建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66,569.80  尚在审理过程中 

16 2022/4/24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重庆悦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969,463.92  尚在审理过程中 

17 2022/4/28 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成都合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票据纠纷 1,867,268.81  尚在审理过程中 

18 2022/5/6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贝恒人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731,760.35  尚在审理过程中 

19 2022/5/10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格瑞威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89,644.85  尚在审理过程中 

20 2022/5/10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江阴市双伟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000,548.87  尚在审理过程中 

21 2022/5/10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新疆北山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192,242.39  尚在审理过程中 

22 2022/5/16 佛山市托肯建材有限公司 

新疆佳雨房地产有限公司、新疆北

山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亚士节能

装饰建材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1,500,000.00  判决结案等待履行中 



 

序号 涉案时间 原告或申请人 被告或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23 2022/5/20 
亚士供应链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昭通融创鸿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1,068,095.12  尚在审理过程中 

24 2022/5/21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辰宸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反诉） 
1,520,077.18  尚在审理过程中 

25 2022/5/24 
亚士创能新材料（滁州）

有限公司 
成都合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票据纠纷 1,446,784.99  尚在审理过程中 

26 2022/5/24 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贵州中科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2,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27 2022/5/25 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561,643.83  尚在审理过程中 

28 2022/5/25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621,917.81  尚在审理过程中 

29 2022/6/1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贵州柚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1,825,484.6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0 2022/6/1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贵州中镁铝建商贸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2,852,448.08  尚在审理过程中 

31 2022/6/2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江西歌品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990,352.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2 2022/6/6 佛山市托肯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君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1,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序号 涉案时间 原告或申请人 被告或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33 2022/6/6 佛山市托肯建材有限公司 

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昌恒木

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辰隆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亚士节能装饰

建材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1,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4 2022/6/6 佛山市托肯建材有限公司 

甘肃小山自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九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亚士

节能装饰建材销售（上海）有限 

公司 

票据纠纷 1,000,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5 2022/6/13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贵州永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1,207,503.46  尚在审理过程中 

36 2022/6/17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郑州市龙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537,740.44  尚在审理过程中 

37 2022/6/22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河南新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31,000.00  尚在审理过程中 

38 2022/6/27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80,220.43  尚在审理过程中 

39 2022/6/30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腾达坤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158,546.02  尚在审理过程中 

40 2022/7/6 
亚士节能装饰建材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贵州中镁铝建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53,754.28  尚在审理过程中 

41 
其他涉诉金额小于 100 万元的诉讼、仲裁案件 135 件总计 45,054,210.83 元，包括：（1）买卖合同纠纷 73 件合计 31,732,314.43 元；（2）票据纠纷

40 件合计 9,340,695.57 元；（3）其他纠纷 22 件合计 3,981,200.83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