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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ST康美          编号：临2021-010   

债券代码：122354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债券代码：143730            债券简称：18康美01 

债券代码：143842            债券简称：18康美04 

优先股代码：360006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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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243,110.22 万元（人民币，下同）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

行完毕，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于日前对公司及下属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

裁）金额合计 243,110.22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其中公

司及下属公司主动起诉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91,307.48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

被动起诉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151,802.74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

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情况 

除本公告披露的仲裁（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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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大部分尚未开庭审理或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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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安徽城建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1,200.00 

请求判令康美（亳州）国药公司支付工程款 1484.02

万元，并自 2015年 9月 12 日至付清时止按贷款利

率月 6 厘承担利息及承担诉讼费用 

强制执行中 

2  股权转让纠纷 
开原市中心医院有限公

司 
刘宏、薛勍、薛铁南 3.00 请求判令撤股行为无效 二审判决已结案 

3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云镜元谱物联科技有限公

司 
2,199.44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货款 1578.44 万元和利息，并支

付逾期交货违约金 139.63 万元和赔偿损失 200 万

元，及承担诉讼费用 

强制执行中，一审判决被

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973.98

万元及利息 

4  劳动纠纷 郭少波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美

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康美

（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7.7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2.52

万元、工资款 3.3 万元、加班工资 3.14 万元、年休

假工资 7.59 万元、股权回购款 131.28 万元及律师

费 

判决已结案 

5  劳动纠纷 叶立荣、曾娟、钟蔚福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5 
请求判令康美支付 2018年 6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工

资 
驳回诉求已结案 

6  
不正当竞争、

侵权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删除涉案文章、刊登澄清

公告及道歉声明，并赔偿原告损失 1000 万元，和承

担诉讼费用 

一审已判决，对方已上

诉，二审尚未开庭 

7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康隆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 100万元及利息 待二审开庭 

8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深圳市恒兴盛厨具有限

公司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

司、广东澳得科技有限公司 
143.9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共 143.94 万元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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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9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万爱普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76.11 

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并

判令被告返还费用 850 万元及利息，支付迟延履行

违约金 127.5 万元和赔偿损失 50 万元，及承担诉讼

费用 

尚未开庭 

10 产品责任纠纷 
大昌三昶（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63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20.63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

费用 

判决公司支付 20.63 万元

及利息，已履行完毕 

11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 490.4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90.49万元、违约金 98.10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 7.04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判决，强制执行中 

12 服务合同纠纷 
品创设计（深圳）有限

公司 
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公司 128.5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及利息 128.51 万元 已撤诉，履行完毕 

13 买卖合同纠纷 
广州展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69.7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861.08万元及损失 8.65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14 合同纠纷 
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公

司 

成都星辉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2.50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房屋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12.5

万元、利息及诉讼费 
已和解撤诉结案 

15 买卖合同纠纷 海南泰迪医药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23.9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服务费、税款、资金占用

费用和律师费、诉讼费用等合计 823.98 万元 
尚未开庭 

16 
请求公司收购

股份纠纷 
王天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2.85 

请求判令被告回购其股票，并支付回购款项 42.28

万元和资金占用损失 0.31 万元、资金成本 0.26 万

元，和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17 合同纠纷 
天津市河北区克拉劳务

服务中心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市场管理费 20 万元、差旅费

0.09 万元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裁决驳回申请，已结案 

18 劳动纠纷 王智广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0.6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24

万元、停止留薪期差额工资 1.36 万元、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差额 0.23 万元、双倍工资差额 4.97 万元、

裁决康美支付一次性就业

补助金、工资差额、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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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生活补助费护理费 0.23 万元和劳动合同终止赔偿金

1.58 万元 

费合计 2.89 万元，已履行

完毕 

19 劳动纠纷 
詹福君、刘伏林等 12

人集体案件 
广东康美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54.1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及解除劳动

关系代通知金 
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20 劳动纠纷 吴宁 广东康美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8.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5.78 万

元 
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21 劳动纠纷 罗林 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公司 13.3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年休假工

资、报销款等费用 

二审判决支付 0.16 万元已

结案 

22 买卖合同纠纷 
中健康桥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84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利息等合计 120.84 万

元，并承担仲裁费用 
已撤诉 

23 买卖合同纠纷 

Besins 

Healthcare(HK)Limite

d 即博赏医药（香港）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038.79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 5456.46 万元及逾期付

款罚息、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 22.28 万元 

裁决康美支付货款

4593.15 万元，逾期付款

利息 407.17 万元，律师费

40.49 万元，公证费 1.6

万元，仲裁费 66.56 万

元，强制执行中 

24 服务合同纠纷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49.0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及利息合计 749.09 万元，

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调解，履行完毕 

25 
技术委托合同

纠纷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3.0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 403.08 万元、逾期付

款违约金、维权合理开支费用 1.2 

3 万元 

一审判决支付服务费

403.08 万元及逾期违约

金、诉讼费 4.38 万元、律

师费等 4.27 万元，二审判

决维持原判。强制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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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26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

司、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953.7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费用合计 1953.77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27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

司、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7,534.0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费用合计 7534.06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28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

司、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2,943.2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费用合计

12943.28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签订和解协议，履行中 

29 买卖合同纠纷 
佛山市雅泰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268.5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268.52 万元，并

承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30 买卖合同纠纷 
肇庆市康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36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360 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31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 
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77.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迟延支付利息合计 77.0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2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安徽分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

有限公司 
48.5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迟延支付利息合计 48.52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3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亳州市惠特电气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51.2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电力安装工程款 49.47 万元及利

息 1.74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4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杭州西澳电梯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10.1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 10.13 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5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甘肃电保姆电力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有限公

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1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结算余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临时用电工程款、投标保证金合计 194.10 万元，并

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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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36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德康医疗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18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80 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37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4.1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造价咨询酬金 234.12 万元及

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8 买卖合同纠纷 
广州博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2.6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62.60 万元，并

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39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

中药有限公司 
江苏神宇医药有限公司 2,231.1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违约金、利息等费用合计

2231.18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取得生效胜诉判决；已

申请强制执行，执行阶段 

40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和本草医药有限公司、

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

司、单洋、张绮丽、单晓松、

李莉媛 

29,810.50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利息、违约金等费用

29,810.50 万元，并承担保全费用、诉讼费用 

裁决国和本草偿还欠款本

金 28,940,015 万元及违约

金、仲裁费 186,536.32 万

元，其他被申请人承担连

带责任。申请强制执行

中。 

41 
确认仲裁协议

效力纠纷 

北京国和本草医药有限

公司（原北京国康兄弟

医药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仲裁协议效力 已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42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润德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费用、利息、违约金等

费用合计 10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支持润德康公司

向康美药业支付 100 万元

合同款；二审判决润德康

支付 100 万元及利息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润德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润德康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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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43 

侵害著作权、

不正当竞争纠

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康美新开河（吉

林）药业有限公司 

龙宝参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太阳圣火广告有限公司 
1,000.0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刊登道歉声明，赔偿经济

损失 1000 万元,、侵权支出合理费用 36 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经济损

失 80 万元、合理维权支出

33 万元。已上诉 

44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长江证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187.88 

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违约金合

计 14187.88 万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45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长江证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035.41 

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违约金合

计 5035.41 万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46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长江证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230.79 

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违约金合

计 5230.79 万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47 建筑工程纠纷 
深圳市鲁班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

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6.5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违约金合计 256.58 万

元，并承担鉴定费、保全费、诉讼费 
待开庭 

48 买卖合同纠纷 
肇庆市英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48.4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48.44 万元，并承担

诉讼费用 
已撤诉 

49 货款合同纠纷 成都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瑞扬药业有限公司 44.5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44.58 万元、利息、

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已判决成都瑞扬支付

货款 44.58 万元，目前成

都康美申请强制执行中 

50 劳动纠纷 
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公

司 
吴林娟 6.2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产假工资 6.24 万元 

二审判决支付 6.32 万元，

已结案 

51 合同纠纷 浙江镕智贸易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28.75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 2528.75 万元、逾期付

款违约金 184.60 万元，并承担仲裁费用 

裁决康美支付货款

1817.03 万元及逾期违约

金、仲裁费 17.83 万元，

强制执行中 

52 合同纠纷 
深圳市艾利艾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美人生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2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及利息合计 14.22 万元，

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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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同纠纷 
四川省瑞康制药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22 万元，并承担

诉讼费用 
已撤诉 

54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00.83 

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的《债券募集说明书》，并判

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 3000 万元及损失 100.83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55 合同纠纷 
广州益仁善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9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转让价款 62.09 万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并承担仲裁费、律师费 
已撤诉 

56 合同纠纷 
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4,827.16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合同无效、支付工程

款 4827.16 万元及利息，并确认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承担案件仲裁费用 

已开庭尚未裁决 

57 合同纠纷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9.8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合计 179.89 万元，

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58 合同纠纷 
内蒙古东北六药集团有

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景

恒、刘丽华、通辽东方利群药

品有限公司 

57.44 
请求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被告支付

违约 57.44 万元，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59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点融（浙江自贸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43.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逾期利息合计 1243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律师费 
已撤诉 

60 建筑纠纷 
广东盛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吉林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养老产业投资（吉林）有

限公司、康美大健康咨询服务

（吉林）有限公司 

576.0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576.06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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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497.6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9497.69 万

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签订和解协议，履行中 

62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62.0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3062.04 万

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签订和解协议，履行中 

63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86.1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2086.19 万

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签订和解协议，履行中 

64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56.5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2556.51 万

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签订和解协议，履行中 

65 占有排除妨害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庄瑞鹏 7.43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房屋，并支付租金及损失合计

7.43 万元，承担诉讼费用 
调解结案，已履行完毕 

66 股权转让纠纷 

梅州新宏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梅州宏展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44.3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合计 2644.32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67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83.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3183 万元，

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68 合同纠纷 上海美峰食品有限公司 胡澄、戴洁、曾驿舜、沈佰良 5,879.74 

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判令被

告返还出资款 5864 万元、律师费 30 万元，并确认

抵押物优先受偿权、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69 买卖合同纠纷 麻亚平 
康美时代（广东）发展有限公

司、王亚峰 
4.32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货款及利息合计 4.32 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70 
建筑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 

康美大健康咨询服务（吉林）

有限公司 
1,360.5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1360.5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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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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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服务合同纠纷 
上海思芮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4.8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及利息合计 264.84 万

元，并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72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

有限公司 
安徽爱特运通公司 17.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迟延付款利息合计 17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 

已判决支付货款 10 万多并

申请强制执行中 

73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埃仕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5.3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逾期利息合计 55.35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74 合同纠纷 ting ting zhang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美

健康云服务有限公司 
5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合同款 5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75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龙腾馨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5.00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返还货款 3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承担仲裁费用 
判决支付货款 35 万和利息 

76 
请求公司收购

股份纠纷 
罗锐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9.06 

请求判令被告回购股票，并支付回购款和损失合计

89.06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77 
请求公司收购

股份纠纷 
宋诣祯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5.84 

请求判令被告回购股票，并支付回购款和损失合计

55.84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78 
请求公司收购

股份纠纷 
王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9.17 

请求判令被告回购股票，并支付回购款和损失合计

109.17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79 合同纠纷 
广州悠派振运整合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6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及逾期付款利息 23.65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80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嘉锋药品有限公司 10,188.97 本诉：请求判令本诉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违约金

合计 10188.97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反诉：

请求判令本诉原告支付货款、保证金及利息合计

13776.26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广东嘉锋药品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776.26 

81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深圳软通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7.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合

计 267.03 万元，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已调解，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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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爱民药业有限公司 11,506.93 本诉：请求判令本诉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违约金

合计 11506.93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反诉：

请求判令本诉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6364.46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反诉请求已被驳回，本诉

尚未开庭 广东爱民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64.46 

83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360.7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360.76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撤诉 

84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海辰药业有限公司 117.9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117.9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判决，对方已上诉，

尚未开庭 

85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同一堂医药有限公司 351.1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351.15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判决，判决支付货款

342.86 万元及逾期利息 

86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2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26.21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完毕 

87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青峰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179.2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179.26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完毕 

88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青峰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4.8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54.84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完毕 

89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25.6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25.61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完毕 

90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顺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39.0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39.09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待一审判决生效 

91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之源药业有限公司 650.6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650.69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完毕 

92 定作合同纠纷 
佛山市翔盈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 107.2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合同款及迟延支付利息 107.23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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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合同纠纷 
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

司 

康美大健康产业投资（吉林）

有限公司 
47.5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合同款及迟延支付利息 47.52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94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亳州市惠特电气工程安

装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

有限公司 
173.7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173.75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95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深圳）医药有限

公司 

联合亚太食品药品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9.8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9.87 万元、利息、保全费、

诉讼费 

联合亚太支付货款 9.87 万

元已和解结案 

96 

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纠

纷 

深圳市知图科技有限公

司 

新华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

司 
13.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图片侵权款 13 万元 

康美支付 1.06 万元调解结

案 

97 劳动纠纷 叶立荣、曾娟、钟蔚福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7.8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

共计 97.82 万元 
待二审开庭 

98 劳动纠纷 马永 康美（深圳）医药有限公司 12.5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共计 12.53 万

元 

康美支付 12.52 万元已结

案 

99 劳动纠纷 马丽珍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5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绩效奖金、产假工资及工资差额

26.55 万元 
一审已开庭，待判决 

100 劳动纠纷 
黄佩佩、黄白沙、胡守

凤 

新华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

司 
16.5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 16.51 万元 待二审开庭 

101 不当得利 
康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郭少波 13.00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备用金 13 万元及承担诉讼费 已撤诉 

102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洲际胃肠肛门病医院有限

公司 
144.0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本金 144.09 万元、利息、保

全费及诉讼费 

判决四川洲际支付货款本

金 144.09 万元及利息，目

前成都康美申请强制执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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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03 侵害商标权 
双飞人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康美智慧药房连锁（广东）有

限公司 
5.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侵权赔偿款 5 万元及诉讼费 二审和解结案 

104 劳动纠纷 马丽珍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1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

差额、绩效奖金、律师费共计 34.18 万元 
一审已开庭待判决 

105 物权保护纠纷 
广州市白云区农业生产

资料公司 

康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康

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人民北

路分店 

57.66 
请求判令被告腾空并返还涉案房屋，判令被告支付

房屋占用费 57.66 万元，承担诉讼费、律师费 

已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对方已上诉 

106 

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纠

纷 

北京美好景象图片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支付侵权赔偿款 1 万元，

承担诉讼费 
已撤诉 

107 合同纠纷 上海美峰食品有限公司 

自贡市源丰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甘丘平、甘雪梅 

558.7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389.73万元、滞纳金 159.03

万元和律师费 10 万元 
尚未开庭 

108 合同纠纷 岭南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4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231.4 万元，承

担诉讼费、保全费 
尚未开庭 

109 合同纠纷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15 万元，承担

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10 合同纠纷 
江西景德中药股份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76.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476 万元，承担

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11 服务合同纠纷 
知识城（广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广州康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166.9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信息咨询劳务费及利息合计

1166.9 万元，承担诉讼费 

一审判决支付信息咨询劳

务费 166.9 万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案件受理费 0.99

万元，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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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12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北京通力互联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2.2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和逾期付款利息

182.23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113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9.1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和逾期付款利息 99.12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14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宋树成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美

（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

公司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债券本金 尚未开庭 

115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8,082.94 

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3533.41 万元、迟延付款

损失 100 万元、停窝工损失 1146.40 万元、主材人

工调差费用 2462.31 万元、工期延长损失 748.89 万

元，确认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承担仲裁费、鉴

定费用 

已开庭待裁决 

116 

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纠

纷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价款及利息 4800 万元 已撤诉 

117 证券虚假陈述 黄莉琼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马兴

田、许冬瑾 
1.45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损失、佣

金损失合计 1.45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18 证券虚假陈述 谭上淼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3.67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损失、佣

金损失合计 53.67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19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 942.6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942.64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已撤诉 

120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宏辉药业有限公司（大

光） 
8,207.5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8207.59 万元，

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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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21 合同纠纷 上海康峰药业有限公司 
加多宝（天津）饮料有限公

司、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2,230.4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2230.41 万元，

承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22 合同纠纷 上海美峰食品有限公司 

加多宝（天津）饮料有限公

司、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

司、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2,616.4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2616.4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23 合同纠纷 
上海康美医药咨询有限

公司 

加多宝（天津）饮料有限公

司、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7,977.3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7977.32 万元，

承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24 合同纠纷 
上海德大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 
加多宝（天津）饮料有限公司 193.0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93.04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25 合同纠纷 上海金像食品有限公司 
加多宝（天津）饮料有限公

司、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136.7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36.74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26 侵权纠纷 《生命时报》社 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公司 0.8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支付侵权赔偿 0.8 万元，

承担诉讼费 
已撤诉 

127 侵权纠纷 《生命时报》社 
新华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

司 
0.8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支付侵权赔偿款 0.8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已撤诉 

128 买卖合同纠纷 陈星晔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4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7.47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29 广告合同纠纷 
广东卫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广州佳视传媒有限公司、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及迟延付款违约金，承担

诉讼费 
已撤诉 

130 买卖合同纠纷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2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5.24 万元，承

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31 买卖合同纠纷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已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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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32 买卖合同纠纷 上海茂裕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美峰食品有限公司 33.88 
请求判令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判令被告返还货

款 33.88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33 侵权纠纷 潘伟军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支付侵权赔偿款 1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34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四川永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康美中医药健康产业投资（昆

明）有限公司、康美健康小镇

投资有限公司、康美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13.02 

请求判令解除《施工合同》，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及逾期付款利息 13.02 万元，确认工程价款优先受

偿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35 劳动仲裁 王光智 

康美臻品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3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共计 29.32

万元 

仲裁裁决臻品支付劳动补

偿金 19 万元，一审起诉中 

136 
技术委托开发

合同纠纷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5.4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及违约金、差旅费

55.40 万元，承担诉讼费 
已调解，履行中 

137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4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金、逾期利息合计

21.48 万元，承担诉讼费 
已履行完毕 

138 买卖合同纠纷 
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已撤诉 

139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丽群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4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51.44 万元

及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40 合同纠纷 
保和堂（亳州）制药有

限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

司 
5,570.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5570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尚未开庭 

141 合同纠纷 
黑龙江珍宝岛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2.8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52.8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承担仲裁费用 

仲裁裁决康美支付货款

152.85 万元、利息 9.5 万

元及仲裁费 2.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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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42 合同纠纷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5.9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75.9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承担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 

143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85.1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保

全费、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科能支付货款

363.19 万、利息 4.56 万

及诉讼费保全费 2.3 万，

现申请强制执行中 

144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思睿医药有限公司 382.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保

全费、诉讼费用 
待一审生效 

145 合同纠纷 
浙江省土副保健品有限

公司 
杭州蜂之语蜂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5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退货款、代垫费用及逾期付款利

息合计 123.54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46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悦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康美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858.4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合计

1858.47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147 买卖合同纠纷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6.5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56.56

万元，承担保全费、诉讼费 
尚未开庭 

148 买卖合同纠纷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尚未开庭 

149 劳动仲裁 胡媛元 
新华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

司 
- 请求判令被申请人支付判决款 3.17 万元 执行中 

150 侵权纠纷 
北京优图佳视影像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支付侵权赔偿款 1 万

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51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玉树）有限公司 8,444.9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合计

8444.96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152 买卖合同纠纷 
佛山市硕西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1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21.12

万元，承担诉讼费 
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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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类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 

153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云南宝磊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康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康美

康养产业投资（昆明）有限公

司 

1168.84 

请求判令支付工程款 1022.28万元、停工损失

146.56 万元和利息，确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承担

诉讼费 

尚未开庭 

154 劳动纠纷 徐秋媛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78 

请求裁决支付欠发工资 1 万元及垫付费用 1.08 万

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1.5 万元、带薪休假

工资 0.11 万元、高温补贴 0.08 万元 

已开庭待裁决 

155 劳动纠纷 王双双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8 

请求裁决支付欠发工资 1 万元及垫付费用 0.69 万

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2 万元、带薪休假工

资 0.11 万元、高温补贴 0.08万元 

已开庭待裁决 

156 
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顾华骏等十一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马兴

田、许冬瑾、庄义清等二十二

名 

41.22 
请求判决支付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

损失合计 41.22 万元 
尚未开庭 

157 买卖合同纠纷 海南森棋制药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9.4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59.44万元和利息，承担诉

讼费 
尚未开庭 

158 买卖合同纠纷 
吉安市天恒商贸有限公

司 
福建康美众博实业有限公司 984.05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货款 964.47 万元、利息 3.09

万元、律师费 15 万元、保全费 0.5 万元和担保费

0.98 万元。 

尚未开庭 

159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康美物流有限公司 
中资铭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5.66 

被申请人立即返还申请人双倍定金 59.52 万元、货

款本金 44.64 万元及利息 1.5万元 
待仲裁开庭 

160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1128.64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本金 1069.49 万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 59.15 万元 
待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