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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创兴       编号：2021－005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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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披露的涉案金额：未决案件金额为 4,364.38 万元，已决案件金额为 450.05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在 2020 年度按照

会计政策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已决案件对本期净利润影响额为-18.36万元（未经审计）。

由于大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判决或尚未执行完毕，故目前无法整体判断上述披露案件对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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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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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

涉及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披露的诉讼案件共计 23例，

累计诉讼金额合计为 4,814.43万元。其中，未决诉讼案件共计 12例，涉案总金额为 4,364.38

万元；已决的诉讼案件中，已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计 4例，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共计 7

例，累计涉案金额为 450.05 万元。公司涉诉主要原因为各类合同纠纷、票据纠纷等。现将

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案件基本情况 

（一）未决诉讼案件情况 

1、未决诉讼基本情况表 

截至目前，未决诉讼案件共计 12例，未决诉讼涉案总金额为 4,364.38万元，控股子公

司作为原告的有 4例，涉案金额为 3,163.01 万元，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方的有 8例，涉案

金额为 1,201.37万元。 

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0）苏 1091 扬州中勤建材有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买卖合同纠 2,849,215.02 一审已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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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 1672 号 限公司 有限公司 纷 

2 
（2020）沪 0115

民初 79233 号 

江苏沪溧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998,295.00 一审已开庭 

3 
（2020）沪 0112

民初 35685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全方位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242,807.00 一审已开庭 

4 
（2020）沪 0104

民初 23020 号 

上海普天科创电

子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工

程监理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2,519,151.00 一审已开庭 

5 
（2020）沪 0114

民初 14989 号 

上海鸭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000,000.00 一审已开庭 

6 
（2020）沪 0115

民初 45469 号 
何书生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

纷 
842,750.00 一审已开庭 

7 
（2020）沪 0115

民初 33706 号 
许西朋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企业承包经

营合同纠纷 
2,277,080.35 一审已开庭 

8 
（2020）沪 0112

民初 23131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百协中闻置地发展

有限公司 

工程合同纠

纷 
6,559,203.75 一审已开庭 

9 
（2020）沪 0101

民初 2655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9,122,048.73 一审中 

10 
（2020）沪 0120

民初 4445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4,705,992.85 一审已开庭 

11 

（2020）苏 0411

民初 6216 号之

一 

肇庆澳华铝业有

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常州后肖斯

马特铝业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102,057.00 一审已开庭 

12 
（2020）沪 0115

民初 61044 号 

浙江英瑞幕墙装

饰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挂靠经营合

同纠纷 
425,191.62 一审已开庭 

注：以上涉及金额仅披露诉讼标的本金，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利息及诉讼费用。 

2、上述未决案件基本情况 

（1）与扬州中勤建材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扬州中勤建材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中诚”牌中空内置百叶玻璃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内置百

叶玻璃。原告按约发货后，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1,229,833.60 元、违约金 1,619,381.42 元，合计 2,849,215.02 元；b. 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和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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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2）与江苏沪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沪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钢材及钢材加工制品。原告按约供货后，

被告未按约付款，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材料款人民币 553,274.00 元；b. 判

令被告人 2016 年 7 月 29 日至今实际支付日利息：445,021.00 元；c. 判令被告人承担诉讼费。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3）与上海全方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全方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幕墙施工专业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被告厂房石材幕墙施工工

程。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完成施工，但被告未按约支付工程款，原告诉讼请求：a.判令被告

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841,890.00 元及利息人民币 400,917.00 元。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4）与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二：上海联合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施工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一承包原告幕墙施工工程，与被告二

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约定被告二为工程监理方。后被告一按约施工，被告二出

具工程质量同意验收证明、评价为“好”的《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工程完工后，被告承包

工程发生幕墙窗檐石板材坠落事故，原告与被告一协商要求被告一维修所承包工程，但被告

未进行返工修缮，原告诉讼请求：a. 要求判令被告一重做涉案项目工程或承担重做费用；

b. 要求判令被告一支付监理费 867,468.00 元；c. 要求判令被告一支付违约金 1,651,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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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d. 要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诉请 1、2、3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e.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

二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5）与上海鸭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鸭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幕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包原告商业广场外立面幕墙工程。

施工完成后，被告施工处发生掉色等工程质量问题，原告要求被告提出解决方案并维修，但

被告未按原告要求维修，原告诉讼请求：a. 判令被告立即对其施工的上海鸭王商业广场外

立面幕墙按国家标准及合同要求进行维修；b.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00.00 元；c.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6）与何书生的租赁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何书生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脚手架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脚手架，原告提供脚手架后，

被告未全部支付租赁费，亦未返还相关建材，原告诉讼请求：a. 判令被告支付脚手架租赁

费 665,000.00 元；b.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 177,750.00 元；c.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7）与许西朋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许西朋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原为内部经营承包关系，承包期结束后，双方就该内部承包经营事项签订了

相关《备忘录》。后原告依据约定要求被告返还其承包经营期间已上交的管理费等款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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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未予返还，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承包款 2,055,500.28 元；

b.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 221,580.07 元；c.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8）与上海百协中闻置地发展有限公司的工程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百协中闻置地发展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幕墙施工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被告涉案建设项目的外立面幕墙施

工工程。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施工并竣工验收，被告未按约支付工程款，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6,559,203.75 元及相应利息；b. 本案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由被

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9）与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第三人：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旭格门窗加工及安装合同》，约定由原告负责被告涉案建设项目的门

窗制作及安装工程。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进场施工，但因被告未按约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工

期延期，且施工期间被告又允许第三人进场施工，原告被迫撤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

程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告拒绝支付，原告诉讼请求：a. 判令被告支付已完成工程量对应

的工程款 8,243,643.18 元；b.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工期拖延产生的原材料损失费

1,805,209.23 元。c. 因工期拖延产生的人工损失和因合同无法履行完毕的可得利益

9,073,196.32 元。d.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12272048.73 元为基数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e. 判令第三人

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f. 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裁定驳回建元建设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公司获悉，2020 年四季度，建元建设再次

就管辖权异议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0）与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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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外墙涂料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分包被告总包的涉案项

目外墙涂料工程。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完成工程施工并竣工验收，但被告仅支付部分工程款，

剩余工程款长期欠付，原告诉讼请求：a.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涂料工程款 2,591,157.85 元；

b. 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维修工程款 2,114,835.00 元；c. 判令支付逾期利息。以上三点合计

为 4,705,992.85 元。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11）与肇庆澳华铝业有限公司的票据追索权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 肇庆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二：常州后肖斯马特铝业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二签订《铝型材长期供货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二提供铝型材货物。合

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供货，为结算货款，被告二向原告背书出具由被告一签发和承兑的商业承

兑汇票一张。票据到期后原告向被告一发出付款指令，被告一拒绝支付，后原告向两被告发

出追索指令要求付款，两被告均未支付，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票

据款 1,102,057.00 元及相应利息；b. 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c. 本

案的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均由两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12）与浙江英瑞幕墙装饰有限公司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① 案件当事人 

原告：浙江英瑞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②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约定由原告负责被告承揽的幕墙及金属门窗工程

施工，被告收到发包方工支付的工程款后向原告进行支付并向原告收取管理费。合同签订后，

原告按约完成项目施工并竣工验收，被告支付部分工程款后，剩余工程款未予支付，原告向

被告主张支付剩余款项未果，原告诉讼请求：a.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结算款 396,757.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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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判令支付延期付款利息 28,434.28 元；c.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③ 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已开庭，尚未形成判决结果。 

 

（二）已决诉讼案件情况  

截至目前，已决诉讼案件中，累计涉案金额为 450.05 万元。已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计

4例，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案件共计 7例，其中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有 2例，涉案金额为

95.30万元，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有 5例，涉案金额为 201.88万元。 

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0）鲁 0104 民

初 5471 号 

济南新思维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加工合同纠纷 104,500.73 法院调解生效 

2 
（2020）沪 0105 民

初 13266 号 

江苏万顺新富瑞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定作合同纠纷 977,872.88 

法院调解生效

且履行执行完

毕 

3 
（2020）苏 0507 民

初 4571 号 

苏州市鼎得众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95,088.00 

法院调解生效

且履行执行完

毕 

4 
（2020）苏 0206 民

初 3670 号 

迈斯特铝业（无锡）

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15,746.00 

法院判决生效

且履行行完毕 

5 
（2020）冀 1026 民

初 901 号 

文安县政航五金制

品厂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5,772.00 法院判决生效 

6 
（2020）沪 0117 民

初 5744 号 

重庆祥来石材有限

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20,849.05 法院调解生效 

7 
（2020）苏 0281 民

初 9036 号 

江阴市嘉鑫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定作合同纠纷 1,267,527.75 法院调解生效 

8 
（2020）沪 0115 民

初 7538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限

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950,000.00 法院调解生效 

9 
（2020）苏 0113 民

初 1290 号 
陆建强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40,000.00 

法院调解生效

且履行执行完

毕 

10 
（2020）鲁 0102 民

初 6644 号 

山东温声玻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0,185.72 法院判决生效 

11 
（2020）沪 0117 民

初 9477 号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张飞、吴磊、张佐友、谢

江东 
名誉权纠纷 3000.00 法院判决生效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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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在 2020 年度按照会计政策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已决案件

对本期净利润影响额为-18.36万元（未经审计）。由于大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判决或尚未执行

完毕，故目前无法整体判断上诉披露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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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相关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金融债务关系基本

稳定。同时将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