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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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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未结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及新增重大诉讼（仲

裁）案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各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的未结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重庆市佳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 8�月，重庆市佳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海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将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集

团” ）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300.00万元。后交建集团反诉金额2,765.17� 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判决交建集团向佳海公司支付工程款2,767.08万元及利息。现交建集团已履

行判决，本案结案。

（二）与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7年7月，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构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 ）、中机中联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诉至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15.46万

元。一审判决驳回钢构公司全部诉求。钢构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2月，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民终72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结案。

（三）与陶礼钦再审申请案

2017年3月，案外人陶礼钦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

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与重庆兰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波公司” ）（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288号民事调解书，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2017年12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5民再69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

（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288号民事调解书。陶礼钦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2018年12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民再92号民事判决：1.撤销重庆市五

中院（2017）渝05民再69号民事判决；2.维持重庆市五中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288号

民事调解书第一、三、四、五、六项；3.变更调解书第二项为三建公司与兰波公司确认施工合同

关系中仅欠三建公司工程款（不含安装工程款）1,595.00万元、履约保证金1,200.00万元、违约

金2,150.00万元，共计4,945.00万元，兰波公司就本施工合同不再欠三建公司其他任何款项。其

中2,250.00万元在兰波公司未如期支付的情况下，不再另行支付利息和违约金；4.驳回上诉人陶

礼钦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结案。

（四）与江晓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5月，江晓天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重庆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江津区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75.98万元。一审判决住建公司支付工程款、资金占用利息和鉴定费。住

建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3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5民终214

号民事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鉴定费由住建公司和江晓天各自承担30.00万元；3.驳回江晓天

其余诉求。本案结案。

（五）与重庆天腾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9年1月，重庆天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腾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将本公司

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 ）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

人民法院，后九龙坡法院将本案移送至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15.15万元。

2019年3月，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92民初1334号民事调解书：1.七建

公司应向天腾公司支付款项990.00万元（包含货款本金、加价款、律师费、担保费、诉讼费等），

已付款项490.00万元，尚欠500.00万元未支付；2.七建公司于解除保全之日起2日内支付；3.七建

公司付清上述款项后，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协议书等约定的权利义务全部终止，双方债务就

此结清。现七建公司已履行完毕调解书中的所有义务，本案结案。

（六）与阜阳市城南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6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阜阳市城南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阜阳城投” ）诉至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70.04万元。2019年1月，阜阳市颍

州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8） 皖1202民初3963号民事判决： 阜阳城投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1,

336.28万元，驳回其他诉求。阜阳城投不服该判决，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尚在

二审审理中。

（七）与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款）

2017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高投公司” ）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143.18万元。2019年2月，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1.成都高投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4,573.28

万元；2.支付贷款利息26.26万元；3.支付工程补偿款337.74万元；4.驳回其余诉求。双方均不服该

判决，分别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八）与重庆业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业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业晋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236.45万元。2019年3月，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业晋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2,877.05万

元，驳回其余诉求。本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尚在二审审理

中。

（九）与盘县南方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1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盘县南方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龙公司” ）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004.02万元。2019年3月，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民初295号民事判决：1.嘉龙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338.54万元；2.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2.06万元，并继续算至随本清；3.退还保证金200.00万元及利息；4.本公司

在338.54万元工程款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5.驳回其余诉求。本公司不服该判

决，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十）与重庆西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西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铝公司” ）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610.67万元。诉讼期间，本公司

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支付截止2018年9月3日的违约金1,514.44万元。2019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7民初18014号民事判决：1.西铝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983.94万

元；2.驳回其他诉求。本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尚在二审

审理中。

（十一）与重庆利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8年1月，重庆利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劳务”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诉至四

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2,849.90万元。2019年2月，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7）川19民初63号民事判决：1.城建集团向利群劳务给付工程款1,912.42万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利息；2.退还保证金200.00万元；3.驳回其余诉求。城建集团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十二）与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二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置业” ）诉至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00.88万元。8月泰合

置业提起反诉，涉案金额1,996.00万元。一审判决泰和置业向二建公司支付工程款494.30万元及

利息。二建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8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民终

1705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顺庆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尚在重审中。

（十三）与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化工学院” ），涉案金额12,186.83万元。2018年8月化工学

院提出仲裁反请求，11月化工学院提出变更申请，涉案金额1,250.6万元。本案尚在仲裁审理中。

（十四）与重庆市引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引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领地产” ）诉至重

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5,618.00万元。2019年1月，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8）渝03民初187号民事调解书：1.双方继续履行案涉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

引领地产分期支付应付工程款5,878.59万元、 损失1,415.50万元及履约保证金400.00万元；3.工

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由法院依法判决。 为此，2019年2月，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8）渝03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四建公司就案涉工程拍卖、变卖的价款，在5,878.59万元工程

款范围内享有除三峡银行武隆支行抵押权之外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十五）与广元东合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广元东合时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合房产” ）诉至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474.04万

元。诉讼期间东合房产提出反诉申请，涉案金额1,494.21万元。一审判决东合房产向四建公司支

付工程欠款、返还履约保证金等共计1,605.97万元。东合房产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终1168号民事判决：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东合房产向

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欠款1,382.97万元并分段计息， 第二项东合房产返还履约保证金220.00万元

并计息；2. 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3. 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四建公司向东合房产支付违约金

50.00万元；4.驳回四建公司、东合房产其他诉求。

（十六）与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蓥晟公司” ），涉案金额1,186.34万元。仲裁审理期间，

蓥晟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4份协议；2.返还超付工程款947.02万元（以鉴定

为准），并支付超付工程款利息暂计47.35万元随本清；3.承担仲裁费用。本案尚在仲裁审理中。

（十七）与任卫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7月，任卫华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重庆莱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诉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00.00万元。

2019年3月，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08民初14490号民事调解书：1.七建公司于2019年

4月1日前向任卫华支付工程款193.93万元；2.莱美药业退还任卫华质保金402.67万元；3.任卫华

放弃其他诉求。

（十八）与重庆无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一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017年4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建公司” ）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无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极公司” ）、重庆一帆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帆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7,

694.46万元。一审判决解除八建公司与无极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补

充协议，由无极公司向八建公司支付工程款16,170.98万元及利息、返还履约保证金1,950.00万

元并支付利息， 八建公司在工程款16,170.98万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一帆公司对工程款、履约保证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极公司不服该判决提

起上诉。2018年11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民终596号民事裁定：因无极公司未

在规定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案按上诉人无极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2月18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向一帆公司公告送达

（2018）渝民终596号民事裁定书，公告期60天。截止目前，公告期已届满，一审判决已生效。

（十九）与陈舸、邱艳借款合同纠纷

2018年8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建公司” ）因借款

合同纠纷，将陈舸、邱艳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29.61万元。2019年3月，江北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5民初15871号调解书：1.截至2019年3月4日陈舸尚欠九建公司借款

本金792.11万元及利息；2.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由陈舸负担；3.前述款项分三次支付。

（二十）与周建华其他合同纠纷

2019年1月，周建华因其他合同纠纷，将冉显寿、黄晓平、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重庆市

武隆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隆投资公司” ）、重庆市武隆区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丰公司” ）诉至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周建华变更诉讼请求

为：1.住建公司与冉显寿共同支付工程劳务结算款1,984.55万元，资金利息暂计175.24万元、随

本清；2.住建公司与冉显寿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3.武隆投资公司与利丰公司对第1项诉求在欠

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黄晓平对第1项诉求承担补充连带责任；5.原告在第1项

诉求金额内，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6.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变

更后涉案金额为2,209.79万元。

（二十一）与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8月，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厦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第三人郭继林诉至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

737.58万元。2019年3月，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281民初12295号民事调解书：1.住建公

司就江阴锦绣天成工程、 无锡世界城工程尚欠郭继林除江阴锦绣天成工程未付质保金外的工

程款按550.00万元计算，郭继林已将此款债权转让给兴厦公司，由住建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前

直接向兴厦公司支付；2.住建公司、兴厦公司、郭继林之间就江阴锦绣天成工程、无锡世界城工

程再无其他任何纠纷。

（二十二）与重庆睿和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远公司” ）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睿和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和鑫公司” ）诉至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113.10万元。一审判决睿和鑫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支付工

程款等合计1,382.57万元。渝远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4

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民终118号民事判决：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四、

八项，即睿和鑫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80.00万元并计付违约金、退还质保金107.26万元、驳回睿

和鑫公司的反诉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五、六、七项；3.睿和鑫公司向渝远公司支付工

程进度款187.54万元、截止2015年10月19日的违约金17.33万元，违约金计算至付清时止；4.睿和

鑫公司分两期向渝远公司支付工程款771.34万元和228.21万元；5. 睿和鑫公司支付律师费2万

元；6.驳回渝远公司其他诉求。

二、新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重庆素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素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将本公司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100.00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900.00万元（以鉴定为准）及利息暂计200.00万元，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原告诉称本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其实施，但本公司差欠其剩余工程款项，故诉至法院。

（二）与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工程款）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二公司” ）因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城集团” ），

涉案金额4,010.00万元。本案尚在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4,000.00万元（以鉴定为准）及逾期付款利息、利随本清、暂计

10.00万元。

事实和理由：

2014年12月，市政二公司与北城集团就北城集团承接的渝开发·缘香缇项目签订《施工承

包协议》。协议签订后，市政二公司完成了案涉工程一组团全部工程内容和二组团部分工程内

容，但北城集团差欠工程款未支付。故市政二公司依据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

（三）与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保证金）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二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城集团，

涉案金额1,377.65万元。本案尚在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1）退还履约保证金1,167.65万元；（2）退还投标保证金200.00万元；（3）支

付因逾期退还保证金产生的资金占用费，暂计10.00万元。

事实和理由：

2014年12月，市政二公司与北城集团就北城集团承接的渝开发·缘香缇项目签订《施工承

包协议》，市政二公司支付了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现市政二公司已完成案涉工程一组团

全部工程内容， 另经北城集团与案涉工程建设单位协商， 二组团工程不再交由市政二公司实

施。因北城集团未及时退回前述保证金，故市政二公司依据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

（四）与王江、李志华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 七建公司因合同纠纷，将王江、李志华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1,224.53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王江、李志华支付借款本金848.01万元及利息101.76万元，滞纳金暂计274.76万

元、随本息清；（2）李志华承担连带责任；（3）王江、李志华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6年10月，王江作为借款方、李志华作为担保方与七建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同日，王

江向七建公司出具《担保承诺函》，李志华向七建公司出具《担保函》。七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

支付借款，但王江、李志华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故七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五）与比如县齐鑫实业有限公司、魏万林买卖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将比如县齐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鑫

公司” ）、魏万林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15.51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二被告（1）支付2,070.08万元；（2）支付违约金、加价款及资金占用费至付清时止，暂

计2,445.43万元；（3）承担诉讼费用等。

事实和理由：

九建公司与魏万林签订物资供应合同，约定由九建公司向魏万林承包的比如县秀娜苑A区

供应物资。合同签订后，九建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魏万林未付款。2018年11月，九建公司

与魏万林、齐鑫公司签订《还款协议》，齐鑫公司自愿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经九建公司

多次催收，魏万林与齐鑫公司仍拒绝支付，故九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六）与南江县宏业冶金辅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南江县宏业冶金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业公司” ）诉至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34.99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解除施工合同；（2）宏业公司支付工程欠款872.15万元及资金利息448.72万元；

（3）宏业公司赔偿人工费损失214.94万元、机械设备闲置费损失17.8万元、材料费损失81.38万

元；（4）九建公司就上述费用享有优先受偿权；（5）宏业公司承担诉讼费用等。

事实和理由：

2013年4月，九建公司与宏业公司签订南江县宏业冶金辅料有限公司130万吨/年冶金辅料

球团生产线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九建公司按约进场施工。2013年7月，宏业

公司突然要求九建公司暂停施工并送达《暂停钢结构施工的通知》。时至今日，宏业公司未通

知九建公司复工，也未明确是否退场，给九建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九建公司依法提起诉

讼。

（七）与贵州亿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建公司” ）因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将贵州亿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杰公司” ）诉至贵州省六盘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080.00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1）支付款项2,000.00万元及利息80.00万元，利随本清；（2）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8年2月，十一建公司与亿杰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亿杰公司尚欠十一建公司工程款

5,150.00万元，分4次支付。按约亿杰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0日前支付第2笔工程款2,000.00万元，

但经十一建公司多次催告，亿杰公司至今未付，故十一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八）与四川凯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四川凯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立源公司” ）诉至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146.17万元。本案尚

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凯立源公司支付工程款1,669.87万元及利息476.30万元（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利随

本清）并承担诉讼费用等。

事实和理由：

2014年3月， 住建公司与凯立源公司就凯立·现代城1-5#楼及其相邻地下室工程签订了

《施工合同协议书》，并于2015年7月达成《补充协议》。现案涉工程已办理结算，凯立源公司尚

欠工程款未支付，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九）与重庆申天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申天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天运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黎勇、本公

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广东世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达公司” ）、重庆仙桃数

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公司” ） 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1,

965.29万元。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黎勇、住建公司、世纪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965.29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2）仙桃

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3）四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15年1月，仙桃公司与住建公司就重庆仙桃数据谷商务办公楼工程一期三标段签订《施

工合同文件》。2015年6月，住建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幕墙工程分包给申天运公司。申天运公司诉

称，2017年3月幕墙工程完工，其至今未收到工程款项，故诉至法院。

（十）与重庆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 ）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300.00万元。本案尚

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800.00万元（以鉴定为准）及利息暂计500.00万元，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原告诉称三建公司将昭巧路两个工段交由其具体实施，其完成了施工内容，但三建公司差

欠其剩余工程款项，故诉至法院。

（十一）与中国西部建设贵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中国西部建设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建设贵州公司” ）因买卖合同纠纷，向贵阳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涉案金额1,644.97万元。本案尚在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1）解除《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2）支付货款1,403.00万元；（3）支付违约金

240.11万元，随本清；（4）承担仲裁费、保全费0.50万元及保险费1.36万元。

事实和理由：

西部建设贵州公司称，2017年6月三建公司与其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随后其按约

供应了混凝土，但三建公司差欠货款未付，故向仲裁委提出申请。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将减少2019年利润总额40.06万元（未经审计确

认），其他未结案件目前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19-026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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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恒生电子大厦 B�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192,8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6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彭政纲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现场会

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井贤栋、高俊国、蒋国飞（GUOFEI� GEOFF� JIANG）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独立董事丁玮、汪祥耀、郭田勇因有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赵颖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童晨晖出席本次会议；高级副总裁傅美英、财务负责人姚曼英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47,882 99.6916 41,400 0.0197 603,582 0.2887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45,882 99.6907 43,400 0.0207 603,582 0.2886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37,582 99.6867 49,300 0.0235 605,982 0.2898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43,182 99.6894 44,800 0.0214 604,882 0.2892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24,382 99.6804 63,600 0.0304 604,882 0.2892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556,782 99.6959 59,000 0.0282 577,082 0.275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186,228 99.0407 227,897 0.1089 1,778,739 0.850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井贤栋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05,461,468 98.2162 是

8.02

选举韩歆毅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03,298,132 97.1821 是

8.03

选举朱超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205,256,362 98.1182 是

8.04

选举胡喜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205,262,053 98.1209 是

8.05

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05,304,854 98.1414 是

8.06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01,540,755 96.3420 是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刘曙峰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04,655,562 97.8310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丁玮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05,461,432 98.2162 是

10.02

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5,418,231 98.1956 是

10.03

选举刘兰玉女士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5,417,435 98.1952 是

10.04

选举刘霄仑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5,426,736 98.1996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黄辰立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03,505,512 97.2812 是

11.02

选举赵颖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05,433,018 98.202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80,543,554 99.2164 59,000 0.0726 577,082 0.7110

8.01

选举井贤栋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77,448,240 95.4035

8.02

选举韩歆毅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75,284,904 92.7386

8.03

选举朱超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77,243,134 95.1508

8.04

选举胡喜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77,248,825 95.1578

8.05

选举彭政纲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77,291,626 95.2106

8.06

选举蒋建圣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73,527,527 90.5738

9.01

选举刘曙峰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76,642,334 94.4107

10.01

选举丁玮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7,448,204 95.4034

10.02

选举郭田勇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7,405,003 95.3502

10.03

选举刘兰玉女士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7,404,207 95.3492

10.04

选举刘霄仑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7,413,508 95.3607

11.01

选举黄辰立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75,492,284 92.9941

11.02

选举赵颖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

77,419,790 95.36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01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甘为民、肖佳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76� � � �公司简称：健民集团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刘勤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朝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27,510,248.48 1,722,182,745.84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68,040,656.61 1,139,760,504.37 2.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280,433.83 -26,689,509.94 35.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5,057,156.40 493,216,414.88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050,335.08 28,922,767.39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813,676.84 24,705,003.45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5 2.62 减少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9 -5.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033.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9,887.7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627,666.5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7,453.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7

所得税影响额 -417,481.91

合计 2,236,658.2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6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33,852,409 22.0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647,686 4.99 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197,073 4.04 0 无 其他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华

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31,664 3.02 0 无 其他

泰康资管－交通银行－泰康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优势精选

资产管理产品

3,225,445 2.10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194,519 2.08 0 无 其他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南方鑫泰－私募学院菁

英145号基金

2,832,341 1.85 0 无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284,691 1.49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64,299 1.41 0 无 其他

深圳市众智投资有限公司 2,006,800 1.31%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33,852,409 人民币普通股 33,852,4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新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47,686 人民币普通股 7,647,68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京东大数据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7,073 人民币普通股 6,197,073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华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631,664 人民币普通股 4,631,664

泰康资管－交通银行－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优势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3,225,445 人民币普通股 3,225,4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94,519 人民币普通股 3,194,519

深圳市南方鑫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方鑫

泰－私募学院菁英145号基金

2,832,341 人民币普通股 2,832,34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2,284,691 人民币普通股 2,284,6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精选灵活

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64,299 人民币普通股 2,164,299

深圳市众智投资有限公司 2,0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安未来资产－宁波银行－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华立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情况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8,555,301.19

主要是报告期内本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理财产品和华

盖医疗健康创业兔子成都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归入此科目

预付款项 25,127,942.86 19,015,667.26 32.14%

主要是本期支付供应商预付款项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674,059.90 8,086,075.07 44.37% 主要是本期借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935,828.85 386,308,608.86 -98.46%

主要是报告期内本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理财产品不再归入此

科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6,857,074.19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本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权益投资项目不再归

入此科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6,210,773.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本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将权益投资项目

归入此科目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度

资产减值损失 82,961.00

主要是本期计提客户应收账款减值

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99,887.77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转其他收

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553.64 389,791.77 -92.42%

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保险返还款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402,973.12 -17,231.94 8241.70% 主要是本期支付小金胶囊处罚所致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280,433.83 -26,689,509.94 35.25%

主要是本期加强回款管理，销售回款

率同比略有上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303,609.17 -16,611,892.37 252.32% 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部分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42.40 107,933.00 -103.28%

主要是本期支付小股东以前年度红

利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勤强

日期：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19-12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颁布的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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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执行新修订的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2017�年 3�月 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年 5�月 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根据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

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

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颁布的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

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

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

期关系“再平衡” 机制。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

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在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以新的“预期信用损失” 减值模型代替了原“已发生损失” 减值模型。采用新的减值模型

后，本公司的信用损失准备有所减少，并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将其税后影响计约人民币103万元，增加2019年初未分

配利润，对本公司期初净资产影响并不重大。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在考虑其合同现金流特征及所属业务模式后，将原其他流动资产中理财产品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中“华盖医疗健康创业投资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其他权益投资项目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该调整事项不影响2019年初未分配利润，对本公司期初净资产影响并不重大。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2019�年 4�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颁布的会计政策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

次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新会计准则能够更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相关规定，新会计准则能够更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经审慎判断，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

3、监事会意见

2019�年 4�月19�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颁布的会计政策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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