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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对方单位 金额（元） 业务背景
涉及交易对
手或关联关
系

尚未偿还
或结转原
因

是否
逾期

逾期原
因

借款 甘肃金川神雾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有限公司 17,854,065.72 资金周转

是（控股股东
有重大影响
的企业）

资金困难 否

借款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35,186,540.70 江苏院担保方

垫付债券利息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借款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73,868,402.10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借款 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15,991,232.88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是

借款 武汉当代明诚足球俱乐
部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资金周转 否 资金困难 否

借款 武汉新跃科技有限公司 33,480,372.65 资金周转 是（联营公司）资金困难 否
借款合计 178,380,614.05

单位往
来

湖北神雾热能技术有限
公司母公司 9,394,663.08 房屋水电费 是（同一最终

控制人）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 7,800,000.00 欠款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江西新建长堎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50,000,000.00 上市公司扶持

资金 否 上市公司
扶持资金 否

单位往
来

昆山华瑞国际汽配城有
限公司 3,500,000.00 借款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
来 周水荣 25,543,884.62

共同借款人，
承担 1/3本息
责任

否 资金困难 是 资金困
难

单位往
来 其他未支付费用小计 4,980,542.41 未支付零星费

用 否 资金困难 否

单位往来合计 101,219,090.11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 2019 年年报问询函有关问题

答复的专项说明》（众环专字[2020] 011000 号）。
八、 关于研发投入。 你公司报告期研发费用 858.50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05%，报告期研发人员 18 人，较上年的 114 人下降 84.21%。 请说明报告期研发投
入的主要构成，并说明研发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研发费用仅小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19 年研发支出的主要构成为研发人员薪酬 5,172,408.28 元， 无形资产摊销费

3,142,813.46 元，固定资产折旧费 6,783.81 元，专利使用费 263,040.00 元。 2018 年由
于研发项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研发产出未达预期，研发人员虽有 114 人，但对于有
实际研发产出项目的人员仅有 20 人，该部分人员薪酬计入研发支出。 未实际参与研
发的研发人员薪酬计入管理费用。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 2019 年年报问询函有关问题

答复的专项说明》（众环专字[2020] 011000 号）。
九、关于营业外支出。 请说明营业外支出中非常损失 783.82 万元和非流动资产

毁损报废损失 106.69 万元形成的原因。
回复：
公司营业外支出中非常损失系债务重组损失。 公司与部分供应商因长期未付清

货款导致供应商起诉，后法院判决将湖北分公司的原材料抵减供应商货款。 被法院
强制执行的原材料账面价值 1,191.51 万元，对应抵减 8 家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及其他
应付款合计金额为 423.50 万元，扣除销项税额 15.80 万元，债务重组损失 783.82 万
元。

营业外支出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系固定资产盘亏和报废。 其中江苏院在
2019 年迁入新址，综合考虑存储空间、运输成本等原因，对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固定资
产，未搬至新址，导致资产盘亏损失 98.26 万元。 另江苏院上海分公司提前解除位于
上海太平金融大厦的租赁合同，同时自身已不再具备生产经营能力，后续难以对此
继续使用， 故产生盘亏损失 6.93 万元。 江苏院湖北分公司机器设备在使用时损坏，
造成无法修理，进行报废处理，故产生报废损失 1.5 万元。

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 2019 年年报问询函有关问题

答复的专项说明》（众环专字[2020] 011000 号）。
第五题、关于可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显示：截止年度报告出

具日，你公司所有银行债务及融资租赁债务出现逾期，职工薪酬不能按时支付，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全部工程项目施工处于停滞状态。 请你公司：

一、详细说明上述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具体情况、发生时间及后
续解决措施。

回复：
（一）上述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事项发生的具体情况
因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出现流动性困难，自 2018 年 1 月底开始公司由神雾集团提

供担保的银行授信受到影响，公司融资业务受限，再加上部分重点项目回款不达预
期，造成公司流动性紧张的局面，部分债务自 2018 年 3 月出现逾期。

截至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所有银行债务及融资租赁债务出现逾期，职工
薪酬不能按时支付，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有 3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金额
508.27 万元，全部工程项目施工处于停滞状态。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公司新增 1 家
银行账户被冻结。

（二）后续解决措施
1、努力促进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公司现任领导团队在认真分析公司现有经营现状和恢复生产经营所将面临的困

难与阻力的基础上，对公司停滞在建的总承包项目进行了剖析和梳理，做出了集中
力量积极促进金川神雾项目顺利复产、通过以点突破带动铜渣处理技术全面推广的
决策部署，以期实现公司经营走出困境。

2、积极借助外力，逐步解决欠薪问题
公司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努力争取控股股东债委会的支持，通过纾困基金等

渠道积极融资，逐步解决员工欠薪。 同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分公司人员进行了
梳理和调整，不断裁员增效。

3、逐步推广核心技术，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拥有的神雾蓄热式转底炉（SRF）直接还原技术，在处理冶金固废方面已有

成功的产业化案例，作为先进的固废资源处理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钢铁固废项目--
《沙钢集团 30 万吨冶金粉尘综合处理项目》和有色固废项目—“金川 80 万吨铜渣综
合利用项目”，并获得多项技术鉴定和科技奖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的“转底炉处理含铁、锌尘泥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集
成及示范”项目获得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证书号：2018-1-11-D2）。
该奖项的获得证明国内对冶金固废处理行业的日益重视，公司业务领域的整体行业
发展前景较好。

4、公司将积极推动债务重整工作，以化解公司巨额债务危机和风险。 若能达成
债务和解或重整成功，将极大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解封公司被
冻银行账户，逐步恢复正常运营，不断提升持续盈利能力，重回良性发展轨道。

二、自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11.11.4 条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理由。

回复：
截止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对照《股票交易规则》第 11.11.3、11.11.4 条规定，经公

司自查：
（一） 截至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2,566,079.93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964,730,819.08 元。 公司已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二）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2），因公司及江苏院出现流动性困难，致使江苏院部分信托
借款未能如期偿还。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及诉讼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8），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院累计逾期 79208.09 万元；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新增诉讼情况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85），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院已逾期金融类债务共计 78,829.98 万元，
均已诉讼。

截至目前，除上述已披露的债务逾期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新增达到披露标准的
重大债务、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者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的情况。

（三）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及
坏账核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截至 2019 年末， 公司计提各项减值准备
151,151.48 万元，预计负债 33,778.64 万元，核销坏账 3,089.82 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
准备、预计负债减少公司 2019 年利润总额 184,930.12 万元。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930.12 万元。

（四）截至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有 35 个银行账户被
冻结，被冻结金额合计 508.27 万元。 上述账户冻结事项已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重大
影响，公司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 2019 年的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五）截至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经公司核实，受限资产的情况如下：公司
保函保证金及涉诉冻结的货币资金共计 5,082,733.21 元 ； 应收账款质押总额
17,854,065.72 元；投资性房地产抵押 1,101,347.98 元；固定资产抵押 24,176.52 元无
形资产抵押 121,758.34 元。 上述被质押、冻结的资产已在 2019 年度报告中披露。

（六）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道洪因涉嫌信息披露为违法违规已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9）。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暂未发现其他可能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责成现任管理层将继续深入排查风险，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题、关于审计意见
一、2018 年，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货币资金列报、应收账款及

减值和应付账款、存货及减值、大额交易性质及识别、或有事项、持续经营假设等事
项， 对你公司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 年，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基于未能获取与大额预付款项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你公
司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请年审会计师：

（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
出具审计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的相关规定，结合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的消除情况，补充说明对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详细理由和依据，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
意见的情形。

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的专项说明》（众环专字[2020] 011000 号）。
（二）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第六条的要求，补充说明以下内容：①认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的原因；②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并说明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
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额不可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
原因。

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的专项说明》（众环专字[2020] 011000 号）。
二、审计机构连续三年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请你公

司在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 说明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整改措施、整
改责任人及整改进展；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求，对你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与审计机构出具的《内控审计报告》存在差异之处作出解释。

回复：
（一）整改计划及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整改措施、整改进展
报告期内，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中审众环认为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神雾节能公司预付有关的部分供应商目前无法对账，亦无其他有效的补偿性

控制措施，与之相关的控制失效。
2、因工程项目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确认不恰当，神雾节能公司对财务处理不

当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重述了前期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存
在重大缺陷。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已开展对内控制度的梳理、补充和完善，就被认定的重大缺
陷问题做出整改安排：

1、截至 2019 年末，经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公司 2019 年末预付
账款余额中有 58,720.00 万元款项已转入神雾集团及其关联方账户， 尚有 63,672.80
万元资金实际用途和路径未核实清楚，该部分款项的往来明细仍在核对之中。 上述
被占用款项主要发生在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间。 截止目前上述被占用的款项尚
未归还。

公司董事会责令管理层已就该事项成立专门工作组，安排专人负责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神雾集团财务部、时任高级管理人员保持密切沟通并积极联系其余尚未核
实清楚预付款供应商。 并抓紧进行审计凭证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争取尽快核实剩余
款项的实际用途。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机构及部门：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计部、财务部、其他涉及资金支付业

务部门
整改进度：持续提升、检查、改进
2、资金支付的控制管理。 通过完善公司资金支付审批制度，明确资金支付的审

批流程和审批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公司内部检查职能，确保资金支付符合
相应内控制度要求。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财务部、审计部、其他涉及资金支付业务部门
整改进度：已完成整改，持续提升、检查、改进
3、公司继续加强对公司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培训，定期组

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全体人员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及认识，
切实提高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水平。

加强对新的管理层宣导《关于防范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并同时建立财务风险化解预案，针对对外担保给公司带来的
或有财务风险，做到有效控制。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整改部门：证券部
整改进度：已制定培训计划，将于近期内实施
4、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在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中的监督作用，财务部门严格遵守财

务报告编制的规范流程及相应的会计准则以及会计政策。 强化对《年报信息披露重
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学习，提高定期报告编制的所有部门的高风险意识，建立错
误信息传导反馈机制，确保在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及时修补。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财务负责人
整改部门：财务部、审计部、证券部
整改进度：持续学习、提升对《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理解水平和执行能

力。
第七题 其他年报披露问题
一、年报显示，你公司逾期金融债务 15 笔共计约 8.89 亿元，其中已诉金融类案

件 11 起，涉案金额约 6.06 亿元。 同时，公司存在经营类案件 63 起，涉案金额约 1.08
亿元；全资子公司江苏院累计劳动仲裁案件 182 起，涉案金额约 785.86 万元。请你公
司以列表形式补充说明相关诉讼或仲裁的受理日期、受理机构、案号、诉讼事由、涉
诉金额与诉讼进展， 并依据《上市规则》11.1.1 条的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如适用）。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诉讼及仲裁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受理机构 涉案金额 案件
进展 裁判时间

1 （2019）京 01
执 48号 大业信托 江苏院 金融类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80,000,000.00 执行终结 2019.1.18

2
（2018）苏
0102民初
12047号

江苏银行新街口
支行 江苏院 金融类 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法院 38,900,000.00 执行中 2019.7.24

3 （2019）京 01
执 852号 北京文科担保 江苏院 金融类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73,000,000.00 执行终结 2019.9.2、
2019.12.20

4
（2019）苏
0106民初
4670号

浙商银行南京秦
淮支行 江苏院 金融类 南京市鼓楼区人

民法院 47,000,000.00 执行中 2019.6.24

5
（2019）苏
0106民初
4640号

浙商银行南京秦
淮支行 江苏院 金融类 南京市鼓楼区人

民法院 2,990,900.00 执行中 2019.5.30

6 （2018）苏 01
民初 3391号

东亚银行南京分
行 江苏院 金融类

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一审由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

80,000,000.00 再审申请已受
理，尚未开庭 2019.8.27

7

（2018）津 02
执保 36号

中机国能
江苏院/
节能（共
同承租
人）

金融类 天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50,000,000.00 执行终结

2018.3.13

（2019）津 02
执 76号之
一

2019.5.6

8
（2019）苏
0105民初
2711号

北京银行南京江
北新区支行 江苏院 金融类 南京市建邺区人

民法院 19,999,600.00 已裁定 2019.12.12

9
（2019）苏 01
执 755号之
一

中国银行江苏省
分行 江苏院 金融类 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 99,410,000.00 执行终结（江苏
院） 2019.10.08

10
（2019）京 01
执 481号之
一

中江信托 神雾节能 金融类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100,000,000.00 执行终结 2019.7.24

11 （2019）浙 01
民初 717号 周水荣 神雾节能 金融类 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53,000,000.00 一审调解结案 2019.9.20

12
（2018）苏
0105民初
9617号

上海东方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26,000.00 调解结案 2019.6.10

13
（2018）苏
0105民初
9618号

上海东方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150,000.00 已判决 2019.12.3

14
（2018）苏
0105民初
9619号

上海东方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6,000.00 调解

15
（2019）苏
0105民初
4199号

安源管道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350,000.00 一审中

16
（2019）苏
0105民初
928号

江苏通州四建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100,000.00 一审中 2019.07.15

17
（2019）苏
0105民初
2321号

江苏通州四建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500,000.00 判决结案 2019.6.13

18
（2019）苏
0114民初
6486号

南京新虹佳电器
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雨花法院 66,000.00 已判决 2019.11.27

19
（2019）苏
0115民初
14577号

上海凯泉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江宁法院 40,000.00 一审已判决 2020.1.2

20
（2018）苏
0105民初
7749号

三联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157,000.00 调解结案 2018.12.20

21
（2018）苏
0105民初
5041号

徐州英孚测控工
程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20,000.00 协商
和解 2018.11.21

22
（2019）苏
0114民初
6717号

江苏百灵衡器制
造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雨花法院 95,900.00 已判决 2019.11.30

23
（2018）苏
0105民初
6656号

山东双轮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126,000.00 执行中 2018.10.19

24
(2019)苏
0115民初
14578号

淮北市中芬矿山
机器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江宁法院 90,000.00 已申请执行 2020.1.2

25
（2018）苏
0105民初
5753号

双轮泵业南京销
售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建邺法院 36,000.00 执行中 2018.09.25

26
（2019）苏
0114民初
4477号

南京宁钜液压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雨花台法院 40,000.00 调解结案 2019.8.1

27
（2019）苏
0114民初
6487号

辽宁华冶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雨花法院 200,000.00 已判决 2019.11.27

28
（2019）苏
0191民初
2407号

河南开元气体装
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江宁经济开发区

法院 74,000.00 一审中

29
（2020）甘
0302民初
453号

八冶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院 招投标合同

纠纷
甘肃金昌市金川

区法院 270,000.00 已判决

30 2019苏 0105
民初 4467号

辽宁华冶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460,000.00 已判决 2019.11.5

31
（2019）苏
0115民初
14579号

辽宁华冶集团发
展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法院 68,800.00 一审中

32 2019苏 0104
民初 5734号

西安恒力流体机
械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1,487,500.00 调解结案 2019.6.5

33
2019苏 0104
民初字第
4579号

湖北双剑鼓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171,000.00 撤诉

34 2019苏 0191
民初 2138号

湖北双剑鼓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法院 460,000.00 管辖异议中

35 2019苏 0115
民初 7850号

苏州海陆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法院 7,548,854.91 已判决 2019.6.18

36 2019苏 0105
民初 796号

上海同昕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246,000.00 已判决 2019.9.9

37
（2019）苏
0115民初
2246号

航天晨光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清海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法院 899,000.00 已判决 2019.10.23

38 2019苏 0105
民初 4472号

航天晨光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恒荣
电气系统
工程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418,500.00 一审中

39
（2019）苏
0114民初
5339号

江苏中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清海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9,309,600.00 已判决 2019.12.26

40
（2019）苏
0114民初
6721号

濮阳濮耐高温材
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院湖
北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1,561,286.50 已判决 2019.12.2

41
（2019）苏
0114民初
5859号

濮阳濮耐高温材
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669,638.00 已判决 2019.10.26

42 2018苏 0116
民初 1584号

南京艾普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

南京清海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六合法院 1,062,600.00 调解结案

二审调解书
（2018）苏 01民

终 9521号，
2018.11.29

43
（2018）苏
0104民初
11924号

南京天华化学工
程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252,000.00 判决生效 2019.2.11

44 2018苏 0104
民初 6103号

北京众恒恒信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673,910.00 判决生效 2018.12.17

45
（2018）甘
0302民初
2684号

金川集团电线电
缆有限公司

南京恒荣
电气系统
工程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金川法院 3,063,844.50 已判决 2020.1.23

46 2018苏 0105
民初 7241号

北京天连和谐仪
器仪表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业法院 1,095,000.00 执行中

47 2018苏 0105
民初 6621号

山东鲁阳节能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业法院 93,200.00 判决生效 2019.3.8

48 2018苏 0105
民初 4571号

山东天力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402,774.00 判决生效，已强
执 2019.4.10

49
（2018）苏
0105民初
3983号

万洲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78,600.00 执行中 2018.8.16

50 江苏商登电子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30,000.00 执行中

51 2018苏 0105
民初 7654号

湖北百清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1,154,500.00 判决生效 2019.4.28

52
（2019）苏
0104民初
12481号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533,000.00 已判决 2019.12.30

53
（2019）苏
0105民初
1136号

江苏霖润达环保
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南京恒荣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台法院 一审中

54
（2019）苏
0114民初
5858号

江苏霖润达环保
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台法院 339,010.00 已判决 2019.11.30

55
（2019）苏
0114民初
5857号

上海阿美泰克工
业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37,200.00 已判决 2019.11.26

56 未知 江苏天鹏机电制
造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法院 412,000.00 调解结案

57
（2019）苏
0104民初
7735号

洛阳中原矿山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区法院 2,367,700.00 已判决 2019.12.6

58
（2019）苏
0191民初
1890号

郑州华威耐火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 593,067.00 已申请执行 2019.10.12

59
（2019）苏
0191民初
2037号

山东省章丘鼓风
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经开区法院 4,257,580.00

60
（2019）皖
0881民初
3202号

安徽盛运重工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桐城市人民法院 6,731,990.38 已判决 2019.9.24

61
(2019)苏
0114民初
6729号

江苏万达丰重工
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1,234,000.00 已判决 2019.11.26

62
（2019）苏
0191民初
2436号

南京尧舜禹压缩
机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江宁经开区人民

法院 705,000.00 一审中

63
（2019）苏
0104民初
11361号

苏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秦淮区人民法院 2,245,760.00 已判决 2019.12.11

64
（2019）鄂
9004民初
4563号

湖北沔盛物资有
限公司

湖北分公
司

买卖合同纠
纷

湖北仙桃市人民
法院 711,331.16 已判决 2019.11.8

65
（2019）苏
0114民初
7282号

北京希望森兰电
气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雨花法院 568,800.00 已判决 2020.1.21

66
（2019）甘 03
民初字第 72

号
八冶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金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43,909,726.79 已判决 2019.12.27

67
(2019)皖
0522民初
1135号

安徽威达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院 买卖合同纠

纷
安徽省含山县法

院 4,805,400.00 一审已判决 2019.8.22

68
（2018）苏
0105民初
9402号

南京金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
奥费尔蒙酒店

江苏院 酒店服务合
同纠纷 建邺法院 36,520.51 判决生效 2019.5.10

69
（2019）苏
0106民初
2243号

南京瑞慈门诊部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院、
神雾节能

医疗服务合
同纠纷 鼓楼法院 188,150.00 判决生效 2019.05.07

70
（2018）苏
0105民初
6648号

北京威肯众和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院 建设工程设

计合同纠纷 建邺法院 500,000.00 判决生效 2019.03.22

71
（2018）苏
0105民初
5941号

南京欧亚航空客
运代理有限公司 江苏院 航运合同纠

纷 建邺法院 411,941.00 执行中 2018.12.04

72
（2019）中国
贸仲京字第
005264号

上海盈思佳德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江苏院

物资运输代
理及服务合

同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3,066,615.80

73 未知
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甘肃省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金昌市金川区人
民法院 5,833,796.00 一审中

74
(2019)苏
0583民初
959号

胡建雄 吴道洪、
江苏院

民间借贷纠
纷 江苏昆山法院 3,000,000.00 已判决 2019.7.14

劳动仲裁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开庭时间 受理机构 涉案标的

（元） 目前进展 是否
解决

1 许岚 江苏院上海分
公司 2018.4.9 南京建邺区法院 40,444.4 2018年已撤诉 是

2 汪毅捷 江苏院武汉分
公司 2018.04.09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115 2018年已调解 是

3 吴一恒 江苏院武汉分
公司 2018.04.09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324 2018年已调解 是

4 徐艳青 江苏院武汉分
公司 2018.5.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14,080.15 2018年已调解 是

5 王涛 江苏院上海分
公司 2018.5.18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866.2 2018年已撤诉 是

6 虞和钢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4,500 二审判决生效 否

7 刘宝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56,875 2018年已调解 是

8 笪海玲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4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9 葛欣莹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17,343.01 执行中 否

10 黄黎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18年已撤诉 是

11 刘晓婷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18年已撤诉 是

12 吴莉娟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5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3 张国强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65,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4 毛文龙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73,080 2018年已调解 是

15 王昕乐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285.9 2018年已调解 是

16 王萍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658.58 2018年已调解 是

17 裴文杰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47,241.38 2018年已调解 是

18 尤薇蕾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37,563.49 2018年已调解 是

19 曾利君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65,000 2018年已撤诉 是

20 刘丰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55,172 2018年已调解 是

21 付晓燕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82,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22 王清正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33,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23 林丽娜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31,068.02 判决，二审已调
解 否

24 崔立家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84,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25 于亚娜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5,226 2018年已调解 是

26 尤佳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15,312.5 2018年已调解 是

27 陈静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28 姜正源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51,000 2018已调解 是

29 危微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78,125 2018年已调解 是

30 傅冠博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91,875 2018年已调解 是

31 吴燕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59,157.62 已解决 是

32 张森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78,750 2018年已调解 是

33 张楚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41,340.47 2018年已调解 是

34 黄一文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77,597.95 2018年已撤诉 是

35 王冰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6,299.38 2018年已撤诉 是

36 祝兴媛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6,839 判决，二审已调
解 否

37 房子明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500 判决，二审已调
解 是

38 杨玉婷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15,131.44 已解决 是

39 方大伟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0,632.38 判决，二审已调
解 否

40 张涛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031.52 判决，二审已调
解 是

41 刘杉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3,283.65 2018年已调解 是

42 李正超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4,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43 周倩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500 2018年已撤诉 是

44 李永芬 江苏院·南京 2018-5-17 南京建邺区法院 57,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45 崔展源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349.2 判决，二审已调
解 是

46 杨玉玲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48,587.57 2018年已调解 是

47 孟玉梅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103,134.292 执行中 否

48 王卫虎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48,792.63 2018年已撤诉 是

49 王磊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90,366 2018年已调解 是

50 林康 江苏院·南京 2018/5/21-5/22 南京建邺区法院 47,016.75 二审判决生效 是

51 傅青青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38,800 判决，二审已调
解 否

52 孟宝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7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53 黄卫军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32,459.56 2018年已调解 是

54 张宝桢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62,634.81 二审判决生效 否

55 刘作忠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82,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56 郑艳平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64,285.695 2018年已调解 否

57 郭新颖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137,832.73 2018年已调解 否

58 尹鑫平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90,738.73 2018年已调解 否

59 王彩莲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155,702 2018年已调解 是

60 葛明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379.64 2018年已调解 否

61 丁建宁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336,556 2018年已调解 是

62 刘斌 江苏院·南京 2018-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299543.67 2018年已调解 是

63 王鸿东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88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64 唐小全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6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65 刘刚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52,043.5 2018年已调解 是

66 张鑫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40,032.66 2018年已调解 否

67 王淼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6,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68 祖芳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673.23 2018年已调解 否

69 曹晶晶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0,221.51 2018年已调解 否

70 黄伟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65,369.56 2018年已调解 是

71 佘文娟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72,023.29 2018年已调解 否

72 闵娜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108.9 2018年已调解 是

73 范雪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84,233.27 2018年已调解 否

74 刘海燕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12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75 丁树花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13,511.73 判决，二审已调
解 是

76 王玲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132,412.5 2018年已调解 否

77 曹乡苑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37,723 2018年已调解 否

78 吴琦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72,428.41 2018年已调解 否

79 钟骁珺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94,119.65 2018年已调解 否

80 王玉华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7,474.52 2018年已调解 是

81 胡小桐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803.35 2018年已调解 是

82 潘雪倩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75,829 2018年已调解 是

83 陆辉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25,000 2018年已撤诉 是

84 余军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8,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85 邵福祥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93,407.67 2018年已调解 是

86 曹加林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86,024.35 2018年已调解 是

87 邢超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9,139.29 2018年已调解 是

88 贺山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00000 2018年已调解 否

89 李翔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59179.26 2018年已调解 否

90 温伦微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8,000 2018年已调解 否

91 宋丽雯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58,630 2018年已调解 是

92 徐俊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5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93 张思俊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48,774 2018年已调解 是

94 王晓冬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44,250 2018年已调解 是

95 高明珠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433.86 2018年已调解 是

96 胡电芹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0,919.91 2018年已调解 是

97 赵荣贵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24,125 二审判决生效 否

98 徐先强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3,725.17 执行中 否

99 杨建宁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109,666 2018年已调解 是

100 李文文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44,068.18 执行中 是

101 张海军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6750.93 2018年已调解 是

102 翟晓华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26,500 执行中 是

103 党艳梅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48,602 2018年已调解 否
104 林萍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49,342 执行中 否
105 吴师梅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18,709.83 2018年已调解 是
106 赵德岩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6,691.29 2018年已调解 是
107 葛鑫鑫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52,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08 祁龙飞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5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09 胡海燕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31,380.62 2018年已调解 否
110 郭玉 江苏院·南京 2018-6-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770 2018年已调解 否
111 徐丙刚 江苏院·南京 2018-6-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12 殷金华 江苏院·南京 2018-6-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23,048 2018年已调解 是
113 王遥遥 江苏院·南京 2018-6-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14 刘许 江苏院·南京 2018-6-15 南京建邺区法院 26,936.26 2018年已调解 是
115 郭锐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24,791.31 2018年已调解 是
116 陈思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54,129.69 2018年已调解 是
117 刘梅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18 孔培培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19 周同心 江苏院·南京 2018-6-20 南京建邺区法院 36,377.36 2018年已调解 否
120 谢庚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2,196 2018年已调解 否
121 李欣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30,120 2018年已调解 否
122 蒋飞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23 凌开诚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146.76 2018年已调解 是
124 杨洋 江苏院·南京 2018-6-13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25 黄强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26 朱江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2,986.67 2018年已调解 否
127 郑志敏 江苏院·南京 2018-6-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54,422.77 二审判决生效 是
128 殷宏林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77,877.53 2018年已调解 是
129 陈飞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85,936.46 2018年已调解 是
130 邢玉静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55,588.45 2018年已调解 是
131 武梦思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31,787.29 2018年已调解 是
132 孙加荣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91,461.35 2018年已调解 是
133 陈剑梅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5,998.4 2018年已调解 是
134 魏晓华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639.03 2018年已调解 是
135 丁志平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891.73 2018年已调解 是
136 张邦琼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995.51 2018年已调解 是
137 刘玉兰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812.07 2018年已调解 是
138 王步连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6,109.91 2018年已调解 是
139 潘阳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2018年已撤诉 是
140 雷杰君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60,663.4 2018年已调解 是
141 沈家明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44,056.4 2018年已调解 是
142 卜朋朋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077.69 2018年已调解 是
143 王雷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47,550.21 2018年已调解 是
144 张伟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39,151.82 2018年已调解 是
145 罗祥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41,754.06 2018年已调解 是
146 李志伟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9,433.19 2018年已调解 是
147 郭杰 江苏院·南京 2018-9-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638.98 2018年已调解 是
148 夏梦冰 江苏院·南京 2018-11-21 南京建邺区法院 92,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49 戴璐 江苏院·南京 2018-11-21 南京建邺区法院 27,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50 张晨 江苏院·南京 2018-11-21 南京建邺区法院 44,740 2018年已调解 是
151 刘晓耘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130,000 2018年已调解 是

152 熊中平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84,266.62 2018年已调解 是

153 张俊国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30,774.02 2018年已调解 是

154 王芮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576,932.35 2018年已调解 否

155 陈燕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14,514.09 2018年已调解 否

156 韩加佳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8,362.5 2018年已调解 是

157 周娟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1,786.97 2018年已调解 是

158 胡娜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4,655 已撤诉 是

159 刘成志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19,790 2018年已调解 是

160 张盼荣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46,506.5 2018年已调解 否

161 杨金燕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37,305.5 2018年已调解 否

162 孙谦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60,379.44 2018年已调解 是

163 陈辉勇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40,123 2018年已调解 否

164 刘春林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0,956.51 已撤诉 是

165 杨旭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55,029.66 2018年已调解 是

166 岳金艳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71,897.52 2018年已调解 是

167 杨子善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71,838.65 2018年已调解 是

168 顾静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6,395 已撤诉 是

169 王震淮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56,128.51 2018年已调解 是

170 赵常华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38,390 2018年已调解 否

171 刘晓月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16,263 已撤诉 是

172 严凯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23,150.64 2018年已调解 否

173 陈晓燕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425,229.48 2018年已调解 否

174 娄文龙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38,240 2018年已调解 是

175 尹蕾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69,666 2018年已调解 是

176 张静 江苏院·南京 南京建邺区法院 41,880 已撤诉 是

177 范云鹏 江苏院·南京 2019-4-19 南京建邺区法院 12,500 已裁决 是

178 丛磊 江苏院·南京 2019-4-26 南京建邺区法院 37,838.36 2018年已调解 是

179 马成群 江苏院·南京 2019-4-29 南京建邺区法院 120,639.79 已解决 是

180 宋彬 江苏院·南京 2019-7-4 南京建邺区法院 4,676,000 一审中 否

181 李婷婷 江苏院·南京 江宁劳动仲裁局 95,949 已调解 是

182 黄生银 江苏院·南京 2019-11-27 南京建邺区法院 0 已裁决 否

二、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 3067.50%，有息负债（短期借款+长期
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约为 9.30 亿元，你公司货币资金 531 万
元且 96%处于受限状态，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4.53 亿元，存在流动性困难。 请分
项目说明你公司 2020 年预计到期的借款金额、你公司拟采取的措施或偿还计划，请
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现金流、债务到期情况说明你公司债务逾期的具体情况，是否
存在《上市规则》11.11.3 所规定的情形，若存在请补充披露并详细说明。

回复：
（一）公司 2020 年预计到期的借款金额及拟采取的措施或偿还计划
2019 年末，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院金融类债务逾期本金余额约为 8.89 亿

元，欠息总额约为 1.06 亿元；预计 2020 年末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院金融类债务
逾期本金余额约为 11 亿元（含全资子公司江苏院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 2.14 亿元），
欠息总额约为 1.16 亿元。 具体逾期债务明细如下：

融资主体 金融机构名称
2019年底金融类债
务逾期本金余额

（万元）

预计 2020年底金
融类债务逾期本
金余额（万元）

江苏院 大业信托 8,000.00 8,000.00

江苏院 江苏银行新街口支行 4,000.00 3,890.00

江苏院 北京文科担保 7,300.00 7,300.00

江苏院 浙商银行南京秦淮支行 4,700.00 4,700.00

江苏院 浙商银行南京秦淮支行 299.09 299.09

江苏院 东亚银行南京分行 8,000.00 8,000.00

江苏院/节能（共同承租人） 中机国能 5,000.00 5,000.00

江苏院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 2,970.00 2,970.00

江苏院 北京银行南京江北新区支行 1,999.96 1,999.96

江苏院 中关村担保 2,800.14 4,200.21

江苏院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9,941.00 9,941.00

神雾节能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东港支行 8,638.00 8,638.00

神雾节能 民生银行大连分行 10,000.00 10,000.00

神雾节能 雪松信托（原中江信托） 10,000.00 10,000.00

神雾节能（共同借款人之一） 周水荣（民间借贷） 5,300.00 5,300.00

江苏院 公司债 20,000.00

合 计 88,948.19 110,238.26

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 条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重大债务到
期未清偿的情况。 公司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了披露义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债务逾期及诉讼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8）；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累计新增诉讼情况及已
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或偿还计划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货币资金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偿付公司

2020 年到期的有息负债，公司将积极通过以下措施保障持续经营能力，恢复盈利能
力：

1、 公司正在努力推进债务重整工作， 同时积极解决员工欠薪和供应商欠款问
题。 后续公司将借助战略投资者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恢复、提升公司信誉和
实力，促进公司尽快走出困境。

2、公司将继续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运营成本和费用；
3、 公司仍在积极推动重点项目的复工， 以期逐步恢复公司市场形象和信心。

2019 年在公司处境极其艰难的状况下，仍然能够得到业主方的认可预中标钢铁改造
项目，充分说明了公司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三、你公司对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差错更正，请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
补充披露会计师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回复：
（一）报告期，公司 2019 年对各大停滞项目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分包商的工程量

进行了核实及对账，需对 2016、2017、2018 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1、关于金川弃渣综合利用二期工程项目的分包成本，2017 年存在多确认八冶集

团 48,886,496.54 元土建工程量，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66,623,572.54 元，工程施
工-合同毛利 17,737,076.00 元的情况。需对 2017 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
调减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及应交税金。

2、 关 于 广 西 景 晟 隆 项 目 的 分 包 成 本 ，2017 年 度 存 在 多 确 认 江 苏 扬 建
101,590,853.97 元土建工程量，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146,815,529.43 元，工程施
工-合同毛利 45,224,675.46 元的情况。 需对以前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
调减应付账款、存货（未结算工程）及应交税金。

3、关于山西建龙项目的分包成本，因存在供应商退货等情况，多确认设备成本
1,135,966.00 元， 相应多确认项目进度收入 2,271,931.51 元，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1,135,965.51 元的情况。 需对 2017 年度收入、成本进行追溯调减，同时调减应付账
款、应收账款及应交税金。

4、2016 年末， 金川一期项目竣工，2019 年初金川一期项目分包工程进行了竣工
决算。 金川一期项目与分包商决算金额比已入账成本金额共增加 11,580.78 万元，需
追溯调增 2016 年项目分包成本 11,580.78 万元， 追溯调减 2016 利润总额 11,580.78
万元，调减当年净利润 11,580.78 万元，调减各分包商预付账款 5,690.29 万元 ,调增应
付账款合计 5,890.49 万元。

（二）报告期，公司对各项跨期费用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1、2017 年末，公司将 2018 年度部分职工薪酬预提在 2017 年。 需调减 2017 年管

理费用 21,756,956.31 元，调增 2018 年管理费用 21,756,956.31 元。
2、2017 年度， 公司支付了上海盈思佳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仓储物流费用

5,500,000.00 元，未及时收到发票，未按权责发生制及时入账。 公司于本期追溯调增
2017 年管理费用-服务费 5,500,000.00 元。

3、2018 年，公司将应费用化的保理费计入其他应付款。 需调增 2018 年财务费用
2,000,000.00 元。

4、 公司对中介机构费用进行了调整， 调增 2018 年管理费用-中介机构费用
1,886,792.40 元。

5、经对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进行核实，根据已收集的资料调整与神雾集团等单
位 的 往 来 ， 调 增 2017 年 其 他 应 收 款 487,885,346.19 元 ， 调 减 其 他 应 付 款
19,314,653.81 元，调减 2017 年预付账款 507,2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
专项说明》。

备查文件：
1、神雾集团关联关系核查说明
2、吴道洪关联关系核查说明
3、预付款付款凭证及合同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