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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ST康美         编号：临202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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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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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73 万元（人民币，下同）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积极行使

诉讼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待判决或尚未执

行完毕，目前公司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

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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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累计发生的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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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近期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金额

合计 106,121.73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其中公司

及下属公司主动起诉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524.36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被动

起诉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105,597.3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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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积极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待判决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公司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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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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纠纷案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美健康云服务有限

公司、上海德碧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康峰药业

有限公司、上海康美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康美

医药咨询有限公司、马兴田、许冬瑾 

36,180.09 

请求确认享有被申请人可转债资金等债

权 36,180.09 万元，并拍卖案涉担保的

不动产 

待开庭 

2  
损害股东利益

责任纠纷 
刘克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78.94 请求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678.94 万元 

一审判决驳回诉

求，已上诉 

3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医院、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 
390.06 请求支付货款等费用 390.06 万元 待开庭 

4  买卖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澳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7.68 请求支付货款等费用 87.68 万元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

85.80 万元，被告

已上诉，待二审开

庭 

5  保证合同纠纷 计彦东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130.56 请求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130.56 万元 已移送，待开庭 

6  
第三人抵押合

同纠纷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康美药业生产有限公司 4,939.11 

请求实现抵押权以清偿主债务 4,939.11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7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

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544.26 

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和利息等费用

544.26 万元 

一审判决支付保修

金 544.26 万元和

违约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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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9.76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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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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苏州市新昌建筑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821.8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821.86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

工程款 821.86 万

元和利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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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1.98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

安装费 1.98 万元

和违约金 0.10 万

元 

11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 
徐玉萍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6.01 

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6.01 万

元 
已撤诉 

12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 
徐卫兴、颜月兰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6.02 

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6.02 万

元 
已撤诉 

13 买卖合同纠纷 
深圳市蓉电实业有限公

司 
康美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26.2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26.24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支付工程

款 26.24 万元和利

息 

14 买卖合同纠纷 
上海粤安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178.2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利息等费用

178.24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15 买卖合同纠纷 广东康得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29.3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利息等费用

29.39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16 买卖合同纠纷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司 13.8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13.85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调解结案 

17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322.7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322.7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开庭，待判决。

已冻结公司银行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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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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合同纠纷 
广州科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691.3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损失等费用

2,691.35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19 合同纠纷 
安徽金士特电气有限公

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44.1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44.1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支付款项

38.66 万元和利息

3.50 万元，共计判

决支付 42.16 万元 

20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甘肃伟业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有限公司 21.0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21.0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开庭，待判决 

21 证券虚假陈述 
珠海汇瑞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中诚信证评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第三

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4.18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已撤诉 

22 证券虚假陈述 
珠海汇瑞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中诚信证评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第三

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5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待开庭 

23 合同纠纷 
潮州市艺兴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康美（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李佳、康美

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0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款项 11.08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24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分行 
陈周福、康美（普宁）中药城有限公司 36.1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房款并实现房屋抵押

权 

一审判决陈周福承

担还款责任，驳回

对康美（普宁）中

药城有限公司的诉

求 

25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分行 
陈周福、康美（普宁）中药城有限公司 28.2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房款并实现房屋抵押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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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劳动纠纷 曹琳珠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0.74 

请求判令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0.74 万元 
待仲裁开庭 

27 证券虚假陈述 黄莉琼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许冬瑾,马兴田 1.45 请求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1.45 万元 驳回原告诉求 

28 

因申请财产保

全损害责任纠

纷 

佛山市康普药业有限公

司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50.50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故意冻结财产造成的

损失 150.50 万元 
待开庭 

29 保证合同纠纷 潘文耀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776.98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差

额 776.98 万元 
一审判决驳回诉求 

30 买卖合同纠纷 
深圳中科恒实业有限公

司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 379.4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等款项 379.4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支付货款

379.40 万元和利息 

31 合同纠纷 
深圳中科恒实业有限公

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392.1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等款项 392.1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支付货款

321.43 万元和利息 

32 保证合同纠纷 梁仪玲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807.60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差

额 807.60 万元 
一审判决驳回诉求 

33 保证合同纠纷 贡建其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1,365.51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普通破产债权

1,365.51 万元 
一审判决驳回诉求 

34 合同纠纷 揭阳惠通医药有限公司 陈泽芳/(第三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8.00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款项等费用共 248.00

万元 
待开庭 

35 保证合同纠纷 龚长发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康美

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马兴田 
49.66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差

额 49.66 万元 
一审判决驳回诉求 

36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康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54,052.60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证券虚假陈述投资损

失 54,052.60 万元 
已开庭，待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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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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服务合同纠纷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深

圳）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司 23.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23.0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待开庭 

38 借款合同纠纷 
四川天瑞泰实业有限公

司 
成都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61.96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借款等款项 61.96 万

元 

裁决被告偿还借款

61.96 万元及利

息，承担仲裁费

1.24 万元 

39 合同纠纷 
亳州益源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5.5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5.5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撤诉 

40 合同纠纷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赛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6.62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预付货款 46.62 万元 已申请网上立案 

41 证券虚假陈述 吴敏涛等 330 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马兴田、许冬瑾、邱

锡伟、庄义清、温少生、马焕洲、马汉耀、林

大浩、李石、江镇平、李定安、罗家谦、林国

雄、李建华、韩中伟、王敏、张弘、郭崇慧、

张平、唐煦、陈磊、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杨文蔚、张静

璃、刘清、苏创升 

-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证券虚假陈述投资损

失 

已撤诉 289 人，剩

余案件待开庭 

42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司 36.08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36.08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开庭，待判决 

43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司 389.25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389.25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已开庭，待判决 

44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亳州益源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9.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等款项

9.03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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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劳动仲裁 黄超凡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5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提成等费用 
待开庭 

46 劳动仲裁 王勇 
康美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康美智慧药房连锁

（深圳）有限公司 
2.98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社保等费用 
待开庭 

47 买卖合同纠纷 
中山市怡柱新世纪日用

品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亳州

康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8.8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等费用 48.89 万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待开庭 

48 劳动仲裁 王保玲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2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等赔偿 3.42 万元 
待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