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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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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现卓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跃峰 奥美玲、山西瀛谷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韩剑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韩冰、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3 年 5 月 17 日，原告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欧远”）

与被告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了《山西

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号机组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合同》（以下简称“本合

同”）。原告认为本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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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备不能达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技术条件要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被告修理、更换低氮燃烧器及 SCR 装置设备至达到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及技术协议约定标准； 

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所涉及线路、安装设备、材料未达到

合同约定标准，给原告造成的设备运行经济损失 1600 万元； 

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对于该合同诉讼，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已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受理。本公

司在应诉期间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由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本

案，并做出了合法有效的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管辖的民事裁定书，该案应移送北

京市海淀区法院管辖。 

 

（六）案件进展情况： 

1、对于该合同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受理。 

（1） 2017 年 3 月 2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裁定书，结果如下： 

驳回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月 10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

民事裁定书，将该案移送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管辖。 

（2） 2017 年 5 月 11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 01 民辖

终 279 号民事裁定书，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3） 2017 年 8 月 15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明确：“合同法律关系性质为承揽合同法律关系”，

并非北科欧远认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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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被告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

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价款 7.5 万元，并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至

价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损失。 

B. 驳回原告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4）2018 年 4 月 2 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 01 民终 818

号民事判决书，结果如下： 

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其要求支付质保金利息之外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

本案案由确定正确，但脱离案件基本事实对本案进行认定和处理，且所认定事实

存在错误，导致处理失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A. 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 

B. 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 

C. 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节环（北京）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价款 772.5 万元，并向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赔偿因逾期付款造成的相应利息损失（其中，以 257.2 万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 412 万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D. 驳回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68680 元，由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300 元（已交纳），由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66380 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 68680 元，由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300 元（已交纳），由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66380 元（于本判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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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对于该合同诉讼，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已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受理。 

（1）2017 年 9 月 7 日 古交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 0181 民初 786-1 号，

结果如下： 

驳回被告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2）2017 年 11 月 12 日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 01 民辖

终 294 号，结果如下： 

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属专属管辖，工程地点在古交市，应当由古交市

法院管辖，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7 月 10 日古交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 0181 民初 78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 被告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

限公司 12700694 元。 

2、 驳回原告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本公司针对（2017）晋 0181 民初 786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为维护本

公司合法权益，将依法在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本公司将积极应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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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依法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财务方面

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裁定书 

（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1 民辖终 279 号民事裁定书 

（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8 民初 39945 号民事判决书 

（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 01 民终 818 号民事判决书 

（五） 古交市人民法院（2017）晋 0181 民初 786-1 号 

（六）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 01 民辖终 294 号 

（七） 古交市人民法院（2017）晋 0181 民初 786 号民事判决书 

 

 

中节环（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