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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累计涉案的金额：本金人民币15,596,591.90元，根据相关诉讼文书，还包括利息、罚息等约

279,351.3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大部分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7年10月27日，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柳北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益安”）向柳北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其票据款7,885,320.00元及利息

22,443.07元等。经公司统计，至此，除去公司已经披露的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的

借款合同纠纷；与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贵州新益矿业有限公司及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与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2017年6月9

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21日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外，

公司近12个月内的累计诉讼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5,596,591.90元（仅为本金，不含诉讼费、利息、违

约金等费用）。现将各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

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类型 

涉案金额 

（仅为本金，不含诉

讼费、利息、违约金

等费用）（元） 

当前进展情况 

1 株洲鸿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62,938.90 已调解 

2 株洲友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施工合同纠 

纷 
358,333.00 一审尚未开庭 

3 海南康益达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广西正诺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5,000,000.00 一审尚未开庭 

4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广西正诺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2,190,000.00 一审尚未开庭 

5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广西正诺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票据纠纷 7,885,320.00 一审尚未开庭 

 合计   15,596,591.90  

二、各个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株洲鸿新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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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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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株洲鸿新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方：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下简称“湖南中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起诉状概要  

原、被告双方存在业务往来，原告系被告的供应商，但截至起诉前，原告认为被告尚欠其货款

162,938.90元，为此，原告于 2017年 9月 1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62,938.90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欠款利息（利息的计算：以 162,938.90元为基数，从 2017年 8月 8日

起以年利率 6.5%的标准计收利息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原告与被告一致确认：截至 2017年 10月 20日止，被告尚欠原告货款 162,938.90元，上

述款项由被告于 2018年 4月 20日前支付至原告账户上； 

（2）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此次纠纷就此了结。 

本案案件受理费 3558元，减半收取 1779元，被告自愿负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内容自双方或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调解协议上签名或

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株洲友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株洲友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方：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起诉状概要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原告为被告提供维修搭架施工及零星用工，原告已完成相关

工程施工，但截至起诉前，原告认为被告尚欠其工程款 358,333.00 元，为此，原告于 2017年 10月

10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58,333.00元； 

（2）判令被告以 358,333.00 元为基数从 2017 年 7 月 25 日起按年利率 6%的标准计算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直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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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三）海南康益达贸易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海南康益达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海南康益达） 

被告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1）、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2，下简称“正

诺科技”） 

2、起诉状概要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出具两张商业票据给被告正诺科技，而后正诺科技将此票据背书给原

告海南康益达。原告作为此票据的最后持票人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去出票人的出票行提示付款，出

票行以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余额不足拒付。为此，原告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且申

请了财产保全，法院裁定查封（冻结）公司、正诺科技价值 5,040,000元的财产。 

3、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 1、被告 2 共同承担支付原告的票据款 5,000,000 元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

5,0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直至被告还清该款为止），律师费 30,000

元，差旅费 10,000元，共计 5,04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 

2、起诉状概要 

因采购煤炭，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向正诺科技开具一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19 万元的电子

商业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 9月 26日，而后正诺科技将此票据背书转让给原告深圳益安。

汇票到期后，原告作为此票据的最后持票人向公司申请付款，但截至起诉前，原告认为公司尚欠其

票据款 219万元。为此，原告于 2017年 10月 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 219万元，利息人民币 5292.50元（利

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汇票到期日 2017年 9月 26日起暂计至 2017年 10月 16日，其后利息计至

清偿日为止）； 

（2）判令被告一支付证明及通知书费用人民币 1040元； 

（3）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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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令两被告支付差旅费 10000元、罚息 43800元；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诉求总金额为 2250132.50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五）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 

2、起诉状概要 

因采购煤炭，公司于 2016年 9月 28日向正诺科技开具 4张票面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7,885,320.00

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9 月 28 日，而后正诺科技将上述票据背书转让给原

告深圳益安。汇票到期后，原告作为此票据的最后持票人向公司申请付款，但截至起诉前，原告认

为公司尚欠其票据款 7,885,320.00元。为此，原告于 2017 年 10月 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上述四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人民币 7,885,320.00 元，利息人民币

22,443.07 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暂计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其后利息计付至清偿日为止）； 

（2）判令被告一支付证明及通知书费用人民币 1040元； 

（3）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两被告支付差旅费 10000元、罚息 185,735.76元；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诉求总金额为 8,104,538.83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截止目前，公司以下 5 个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 共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12,523,835.26 元： 

（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柳州柳北支行，账号：45001626153050700929； 

（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分行雀儿山支行，账号：2105405009221002522； 

（3）开户行：中国银行柳州市八一支行，账号：617157487553； 

（4）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分行雀儿山支行，账号：2105405029300009422； 

（5）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柳州分行营业部，账号：5501014210000501。 

目前该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这些账户不属于公司的主要银行结算账户，公司

主要银行账户未被冻结，该事项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第（三）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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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上述大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四、公司累计诉讼（仲裁）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被起诉案件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为 34,313.91万元（仅为本金，不含

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费用），公司提起诉讼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为 11,024.13万元（仅为

本金，不含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费用），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本金合计为人民币 45,338.04

万元，占公司 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2,450.87万元）绝对值的 1849.88%。 

1、 公司被起诉的情况 

序

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类别 

诉讼（仲裁）

金额（万元） 

（仅为本金，

不含利息、违

约金、诉讼费

等费用） 

诉讼利息、罚息、

滞纳金、违约金等 
起诉日期 当前进展情况 

1 向荣集团有限公司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广

西 柳 州 中

成 化 工 有

限公司 

货款 159.8  2016.9.19 
判决已生效，申请

强制执行 

2 冷水江市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19.77 违约金约 36 万元 2016.11.11 已调解 

3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暖气款 6,388.41 违约金约2394万元 2016.11.21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 嘉善百伟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536.41 违约金约 4 万元 2016.12.7 
一审已判决，二审

撤回上诉 

5 株洲市恒麒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38.60  2017.1.9 已调解 

6 株洲市江泰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00.10  2017.2.4 已调解 

7 株洲市联益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625.30  2017.2.22 一审尚未开庭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东莞振华、

柳化集团 
贷款 2,917.65 

逾期利息约 259 万

元，到期日 2016 年

1 月 28 日 

2017.2.28 一审已判决 

9 株洲市元素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790.86 违约金约 100 万元 2017.3.2 一审尚未开庭 

10 株洲市泰达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57.86 违约金约 50 万元 2017.3.2 一审尚未开庭 

11 株洲众乐特种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754.69 违约金约 8 万元 
2017.3 月

初  
一审尚未开庭 

12 扬州市兴安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6.29 违约金约 0.4 万元 2017.3.6 一审尚未开庭 

13 株洲市程兴金属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19.77  2017.3.7 一审尚未开庭 

14 株洲化工集团诚信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7.26 违约金约 0.5 万元 2017.3.7 已调解 

15 株洲市南塑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357.19 违约金约 8 万元 2017.3.9 一审尚未开庭 

16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水费 230.33 
逾期付款损失约

222.24 万元 
2017.3.9 一审已判决 

17 株洲杰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9.56  2017.3.10 一审尚未开庭 

18 株洲方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74.87  2017.3.13 一审尚未开庭 

19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取送、过

衡费 
476.89 违约金约 283 万元 2017.3.20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20 长沙科锐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512.61 违约金约 15 万元 
2017.3.月

末 
一审尚未开庭 

21 株洲市捷辉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05.09 违约金约 15 万元 2017.3 月 一审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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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22 艾维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公司 
货款 267.21  

2017.3 月

末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23 晋城市恒鑫伟业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煤款 327.21  2017.4.25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24 湖南广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工程款 215.07  2017.5.4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25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货款 383  2017.5.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26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 货款 357  2017.5.19 未开庭 

27 湖北广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43.83  2017.5.23 
一审已判决，公司

未再上诉 

28 湘潭市永鑫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2.63 逾期利息2.09万元 2017.6.1 已调解 

29 湖北华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西安

陕 鼓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司 

工程款 336.57  2017.6.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30 柳州市白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2.19 
逾期利息约 0.2 万

元 
2017.6.12 已调解 

31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石峰

支行 

公司、柳化

集团、湖南

智成 

贷款 2,000 利息约 22.17 万元 2017.6.12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32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石峰

支行 

湖南中成、

柳化集团、

公司、湖南

智成 

贷款 9,850  2017.6.12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33 株洲市石峰区中南工矿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6.71 
逾期利息约 0.5 万

元 
2017.6.13 已调解 

34 湖南潇湘制泵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41.32 
逾期利息约 0.2 万

元 
2017.6.14 已调解 

35 株洲湘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48.49  2017.6.15 
已调解，申请强制

执行 

36 驻马店市开发区鼎盛物资经销处 湖南中成 货款 34.77  2017.6.18 已调解 

37 宜阳县白杨镇鑫达商贸经营部 湖南中成 货款 12.55  2017.6.18 已调解 

38 宜阳县白杨镇喜域商贸经营部 湖南中成 货款 69.05  2017.6.18 已调解 

39 广西世华营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45 违约金约0.51万元 2017.6.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0 广西世华营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53.38 
违约金约 33.28 万

元 
2017.6.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1 广西世华营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56.32 违约金约5.63万元 2017.6.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2 广西世华营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63.28 利息约 4.04 万元 2017.6.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3 河南中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工程款 384.69  2017.6.19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4 株洲建硕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54.67  2017.7.7 已调解 

45 佛山市顺德区邦宇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振华 货款 76.94  2017.7.18 
一审已判决，公司

未再上诉 

46 株洲市锦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71.53  2017.7.18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7 湘潭湘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工程款 80.89  2017.7.21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8 湘潭分离机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4.32  2017.7.24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49 长沙康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0.82  2017.7.25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0 荷塘区群益机电设备经营部 湖南中成 货款 11.05  2017.7.25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1 株洲市绿城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2.32  2017.8.2 已调解 

52 人民电器集团株洲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98.69  2017.8.3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3 湖南红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49.44  
2017.8 月

初 
已调解 

54 成都伟力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6.42 利息约 1.29 万元 2017.8.7 已调解 

55 上海燎洲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34.47 利息约 1.20 万元 2017.8.7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6 株洲市天盛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20.13  2017.8.8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7 株洲市绿环精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责 东莞振华 股权转 512.77 逾期利息及违约金 2017.8.20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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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让款 约 153.83 万元 

58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工程款 472.77  2017.8.24 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59 湖南康益达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正诺

科技 

票据款 
500.00 

律师费 3 万元、差

旅费 1 万元等 
2017.8.30 一审尚未开庭 

60 株洲鸿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 货款 16.29  2017.9.19 已调解 

61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 
设备款 

270.00 
逾期付款违约金

90.38 万元 
2017.9.28 一审尚未开庭 

62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 
货款 

800.00 
逾期付款违约金

176.63 万元 
2017.9.28 一审尚未开庭 

63 株洲友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成 工程款 35.83  2017.10.10 一审尚未开庭 

64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正诺

科技 

票据款 

219.00 

利息 0.53 万元、证

明及通知书费用

0.10 万元、差旅费

1 万元、罚息 4.38

万元等 

2017.10.12 一审尚未开庭 

65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正诺

科技 

票据款 

788.53 

利息 2.24 万元、证

明及通知书费用

0.10 万元、差旅费

1 万元、罚息 18.57

万元等 

2017.10.12 一审尚未开庭 

  合计  34,313.91 约 3,919.01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被起诉案件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为34,313.91万元（仅为本金，不

含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费用）。 

2、公司提起诉讼的情况 

序

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类别 

诉讼金额（万

元） （仅为本

金，不含利息、

违约金、诉讼费

等费用） 

诉讼利息、罚息、

滞纳金、违约金

等 

起诉日期 判决情况 

1 

公司、广西柳州

化工控股有限

公司 

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贵州新

益矿业有限公司及广西金伍岳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

款 
9649.07  2016.8.9 

一审已判决，二

审未开庭 

2 公司 
韶关市东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兴华 
货款 606.26  2017.2.15 一审已判决 

3 公司 广州市杰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768.80 
赔偿损失约

79.52 万元 
2017.3.3 一审尚未开庭 

  合计  11,024.13 约 79.52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提起诉讼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为 11,024.13 万元（仅为本金，不含利

息、违约金、诉讼费等费用）。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对上述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

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