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8-067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或“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本公司连续十二个月期限

内，且自 2017年 8月 25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的公告》后

至今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经统计，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 243,806,970.36

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公司被起诉类案件合

计涉案金额人民币 3,305,338,135.48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

等其他费用）、美元 53,762,370.01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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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被起诉类案件中，因较大部分案件尚未审理裁决，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

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

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

讼事项及其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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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元） 涉案金额（美元）

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

1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海尧（上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000,000.00 -

2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乐视网（天津）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藏乐

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乐

视新媒体文化(天津)有限公

司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风行

在线技术有限公司等多方被告方
维权案件 诉讼中 51,621,998.00 -

3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昊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

祥和仁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王

鹏，马达，袁晓童

电视剧投资合同纠

纷
执行中 30,968,700.00 -

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易到旅行社有限公司、易到旅

行社（天津）有限公司、智行唯道

（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中 138,666,272.36 -

5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著作权使用许可合

同
诉讼中 1,050,000.00 -

6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著作权使用许可合

同
诉讼中 1,500,000.00 -

总计 243,806,97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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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元） 涉案金额（美元）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及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类

1 依偎科技（南昌）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120,154.80 -

2
北京众思汇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执行完毕 143,213.00 -

3 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50,000.00 -

4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撤诉 590,000.00 -

5
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74,350.40 -

6 广州天启房地产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140,655.32 -

7 上海芮邑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4980000 -

8
北京万方幸星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59,404.88 -

9
北京朗思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85,854.16 -

10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

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03,620.00 -

11 苏州奥飞影视有限公司
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乐视

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乐视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816,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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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913,663.23 -

13 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100,000.00 -

14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529,222.00 -

15 杭州华映星球影业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5,000.00 -

16
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06,057.00 -

17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64,193.92 -

18 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 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撤诉 3,240,000.00 -

1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扬州市分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96,268.90 -

20 江苏凤凰联动影业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9,487,508.90 -

21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90,478.00 -

22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28,016.00 -

23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85,402.00 -

24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1,720.00 -

25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2,29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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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司

26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48,880.00 -

27
北京摩登天空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180,000.00 -

28 林穗洪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361.00 -

29
光锐恒宇（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758,448.09 -

30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其他被告

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1,730,000.00 -

31
北京时美品牌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撤诉 73,189.58 -

32 上海八麟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90,314.34 -

33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

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118,560.00 -

34
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161,078.00 -

35
中传视界（杭州）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00,000.00 -

36
异开（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352,500.00 -

37
华宇世博音乐文化（北京）有

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09,366.75 -



6

38
北京华威兄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6,400,000.00 -

39
北京云端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165,665.00 -

40 上海涌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16,446.91 -

41 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731,350.16 -

42 北京世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执行完毕 5,869,669.02 -

43 杭州华红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名誉权纠纷 执行完毕 100,000.00 -

44 东阳青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11,539,531.11 -

45 猎思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执行完毕 9,500,000.00 -

46 天弘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已结案 89,700,000.00 -

47
北京意文媒客市场顾问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0,000.00 -

48
北京拓普兄弟展览展示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55,503.96 -

49
北京拓普兄弟展览展示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8,136.00 -

50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16,739.00 -

51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732,06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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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386,916.00 -

53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95,762.22 -

54 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014,796.63 -

55 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576,734.90 -

56
北京冠华盛嘉传媒文化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160,000.00 -

5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679,510.2 -

5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037,298.46 -

5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825,165.2 -

6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56,903.35 -

6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68,850.09 -

6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营业部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77,824,320 -

63
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合作创作合同纠

纷
诉讼中 11,219,223.03 -

64
北京智点世纪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服务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3,927.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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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北京东方融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服务合同纠

纷
诉讼中 603,104.68 -

66
北京商专永信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专利代理合同纠

纷
诉讼中 341,095.00 -

67 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 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著作权许可使用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1,440,000.00 -

68 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著作权许可使用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7,200.00 -

小计 2,145,973,691.24 0.00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元） 涉案金额（美元）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1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类

69

苏州丁是丁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丁是丁科技发展（香港）

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58,036.45 -

70
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42,576.71 -

71 北京博泰弘毅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1,433.00 -

72 江苏辰阳电子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1,362,546.29 10,102,552.24

73 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 25,958,856.42

1 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日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3），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乐视智家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乐

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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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00,000.00 17,700,961.35

75
超联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超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851,397.58 -

76 雷傲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 -

77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5,775.00 -

78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10,000.00 -

79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51,959.20 -

80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213,157.65 -

81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88,363.39 -

82
斯道拉恩索正元包装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12,500.00 -

83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659,431.04 -

84 信利电子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4,379,000.00 -

85
北京山海昌辉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695,000.00 -

86
壹玖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

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466,000.00 -

87 壹玖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32,34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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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88
壹玖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

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78,000.00 -

89
壹玖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

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445,000.00 -

90
壹玖国际文化传播（北京）有

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48,527.00 -

91
威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执行中 8,790,193.87 -

92 北京雷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99,590.00 -

93
上海安瑞索思恺润多媒体技

术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156,980.00 -

94 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920,270.82 -

95
欧菲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南昌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90,189,325.43 -

96 凯诚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16,698,050.00 -

97 北京壹传天下广告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调解 194,072.75 -

98 昆山金利美五金制品厂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代位执行2 诉讼中 650,000.00 -

99
苏州市毅宏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代位求偿3 诉讼中 21,620,780.08 -

100 广州市瑞硕纸业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6,204.00 -

101 广州市瑞硕纸业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5,004.00 -

2 代位执行是指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案外的第三人享有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强制执行。
3 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宗旨是为被保险人提供双重保障，以确保被保险人的损失得以充分补偿。同时，也不至于由于保险赔付而使被保险人过分受益。

https://baike.so.com/doc/5372489-56084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00265-32677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0692-5616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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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上海康泰纳仕广告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0,000.00 -

103
江苏大网时代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

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1,834,500.00 -

104 江西安沃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

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4,815,212.5 -

105
上海维衡精密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

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3,664,513.10 -

106 北京齐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

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97,550.15 -

107 中国电子器材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及

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79,655.78 -

108 通达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970719.66 -

109 北京语凡广告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90,000.00 -

110
北京汉唐辉煌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00,000.00 -

111
北京信必优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610,924.32 -

112
艺展空间装饰设计（北京）有

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13,000.00 -

113 北京蓝柏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5,000.00 -

114 北京蓝柏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30,000.00 -

115
印孚瑟斯技术（中国）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788,597.13 -

116 陈春朝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7,116.00 -

117 山东品骏物流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50,000.00 -

118 北京老兵安卫保安服务有限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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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9 北京艾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96,500.00 -

120
北京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575,858.70 -

121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60,561.15 -

122
北京中誉圣威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45,973.86 -

123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76,500.00 -

124
山东好买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130,906.70 -

125
惠州东洋益恩彼电子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468922.83 -

126 宁波博禄德电子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1050025.38 -

127
连钢精密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6360 -

小计 795,760,917.52 53,762,370.01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元） 涉案金额（美元）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类

128 北京年假旅行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9,962.26 -

129 北京曜琨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执行完毕 175,857.46 -

130 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539,557.59 -

131 重庆云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24,236.00 -



13

13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衡阳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61,350.00 -

133 山西阳晨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954,805.50 -

134 北京天一恩华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236,175.00 -

135 北京天一恩华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522,090.00 -

136 北京天一恩华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84,429.37 -

137 北京天一恩华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697,956.50 -

138 北京天一恩华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579,673.87 -

139 广东天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062,827.63 -

140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4,338,811.49 -

141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3,645,054.30 -

142
深圳第一线通信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2,615,461.01 -

143
陕西西普数据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6,261,208.52 -

144 北京百悟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935,850.94 -

145 北京合力东方咨询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4,000.00 -

14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本溪市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360,000.00 -

147
陕西西普数据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388,068.96 -

148
卓越运维（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082,492.00 -

149
卓越运维（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664,204.00 -

150 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江苏省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207,73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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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15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扬州市分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96,268.90 -

152
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3,600.00 -

15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顺

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616,800.00 -

15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许昌市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撤诉 1,271,478.00 -

15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17,500.00 -

156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60,593.60 -

157
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天津市

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010,127.45 -

158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3,415,694.62 -

159 江苏鸿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377,911.00 -

160 广东力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876,683.00 -

161 猎思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执行完毕 2,701,905.59 -

162
北京冠华盛嘉传媒文化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199,000.00 -

163
北京冠华盛嘉传媒文化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结案 50,000.00 -

164 北京易明溪容商贸中心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已撤诉 45,604.00 -

165 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42,779.78 -

166 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04,87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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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广东锐讯网络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15,708.42 -

168
北京东方融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4,819.73 -

169 北京基调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14,832.44 -

17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956,759.52 -

17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广安市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40,683.55 -

小计 164,975,428.05 0.00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元） 涉案金额（美元）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

172
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50,000.00 -

173
北京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600,000.00 -

174
北京光影华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425,329.50 -

175 上海凡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
诉讼中 8,510,982.51 -

176
北京朗思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131,000.00 -

177
北京朗思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50,711.00 -

178 安徽星盛影途影视传媒有限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4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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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司

179 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00,000.00 -

180
北京大渔世界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87,286.00 -

181
光锐恒宇（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69,494.93 -

182
光锐恒宇（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02,300.85 -

183
北京贝德灵顿公关顾问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90,000.00 -

184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59,626.50 -

185
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202,197.96 -

186
东阳奇树有鱼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183,103.22 -

187
异开（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000.00 -

188 辽宁万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03,857.00 -

189 超能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390,784.55 -

190
霍尔果斯顺心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975,54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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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北京畅达天下广告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2,000.00 -

192
北京影乐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04,189.00 -

193
北京云端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725,819.00 -

194
海南金盛信马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000,000.00 -

195
邵氏影视文化传播（北京）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22,635.00 -

196
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326,537.65 -

197 天津畅达广告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000.00 -

小计 74,943,402.67 0.00

维权类案件

198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未

来电视有限公司等多方原告

方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

维权案件 诉讼中 123,684,696.00 -

被起诉类案件总计 3,305,338,135.48 53,762,3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