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ST 金宇                      公告编号：2018-47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诉讼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

子公司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告知，其于 2018 年 8 月 2 日收到常州市天宁区人民

法院的《传票》，案号为（2018）苏 0402 民初 4020 号案件内容详见下文。经统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近 12 个月累计诉讼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675.66 万元（不含尚未明确的涉

案金额）。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2018）苏 0402 民初 4020 号 

1、各方当事人： 

原告：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案件事由： 

原告与被告 2017 年 3 月 22 日签订《青州 7.799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设备采购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一”），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电力设备用于项目建设，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

价款共计人民币 1,016,000 元。2017 年 3 月 22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汝南 20MWP 光伏项

目集成逆变站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电力设备用于项目

建设，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共计人民币 2,464,000 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

组织标的设备原材料的采购和生产分批将设备运抵合同约定地点。截止至原告起诉之日，合

同一已付 504,800 元，未付 511,200 元。合同二已付 739,200 元，未付 1,724,800 元，合计已

付 1,244,000 元，未付 2,236,000 元。被告曾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和 2018 年 6 月 1 日向原告

出具付款承诺函，但截止至原告起诉日并未兑现。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货款 2,236,000 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算至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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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为 178,496.02 元，具体详见附表；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诉讼判决情况 

本案已由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上述诉讼的发生，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根据连续十二个月

累计计算的原则，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1.1 条的标准，公司及控股公司

尚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事项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状态 

1 任红君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224,713.00 元 已审，待判决 

2 何晓琳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支付逾期转移登记违约金 358,359.768 元 已审，待判决 

3 付燕 金宇房产 逾期办证违约金案 支付违约金 13 万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 已审，待判决 

4 
蒋仕凤、

盛国先 
金宇房产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重审） 

为原告办理物业序号为 19 号和位于顺庆区延

安路 528 号的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共计约 110

㎡，如不能办证，以现有市场价值折价赔偿，

及违约金 10 万元  

已审，待判决 

5 李春/李琼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100,283 元 已审，待判决 

6 

建平县承

建彭润土

开发公司 

金宇房产 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10 万元 

已判决，判决结

果：金宇房产支

付 10 万元及利

息 

7 

四川标准

德安工程

管理有限

公司 

金宇房产 服务合同纠纷案 
1、服务费 3,406,176.87 元；2、暂定利息利息：

78,200.14 元 

一审已于上周

判决，公司正准

备提出上诉 

8 

成都经典

视线广告

传媒有限

公司南充

分公司 

诺亚方舟 广告合同纠纷案 支付广告费 124,000 元及违约金 3,400 元 已审理，判决 

9 林红 
金宇汽车

城 
债务纠纷 支付本金 207 万元及利息 未开庭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ST 金宇                      公告编号：2018-47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状态 

10 
王前/王彩

红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68,399.00 元  已开庭、未判决 

11 刘碧谦 金宇房产 租赁合同纠纷 50,000 元，租金 3,525 元 已开庭、未判决 

12 
王思颖/冉

龙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258,362.00 元  已开庭、未判决 

13 任宇 金宇房产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154,753.00 元  已开庭、未判决 

14 刘碧琼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10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15 刘碧清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10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16 王波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5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17 伍艺文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20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18 蒲怡橙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15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19 陈尔琴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35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20 张友科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30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21 陈淼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30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22 吴秀兰 金宇房产 债务纠纷 本金 15 万，月利率 1.3% 已开庭、未判决 

23 何良成 金宇房产 租赁合同纠纷 支付转让费 20 万元、违约金 2.4 万元 

已开庭，庭后调

解，由另一被告

进行支付 

24 

正信光电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一将“特变”逆变器更换为“科华”

逆变器并承担费用，共计 10 台；2，判令被告

一赔偿因提供的产品存在问题给原告造成的发

电量损失，发电量自 2016 年 11 月 23 日起统计

至 2017 年 12 月 2 日止，共计 6961 万千瓦时，

1 元/千瓦时计算，损失共计 696,100.00 元；3，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4，

由被告承担避难的全部诉讼费（含保全费）。 

未开庭 

25 

正信光电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一将“特变”逆变器更换为“科华”

逆变器并承担费用，共计 12 台；2，判令被告

一按10000元/日标准承担与其完成更换设备的

违约金自 2017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17 年 12 月

22 日时止，共计 2,520,000 元；3，判令被告一

赔偿因提供的产品存在问题给原告造成的发电

量损失，发电量自 2016 年 9 月 28 日起统计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止，共计 141.21 万千瓦时，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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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状态 

按 1 元/千瓦时计算，损失共计 1,412,100 元；4，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由

被告承担避难的全部诉讼费（含保全费）。 

26 

合肥索维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被反诉

人）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6,892,000 元；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中止 

27 程永德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6年 3月至 2017

年 3 月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的薪酬 90 万元(公

司副总裁年薪标准 90 万元)；2，请求被申请人

支付申请人赔偿金 18,986 元；3，请求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在公司工作期间代为垫付费用

30,000 元。 

已开庭、未判决 

28 

思源清能

电气电子

有限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58,000 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1,892 元（暂算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应算至被

告世纪付款款项时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8.8.1 收到

传票 

29 

常州易翔

机械有限

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177,436 元并支付利

息（详见清单）；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 

2018.8.1 收到

传票，8.21 已开

庭，目前原被告

已签订《和解协

议》 

30 

江苏东峰

电缆有限

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2,481,425.4 元和该

款自 2016年 10月 15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1.5 倍计算的利息）；2、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2018.8.1 收到

传票，8.22 已开

庭 

31 

海南金盘

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智临电气 买卖合同纠纷案 

1、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货款 2,236,000；2、判

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违约金和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暂算至 2018 年 7 月 18 日为

178,496.02 元，具体详见附表；3、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8.8.2 传票，

8.22 已开庭，未

判决 

公司累计十二月诉讼、仲裁事项合计：2,675.6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7 年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7.81%。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次诉讼案件中，除成都经典视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外（涉诉金额 12.74 万元），其余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取得最终判决，公司对最终需要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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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不确定。公司上述各项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将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传票（2018）苏 0402 民初 4020 号 

2、民事起诉状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