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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8-185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补充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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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7 日披露《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补充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及部分重大仲裁案件后至今的诉讼、仲裁事

项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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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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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600,104.02 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

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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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2017 年 8 月 25 日、2018 年 4 月 25 日、8 月 7

日、8 月 27 日、10 月 8 日、11 月 1 日、11 月 9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涉及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3）、《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9、2018-067）、《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的补充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23、2018-179）、《涉及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3）、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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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披露主诉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 4.59 亿元人民币，被

诉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 86.69 亿元人民币。 

已披露主诉案件中，已结案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0.01 亿元，执行中（含

调解及判决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0.47 亿元（实际执行金额将以判决书

和调解书为准），在诉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4.10 亿元。 

已披露被诉案件中，已结案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21.31 亿元，申请执行

中（含调解及判决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6.10 亿元（实际执行金额将以

判决书和调解书为准），在诉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59.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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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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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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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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596,688 

2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80,014.4 

3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91,600 

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00,000 

5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11,200 

总计 7,57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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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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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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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688.76  

2 湖南博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132,480.00  

3 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发展有限公司 
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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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4,888.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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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6,200.00  

5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53,750.00  

6 北京弘润博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750,902.00  

7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50,000.00  

8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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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西藏乐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0,000.00  

10 东阳正午阳关影视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850,000.00  

11 壹线互动（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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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900.00  

12 北京润物升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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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10.80  

13 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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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信息技术（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5,665,020.00  

14 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872,693.00  

15 天津迪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40,700.00  

16 天津迪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00,000.00  

17 北京迪思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62,864.00  

18 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00,000.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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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0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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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035.00  

21 韩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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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812.00  

22 霍尔果斯希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86,308.00  

23 霍尔果斯希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555,12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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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中 7,209,431.00  

25 上海水木清圆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6,000,000.00  

26 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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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6,663,875.00  

小计 183,778,7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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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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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上海晶赞融宣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乐视

品牌营销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6,350,156.44  

28 宏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5,661,595.69  

29 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400,000.00  

30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746,830.00  

31 深圳市车夫网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25,606.98  

32 深圳市扬帆精密磨具有限公司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172,500.00  

小计 43,756,6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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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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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昆明顺方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82,337.00  

34 北京润物升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视云计算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1,853.6  

35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97,994.96  

36 北京云尚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37,934.00  

3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抚顺市分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736,034.48  

38 北京亿诺通数据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23,195.14  

小计 7,819,3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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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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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00,000.00  

40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70,000.00  

41 北京溢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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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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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海赏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211,033.67  

小计 3,245,287.67  

被起诉类案件总计 238,600,1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