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528        证券简称：幸福蓝海          公告编号：2019-042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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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幸福蓝海”或

“原告”）因与傅晓阳等十七名被告存在合同纠纷，于近期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提起了诉讼申请及诉讼财产保全，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案件编号

（2019）苏 01民初 1610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

苏 01 民初 1610 号），南京中院已于 2019 年 6 月 3 日正式受理本案，并于 2019

年 6月 4日起裁定冻结被告名下与诉讼请求金额对应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

相应价值的财产。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号 28幢 

法定代表人：蒋小平 

被告： 

编号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 

被告一 傅晓阳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92号 25-1  

被告二 白云蕊 重庆市合川市交通街 593 号  

被告三 
霍尔果斯瑞嘉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新疆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亚欧

路商贸中心三楼 30365号 
傅晓阳 

被告四 王志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3401 
 

被告五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 张东 



有限公司 西井路 3 号 2 号楼 268 房间 

被告六 
上海芳秦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 2801-2809 号

5 幢 3 层 H区 317 室 

上海芳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七 
北京永安财富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官庄大队唐家

坟村 11 幢 2层 1125 
刘硕 

被告八 
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 258 号一层

A1175 室 

上海君熠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被告九 

深圳市君丰华益新兴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发

路 8 号金融基地 1 栋 7C-22 

君丰资本（平

潭）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被告十 
北京永安新兴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官庄大队唐家

坟村 11 幢 2层 1129 

北京永安财富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被告十一 
莱芜中泰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山东省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邢家峪村

北雪野生态软件园内 

鲁证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被告十二 
苏州瑞牛四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市苏州工业区通园路 368 号大

森商务楼 516A 室 
陈锐强 

被告十三 

深圳市前海德润富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新

余富江一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

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室 
王惠昌 

被告十四 

河南国君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原郑州国君

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9 号出

版大厦七楼连廊 
杨冬 

被告十五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原郑州国君源禾小微

企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合伙人】 

郑州市嵩山南路 1 号 梁嵩巍 

被告十六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郑州国君源禾小微

企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合伙人】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红松路

252 号 

费战波 

 

被告十七 

宁波恒升泰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原郑州国君

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

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源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 室 A 区 E0332 
霍军超 



合伙人】 

2、诉讼案由及起因 

2017 年 11 月 20 日，原告与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笛女传媒”）各股权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 7.2 亿元收购笛女

传媒 80%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80%股权的公告》（2017-064）。 

依据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 年 12 月 7 日笛女传媒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2017 年 12 月 8 日，原告向各股权出让方支付首期 50%交易款，共

计 3.6 亿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进展公告》（2017-069）。 

2018 年底，原告在督促笛女传媒清理追讨应收账款时，发现应收账款有不

实现象。后经原告全面核查发现笛女传媒及其原实际控制人在收购重组过程中存

在提供虚假材料、投资业务与账面记载严重不实情形，造成笛女传媒应收款项等

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产生差异。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及原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综上，原告与笛女传媒各股权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告一、二、

三故意隐瞒并未向原告真实、完整、准确的披露笛女传媒的实际经营情况，使得

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依

法有权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前述欺诈行为

给原告及原告全体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保留进一步收集和提交证

据、变更上述诉讼请求或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以及申请诉讼索赔的权利。 

3、诉讼请求 

（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一至被告十二及新余富江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郑州国君源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2）判令全体被告向原告返还已收到的股权转让金及利息合计 38,286.789

万元，具体如下： 

编号 股权转让金（万元） 利息（元） 



被告一 11,566.54255 7,347,289.65 

被告二 435.6623 276,741.05 

被告三 11,457.04515 727,7734.80 

被告四 699.25 444,177.01 

被告五 3,231.125 2,052,472.57 

被告六 2,029.75 1,289,336.13 

被告七 1,014.875 644,668.06 

被告八 507.5 322,373.73 

被告九 507.5 322,373.73 

被告十 507.5 322,373.73 

被告十一 507.5 322,373.73 

被告十二 507.5 322,373.73 

被告十三 406 257,898.99 

被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2,622.25 1,665,703.49 

合计 3,6000 22,867,890.40 

注释： 

a.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按各被告未返还股权转让金为基数，以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 4.35%计算，计息期间自 2017年 12月 8日起算至全部返还之日止，上

表利息金额系算至 2019年 5月 25 日。 

b.被告十三向原告返还原新余富江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收

到的股权转让金及利息。 

c.被告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共同向原告返还原郑州国君源禾小微企业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收到的股权转让金及利息。 

    （3）判令被告一、二、三分别对其收取股权转让金以外原告支付的股权转

让金返还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被告一至被告十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

费。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9 件

（详见附表），涉及金额共计 7334.5 万元,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 

2、除上述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公告的重大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确定诉

讼结果，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将积极参加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3、《民事诉状》。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6日 

 



附表 尚未披露的其他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编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件基本情况 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 立案时间 
标的 

(万元) 

1 

（2019）沪 

0117 民初 

6285 号 

上海金艺华都影视 

投资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笛女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双方就电视剧《娘亲舅大》签订《合

作制作电视剧投资合同》的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300 万元；2、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 2017年 12月 11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止的相应利息；3、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 2018年 12月 11日起至实际返还借款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律师费 10 万元。 

将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开庭。 
2019.4.16 355 

2 

（2019）豫 

01 知民初 

315 号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电视台 

双方于 2015 年 6 月 1 日签订《于无声

处》的《河南电视台节目播映权购买

合同书》的播映权许可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节目费用 680 万元及

延期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2019 年 4 月向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立案，等待开庭

审理。 

2019.4.28 786 

3 

（2019）沪 

0117 民初 

8161 号 

上海华誉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笛女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贵州笛女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电视剧《星火云雾街》的《合作制作

电视剧投资合同》的合同纠纷。 

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315 万元；

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相应逾期还款利息。 

2019年 6月 18日开

庭。 
2019.5.14 330 

4 

（2019）辽 

01 民初 

688 号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双方于 2014 年 1 月签订《黎明前的抉

择》的《电视剧播映权许可合同书》

的播映权许可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节目费用 782.52 万

元及延期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 

2019年 5月 15日于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 

2019.5.15 950 

5 

（2019）津 

仲字第 

0472 号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视卫星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 2011 年 12 月 30 日签订《精忠岳

飞》的《电视剧播映权许可合同书》

的播映权许可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节目费用 691.26 万

元及延期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 

2019 年 6 月 3 日天

津仲裁委立案。 
2019.6.3 780 



6 

（2019）京 

0105 民初 

28656 号 

文汇津川（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笛女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傅晓阳；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笛女与原告就电视剧《回家的路有多

远》央视发行代理费用的合同纠纷。 

1、笛女和幸福蓝海将央视回款中 1566 万元

支付给原告；2、笛女和幸福蓝海承担相应利

息；3、笛女和傅晓阳承担律师费 48 万元；4、

傅晓阳对上述诉求承担连带责任；5、三被告

承担诉讼费。 

2019年 5月 24日收

到传票。将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在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开庭。 

2019.5.24 1655.5 

7 

（2019）京 

0105 民初 

41608 号 

云文（北京）影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笛女影视传媒 

（上海）有限公司 

双方关于《电视剧<姐妹姐妹>联合投

资合同书》、《电视剧<姐妹姐妹>联合

投资合同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纠纷。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

320 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相应利息；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 241063.84 元；4、请求判令原告为本

案实际支付的律师费由被告承担；5、请求判

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

担。 

将于 2019年 6月 13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开庭。 

2019 年 5 月 520 

8 

（2019）朝 

预民字 

第 33027号 

云文（北京）影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笛女影视传媒 

（上海）有限公司 

双方《电视剧<突击再突击>联合投资

合同》的合同和纠纷。 

1、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 1500 万元；2、

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期内固定收益人民币

234.863 万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

民币 167 万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后资

金占用期间相应利息；5、请求判令原告为本

案实际支付的律师费由被告承担；6、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将于 2019年 7月 10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开庭。 

2019 年 5 月 1950 

9  朱嘉强 
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 

双方签署《聘用协议》的劳务合同纠

纷。 

1、判决被告支付 2018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聘用报酬人民币 80000 元；2、判决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2019年 6月 12日法

院组织调解。 
2019 年 5 月 8 

涉案标的金额小计 73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