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359               股票简称:*ST北讯              公告编号：2019-07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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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30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诉讼

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5）、《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51）、《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8）、《关于诉讼事项、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及资

产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及《关于诉讼事项、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近日，公司新增部分诉讼事项，现将有关情况及已披露

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诉讼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50000000 原告已撤诉 

2 
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原告已撤诉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3 
北京润银融新企

业管理中心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陈元明、邢建华 

陈岩、于茜茜 

513289394.44 
法院已立案

执行 

4 
浙江南都电源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珠海）有限公司 2263310 

法院调解结

案 

5 
浙江香溢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北讯电信（珠海）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42085069.44 
法院已立案

执行 

6 

欧力士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5488319.80 
法院已立案

执行 

7 
中远海运租赁有

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74196091.52 
法院已立案

执行 

8 

欧力士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河北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970930.78 
法院已立案

执行 

9 
欧力士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925757.00 

法院已立案

执行 



 

司 陈岩 

10 
兴铁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于茜茜 

211328676.00 法院已判决 

11 
国资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184570.29 
法院已立案

执行 

12 

欧力士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3542556.00 
法院已立案

执行 

 

二、新增诉讼情况：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

额

（元） 

受理法

院 
案情概述 

审理

阶段 

1 

深圳市维

尼斯亚科

技发展有

限公司 

 

广东北讯电 

信有限公司 

 

1173210

.00  

 

广州市

番禺区

人民法

院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

欠的工程款人民币11323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人民币4091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合同约定总

价的1%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

承担。 

 

法院

已受

理 

2 

深圳市金

源浩进出

口有限公

司 

北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527779

.78 

邹平市

人民法

院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代理

合同运输费及杂费合计362563.57美元，折合人

民币2436898.52元（汇率近照019年3月8日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对美元实时汇率1美元

=6.7213人民币计算）；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承 担 因 迟 延 支 付 产 生 的 利 息 （ 以 本 金

2436898.52元为基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18日起暂计至起诉日

法院

已受

理 



 

2019年3月15日止）为143660.18元。3、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支付已付款的迟延支付利息（被告

应于2017年12月18日支付完毕）合计47221.08

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及担保费等相关费用。5、上述1-3项请

求合计为2627779.78元 

3 
东莞信托

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

科技有限公

司           

陈岩                               

于茜茜 

2104179

79.48 

东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基于原告向法院的请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

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00.00元，利

息人民币10153526.50元，罚息人民币

264452.98元合计人民币210417979.48元。（以

上利息、罚息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不含当

日），后续以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0000.00元为基数,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

率、罚息利率计算至全部应付款项清偿之日); 

2、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及实现债权产

生的住宿费等费用由被告一承担；3、判令被告

二、三、四、五对前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

调解

结案 

 

三、南非仲裁案诉讼进展情况 

1、南非仲裁案基本情况 

2015年3月4日，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收到

Stonewall Resources Ltd.、Lloyd Dunbar Birrell、Donald Anthony Birrell、Jeanne 

Patricia Mcleod、 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 （以下合称“ 申请

人”）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送交的、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的仲裁通知。因公

司终止了有关收购 Stonewall Resources Ltd.控股的下属子公司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Stonewall矿业”）的《股份出售协议》，申请人向公司

求偿金额不少于1.1亿美元的赔偿。 

2016年9月1日，公司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发送的一份电子版的仲裁裁决书，公司认为

裁决书中存在书写和表述上的错误，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更正申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接受公司更正申请中的全部请求，对裁决书的有关表述进行了更正，并于2016年10月5日出

具了更正后的最终裁决书。 

2017年4月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17京04认港2 



 

号），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等申请人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上述仲裁裁决，赔付申请人人民币 113,858,962.02 元以及本案执行费用。 

 2017年7月2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4认港2

号），作出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5021号仲裁裁决的裁定。 

 2017年8月22日，公司控股股东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晋中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

告知书》和《立案决定书》（晋中公刑立字[2017]000091号）；2017年8月23日，公司收到

晋中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晋中公刑立字[2017]000091号）。

《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之规定，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石墙资源有限公司）一案，晋中市公安局认为符

合合同诈骗立案条件，立为合同诈骗案侦查。 

 2017年11月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京04执107

号），针对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石墙资源有限公司（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劳埃德·邓巴·伯雷尔（Lloyd Dunbar Birrell）、唐纳德·安东尼·伯雷尔

（Donald Anthony Birrell）、珍妮·帕特丽曼·麦克劳德（Jeanne Patricia Mcleod）、

雅凯资本合伙私人有限公司（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国内涉外仲

裁裁决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裁定：中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5021

号仲裁裁决的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2、南非仲裁案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4执恢21号》，针对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石墙资源有限公司（Stonewall Resources Ltd.）、劳埃

德·邓巴·伯雷尔（Lloyd Dunbar Birrell）、唐纳德·安东尼·伯雷尔（Donald Anthony 

Birrell）、珍妮·帕特丽曼·麦克劳德（Jeanne Patricia Mcleod）、雅凯资本合伙私人

有限公司（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国内涉外仲裁裁决一案，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晋中市公安局向其发送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恢复立案执行，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二、冻结、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三、查

封、冻结、扣押、扣留、提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

分的财产。四、以上冻结、划拨、查封、扣押、扣留、提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以人民币113858962元及至还清欠款或履行生效文书确定义务之日止的利

息和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为限。 



 

四、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积极主张公司权利, 

在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次诉讼事项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

行、经营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采取付息展期方式，

达成和解，并解冻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股权及相关资产，就相关到期债务共同制定偿还计

划或展期方案，消除债务逾期对公司的影响。截止目前，部分诉讼已达成和解或撤诉。 

针对南非仲裁案,公司已在2016年财务报表中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足额提取了

仲裁赔偿款1.1亿元，且公司控股股东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承担公司因本次仲裁所

带来的一切损失，因此本次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石墙资源有限公司）等申请人

的上述申请将不会对公司的股东权益造成负面影响。龙跃集团表示将尽快筹集资金积极履行

承诺。 

五、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事项外，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上述诉讼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融资事项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致。公司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进行的担保。公司将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19）京04执恢21号》等。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