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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及相关进展的公告 

 

 

 

 

 

一、重大诉讼概况 

（一）被告基本情况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比克”）成立于 2005 年，总部

位于广东深圳，母公司为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比克电池”）。郑

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郑州比克”）成立于 2013 年，注册地位于河南郑

州，是深圳比克的子公司。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

和销售。李向前先生是深圳比克、郑州比克以及比克电池的实际控制人。 

（二）合同纠纷情况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当升科技”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苏当升”）在与深圳比克、郑州

比克购销合作过程中，根据行业以及双方交易习惯，账款实行滚动账期方式支付。

2019 年以来，公司在双方合作过程当中发现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开始出现拖延

支付货款的情况，公司虽然通过控制发货、上门催收、发送催款函、律师函等多

种方式回收了 24,395.64 万元账款，但仍有部分货款未得到及时支付。为保护公

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及时追讨所欠款项，公司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货款以及逾期利息。 

（三）案件诉讼进程 

1、当升科技诉讼进程 

时间 诉讼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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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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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月 19 日 

当升科技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二中院”）起诉深

圳比克、郑州比克、李向前，要求三名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货款以

及逾期利息。 

2019 年 9月 2 日 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9 年 9月 15 日 
当升科技向北京二中院申请追加深圳比克母公司比克电池为共同被

告。 

2019 年 9月 19 日 
北京二中院向当升科技送达《通知书》，确定追加深圳比克母公司比

克电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2019 年 9月 20 日 北京二中院作出裁定，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2019 年 10月 16 日 
北京二中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了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管辖权异

议申请。 

2019 年 10月 28 日 
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就北京二中院作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向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019 年 10月 29 日 北京二中院对郑州比克的生产线现场进行查封。 

 

2、江苏当升诉讼进程 

时间 诉讼进程 

2019 年 9月 18 日 

江苏当升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通中院”）起诉深圳比克、

郑州比克、李向前，要求三名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货款以及逾期利

息。 

2019 年 9月 29 日 
南通中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财产采取保全

措施。 

2019 年 10月 10 日 南通中院依照裁定现场对郑州比克的财产执行查封措施。 

2019 年 10月 18 日 南通中院依照裁定现场对深圳比克财产执行查封措施。 

2019 年 10月 25 日 

南通中院向江苏当升、深圳比克、郑州比克、李向前送达开庭《传

票》，定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开庭审理本案。但因深圳比克、郑州

比克在举证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新的开庭日期另行确定。 

 

二、案件受理情况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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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升科技诉讼事项 

1、受理机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当升科技 

被告一：深圳比克 

被告二：郑州比克 

被告三：比克电池 

被告四：李向前 

3、有关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在与被告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在购销合作过程中，根据行业以及双方交

易习惯，账款实行滚动账期方式支付。2019 年以来，原告发现被告深圳比克、

郑州比克开始出现拖延支付货款的情况，双方就还款事项进行多次磋商，商讨解

决方案。被告对欠款事实和欠款金额没有异议，并多次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保证

所欠货款问题的及时妥善解决。双方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后，被告仍然没有按照

约定偿还原告逾期款项，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4、诉讼请求 

（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货款以及逾期利息共计

145,319,867.32 元。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江苏当升诉讼事项 

1、受理机构：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江苏当升 

被告一：深圳比克 

被告二：郑州比克 

被告三：李向前 

3、有关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在与被告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在购销合作过程中，根据行业以及双方交

易习惯，账款实行滚动账期方式支付。2019 年以来，原告发现被告深圳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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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比克开始出现拖延支付货款的情况，双方就还款事项进行多次磋商，商讨解

决方案。被告对欠款事实和欠款金额没有异议，并多次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保证

所欠货款问题的及时妥善解决。双方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后，被告仍然没有按照

约定偿还原告逾期款项，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4、诉讼请求 

（ 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货款以及逾期利息共计

261,403,300.07 元。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判决情况 

由于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尚未得到有关法院最终裁定，上述案件最终的开

庭时间尚未确定。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常州当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小额诉讼及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子公司中鼎高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 

（万元） 
案件进展 

曾文平 
北京中鼎高科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54.76 

原告于 2019 年 7 月 2 日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仲裁裁决后，原告于

2019 年 8月 29 日起诉，本案一审

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开庭。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虽然公司已

取得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债务担保协议》，已取得与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共同签署《保证合同》，已对深

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 2,934.56 万元。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当升科技对实施诉中保全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全部生产线的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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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及诉中财

产保全措施的有效性和可实现性等综合因素，判断坏账计提准备是否充分。具体

影响金额尚需评估机构、审计机构审定之后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措施 

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逾期后，公司立即采取了包括控制发货、上

门催收、发送催款函、律师函、起诉等在内的诸多措施进行催收，两家公司也积

极履行偿还义务，持续偿还公司欠款。2019 年以来，公司已陆续收回比克应收

账款 24,395.64 万元。同时，公司已对深圳比克 10 条生产线、郑州比克 13条生

产线等包括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 23 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

江苏当升和公司分别是第一和第二顺位保全人。 

期间，比克实控人一直积极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商谈，希望与公司达成和解并

撤诉，逐步偿还欠款，且对方为显示出充分的诚意，也在尽全力想方设法进行还

款。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达成最新回款方案，并将继

续寻求一切可行方案，促使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按最新的回款计划回款。公司近

期将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已实施保全的全部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并将进一步加快

推进与比克的诉讼工作，切实保障公司的债权，维护股东的利益。 

 

七、其他有关说明 

原告向法院申请司法保全后至法院现场查封需要一定周期，为充分维护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公司及江苏当升能作为上述保全资产的第一顺位查封

人并获得执行优先权。此外，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尚待法院最终裁决。鉴于上

述重大未决事项赖以披露的客观事实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计划待上述事

项确定后，对相关诉讼情况进行披露。 

2019 年 11 月 6 日，资本市场出现对比克债务逾期问题的高度关注，为及时

回应市场关切，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当日决定立即披露与深圳比克、

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详细情况，并于 11 月 7 日收盘后披露了《公司关于应收账

款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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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 

2、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 

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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