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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诉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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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具体事项概述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程股份”）指派的律师团队于近期相继搜集到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郑州仲裁委员会、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等裁决机构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涉诉事项的诉讼材料。 

以下 10项涉诉事项均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机关 事由 诉讼请求 

1 

深圳市益安

保理有限公

司 

(1)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2)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

市人民法院 

票据追索

权纠纷 

(1)判令四被告连带给付原告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1720 万元及利

息人民币 105995.00 元，电子证据固话费用 1000元、邮寄费人

民币 40 元；（2）；判令被告二、三、四连带给付原告逾期利息



(3)夏建统 

(4)高翔  

人民币 438600 元；（3）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差旅

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2 蔡来寅 

（1）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2）夏建统 

（3）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4）睿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

纠纷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 3700万元及其利息；（2）

判令其他被告为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3 李恬静 

黄杰 

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睿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夏建军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统 

 

郑州仲裁委

员会 

借款合同

纠纷 

（1）依法裁定被申请人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偿

还借款本金 6000万元并支付利息 600万元，共计 6600万元；（2）

依法裁定被申请人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支付罚

息；（3）依法裁定被申请人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睿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夏建统、夏建军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4）依法裁定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实现债的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4 

杭州力卓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 

（1）夏建军 

（2）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市拱墅

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

纠纷 

（1）判令被告一夏建军立即归还原告杭州力卓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 20000000 元，利息 3182466 元；（2）判令被告二睿

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3）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5 湖州四信投 （1）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 借款合同 （1）判令被告一、二、三、四、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1600 万元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3）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4）夏建统 

（5）夏建军 

（6）申劼佶 

区人民法院 纠纷 整，并支付利息 604500 元及违约金暂计 2024750 元，暂合计

18629250 元。（2）判令其他被告对被告一、二、三、四需向原

告偿还的上述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支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

由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6 刘韬 

（1）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2）夏建军 

（3）夏建统 

（4）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5）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

纠纷 

（1）判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本金 1240 万元，利息 272800 元；

（2）判令被告承担自 2018 年 8 月 22日起至实现清偿日止资金

占用利息；（3）判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支出律师费用 35 万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7 吴根良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统 

夏建军 

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李林波 

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

纠纷 

根据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原告与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

夏建军等签订《借款暨担保合同》，原告实际向秦商体育提供借

款本金 1,000 万元，借款期限 30 天，本公司、夏建统、夏建军、

锦州恒越等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李林波出具保证函

为上述《借款暨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原告起诉要求秦商体育归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并按



年利率 24%计算自 2018 年 4 月 6 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止的利息；

要求秦商体育承担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担保费、诉讼费、财

产保全费等；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 年 8 月 20

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浙 0109 民初 10474号

《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进行调解，秦商体育可以

分三期归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起至实

际付款日止按 2%计算的利息，赔付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责任

保险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合计 19.54 万元。后

秦商体育未按调解书确认的时间足额支付相应款项，原告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 1 月 29 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根

据（2018）浙 0109 民初 10474 号民事调解书，扣划本公司银行

存款 741.95万元。截止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已向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中。本公司已

确认预计负债 741.95 万元。 

 

8 

正奇国际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统 

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 
票据纠纷 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已撤回执行 

9 
江苏恒东商

贸有限公司 

（1）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常熟市人民

法院 

公司控股

股东杭州

（1）判令被告一归还本金 4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 998.137 万

元；（2）判令原告对被告一质押给原告的公司 1200 万股的股权



（2）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3）夏建统 

秦商体育

文化有限

公司股权

质押借款

纠纷 

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其他被告对被告一的上述所有欠款

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等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10 

杭州市中小

商贸流通企

业服务有限

公司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统 

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公司控股

股东杭州

秦商体育

文化有限

公司股权

质押借款

纠纷 

根据原告的《民事起诉书》，原告与秦商体育签订《借款合同》，

原告向秦商体育提供借款本金 1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9 日至 2018 年 2月 7 日。同时秦商体育与原告签订《质

押合同》，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3,550万股股票提供质押担保；本

公司和夏建统等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告起诉要求秦商体育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按千分之一点五

的日息支付至实际还款日）、一审律师代理费；要求原告对秦商

体育股票质权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借款本金、利息

和一审律师代理费范围内优先受偿；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要求被告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2018 年 8 月 14 日，原告

与秦商体育、本公司等签订《和解协议书》，各方同意并确认，

截止 2018 年 8 月 14 日，秦商体育欠原告借款本金 19,000 万元

及利息 1,711.56 万元（此后至股票实际交易日或实际偿付之日

止的利息按月息 2%标准据实另计）；秦商体育承担原告已发生的

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合计 464.10 万元；秦商体育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 3,550 万股股票以协议转让的方式按股份转让

协议书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本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收盘价的

90%转让至原告指定的第三人；秦商体育转让质押股票可得的款

项优先偿还/折抵欠付的利息、费用，余款再用于偿还/折抵尚

欠的借款本金；本公司、夏建统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李明、秦商集团、艾斯弧追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9 年

3 月，秦商体育持有的本公司 3,550 万股股票通过强制执行的

集中竞价方式和司法划转方式被动减持。 

注：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诉涉诉事项中除吴根良案件已造成公司银行资金被划扣外，其他涉诉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

诉，相关涉诉案件如有后续判决结果，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正在聘请专业律师积极自查，是否还存在其他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事项及

涉诉案件，后续一经查实，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公司涉诉事项明细及涉诉金额 



诉讼原告 诉讼金额（单位：元） 

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80,000,000.00 

蔡来寅 37,000,000.00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 17,745,635.00 

李恬静 66,000,000.00 

湖州四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29,250.00 

杭州力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3,202,466.00 

刘韬 12,672,800.00 

吴根良 7,419,263.00 

江苏恒东商贸有限公司     55,000,000.00  

合计  317,669,414.00  

上述涉诉事项本期利润影响金额约 2.63 亿元，相关涉诉案件款项已被划扣或案件正在诉讼审理阶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

则的判断，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计提 262,669,414.00 元预计负债，将减少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2,669,414.00 元。 

后续，公司将根据与涉诉各方的沟通协商以及法院审理等相关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