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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归还借款本金 170,000,000 元，利息 5,602,028.15 元（暂

计算至 2021 年 3月 25 日）并支付自 2021 年 3月 26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案件尚未有诉讼结果，目前无法预

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本次诉讼可能对公司业务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博雅立

方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喀什云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2021）苏 05

民初 707 号】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提交给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民事诉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时代广场 23 幢 

负责人：曹亮 

被告一：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安宁路富华小区 A7（7-8 层） 

法定代表人：厉群南 

被告二：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铭 

被告三：陈建铭 

住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被告四：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 88 号 6 幢 3 楼 A 区 3053 室 

法定代表人：邓远辉 

被告五：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青路 51 号慎昌大厦 5 层 5324 室 

法定代表人：张彦妮 

被告六：喀什云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 9 层

9026 室 

法定代表人：厉群南 

（二）诉讼请求内容： 

1、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70,000,000 元，利息 5,602,028.15

元（暂计算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并支付原告自 2021 年 3 月 26 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2.5%计算的

罚息、复利； 

2、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500,000 元； 

3、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为被告一上述第一、第二项所涉及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若被告一未能如期足额清偿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则原告有权以被告

一质押给原告的上海市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 100%）

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若被告一未能如期足额清偿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则原告有权对《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 - 变更登记》（登记证明编号：

07296921000863912312）登记质押的被告六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 2019 年签署的《微博与云逸合作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被告六与浙江千橡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术服务协议》项下的应收账

款、被告六与极信盛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术服务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行使质押权利，优先受偿； 

6、若被告一未能如期足额清偿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则原告有权对《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 - 变更登记》（登记证明编号：

07297245000863931573）登记质押的被告四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 2019 年签署的《微博与云克（天气通 IOS）合作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行使

质押权利，优先受偿； 

7、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

被告六承担。 

（三）事实和理由 

1、借款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签订及原告放款 

（1）编号为 2017 苏（姑苏）并购字第 001 号《并购贷款借款合同》 

2017 年被告一为并购上海市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原告申请 

贷款。2017 年 12 月 21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并购贷款借款合同》一份，编

号：2017 苏（姑苏）并购字第 001 号。 

上述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 2.5125 亿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止。合同项下的合同贷款利率为 6.4125%（即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且在本合同签订日适用三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5%）。 

借款合同 6.4 款约定被告一对原告到期应付而未付的借款本金，自逾期之日

按合同贷款利率上浮 50%计收逾期罚息，对被告一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和罚息，

按逾期利率按月计收复利，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逐月累算。 

借款合同 6.6 款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上述基准利率,



则本合同项下的合同利率自动在新的基准利率基础上按照合同第 6.1 款约定的浮

动比例浮动。 

借款合同第 22 条约定：因被告一违约致使原告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额,

被告一应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担保权

利的费用。 

借款合同约定的被告一偿还借款的时间及金额为：2018 年 12 月 22 日归还

5000 万元，2019 年 12 月 22 日归还 1 亿元，2020 年 12 月 22 日归还 1.0125 亿元。 

协议签订后，被告一根据其支付并购款进度的需要，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岀具《支付申请书》，向原告申请借款 1.75 亿元，原告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

放贷款，被告一出具单位借款凭证一份。被告一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支付

申请书》，向原告申请借款 0.7625 亿元，原告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发放贷款，被

告一出具单位借款凭证一份。 

（2）编号为 2017 年苏（姑苏）保证字第 001 号《保证合同》 

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告二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7 年苏（姑

苏）保证字第 001 号。被告二为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并购贷款借款合同》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编号为 2017 年苏（姑苏）担保字第 001 号《担保合同》 

2017 年 12 月 22 日，被告三与原告签订《担保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7 年

苏（姑苏）担保字第 001 号。被告三为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并购贷款借款

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和其他应

付款项。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担保期

间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4）编号为 2017 年苏（姑苏）质字第 001 号《质押合同》 

2017 年 12 月 22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质押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7 年



苏（姑苏）质字第 001 号。被告一为确保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 2017 苏（姑

苏）并购字第 001 号《并购贷款借款合同》的履行，被告一将上海云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全部 100 万元股权质押给原告。质押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

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实现担保

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 

2018 年 1月 11 日,于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上海云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00 万元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出质人为被告一，质权人为原告。 

（5）编号为 2018 年苏（姑苏）保字第 00001 号《保证合同》 

2018 年 11 月 20 日,被告四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8 年苏

（姑苏）保字第 00001 号。被告四为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并购贷款借款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编号为 2018 年苏（姑苏）保字第 00002 号《保证合同》 

2018 年 11 月 20 日，被告五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8 年

苏（姑苏）保字第 00002 号。被告五为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并购贷款借款

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借款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的展期 

（1）编号为 2019 年苏（企七）借变字第 0001 号《借款变更协议》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借款变更协议》一份，编号：2019

苏（企七）借变字第 001 号。上述借款变更协议中还款方案变更为：2019 年 12

月 25 日归还 1000 万元，2020 年 1-9 月，每月归还 1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5

日归还 1.0125 亿元。 

（2）编号为 2019 年苏（企七）最高质字第 1217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六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9

年苏（企七）最高质字第 1217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为确保 2017 年苏（姑苏）

并购字第 001 号《并购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被告六同意为主合同项

下发生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 2.5125 亿元。质

押财产见应收账款质押清单。质押担保范围为：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最高主债权

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执行费、

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

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合理费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六签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一份，编

号为 2019 年苏（企七）应收质字第 0002 号。约定被告六同意将被告六与微梦创

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微博与云逸合作协议》项下的应

收账款、被告六与浙江千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

术服务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被告六与极信盛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术服务协议》项下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原告。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变

更登记》，编号为 07296921000863912312。登记的出质人为被告六，质权人为原

告。质押财产描述为：1、质押人将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微博与云逸合作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给质权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确认应收账款金额为 6061077.82 元。2、质押人将与浙江千橡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术服务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全

部质押给质权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确认应收账款为 16474800.87。3、质

押人将与极信盛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签署的《移动端/PC 端技

术服务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给质权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确认

应收账款金额为 14093342 元。 

（3）编号为 2019 年苏（企七）最高质字第 1218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四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编号为 2019 

年苏（企七）最高质字第 1218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为确保 2017 年苏（姑苏） 



并购字第 001 号《并购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被告四同意为主合同项

下发生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 2.5125 亿元。质 押

财产见应收账款质押清单。质押担保范围为：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最高主债权 本

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实现 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执行费、 保

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 

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合理费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四签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一份，编 号

为 2019 年苏（企七）应收质字第 0001 号。约定被告四同意将编号为 2019070199 

《微博与云克（天气通 IOS）合作协议》项下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原告。 

2019 年 12 月 24 日原告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

始登记》，编号为 07297245000863931573。登记的出质人为被告四，质权人为原

告。质押财产描述为：质押人将与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微

博与云克（天气通 iOS）合作协议》项下的所有应收账款质押给质权人。截止 2019

年 12 月 24 日确定应收账款金额微 1178986.94。 

（4）编号为 2020 年苏（企七）借变字第 0004 号借款变更协议 

2020 年 12 月 25 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

被告六签订借款变更协议一份，编号：2020 年苏（企七）借变字第 0004 号，约

定 2017 年苏（姑苏）并购字第 001 号《并购贷款借款合同》还款方案变更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归还全部剩余本金人民币 1.7 亿元，计算方式变更为利随本清。被

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同意继续履行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的约

定，对借款合同和借款变更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3、借款到期 

上述借款到期前，原告委托律师发函，督促被告一履行还款义务，并将律师

函抄送其他被告。但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借款到期后，被告一未履行还款义务。

为维护原告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次诉讼尚未有结果，目前无法预计对本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本

次诉讼可能对公司业务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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