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ST 网力        公告编号：2021-092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1年 8月 31日起新增诉讼、仲

裁、劳动争议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2891.46万元（不含尚未明确的涉案金额，以及

前期已履行披露义务的案件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涉案   

日期 
起诉方 被诉方 案由 涉诉金额(元) 

诉讼（仲

裁）阶段 

1 
截至目

前 
投资者 

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

陈述纠纷 
13,843,060.21 

一审阶段，

尚未开庭

审理 

2 
2021年 8

月 30日 

山西启行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310,000.00 

仲裁阶段，

尚未开庭

审理 

3 
2021年 8

月 30日 

北京瑞科

汇通 

天津蓝波科技、第

三人东方网力朝

阳分公司 

合同纠纷 270,000.00 

一审阶段，

尚未开庭

审理 

4 
2021年 9

月 13日 

云南亘新

科技有限

公司 

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6,526,828.00 

仲裁阶段，

尚未开庭

审理 

5 
截至目

前 

王萍等 66

人 

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6,925,737.18 

劳动仲裁

阶段，待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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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截至目

前 

李琳等 2

人 

东方网力（苏州）

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 

劳动争议

纠纷 
39,020.02 

劳动仲裁

阶段，待裁

决 

合

计 
    28,914,645.41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时，除记载于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第六节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半年报 P59-69〕，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涉诉情况详见附件一。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

定。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24日 

 

 

 

 

 

 

 

 



 

 

附件一：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日期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仲裁)

进展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深圳慧科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慧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刘

光、东方网力合同纠纷案

（2019）京 03 民初 568 

号 

2019/12/11 6,767.92 

一审

结束，

深圳

慧科

已上

诉 

2021/1/25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暨诉

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东方网力（苏州）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2020)京 

02 执 101 号 

2020/1/10 20,000 
未执

行 
2020/4/2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自查涉及违规担

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21-006） 

香港正荣节能投资有限

公司诉东方网力（香港）

有限公司、邹洋、东方网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

福特有限公司一案（案

号：HCA1122/2021） 

2021/7/28 8,426 

尚未

开庭

审理 

2021/7/29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钟寺支行诉动力盈科

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2021）

京 0108 民初 25993 号 

2021/6/7 2,087.16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安徽新华博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诉东方网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2021）皖 01 民

初 917 号 

2021/4/6 2,178.63 一审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太平庄支行诉东方网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案（2021）京 04

民初 338 号 

2021/3/10 15,638.20 

一审

审理

中 

2021/3/11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3）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诉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双榆树支行合同

纠纷 

2021/4/27 15,108.74 

一审

审理

中 

2021/4/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收到北京金融法院《受理案

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1-042） 

小油菜（北京）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诉北京红嘉福

科技有限公司、刘光、东

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案（2021）京

0105 民初 38882 号 

2021/6/3 1,485.05 

驳回

起诉，

小油

菜提

出上

诉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日期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仲裁)

进展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新疆森讯通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诉东方网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2021）京仲案字第 

2290 号 

2021/5/26 704.98 

仲裁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庄支行诉东方网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案（2021）京 0108 

民初 26483 号 

2021/6/7 500.54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钟寺支行诉广州嘉崎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方

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2021）京 

0108 民初 26485 号 

2021/6/7 1,043.47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诉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1）粤 0304 民初

35840 号 

2021/7/21 380 

一审

审理

中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池州市分公司诉东

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案（2021）皖

1702 民初 4489 号 

2021/2/22 97.53 

一审

结束，

公司

已上

诉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华博胜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诉东方网力（苏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2021）皖 01 民

初 71 号 

2021/4/7 360 
一审

结案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山西科准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诉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1）京 0108民初 8106

号 

2021/4/15 142.82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池州分公司诉东方网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2021）皖 1702 民

初 2382 号 

2021/5/7 148.42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投资者诉东方网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

陈述纠纷（127 件，其中

3 件为近日新增） 

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5,843.22 

一审

审理

中 

2021/6/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48）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诉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0 京 0108 民初 18012

号 

2020/12/30 63.43 
一审

结案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日期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仲裁)

进展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

有限公司池州分公司诉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2020）

皖 1702 民初 8587 号 

2020/11/25 346.32 
一审

结案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山西启行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诉东方网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0）晋仲字第 55 号 

2020/12/14 230 

仲裁

审理

中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东方

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2021）京

0108 民初 9117 号 

2020/11/17 75.03 

一审

审理

中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智慧湘西领导小组办公

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诉东

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案（2020）湘

3101 民初 2709 号 

2020/11/23 578.47 

二审

审理

中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武汉盛天辰系统有限公

司诉东方网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刘光合同纠纷

（2019）鄂 0106 民初

19055 号 

2019/11/11 1,552.84 

一审

审理

中 

2021/6/2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年度报告》 

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东方网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2020）京 0105 民初

52481 号 

2020/7/21 55.09 

一审

审理

中 

2021/8/30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