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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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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4.36 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

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

处置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 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近期，由于公司出现的阶段性流动性紧张及债务风险，部分金融机构及合作

方向公司提起了诉讼，本次新增诉讼涉案金额合计 4.36 亿元，案件的具体情况详

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鉴于

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但若法院

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本公司将对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表：蓝光发展重大诉讼基本情况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请求内容 
收到起诉

状的时间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案件进

展情况 

1 
浙商中拓集团(重

庆)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人） 

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4919545.21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因迟延支付货款以及未支付货款而

产生的违约金（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止违约金为

2769939.99 元)。 

3、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2022.06.17 1768.95 

成都市锦

江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2 
江苏亨通电力电

缆有限公司 

成都淦升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4066235.02 元； 

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逾期利息； 

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22.06.15 1406.62 

成都市金

牛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3 
恩平市景业陶瓷

有限公司 

成都合源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成都和骏投资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含质保金）共

计 23131899.3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3131899.32

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 

2、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应向原告承担的前述全

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2022.06.17 2313.19 

成都市金

牛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4 

重庆两江新区科

易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

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宇晟置业有限公司 

票据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

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票据款 4000 万元，并以 4000 万

元为本金，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向原告支付利息： 

2、判令被告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4000

万元为本金，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至清偿之日

止按照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判令被告重庆宇晟置业有限公司对第 1 项诉求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险费）、诉讼

保全费由上述所有被告承担 

2022.06.17 4000 

重庆市涪

陵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5 

中建蓉成建材成

都有限公司煎茶

分公司 

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宝鸡坤锦置业有

限公司、宝鸡锟鸿置业有

限公司、西安和骏置业有

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

业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合同

纠纷 

判令被告一至被告六向原告支付票据款 1050 万元及

利息 53958.33 元；判令六被告连带承担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以上合计 10655958.33 元。 

2022.06.10 1065.60 

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

民法院 

一审待

开庭 



6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提前兑付“20 蓝光 04”

债券本金人民币 1 亿元： 

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兑付“20 蓝光 04”债券

2021 年 7 月 31 日到期利息人民币 700 万元： 

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 1 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

向原告支付“20蓝光 04”债券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至本

金兑付日逾期利息 488.06 万元（暂计至 2022 年 4 月

8 日）； 

四、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到期利息 700 万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至本金

兑付日逾期支付利息违约金 35.14 万元（暂计至 2022

年 4 月 8 日）； 

五、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本案追偿产生的

律师费 22 万元整； 

六、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法、保全费等相关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2022.06.09 11245.20 

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

院 

一审待

开庭 

7 

江苏鹤乡菊海现

代农业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 

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金谷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签订的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

配套设施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工程合同； 

2. 判令两被告承担违约金 1000 万元； 

3. 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費由两被告承担。 

2022.06.10 1000.00 

江苏省射

阳县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8 

四川赫扬电力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双流分公司 

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14226602.49 元; 

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暂计 1166415.45 元； 

3、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就承建的蓝光空港国际城

项目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2.06.05 1548.29 

成都市双

流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9 
福州蓝盛置业有

限公司 

被告一：福州蓝逸屿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二：福州蓝庆置业有

限公司 

借贷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19470000 元； 

2、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律师费 15000 元； 

3、判令被告一承担诉讼费； 

4、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前述第 1-3 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2022.06.02 11948.50 

福州市台

江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10 

四川友华房地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原告一）、自

贡市龙宇置业有

限公司（原告二） 

被告一：重庆中泓唯益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被告三：重庆坤钰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纠纷 

一、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

22,785,083.475 元，向原告二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

22,785,083.475 元（合计 45,570,166.95 元）； 

二、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的

利息 8,750,000 元，向原告二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的

利息 8,750,000 元（合计 17,500,000 元)； 

三、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455,701.67 元，向原告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455,701.67 元，合计 911,403.34 元； 

四、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一逾期付款违约金

4,557,016.695 元，支付原告二逾期付款违约金 

4,557,016. 695 元，合计 9,114,033.39 元： 

五、请求判令被告二和被告三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六、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

担。 

2022.06.24 7309.56 

成都市金

牛区人民

法院 

一审待

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