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2－05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及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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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州浪奇”）于近日

收到了涉及诉讼的相关法律文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2022）粤 01 民初 2169-2170、2172、

2174-2190、2194-2205、2218-2265、2284-2299、2318-2332、2356-2360 号）等

涉诉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广州中院已受理朱敏强等共 116 名投资者诉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现将上述诉讼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朱敏强等共 116 名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朱敏强等共 116 名投资者 

被告：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2、本次纠纷的起因及诉讼依据：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向广州浪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1]21 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2 号）。原告系被告广州浪奇股票的投资者，

原告认为，广州浪奇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虚假陈述，并致使

原告遭受损失，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责任人应与广州浪奇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3、本次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2）判令相关责任人对被告广州浪奇的上述债务承担全部的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所有被告共同承担。 

上述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公司实际收到起诉材料的有 103

个案件，汇总涉案金额为 3116.53 万元（不包含诉讼费用），每位投资者的诉讼

主张、被告对象、索赔金额等各有差异。未收到起诉材料的有 13 个案件，公司将

与广州中院进行沟通，如后续收到 13 个案件的诉讼材料，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

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1 
钟斌诉广州浪奇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钟斌 广州浪奇 803.81 

收到《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 

尚未开庭审理。 

2 
丁伟军诉广州浪奇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丁伟军 广州浪奇 24.82 

收到《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 

尚未开庭审理。 

3 

中安绿色（深圳）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合

正荣实业有限公司、广州

浪奇合同纠纷上诉案 

中安绿色

（深圳）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深圳市合正

荣实业有限

公司、广州浪

奇 

960.92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粤民终 9815

号]裁定如下：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区人民法院（2021）粤 0307 民初

5819 号民事裁定，指令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理。 

4 

广州鼎越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诉广州浪奇、上海蓬

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保

理合同纠纷案 

广州鼎越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广州浪奇、上

海蓬发国际

贸易有限公

司 

2363.38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04

民初 2247 号之二]裁定如下：驳回

广州鼎越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起

诉。 

5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诉广州浪奇运输

合同纠纷案 

广州市奇天

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广州浪奇 1098.90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粤 71 民

终 56 号]裁定如下：撤销广州铁路

运输法院（2021）粤 7101 民初 1025

号民事判决，准许广州市奇天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6 

广州鼎越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诉广州浪奇、广州市

公平油料供应有限公司

保理合同纠纷再审案 

广州鼎越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广州浪奇、广

州市公平油

料供应有限

公司 

2138.65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粤民申 3111

号]裁定如下：驳回广州鼎越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7 

会东县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公司诉会东金川磷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浪

奇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会东县基础

设施建设投

资公司 

会东金川磷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广州

浪奇 

-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川 3426

民初 1460 号]裁定如下：驳回广州

浪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8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与广州浪奇运输

合同纠纷仲裁案 

广州市奇天

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广州浪奇 1669 收到《裁决书》 

《裁决书》[（2022）穗仲案字第 939

号]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物流费 250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 141 万元，本案受理费 97000 元、

处理费 27936 元，仲裁费共计

124936 元，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

承担 62468 元。 

9 

广州浪奇诉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

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广州浪奇 

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医药

保健品进出

口有限公司 

1477.31 收到《民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2021）粤 0106

民初 471 号]判决如下：解除原告与

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被告向

原告返还 705 万元，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0393 元，

由原告负担 49243 元，被告负担

6115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负

担。 

10 

广州浪奇诉常熟市化工

轻工有限责任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广州浪奇 

常熟市化工

轻工有限责

任公司 

1775.1 收到《民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2021）粤 0106

民初 2572 号]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8306 元和保全费 5000 元均由原

告负担。 

11 

广州浪奇诉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广州浪奇 

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 

648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06

民初 467 号之二]裁定如下：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广州浪奇诉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广州浪奇 

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 

1281.72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06

民初 468 号之二]裁定如下：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3 

广州浪奇诉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广州浪奇 

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 

1514.76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06

民初 469 号之二]裁定如下：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4 

广州浪奇诉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 

广州浪奇 

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 

572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06

民初 470 号之二]裁定如下：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5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诉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

司、广州浪奇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案 

远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绿叶农

化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 

6089.93 管辖权异议上诉中 尚未开庭审理。 

16 

上海北信源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诉广州浪奇、上

海驭帅贸易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海北信源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上

海驭帅贸易

有限公司 

1036.80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沪 01 民

终 1160 号]裁定如下：撤销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15

民初 81156 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重审。 

此外，因公司重整，有关案件原告就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向广州中院提起

诉讼，广州中院认为，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破产衍



生诉讼案件，应按普通一审案件确定管辖法院，由于公司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天河

区，属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因此广州中院决定将相关案件交由广

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案件信息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

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诉广州浪奇普

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 民

初 2235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2 

广州市公平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诉广州浪奇普通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广州市公平

油料供应有

限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 民

初 2608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3 

上海享到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诉广州浪奇普通破

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上海享到汽

车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 民

初 2109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4 

上海驭帅贸易有限公司

诉广州浪奇普通破产债

权确认纠纷案 

上海驭帅贸

易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 民

初 2110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5 

广州恭迎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诉广州浪奇普通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广州恭迎进

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1）粤 01 民

初 2366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6 

武汉世远工贸有限公司

诉广州浪奇普通破产债

权确认纠纷案 

武汉世远工

贸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粤 01 民

初 55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7 

上海督增贸易有限公司

诉广州浪奇普通破产债

权确认纠纷案 

上海督增贸

易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 收到《民事裁定书》 

《民事裁定书》[（2022）粤 01 民

初 12 号]裁定如下：本案由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案件的有关诉讼材料（公司前期已披露其中部分案

件及进展情况），公司将在收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相关案件材料后及时公告。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期后利润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裁决结果可能会对公司期后利润造成一定影响。根据

重整计划，公司对投资者索赔损失可能产生的债权已进行了预留，将按照重整计

划中规定的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事项，将积极应诉，尽最大努力妥善处理。公司将密

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诉讼、仲裁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