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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处于法院立案受理阶段； 

2、公司在本次案件中处于被告地位；  

3、本次共132起案件，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17,364,483.21元。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

陈 

述责任纠纷共1020件，涉案金额416,509,490.96元。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公

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起诉公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40,639,061.50元，其中二个案件已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终审并驳回诉

讼请求，一个案件已被昆明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

件1017起，涉案金额175,870,429.46 元。其中885起案件已经公司在前期公告或定

期报告中披露。该次披露132起案件是由于公司涉案数量过多，导致法院工作量大，

才于近日整理出相关资料让公司领取的。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于近日

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2021云01民初1994

号、3844-3845号、3855号、3880-3890号、3943-3954号、4214-4215号、

4226-4231号、4445-4447号、4519-4522号、4616-4621号、4634号、4686-

4694号、4720-4721号、4723-4731号、4734号、4765-4798号、4822号、4824-

4825号、5070-5078号、5330-5331号、5877-5879号、5883号、5885-5889号、

4722号、4732号、4733号、5329号、4412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投资

人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132起案件。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132名投资者起诉情况 



1、原告：132名投资人 

2、被告：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4起案件的被告包括杨建

兴（时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有1起案件的被告包括杨建兴、李尤立

（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董事长）、喻永贤（时任副董事长、常务副

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现任董事）、洪巩堤（时任董事） 

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李尤立 职务：董事长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即132名投资人损失共计人民币17,364,483.21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事实与理由： 

2018年 9月11日，深交所发布了《关于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2018年 9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以下简称“云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1 号）。公司因信息披露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被

云南证监局责令整改，并给予警告及罚款（详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11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及致歉公告》及2018

年 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公告》）。 

原告共计132名投资人即以公司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为由，向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132名投资人赔偿其投资损失。 

132名投资人的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法院 诉讼标的额（元） 

1 张*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344.71  

2 李*峰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3338.27  

3 王*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1201.90  

4 柯*英 罗平锌电    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6435.00  

5 陈*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1717.05  

6 陈*云 罗平锌电    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42499.82  

7 陈*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71377.28  

8 陈*玲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202.24  

9 丁*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135.42  

10 洪*宁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3898.14  

11 黄*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349.66  

12 姬*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889.35  



13 姜*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7537.39  

14 柯*宾 罗平锌电  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39518.94  

15 李*晖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767.87  

16 李*宁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536.17  

17 李*琼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20465.70  

18 刘*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3900.86  

19 刘*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411.82  

20 娄*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683.95  

21 孟*珊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7659.64  

22 秦*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251.91  

23 宋*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25.61  

24 童*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396.31  

25 万*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65567.10  

26 王*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9624.99  

27 王*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283.86  

28 王*琴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670.12  

29 吴*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088.31  

30 徐*栋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4553.63  

31 许*林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1332.36  

32 杨*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21261.82  

33 姚*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8829.03  

34 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81667.46  

35 郑*华 罗平锌电    杨建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42978.80  

36 周*彬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3709.94  

37 朱*媚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8340.17  

   38 纵*球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4472.77  

39 王*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3901.00  

40 刘*道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0144.05  

41 关*宁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4322.46  

42 李*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2285.71  

43 陈*明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8930.55  

44 刘*芬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7041.54  

45 张*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7213.46  

46 裴*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6865.85  

47 韩*全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6551.32  

48 贺*琼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5763.11  

49 李*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4926.53  

50 陈*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306.08  

51 许*刚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722.60  

52 许*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8021.97  

53 郭*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685.32  

54 俞*广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0360.04  

55 彭*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026.88  

56 鲁*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626.33  

57 王*善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31939.91  

58 苏*智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6780.00  



59 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793.86  

60 吴*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3703.44  

61 周*芬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154.17  

62 南*峰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64371.69  

63 李*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9141.01  

64 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94184.00  

65 冯*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121.12  

66 路*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0149.70  

67 林*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6105.94  

68 李*卫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851.72  

69 林*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6773.07  

70 戴*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5978.62  

71 严*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3967.78  

72 祝*庭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030.52  

73 石*玲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807.97  

74 孙*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6870.45  

75 申*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2738.29  

76 陈*勇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5633.62  

77 姚*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90846.34  

78 黄*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7965.44  

79 张*国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6674.74  

80 胡*国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4368.41  

81 臧*恩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6537.50  

82 杨*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95.75  

83 王*跃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4 黄*锚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5 黄*顺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6 曹*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7 彭*峰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8 方*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89 李*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0 高*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1 邱*霞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2 王*博 

罗平锌电   杨建

兴、李尤立、喻永

贤、洪巩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35493.41  

93 李*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869.99  

94 杨*辉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5 李*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6 陈*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00  

97 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4498.00  

98 肖*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47907.00  

99 韩*红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9098.00  

100 潘*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0274.00  

101 方*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2106.00  

102 陈*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3389.76  



103 王*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76958.78  

104 王*业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3900.60  

105 丁*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729.88 

106 王*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907.78 

107 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40697.34 

108 熊*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08.14 

109 杨*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74187.08 

110 陈*孟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4172.21 

111 张*先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8527.49 

112 陈*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1628.09 

113 陈*文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4321.05 

114 俞*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8350.36 

115 秦*毅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0260.8 

116 马*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6355 

117 贾*庆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0000 

118 冯*夏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1347.37 

119 徐*妹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5199.74 

120 汤卫浩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62707.4 

121 孔*琦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9805.4 

122 林*菲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24569.31 

123 刘*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24011.87 

124 陈*萍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35939.42 

125 范*东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69026.57 

126 张*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6502.83 

127 孙*璐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046.54  

128 付*华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75244.91 

129 王*英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55302.35 

130 贺*芳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40811.4 

131 杨*涛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83622.71 

132 刘* 罗平锌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17699.40 

合计    17,364,483.21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根据公司于2022年8

月收到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2 ）云民终1109号】和

《民事判决书》【（2022 ）云民终1100号】》，对系统风险和应赔偿比例的判定，

公司应对本次索赔金额按40%的赔偿比例计提预计负债约694.58万元。由于以前年度 

公司根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确定的赔付比例，以及公司

与部分投资者商定的和解赔付比例，已对本公告日之前的全部案件（索赔金额共计



158,505,946.25）计提预计负债共计7798.72万元，预计负债金额高于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判决的应赔付金额，公司将不再对本公告日披露的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五、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共1020件，其中158起案件经公司 2019-018号公告详细披露，索赔金额共计

17,315,060.72元；69起案件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和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索赔

金额共计8,169,265.98元；470起案件经公司2021-65号公告详细披露，索赔金

额共计60,522,063.65元； 188起案件经公司 2022-039号公告详细披露，

索赔金额共计 72,499,555.90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投资者诉讼索

赔累计金额416,509,490.96元。三起案件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

人起诉公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240,639,061.50元，个人投资者诉讼索赔金

额175,870,429.46 元。 

公司目前共与10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向10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

1,956,461.00元（含诉讼费）；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2 ）云民终1109号】和《民事判决书》【（2022 ）云民终1100号】》，向二

名投资者支付58,797.00元（含诉讼费）,共合计向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2,015,258

元（含诉讼费）。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公司判断：公司涉及投资人 

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诉讼时效期限为3年。由于涉及投资人与公 

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在揭露日至披露日之间持股人数较多，公司不排除 

诉讼时效期内存在法院已经受理立案，但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立案通知、举证通知 

和起诉状，从而未进行披露的部分案件。针对该部分可能存在的案件，公司亦将 

按规定计提预计负债，进而可能减少计提期间的当期净利润。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起诉状》。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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