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9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2020 年 9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北京嘉寓”）及控股子公司涉及的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共 973 件，涉诉金

额共计约 13.35 亿元。其中，撤诉案件 70 件，撤诉金额共计约 12,933.82 万元；已

决诉讼案件 390 件，金额共计约 55,355.44 万元（其中 55 件已执行完毕或已胜诉，

金额共计约 6,719.31 万元）；未决诉讼（指已经立案尚未形成生效判决或尚未达成

和解的案件，含正在审理及尚未开庭案件）案件 513 件，金额共计约 65,215.27 万元。 

2020 年 9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 68 件，涉

诉金额约为 2.48 亿元。其中，已决诉讼案件 42 件，金额共计约 9,315.05 万元（其

中 19 件已执行完毕，金额共计 4,500.09 万元）；未决诉讼（指已经立案尚未形成生

效判决或尚未达成和解的案件，含正在审理及尚未开庭案件）26 件，金额共计约

15,472.21 万元。 

公司涉及的诉讼案件类型主要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及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鉴

于仍有诉讼案件正在审理及尚未开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发生的诉讼、仲

裁事项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标准。同时，已经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2,970.0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70%，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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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243.7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4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2,726.3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26%。 

累计诉讼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一）单项重大诉讼案件情况说明 

(1) 原告：高国强； 

(2) 被告：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北京嘉寓、广东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3) 案号：（2022）鲁 0591 民初 2798 号 

(4) 案件涉诉金额：人民币 12,763,079.7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6%； 

(5) 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2017 年 5 月 18 日，北京嘉寓与东营恒大华府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名称为东营恒大黄河生态城四期 28#、29#楼铝合金门窗安装工

程施工合同和铝合金门窗购销合同。之后，公司与高国强签订了该工程项目内部承

包合同。将与东营恒大华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约定内容全部交由高国强

实际履行。 

2017 年 9 月 12 日，四川嘉寓与东营御景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名称为东营

恒大棕榈岛二期 1#-3#、9#、10#楼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和铝合金门窗购销合同。2018

年 1 月 19 日，四川嘉寓与东营恒大华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名称为东营恒大黄

河生态城项目五期 17#楼、四期 18#楼铝合金门窗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和铝合金门窗购

销合同。之后公司与高国强签订了该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将与东营御景置业有

限公司、东营恒大华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约定内容全部交由高国强实际

履行。 

现上述所有工程已全部验收合格。但是，北京嘉寓、四川嘉寓一直没有全部支

付高国强案涉合同工程款，尚有东营恒大黄河生态城四期 28#、29#楼铝合金门窗制

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2,083,811.28 元、东营恒大棕榈岛二期 1#-3#、9#、10#楼铝合金

门窗制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9,335,876.89 元、东营恒大黄河生态城项目五期 17#楼、四

期 18#楼铝合金门窗制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1,343,391.59 元未支付，合计未支付案涉合

同工程款金额 12,763,079.76 元。 

(6) 原告诉讼请求：①判令四川嘉寓支付原告东营恒大棕榈岛二期 1#-3#、9#、

10#楼铝合金门窗制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9,335,876.89 元、东营恒大黄河生态城项目五



期 17#楼、四期 18#楼铝合金门窗制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1,343,391.59 元，合计

10,679,268.48 元；②判令北京嘉寓支付原告东营恒大黄河生态城四期 28#、29#楼铝

合金门窗制件安装工程工程款 2,083,811.28 元；③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上述第一项

工程款 10,679,268.48 元、第二项工程款 2,083,811.28 元，共计 12,763,079.76 元；④

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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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公司

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依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保全裁定书等。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附件：累计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涉诉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金额 案号 管辖法院 诉讼（仲裁）进展 

1 2022.9.22 
青岛金瑞星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北京嘉寓 

建筑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39,126.15  

（2022）鲁 1102 诉前

调 9375 号 
日照市东港区 

2022.10.24 下午开庭，

收到财产保全申请书 

2 2022.9.22 
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

镇熙琪文具生活馆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300,000.00  

（2022）鲁 1502 民初

7937 号 
聊城市东昌府区 2022.10.8 下午开庭 

3 2022.9.22 重庆嘉寓 
昆明蓝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326,821.87  

（2022）云 0103 民初

12681 号 
昆明市盘龙区 2022.9.22 已缴费 

4 2022.9.23 
聊城鑫图建材有限公

司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600,000.00  

（2022）鲁 1502 民初

7879 号（2022）鲁

1502 执保 1802 号 

聊城市东昌府区 
2022.9.23收到应诉通知

书，收到保全裁定书 

5 2022.9.26 
西安舜通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43,427.55  

（2022）陕 0112 民初

24262 号 
西安市未央区 2022.10.18 上午开庭 

6 2022.9.26 海安海燕花卉经营部 
四川嘉寓、嘉寓集团、广

东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00,000.00  

（2022）苏 1002 民初

5068 号 
扬州市广陵区 2022.10.18 下午开庭 

7 2022.9.26 湖南嘉寓 

佛山市时代德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时

代鸿泰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110,761.00  

（2022）粤 0607 民初

6373 号 

佛山市三水区人

民法院 
2022.10.10 下午开庭 

8 2022.9.27 
山东飞度胶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付款请

求权纠纷 
3,847,507.75  

（2022）川 0682 民初

2500 号 
四川省什邡市 2022.10.20 下午开庭 

9 2022.9.27 
合肥恒嘉门窗幕墙科

技有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712,036.94  

（2022）黑 0202 民初

4102 号 

齐齐哈尔市龙沙

区 
2022.10.11 下午开庭 

10 2022.9.28 
宜春江特机械转动有

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纠纷 190,888.98  

（2022）赣 0103 民初

8546 号 
南昌市西湖区 2022.11.9 上午开庭 

11 2022.9.28 
山西皓昇贸易有限公

司 
四川嘉寓、广东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00,000.00  

（2022）桂 0108 民初

861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良庆区 
2022.10.18 上午开庭 

12 2022.9.28 
山东滨州龙峰化纤制

品有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264,178.22  

（2022）皖 1302 民初

11889 号 
宿州市埇桥区 2022.10.13 上午开庭 



序号 涉诉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金额 案号 管辖法院 诉讼（仲裁）进展 

13 2022.9.28 
安宁嘉泰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620,698.94  

（2022）云 0112 民初

16557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

山区 

收到判决，重庆嘉寓不

承担责任 

14 2022.9.28 
安宁嘉泰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300,000.00  

（2022）云 0112 民初

16560 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

山区 

收到判决，重庆嘉寓不

承担责任 

15 2022.9.28 高国强 
四川嘉寓、北京嘉寓、广

东嘉寓 

建筑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12,763,079.76 

（2022）鲁 0591 民初

2798 号 

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 
正在申请管辖权异议 

16 2022.9.29 许云龙 
四川嘉寓、广东嘉寓、北

京嘉寓 

建设合同纠

纷 
3,195,967.41  

（2022）冀 0811 民初

5597 号 
焦作市山阳区 2022.10.9 上午开庭 

17 2022.9.29 
宜兴市华丰特种玻璃

装饰有限公司 
四川嘉寓 收到传票 174,880.92  

（2022）浙 0212 民初

12470 号 
宁波市鄞州区 2022.11.11 下午开庭 

18 2022.9.29 
北京德兴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四川嘉寓、广东嘉寓、北

京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81,439.39  

（2022）川 0682 民初

2503 号 
四川省什邡市 2022.10.25 下午开庭 

19 2022.9.30 
河北宸健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 
四川嘉寓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30,000.00  

（2022）川 0193 民初

11827 号 

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 
2022.10.17 下午开庭 

合计 29,700,814.8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