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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 商城          公告编号：2022-061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12个月累计涉及诉讼和仲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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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金额：人民币14,639,701.38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公告中涉及的已生效的仲裁或判决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尚未取得生效仲裁或判决的案件，

因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暂

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一、简要介绍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或“公司”）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商业城百货”）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百货”）

最近12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和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各案件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我方主体 
诉讼地

位 
对方主体 案由 标的额（单位：元） 审理阶段 

1 商业城 原告 张革 劳动争议纠纷 74,682.72  一审 

2 商业城 申请人 刘春梅 劳动合同纠纷 271,724.00  仲裁 

3 商业城百货 原告 梁忠柏 劳动争议纠纷 130,865.00  仲裁和一审 

4 商业城 被告 
北京奥肯服装有限

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126,322.74  一审 

5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新恒宝茶业有

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455,904.95  一审 

6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金昊消防有限

公司 
建筑合同纠纷 44,589.34  一审 

7 商业城 被告 王文增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 2,181.31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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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业城百货 被告 
辽宁天之传媒有限

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31,200.00  一审 

9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天之传媒有限

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571,260.00  一审 

10 商业城百货 被告 徐宏亮 劳动争议 303,363.00  一审 

11 商业城 被告 孙萍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351,747.00  一审 

12 商业城 被告 刘惠珍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44,481.00  一审 

13 商业城 被告 吴国臣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373,065.00  一审 

14 商业城百货 被告 
北京方仕工贸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42,199.04  一审 

15 铁西百货 被告 
庞达无限（北京）广

告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573,700.00  一审 

16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闻字文化传播

制作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354,000.00  一审 

17 商业城百货 被告 
辽宁迪润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19,992.00  一审 

18 商业城百货 原告 安康、高彤杉 租赁合同纠纷 39,628.48  一审 

19 铁西百货 被告 韩晓莉 劳动争议 117,640.85  仲裁 

20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省潮尊实业有

限公司 
委托加工业务纠纷 874,584.31  一审 

21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芃为科技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2,602,985.15  一审 

22 铁西百货 被告 李桐丞 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 1,098.00  一审 

23 铁西百货 被告 李晓川 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 1,098.00  一审 

24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金国印刷有限

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290,500.00  一审 

25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市音悦广告有

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21,840.00  一审 

26 
商业城、商业城

百货 
被告 

三利国际服装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159,155.17  一审 

27 商业城百货 被告 
长春优瑞广告有限

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40,666.63  一审 

28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苏泊尔炊电销

售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865,511.60  一审 

29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天力金网通讯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740,628.91  一审 

30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芃为科技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1,913,087.18  一审 

合   计 14,639,701.38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商业城起诉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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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革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张革，女，系原告公司员工，从事财务出纳专员职务，非管理岗位职务。

2021年10月8日被告年满50周岁满足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原告公司工作到2022年3

月7日，原告通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

终止被告劳动合同，被告以其为女干部应为55岁退休为由向沈阳市劳动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沈劳人仲字【2022】112号仲裁书认定原告原因导致被告无法办理

退休手续无法领取失业金过错在原告，但原告从未拖欠过被告任何工资及保险，

被告无法退休系因劳动部门及社保部门推诿导致，与原告无任何关系。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被告满足

50岁退休年龄，虽然多工作数月，但劳动关系应当于2021年10月8日被告满50岁

退休年龄而法定终止，同时2021年10月8日之后期间应属于劳务合同期间，在劳

务合同期间并没有违法解除合同一说，故原告不存在任何违法解除情况，综上所

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沈阳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2022】112

号仲裁裁决书并重新作出判决，支持原告诉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撤销沈阳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2022】

112号仲裁裁决书并重新作出判决；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商业城起诉刘春梅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刘春梅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因劳动纠纷曾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据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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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决定书（沈劳人仲字【2022】202号，终局裁决）：商业城于裁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刘春梅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29日期间为休年假工资

11594.06元。按照公司规定，被申请人应该享受十天带薪年休假工资，但仲裁裁

决认定被申请人应享受15天带薪年休假，缺乏依据。 

3、申请人诉讼请求 

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9条第一款第一项申请撤裁，申请撤销沈阳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2022）202号（终）仲裁裁决。 

4、一审判决情况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驳回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撤销沈阳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2022）202号（终）仲裁裁决的申请。 

 

（三）商业城百货起诉梁忠柏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梁忠柏 

2、原告主张及事由  

（1）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因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劳动纠纷，被申请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依据沈劳人仲字[2022]276 号（终）裁决，被申请人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申请人支付以下款项：①支付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期间未休

年假工资 1,655.17 元；②支付 2020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4月 30日期间法定节

假日加班费 1,668.10 元。 

申请人认为沈劳人仲字[2022]276号（终）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

错误。①根据公司的管理制度，被申请人 2021 年应休年假为 9天，分别于 2022

年 3月 21日至 3月 25日、3月 28日至 3月 31日，已请休完毕，双方提供的年

休假申请表均显示被申请人已休年假 9天，但仲裁认定被申请人已休 6天年假的

事实认定错误。②申请人发布的《加班管理制度》中明确不鼓励员工加班，如遇

法定节假日必须加班的情形，被申请人应当提前提出申请，并在三个月内调休完

毕，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该项制度完全知情，且在仲裁委已查明的事实中，被申

请人已经调休完毕，另外在调休期间申请人已向被申请人正常发放工资，仲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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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的 3 倍工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的。 

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2022]400号（终）裁决，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沈劳人仲字[2022]400 号（终）

裁决，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2）民事起诉状 

因被告与原告间的劳动纠纷，被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依据沈

劳人仲字[2022]400 号裁决，原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告支付 2011

年 3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03,500 元。 

原告系合法解除，不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

理由在于被告已迟到、早退等达 37 次，根据原告《考勤管理制度》规定，员工

存在迟到或擅离职守等情况，次数达 36 次以上的，公司有权按照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原告系合法解除，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不支付

沈劳人仲字[2022]400 号裁决 103,500元，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3、原告（申请人）诉讼请求 

（1）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诉讼请求： 

①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沈劳人仲字

[2022]400号（终）裁决，裁决申请人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任何费用；②依法裁

定被申请人承担全部费用。 

（2）起诉状诉讼请求： 

①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不支付沈劳人仲字[2022]400 号裁决 103,500 元；

②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审理中。 

 

（四）北京奥肯服装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奥肯服装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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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3年7月29日至202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在

被告的商场内开设经营“奥肯”服装专柜，销售男士服装，被告统一收取销售款

项，被告按月扣除固定百分比的销售额和其他杂费后，将剩余货款按月返还原告。 

至2020年6月30日，因被告经营不善等原因，未能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至

2020年6月期间的货款累计199,196.14元，且此前向原告开具的金额为82,153.43

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也无法如期承兑，是故，双方终止了买卖合同关系。 

经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核对，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商铺租赁

合同履行期间，共产生租金和其他费用累计78,873.40元。故被告有剩余货款

120,322.74元未完成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120,322.74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履约保证金5,000元、电表抵押金1,000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诉讼标的额共计人民币126,322.74元。 

4、案件进展情况 

双方已调解，调解书尚未下达。 

 

（五）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和被告于2021年12月签订合约，原告进驻被告商场经营专柜，经营期间

销售商品款项由被告收取，被告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扣除承包费及固定的促

销费后，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起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自2022

年1月起至4月发票及结算单均已于5月25日前陆续提交给被告，但至今未收到货

款，经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后拒绝付款。被告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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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恳请依法判决。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通过法律途径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22年1-4月货款45,504.95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六）辽宁金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金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5年1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消防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

原告进行消防改造工程的施工，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施工工程价款。2016年7月，

该工程已验收合格，原告已完成工程结算和发票开具。但截至2021年5月31日，

被告拖欠工程款43,502.55元，多次催款未支付，被告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给

原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43,502.55 元及利息 1,086.79元 

（2）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1）告铁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支付工程款

43,502.55 元； 

（2）告铁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支付 43,502.55元的利息（自

2021年 5月 31日起计算，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3）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915元由被告铁百承担。 

 

（七）王文增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王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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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2022年2月3日到商业城购物，从商场滚梯摔下，经诊断为颈部损伤、头

部外伤，原告为此支付了医疗等费用，至今原告仍未完全康复。2022年2月7日，

原告前往被告处交涉无果。被告作为商场经营者，有义务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不

受侵犯，其在事故发生时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及时采取措施对原告进行救

助，事后更是推诿拒绝赔偿，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此次事故导致原告产

生医药费等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医疗费2,181.31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八）辽宁天之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天之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签订《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发布“商业城”广告，

合同总金额为 24,000 元，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届时已

经全部履行完毕，且向被告开具了合法有效的发票。而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未在

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原告在付款期限届满后多次向被告进行催款，

被告均拒不履行付款义务，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 

另，根据合同第六条的违约责任，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总额度 30%的违约

金。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法

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广告发布费用 24,000元，违约金 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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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其它全

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九）辽宁天之传媒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天之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前后共签订19份《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发布“铁西

百货大楼”广告，合同总金额556,92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中约定

的义务，届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且向被告开具了合法有效的发票。而被告违反

合同约定，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原告在付款期限届满后多次

向被告进行催款，被告均拒不履行付款义务，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 

因合同未约定违约责任，被告迟迟拖欠广告款，原告在此主张利息损失，共

计14340元。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法

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广告发布费用556,920元，利息损失共14,34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其它全

部诉讼费用。 

4、诉讼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十）徐宏亮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徐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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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1991年8月到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集团”）

工作，经培训后于1991年10月1日正式入职商业城集团，1991年12月1日原告与商

业城集团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原告与商业城集团续签劳动合同至2000年11

月30日，非个人原因2000年12月1日原告与商业城签订了《劳动合同》，至2015

年10月1日原告与商业城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非个人原因2020年6

月1日，原告与商业城、被告共同签订了《劳动关系签转协议》，协议约定原告

原所有待遇不变，原告在被告的工龄自原告在商业城入职之日起计算，即从2000

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2022年，三方确认了工龄连续计算，2020年6月1日原告与

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2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认为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但原告认为被告解除

劳动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属于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原告1991年8月到商业城集团工作至2022年已32年工龄，原告认为工

龄应连续计算，因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88,000元，未休带薪年假工资14,897元，加班费466元，从2022年1月至今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损失，从2022年1月至今的工资和公积金损失。请求法院维护原

告的合法权益。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了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88,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带薪年假工资14,897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费466元；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22年1月至今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损失；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22年1月至今的工资和公积金损失； 

（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诉讼进展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一）孙萍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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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孙萍 

被告1：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07年，原告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将其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沈河

区朝阳街23号3层80号商铺租赁给被告1对外经营使用，租期自2007年4月6日至

2017年5月31日。 

在《商铺租赁合同》中约定：自承租期届满五年之日起，至本合同有效期届

满之日止，如原告转让商铺的，被告1承诺可以按照相应的租期年限及价格购买，

租期第十年以人民币351,747元购买。被告2出具《担保函》，对被告1在《商铺

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方认为租赁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

被告1没有按照约定购买商铺，也没有和原告签订续租协议。原告认为被告未履

行合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1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第四条第6款第（3）项之标准回

购原告商铺，并支付商铺回购款人民币351,747元；（2）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回

购款利息（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3）请求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4）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二）刘惠珍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刘惠珍 

被告1：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07年，原告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将其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沈河

区朝阳街23号3层48号商铺租赁给被告1对外经营使用，租期自2007年4月6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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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31日。 

在《商铺租赁合同》中约定：自承租期届满五年之日起，至本合同有效期届

满之日止，如原告转让商铺的，被告1承诺可以按照相应的租期年限及价格购买，

租期第十年以人民币244,481元购买。被告2出具《担保函》，对被告1在《商铺

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方认为租赁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

被告1没有按照约定购买商铺，也没有和原告签订续租协议。原告认为被告未履

行合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1按照《商铺租赁合同》第四条第6款第（3）项之标准回

购原告商铺，并支付商铺回购款人民币244,481元；（2）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回

购款利息（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3）请求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4）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三）吴国臣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吴国臣 

被告1：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拥有沈河区朝阳街23号2单元71号商铺19.38平米所有权，2012年9月28

日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该商铺交被告一租赁经营，合同第四条第6

项约定自承租期届满五年之日起，至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如原告转让商铺，

被告1承诺可以随时按如下方式购买：租期第十年，以人民币373,065元整购买。

原告认为在约定后被告1拒绝履行合同，特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373,065元购买沈河区朝阳街23号2单元71号商

铺所有权；（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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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四）北京方仕工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方仕工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于2021年1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替原告接收货

款，在货款内扣除租金，并将剩余货款返还给原告，原告于2021年6月30日撤柜，

撤柜后被告将租金扣除后还剩42,199.04元货款未返还给原告，原告多次与被告

就此事进行协商，未果，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货款32,199.04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押金1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五）庞达无限（北京）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庞达无限（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自2020年12月开始，连续签订了11份《高端社区停车场车库门楣LED

媒体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由被告委托原告发布“铁西百货”高端社区车库门楣

lED媒体的户外广告。合同约定了广告内容、发布方式、价款和支付方式、违约

责任等内容。原告如约履行，并按约定开具了573,700元全部发票，但被告经多

次催要始终未支付合同价款。原告特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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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广告发布费用573,700元，并承担合理利息；（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部分合同约定好的守约方律师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六）沈阳闻字文化传播制作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闻字文化传播制作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期间，原被告陆续签订了6份《广告发布业务合同》，按照合同约定，

原告承揽被告在沈阳市出租车顶LED显示屏媒体发布广告的业务。原告如约履行，

并向被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广告费用，欠付的广告费为

354,000元。原告特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即时支付欠付广告费354,000元及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

金及欠付款354,000元为本金，自2022年6月1日起以银行业间拆借利率LPR一年期

利率3.7%的1.3倍为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七）辽宁迪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迪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9月18日，原被告签订《抖音广告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推广

服务，服务期限自2021年9月20日至2021年9月21日，发布广告平台为“抖音”，

合同金额为19,992元。原告如约履行并向被告开具了全额发票，但被告至今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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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原告特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广告发布费19,992元及逾期付款期间利息；（2）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八）商业城百货起诉安康、高彤杉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一：安康 

被告二：高彤彬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一于2021年8月15日签订《租赁合同》，被告一承租原告百货公司

门店商场6层铺位，建筑面积149.62平方米，用于休闲娱乐项目，租赁期限自2021

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14日，租赁费用为9,101.88元/月，设施服务费2,275.47

元/月，被告一按月度向原告支付租金。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于2021年7月15日交

付房屋，并保证该房屋的正常使用，但被告自2022年2月起未缴纳房租和服务费，

原告已多次进行催要，但被告一一直未进行付款。 

另外被告二在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租赁合同》时签署担保书，为被告一履行

该合同提供连带担保，故被告一与被告二应当对原告主张的费用连带承担责任。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并判令被告将涉案

商铺恢复原状；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9,101.88元及设施服务费

2,275.47元、服务费300元，违约金5,196.42元（暂计算至2022年4月30日，最终

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上共计16,873.77元；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不予返还被告保证金22,754.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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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十九）韩晓莉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韩晓莉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在2018年6月1日被被申请人聘用，入职为公司市场部经理，签订了三

年的《劳动合同》，月平均工资10,245元，合同到期后，在2021年6月1日续签了

三年的《劳动合同》。2022年7月29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工作的严重失职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任何经济补偿，要求申请人在2022年7月31日前办理离职手

续。申请人认为解除劳动合同不通知工会，解除劳动合同程序违法、实体违法，

故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被申请人给予经济赔偿金、年休假

金、加班费。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付申请人二倍的经济赔偿金92,205元；

（2）被申请人给付年休假金21,196.55元；（3）被申请人给付值班加班费4,239.30

元。 

4、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尚在仲裁审理中。 

 

（二十）辽宁潮尊实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省潮尊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自2019年起，原告为被告提供来料加工服务，被告支付加工费，原告为被告

开具加工费发票。截至2021年6月30日，被告欠付原告加工费823,222.02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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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催要，被告一直拒绝给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费823,222.0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823,222.02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暂计算至2022年8

月19日逾期付款损失为51,362.29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一）沈阳芃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芃为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超市家电专柜合同》约定，被告提供位于沈阳铁百 2

层一处经营场地，供原告经营华为通讯器材、华为电视、荣耀、手机移动厅、手

机电信厅、N-ZONE、麦芒、U-Magic 等品牌通讯器材，经营期限自 2021 年 12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原告向被告缴纳质保金 1 万元，由被告统一收银，

原告每月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还需向被告按月给付各种促

销费 14,268 元，被告从原告当月货款中扣除。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收到结算回

单后 5 日内向被告提供增值税专票，甲方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

款。同时合同约定，发生争议需至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履行后，被告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按月给付货款，截止 2022年 5月 31日，被告共计欠货

款 2,562,985.15 元，已构成逾期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合同款 2,562,985.15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暂定 4万元

（以 2,562,985.15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 倍标准进行计算），以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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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985.15元。 

（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货款2,562,985.15元。 

（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以货款1,729,757.27元为计算基

数，自2022年3月19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期间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利息；给付

以544,089.25元为计算基数，自2022年5月27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期间按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加计50%计算的利息；给付以281,338.90元为计算基数，自2022年6月9日起至款

实际付清之日期间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利息；给付以7,799.73元为计算基数，

自2022年7月7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期间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27,624元，减半收取13,8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

承担。 

 

（二十二）李桐丞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李桐丞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2022年1月15日，在铁西百货超市购买橄榄油（价值98元），结账后

发现该商铺生产日期为2020年1月14日保质期两年，该商铺已超过质保期，随后

找到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不予理会，声称并不是在本商场购买。本人请求法院根

据《食品安全法》第34条以及第148条，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1,000元整并退还货

款98元，共计人民币1,098元。 

3、原告诉讼请求 

（1）依法赔偿原告人民币1,000元整，退换货款98元，共计人民币1,0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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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三）李晓川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李晓川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2022年1月17日，在铁西百货超市购买橄榄油（价值98元），结账后

发现该商铺生产日期为2020年1月14日保质期两年，该商铺已超过质保期，随后

找到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不予理会，声称并不是在本商场购买。本人请求法院根

据《食品安全法》第34条以及第148条，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1,000元整并退还货

款98元，共计人民币1,098元。 

3、原告诉讼请求 

（1）依法赔偿原告人民币1,000元整，退换货款98元，共计人民币1,098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四）沈阳金国印刷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金国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于2021年分别签订《印刷制作合同》两份，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

手提袋、挂历印刷品，合同金额分别是269,500元及21,000元，金额总计为290,500

元。合同约定，在被告收货并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付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

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将合同约定的手提袋及挂历印刷品交付给被告，最后一次送

货的日期为2021年12月25日，原告已将与合同金额等额的发票交付给被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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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22年2月25日前付款，但是被告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

义务，原告多次催要，但是被告以种种理由推拖搪塞，至今未能支付货款。 

被告的行为已经违约，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合同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

约金，现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事实，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欠货款290,500元并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违约

金290,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从2022年2月26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至起诉之日约计3,000元），合计

293,500元； 

（2）请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货款290,500元； 

（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以290,500元货款为基数，自2022

年2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案件受理费5,702元，减半收取2,851元，财产保全费1,987元，均由被告承

担。 

 

（二十五）沈阳市音悦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市音悦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委托原告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FM99.8频道发布广告，双方

在2021年3月5日签订了《广告发布合同》,合同约定了“广告发布日期是2021年3

月5日至2021年3月8日；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3月15日。合同金额21,840.00

元”。 

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但被告仍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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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被告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21,840.00元,从起诉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按LPR计付

利息； 

（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六）三利国际服装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利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被告1：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被告2在2019年合作签订《专柜合同》，由原告提供货品，被告提供

场地、经营服务等，双方进行联营，经营场地位于被告2沈阳商业城店二层，合

作期限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实际合作至2020年5月。合作期间，由

被告2统一收银并扣除承包费等相关费用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原告还向被告2

交纳了保证金5,000元。《专柜合同》到期后，被告2拖欠原告货款315,805.5元，

与保证金合计320805.5元至今未予支付，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自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7月20日（暂计，实际计算至被告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为33,016.23元。 

后被告2与原告协商，由原告承租被告1的商铺，部分冲抵欠付的货款。被告

1系被告2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应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租赁期间

为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承租的租金共计196,666.56元，保证金19,000元、电

表押金2,000元。截至原告起诉日，保证金和电表押金当退未退。因此，冲抵上

述费用后，被告合计欠款159,155.17元 

综上所述，原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

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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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保证金、电表押金共计人民币

126,138.94元； 

（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利息33,016.23元（实际计算至被还清之日

止），与上述欠款合计159,155.17元； 

（3）请求法院判决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七）长春优瑞广告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长春优瑞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在朋友圈投放广告1次，共计40,000元，发布

时间为2021年9月19日-2021年9月22日，朋友圈广告服务费用为40,000元整，支

付方式为转账。 

原告已按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但被告并未按照约定支付金额。虽经原告多

次催要，但被告均未能支付。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

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恳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原告诉

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广告服务费40,000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自2021年11月15日起至

2022年4月21日止，判决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合计金额666.63元，本次合计

40,666.63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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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八）辽宁苏泊尔炊电销售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苏泊尔炊电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超市家电专柜合同》及《铁百店促销服务

协议》，合同第4.5条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并在收到结算回单后5日内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原告已

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截止目前，被告未按约定支

付货款，尚欠货款853,323.53元，经原告催要，仍不予给付，已构成合同违约。 

合同中未有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原告有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主张逾期付款

违约金。 

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853,323.5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12,188.07元（分别以222,212.46元、257,210.66元、128,602.45元、83,123.66

元、9,256.3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加计50%计算利息，分别从2022年2月15日、3月21日、4月13日、5月18

日、6月13日起暂计至2022年7月13日），实际计算至被告支付全部欠付货款之日

止。 

以上金额共计865,511.6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二十九）沈阳天力金网通讯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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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天力金网通讯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被告签订了《超市家电专柜合同》约定，被告提供位于铁西百货2层

一处经营场地，供原告经营vivo、oppo、小天才、步步高、优学派、大力智能等

品牌通讯器材、电脑配件、影音，经营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原告向被告交纳质保金3万元，由被告统一收银，原告每月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

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还需向被告按月给付各种促销费19,200元，被告从原告当

月货款中扣除。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收到结算回单后5日内向被告提供增值税专

票，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同时合同约定，发生争议需至

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履行后，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按月给付

货款，截止至2022年5月31日，被告共计欠货款3,685,628.91元未给付，已构成

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损失。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支

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货款3,685,628.91及逾期付款损失暂定5.5万元（以

3,685,628.91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准进行计算），以上合计3,740,628.91 

（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三十）沈阳芃为科技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芃为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超市家电专柜合同》约定，被告提供位于沈阳铁百 2

层一处经营场地，供原告经营苹果体验店、小米、飞利浦、中兴、三星、真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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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通讯器材、数码配件和电脑配件，经营期限自 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原告向被告缴纳质保金 1万元，由被告统一收银，原告每月按照

销售额（手机配件除外）的一定比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还需向被告按月给付各

种促销费 16,933.33 元，被告从原告当月货款中扣除。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收到

结算回单后 5 日内向被告提供增值税专票，甲方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与乙方

结算货款。同时合同约定，发生争议需至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履行后，

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按月给付货款，截止 2022年 5月 31日，被告共计

欠货款 1,883,087.18 元，已构成逾期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

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合同款 1,883,087.18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暂定 3万元

（以 2,562,985.18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 倍标准进行计算），以上合计

1,913,087.18元 

（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结合本公告所披露案件具体情况：对于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起诉的案件，公司

已根据案件判决及实际执行情况评估相关债权的收回可能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在

以前年度计提了坏账准备，未来公司将根据相关债权的实际回收情况确认对当期

利润的影响；对于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并且尚未取得终审判决（裁决）

的案件，因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本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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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