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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 商城          公告编号：2022-066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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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金额：人民币35,048,845.82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案件尚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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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百货”）

最近关于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各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我司主体 诉讼地位 对方主体 案由 标的额（元） 审理阶段 

1 商业城 被告 宋洪丽 劳动争议     598,697.36  仲裁 

2 商业城 被告 
广州中犀实业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90,506.29  一审 

3 商业城百货 被告 
沈阳众放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48,800.00  一审 

4 商业城 被告 
沈阳市沈河区爱

平服饰店 
买卖合同纠纷     473,595.13  一审 

5 铁西百货 被告 
浙江蔻茜蔻拉贸

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1,078.77  一审 

6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刘洋 劳动争议纠纷       7,168.40  仲裁 

7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巴月 劳动争议纠纷       3,977.00  仲裁 

8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李娥 劳动争议纠纷      58,391.50  仲裁 

9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吕鑫瑶 劳动争议纠纷      11,184.00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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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张婷 劳动争议纠纷       9,662.39  仲裁 

11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刘刚 劳动争议纠纷     313,793.00  仲裁 

12 铁西百货 被告 

兰州正林农垦食

品有限公司沈阳

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008.21  一审 

13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王成斌 劳动争议       8,000.00  仲裁 

14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赵文君 劳动争议      20,000.00  仲裁 

15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高舒 劳动争议      32,200.00  仲裁 

16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石俊峰 劳动争议      15,000.00  仲裁 

17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王洪云 劳动争议      18,400.00  仲裁 

18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刘丽红 劳动争议      32,200.00  仲裁 

19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王军田 劳动争议      22,843.00  仲裁 

20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璐希商贸有

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213,775.74  一审 

21 铁西百货 被告 
宁波赢尊商贸有

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299,852.79  一审 

22 商业城 被告 张颖、信海波 房屋租赁纠纷     186,555.00  一审 

23 铁西百货 被告 
丹阳市陵口镇庆

丰皮鞋厂 
联营合同纠纷     123,773.23  一审 

24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嘉多奇商贸

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46,700.28  一审 

25 商业城 被告 季力 房屋租赁纠纷     329,532.50  一审 

26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嘉尔厨具有

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734,983.68  一审 

27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康盛贸易有

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182,397.78  一审 

28 商业城百货 被申请人 张楠 劳动争议纠纷      21,700.00  仲裁 

29 商业城、铁西百货 被告 
天津中金珠宝首

饰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30,704,549.95  一审 

30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众兴卓朗家

用电器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222,432.65  一审 

31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沙驰商贸有

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127,087.17  一审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宋洪丽申请仲裁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宋洪丽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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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被申请人于2014年5月1日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申请人在沈阳茂业置业有

限公司的工作年限顺延至被申请人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后直至

2022年9月28日，申请人一直在被申请人处兢兢业业工作。 

（1）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系违法解除，请求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52万元。 

2022年9月28日，被申请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申请人违反被申请人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手册●员工奖惩制度》第五章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

非法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因此，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法

解除，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52万元。 

（2）申请人应该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22年9月期间加班费，即周六周日加

班及法定节假日工资的差额。 

2019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申请人周六周日2019年加班6天，2020年加班7

天，2021年加班8天、2022年加班2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

条的规定，被告在休息日安排原告工作，又不能安排原告补休的情况下，应支付

原告两倍的工资报酬即1,992.34元/天，总计应支付原告加班工资45,823.75元。 

2019年1月至2022年9月期间，法定假日加班11天，加班工资为32,873.61元。

以上加班费共计78,697.36元。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52万元；（2）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加班费78,697.36元；以上款项共计598,697.36元。 

4、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二）广州中犀实业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州中犀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0年至2019年8月31日之间原被告签订多份《专柜合同》，原告在被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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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柜进行销售，原告依据合同向被告缴纳了质保金和电表押金，截止至双方

合同终止，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9,506.29元货款未返还，原告催要后，被告为我

方出具了电子承兑汇票，现因被告账户没有资金，承兑汇票显示拒付。被告尚欠

我方质保金和电表押金未给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货款79,506.29元、电表押金1,000元、质

保金10,000元，共计90,506.2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5、保全情况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下达民事裁定书【（2022）辽0103

财报1240号】，裁定如下：冻结被申请人商业城的银行存款90,506.29元，或查

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案件保全费925元，由申请人预交。 

 

（三）沈阳众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众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在签订合同后于 2021年 9月 20日在沈阳商业城举行了沈阳商业

城店店庆活动，活动圆满成功，被告通知原告可以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合同

明确写明 7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被告至今未付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人民币48,800元；（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沈阳市沈河区爱平服饰店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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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沈阳市沈河区爱平服饰店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2015年与被告开始合作，原告将公司的服饰在被告处进行销售，顾客

在原告处购买的商品统一到商场收银台付款，再由被告按期向原告给付。2019

年2月被告应向原告付款147,672.74元、2019年5月应付193,166.12元、2019年6

月应付117,756.27元。被告给原告三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20年9月10日

和2020年10月10日，该三张承兑汇票到期后，均没有资金向原告支付。原告多次

找到被告处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但都是以资金困难为由没有给付。原告经多次

催要无果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货款458,595.13元，退还质保金

10,000元、退还装饰押金5,000元，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货款458,595.13元；（2）退还质保金10,000

元、退还装饰押金5,000元；（3）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浙江蔻茜蔻拉贸易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浙江蔻茜蔻拉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0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联营合同》，原告在被告铁西百货大

楼3层经营巨圣品牌商品。原告的货款由被告统一收银，双方根据出具的结算单

进行核对确认，被告按月还原告货款。原告依《联营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

质保金1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相应收据。 

合同签订后，原告因被告长期不按《联营合同》第4.5条规定返还货款，导

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在与被告协商一致的前提下，2022年6月30日原告完成撤

柜，双方终止联营合作。现被告尚欠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的货款共计

69,885.68元，经原告多次催要均未予返还，并使原告产生了资金被占用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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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货款69,885.68元，并支付该款项至全部清偿之

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按LPR利率标准暂计算至2022年9月23日为

1,193.09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质保金10,000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六~十）刘洋、巴月、李娥、吕鑫瑶、张婷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刘洋、巴月、李娥、吕鑫瑶、张婷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上述申请人分别与被申请人于2022年内陆续达成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被申

请人承诺于2022年9月或10月给付上述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合计90,383.29元，但被

申请人至今未给付上述款项，上述申请人多次找被申请人未果。 

3、申请人诉讼请求 

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人民币 90,383.29 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十一）刘刚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刘刚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于2001年4月21日入职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后于2011年12月1

日内部调转到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茂业百货铁西分公司（以下称“茂业公

司”），直至2016年与茂业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茂业公司与被申请

人商业城百货为关联公司，故由于茂业公司及被申请人的工作安排，申请人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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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公司，并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申请职务为行政部经理，劳

动期限为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后重新续签至2022年8月31日，直至

2022年8月24日被申请人书面通知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出具了《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 

综上，被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七条、四十五条、八十七条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

金，因被申请人于茂业公司实际为关联公司，故经济赔偿金按照申请人2001年入

职茂业公司算起共308,000元。 

3、申请人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裁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

金308,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裁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6天未休年假折算工

资5,793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十二）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自2000年被告开业，就一直给被告供应正林瓜子。自2022年1月份开始

被告不正常给付原告货款，诉讼请求的10,008.21元货款，多次催要无果。 

3、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0,008.21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 

4、诉讼进展 

本仲裁事项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十三~十九）王成斌、赵文君、高舒、石俊峰、王洪云、刘丽红及王军田

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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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王成斌、赵文君、高舒、石俊峰、王洪云、刘丽红及王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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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申请人于2009年后陆续加入辽宁中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被

申请人工作至今，被申请人未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3、申请人诉讼请求 

支付上述被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合计148,643.00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二十）沈阳璐希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璐希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红蜻蜓品牌鞋专柜，2017年7月1日起双方开始合作，签

订专柜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铁百店经营，经营期间自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止，合同第二条原告向被告缴纳质保金5,000元，第四条结算条件4.1约定

原告每月按销售额一定比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4.5条款约定原告收到结算回单5

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被告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被告结算货款。

合同期满后，原告仍继续经营，双方仍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被告2021

年货款有拖欠情况，经不断沟通，货款已结算至2021年11月份，但是自2021年12

月份至今的货款被告仍未给付，截止至2022年5月份，被告累计拖欠原告未结算

货款共计208,775.74元，且一拖再拖，故被告违约。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208,775.74元，返还质保金5,000元，合计

213,775.7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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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宁波赢尊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宁波赢尊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系沈阳铁西百货商场的有权经营方，因销售卓诗尼女鞋系列产品需要，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联营合同》，原告在被告提供的铺位经营卓诗尼品牌女鞋，

经营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联营合同约定：（1）乙方每月按

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缴纳承包费，以上承包费如由甲方统一收银的，则每月

承包费由甲方直接从乙方当月货款中扣除。（2）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

每日收市前登录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

平台，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

原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

除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额。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合同。 

然而，自2022年2月份起，被告却未能依约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原告多次

向被告催要并于2022年9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将2022年2月起的全部货

款一次性支付完毕，然被告无动于衷，仍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不予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2年2月至9月的货款及质保金共计

299,852.79元；（2）请依法判令被告以299,852.7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

年4月15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二）张颖、信海波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张颖、信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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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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原告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所有

的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3号内的商铺租赁给被告1对外经营使用，租期自

2007年4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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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第四条第6款第（3）项明确约定：“自

承租期届满5年之日起，至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如甲方（原告）转让商铺

的，乙方（被告1）承诺可以随时按如下方式购买：……（3）租期第十年，以人

民币184,685.00元购买”。 

同时，2007年6月11日，原告又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被告承租原

告所有的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3号内商铺，租期自2007年4月16日至2017年5月31

日。合同第四条第6款第（3）项明确约定：“自承租期届满5年之日起，至本合

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如甲方（原告）转让商铺的，乙方（被告1）承诺可以随

时按如下方式购买：……（3）租期第十年，以人民币184,6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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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期限届满前，原告多次找到被告1要求回购商铺，被告1拒绝回购。

2017年6月1日开始，在《商铺租赁合同》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被告1没有按照

约定回购商铺，也没有和原告签订续租协议，但却继续占有使用原告所有商铺，

理应支付商铺的占有使用费。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1按照《商铺租赁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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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85.00元；（2）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

商铺回购款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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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付原告商铺占用费自2017年11月1日至判

令被告1回购之日止，标准按照最后一期标准计算，暂计算到2017年11月30日，

为1,870元）；（4）请求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承

担连带给付责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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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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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1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商场内铺位。经营期间2022年1月1

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经营范围为三星品牌商品。合同第四条结算条件4.5

项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每日收市前登入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

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平台，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

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

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原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

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除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与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拖

欠支付原告货款123,773.23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应赔

偿原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现原告已多次与被告协商支付货款事宜，但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推脱。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3,773.23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123,773.23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四）沈阳嘉多奇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嘉多奇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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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0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专柜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商场开设专

柜经营里奇波士品牌鞋。结算方式为原告每日核对销售，并在收到结算回单后5

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被告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 

经双方结算确认，被告拖欠原告货款46,667.28元。具体为：（1）2021年12

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货款16,816.07元；（2）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

日的货款23,401.32元；（3）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的货款6,643.49元；

（4）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的货款193.6元。原告已开具发票给被告。 

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专柜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

法律保护，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被告应按照双方约定

的结算时间及结算金额向原告支付货款。但被告拖延至今不予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结算货款46,667.28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33元（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2年7月8日），共计46,700.28元；（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五）季力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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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原告与被告1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所

有的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3号内商铺租赁给被告1对外经营使用，租期自

2007年4月10日至2017年5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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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第四条第6款第（3）向明确约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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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期届满5年之日起，至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如甲方（原告）转让商铺

的，乙方（被告1）承诺可以随时按如下方式购买：……（3）租期第十年，以人

民币311,410元购买”。合同期限届满前，原告多次找到被告1要求回购商铺，被

告拒绝回购，2017年5月租赁合同届满前，原告又以快递方式邮寄《回购申请》

给两被告，要求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回购原告商铺，两被告不予理睬。2017年6

月1日开始，在《商铺租赁合同》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被告1没有按照约定回购

商铺，也没有和原告签订续租协议，但却继续占有使用原告所有商铺，理应支付

商铺的占有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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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10元；（2）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商

铺回购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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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付原告商铺占用费（自2017年7月1日至判令被

告1回购之日，标准按照最后一期标准计算，暂计算到2017年12月31日，为

18,122.5元）；（4）请求判了被告2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承

担连带给付责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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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六）沈阳嘉尔厨具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嘉尔厨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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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签订《超市家电专柜合同》，双方约定经营期限

一年，自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由被告提供场地原告经营销售家电。

双方约定由被告统一收取销售货款，扣除联营扣点、银行卡手续费、信息服务费、

促销服务费后出具联营结算单明细，由原告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被告结算货款。

被告自2022年2月起至2022年9月止持续8个月未向原告结算货款。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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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销售货款734,983.68元及利息（自原告开

具每笔发票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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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算）；（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保全担保费

用、保全费、诉讼费等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七）沈阳康盛贸易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双方签订书面《联营合同》，合同内约定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销

售男鞋，商铺销售款由被告收银台统一收银，原被告按月结算货款；即被告根据

商铺实际销售情况向原告出具联营结算单，待原告核对数据无误，将加盖公章结

算单和发票邮寄至被告后，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上月货款。 

双方合作期间，原告已按约全面履行自身义务，但被告无故拖欠原告四个月

销售款累计共181,425.54元（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间）。直至今日，经原

告多次催要未果。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货款181,425.5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22

年4月30日起，按照LPR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暂计至2022年6月20日为972.24

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 

4、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八）张楠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张楠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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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工作年限应按2年计算，月工资3,000元。因单位强制裁员，强制下达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按工作年限赔偿，也没有书面提前一个月通知申请人。 

3、原告诉讼请求 

（1）支付2020年12月25日至2022年10月2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2,000元；（2）支付代通知金一个月3,000元；（3）支付疫情休2022年3月2日

至2022年4月12日未发工资2,300元；（4）支付2022年5天年假1,500元；（5）支

付2022年10月6日1天调休100元；（6）办理失业金相关手续/离职证明，解除劳

动合同手续/移交养老保险手册；（7）支付截止2022年10月20日工资2,800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二十九）天津中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天津中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被告1：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 年 1月 1 日，原告与被告 1签订《联营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 1商场

内经营中国黄金品牌专柜，原告按销售额乘以约定比例向被告 1支付承包费。如

被告统一收银的，被告 1扣除约定比例承包费后，结算货款并支付给原告，合同

约定结账账期为半个月结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在被告 1商场经营销售。被告 1

未按期结清原告货款，扣留原告货款 30,704,549.95 元。被告 1逾期支付货款的

行为已构成违约。 

被告 2为被告 1股东，持股比例 99.8249%。原告在经营过程中，使用被告 2

结算系统与被告 1对账结算，被告 1经营收益已转移至被告 2。被告 1虽为有限

责任公司，但受被告 2支配，没有独立财产和人格，被告 1与被告 2 形成人格混

同。现被告 1无法偿还到期大量债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 2应当对被

告 1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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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1 给付原告销售货款 30,704,549.95 元；（2）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2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沈阳众兴卓朗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众兴卓朗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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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家电专柜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经

营万家乐品牌的生活电器、厨用电器商品。合同还约定，原告在收到结算回单后

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被告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合同

签订后，原告适格履约，但被告未适格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数次沟通付款无果。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22,432.65元；（2）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证据保全费、

保全责任保险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一）沈阳沙驰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沙驰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长期进行联营合作，双方每半年签订一次《联营合同》，最后一

份联营合同约定：原告经营的沙驰男鞋进入被告场内商铺销售，原告应向被告交

纳质量保证金5,000元，在合同终止后返回给原告；原告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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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告缴纳承包费，被告实行统一收款，承包费由被告直接从当月销售款中扣除；

被告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被告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原告对

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被告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

日结算货款；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合同签

订后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联营货款，被告共计应向原告支付货款

121,087.17元。由于被告长期拖欠原告货款，2022年6月30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

《联营合同》到期后，原告决定不再与被告续签联营合同，并在被告商场撤出，

双方联营关系终止。 

原告认为被告不按照《联营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系违约行为，严重

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除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外，还应当向原告支付逾期付

款的利息。另外，原、被告之间的《联营合同》终止后，被告应当将原告交纳的

质量保证金返还原告。 

3、原告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联营货款121,087.17元及利息（利息暂计1,000

元）；（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质保金5,000元；以上合计127,087.17元；（3）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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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案件尚在审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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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