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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9          股票简称：ST 信通             公告编号：临 2023－009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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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诉金额：3,626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目前均处于

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

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阳信通”）此前已披露关

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6 日、3 月 31 日、4 月 30 日、5 月 31 日、6 月 30 日、7 月 30 日、8 月

31 日、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2 月 1 日于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12）、《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25、临 2022-041）及《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8）、《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9）、《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 和临 2022-073）、《亿阳信通关于新增

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9 和临 2022-082）

及《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7、

临 2022-093 和临 2023-004）。 

近日，公司有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合并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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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投资者诉讼情况 

（一）诉讼情况概述： 

1、诉讼当事人： 

原告： 合计 27 名自然人 

被告：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2、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作为投资者，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事受到

损失，被告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原告赔偿。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 

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1 李建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9,128.00  

2 吴亚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3,581,391.56  

3 黄力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66,611.06  

4 张红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20,787.00  

5 林惠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曲飞、田绪文、亿阳集团、

致同 

未开庭 5,487,053.71  

6 徐志国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45,239.00  

7 温社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101,396.00  

8 金志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70,895.04  

9 张秀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731,416.00  

10 邓媛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18,871.49  

11 张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930,689.00  

12 仇晓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未开庭 6,706,530.00  

13 李佩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 吴燕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20,866.00  

15 黄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7,184.00  

16 周木林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17,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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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 

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17 张芳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2,120.72  

18 余营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69,955.74  

19 刘亚东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401,521.00  

20 储文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74,873.76  

21 吴霆钧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139,745.75  

22 刘昱夫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59,884.00  

23 张志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邓

伟、邓清、致同、国信 
未开庭 8,191.03  

24 叶美荣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97,702.01  

25 吕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05,319.00  

26 缪忠强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6,987.90  

27 陈易敏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1,198,500.00  

202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

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 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22）。 

（二）上述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上述 27 起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合计收到 789 名自然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其中 14 人撤诉，其余 775 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为 30,569.17

万元，目前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

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事项，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尽最大努力

妥善处理相关涉诉事项，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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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