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ST 贵人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债券代码：122346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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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阶段：已受理，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被告 

 涉案的金额：涉案金额为 51110.21 万元，分别为：建设银行贷款本金

25777万元、暂计至 2020年 7月 6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693.81万元及相应的

诉讼费、保全费等；民生银行流动贷款本金 11000 万元，利息、罚息、复利合计

243.28 万元及诉讼费等；民生银行并购贷款本金 13101.33 万元，利息、罚息、

复利合计 294.79万元及诉讼费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由于流动性紧张，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6月 21日按时支付各家银行贷款利息，公司在各家银行的贷款本金合计 14.10

亿元全部逾期，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2020-042号）。 

近期，公司及子公司分别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5 民

初 1151 号、（2020）闽 05 民初 1140 号、（2020）闽 05 民初 1141 号《应诉通知

书》及《起诉状》等。由于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及支付借款利息，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分别向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受理了上述申请。 

二、诉讼的请求、事实与理由 



 

1、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 

住所地：晋江青阳曾井小区 

负责人：陈立新 

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天福 

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沟西工业区 

其他被告：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子公司之一）、贵

人鸟（厦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

司（系本公司的子公司之一）、林天福、林锦治 

（1）诉讼请求 

①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25777 万

元，利息、罚息、复利 693.81 万元（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6 日）以及 2020 年 7

月 7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 

②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址在晋江市陈

埭镇坊脚村 878号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晋国用（2011）第 00733 号、房屋

所有权证号：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50181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闽（2018）晋

江市不动产证明第 0010951 号）在最高限额 7325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③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址在晋江市内

坑镇下村村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证：晋国用（2014）第 01723

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闽（2019）晋江市不动产证明第 0056981 号）在最高限额

3229.18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④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

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在最高限额 264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林天福、林锦治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⑥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2）上述案件事实与理由 



 

被告分别于 2019 年 10月、2019年 12月、2020年 3月与原告签订《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原告向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合计

25777 万元。同时，原告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

所有的址在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 878号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晋国用（2011）

第 00733 号，房屋所有权证号：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501816号）为贵人鸟股份

有限公司与原告在 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

承兑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所产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 7325 万元抵押担保；

被告将其所有的址在晋江市内坑镇下村村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证：

晋国用（2014）第 01723 号）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6 日期间签订借款合同、承兑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所产生

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 3229.18万元抵押担保。被告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

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林天福、林

锦治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在合同履行期间，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6 月起开始欠息，且未按

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为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信贷资产安全，原

告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2、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 689 号 

主要负责人：郑学泉 

被告一：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天福 

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沟西工业区 

被告二至八：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厦门贵人鸟体

育营销有限公司（公司的子公司之一）、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公司

的子公司之一）、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清辉、丁翠圆 

（1）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10 亿元，利息、罚息、复



 

利 243.28 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支付自 2020

年 7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标准执行的利息、罚息、复利； 

②判令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 16 万元； 

③判令被告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福建省

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清辉、丁翠圆对被

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④判令原告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的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及孳息依法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 

⑤判令原告对被告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址在厦门市湖里区泗

水道 629 号 1801-1808、1901-1908、 201-202、301-304 单元房地产依法折价或

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 

⑥由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诉讼保

全费、公告费等)。 

（2）案件事实与理由 

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与原告签订编号为(2019) 年

(泉综授)字(076)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使用最

高授信额度为贰亿玖仟叁佰万元整的借款，授信额度有效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10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

被告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福建省贵人鸟体育

贸易有限公司、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清辉、丁翠圆为被告贵人鸟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最高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

其名下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及孳息为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被告贵人鸟(厦门)有限

公司以址在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29 号 1801-1808、1901-1908、 201-202、301-304

单元房地产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 

2019 年 8 月至 9 月间，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流动资金

贷款借款合同》，向原告借款 1.1 亿元。原告依约向被告放款，但被告贵人鸟股

份有限公司并未依约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第 12 条，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行使相应

权利，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贷款立即到期，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并

停止继续发放贷款；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原告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

费用。同时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原告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股权及被

告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有权要求被告贵人

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福建省贵人乌体育贸易有限

公司、贵人乌投资有限公司、林天福、林清辉、丁翠圆按合同约定履行连带保证

担保义务。 

3、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

并购贷款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 689 号 

主要负责人：郑学泉 

被告一：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天福 

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沟西工业区 

被告二、三：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子公司之一）、林天福 

（1）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31 亿元、利息、罚息、复

利合计 294.79 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支付自

2020 年 7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标准执行的利息、罚息、复

利； 

②判令被告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

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③判令原告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的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及孳息依法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 

④判令被告林天福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诉讼保全费、



 

公告费等)。 

（2）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并

购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公被告提供借款，用于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收购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款。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林天福

为上述贷款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被告贵人鸟

股份有限公司、林天福与原告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将上述并购贷款进行展期。 

原告依约向被告发放贷款，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截至 2020 年 7 月 7 日，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1.31 亿元，

利息、罚息、复利合计 294.79 万元。根据《并购贷款借款合同》第 20 条约定，

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全部贷款立即到期，提

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并停止继续发放贷款；第 21 条，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

司违约致使原告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同时，被告林天福应按合同

约定履行连带保证担保义务，被告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共同还

款责任。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准确判断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等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短期内，公司偿还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存在较大困难。目前，公司

正配合相关各方与债权人沟通，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务和解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如若债务未能取得和解，公司未来仍将持续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

定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