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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9    证券简称:退市银鸽   公告编号：临 2020-120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暨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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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诉讼新增金额：19,451.29万元（部分案件不含利息及违约金）。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案件尚未执行或开庭审理，目前无法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到法院

相关诉讼文件，公司及子公司新增一系列诉讼案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涉及诉讼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号 案件编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案件阶段 

1 
（2020）豫 1104

民初 2427 号 

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

公司 

河南银鸽工贸有限

公司 

运输合同

纠纷 
472.45 调解结案 

2 
（2020）豫 1104

民初 2428 号 

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

公司 

河南银鸽生活纸产

有限公司 

运输合同

纠纷 
41.34 调解结案 

3 
（2020）豫 1104

民初 2159号 

吉林市华纳森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60.21 调解结案 

4 
（2020）豫 0183

民初 3049 号 
周朋洋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72.93 调解结案 

5   
济宁南天农科化工有

限公司 

漯河银鸽生活纸产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70.80  未开庭 

6   
南京雷仕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漯河银鸽生活纸产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72.18  未开庭 

7   新乡县博大绒业有限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买卖合同 12.04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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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8 
（2020）豫 1104

民初 2355 号 

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

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71.00 调解结案 

9 
（2020）豫 1104

民初 2356 号 

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

司 

河南银鸽工贸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0.65 调解结案 

10 
（2020）豫 0105

民初 14236 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漯

河银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贴现融资

借款 
2500 

已开庭未

判决 

11   
河南省防腐保温开发

有限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合同 

       

85.29   

诉前调解

中 

12 
（2020）豫 1104

民初 2081 号 

河南铭泰新材料有限

公司 

漯河银鸽特种纸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39.55 调解结案 

13 
（2020）豫 1104

民初 1737 号 

河南倍佳润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0.13 调解结案 

14 
（2020）豫 1104

民初 1627 号 

漯河市昌嘉运输有限

公司 

漯河银鸽生活纸产

有限公司 

运输合同

纠纷 
212.46 调解结案 

15 
（2020）豫 1104

民初 1735 号 

河南普易德商贸有限

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2.78 调解结案 

16 
（2020）豫 11

民初 2148 号 

湖南维杰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35.00 调解结案 

17 
（2020）豫 1104

执 1045号 

长沙中联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58.80 

调解未付

款，对方

申请执行 

18 
（2020）津 0116

民初 15396号 

天津信汇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303.68 尚未开庭 

19 
（2020）豫 11

民初 41 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漯河分行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漯

河银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漯河银鸽

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纠纷 
15000 尚未开庭 

注：部分案件涉及金额不含利息及违约金。 

二、涉及诉讼案件的情况说明 

（一）关于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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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运费 4228650.49 元及退还保证金 500000 元（合计 4728650.49 元）及占用

资金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二）关于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漯河市泰威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运费 313428.93 元及退还保证金 100000 元（合计 413428.93 元）及占用资

金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三）关于吉林市华纳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吉林市华纳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602060.62 元及利息（利息暂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7月 16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

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四）关于周朋洋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周朋洋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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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周朋洋货款 2729277.53 元，并以

2729277.53 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5 倍支付自 2020 年 4 月

30日起至本息还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截止目前, 案已调解结案。 

（五）关于济宁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济宁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货款 707984.54 元；（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截止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六）关于南京雷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南京雷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货款 721836.48 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截止目前, 该案尚未开庭。 

（七）关于新乡县博大绒业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新乡县博大纸业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120382.16 元及违约金（以 120382.1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 50%的标准计算违约金）；（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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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 该案尚未开庭。 

（八）关于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709978.1 元及利息（利息暂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8 月 3 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

用及其他费用。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九）关于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许昌秋红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工贸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06500.88 元及利息（利息暂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8 月 3 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

费用及其他费用。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因贴现融资欠款纠纷，原告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贴现融资款 2500万元、利息（含罚息、

复利）188951.39元（暂计至 2020年 6月 15日，此后利息以及罚息、复利按照约定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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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完毕之日）（上述暂计 25188951.39 元）；（2）判令被告漯河银鸽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金水区金水路 305号 6号楼 2单元 4 层西户（产权证号：1101080017）、金

水区金水路 226 号 13 层 1303、1304 号（产权证号：1001022115、1001022116）房产折

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有限受偿权；（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截止目前,该案已开庭尚未判决。 

（十一）关于河南省防腐保温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 河南省防腐保温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原告起诉状显示， 公司因保温施工合同纠纷被起诉偿还工程款及利息。 

截止目前，该案诉前调解中。 

（十二）关于河南铭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河南铭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 漯河银鸽特种纸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调解书显示，漯河银鸽特种纸有限公司与原告因原材料聚乙烯醇买卖合同

纠纷被诉讼，员工向被告催要货款。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三）关于河南倍佳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河南倍佳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调解书显示，原告与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请求公司支付相关货款。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四）关于漯河市昌嘉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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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漯河市昌嘉运输有限公司 

被告：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相关显示，原告因运输合同纠纷起诉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偿还运费及逾

期利息。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五）关于河南普易德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河南普易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调解书显示，原告因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公司偿还货款。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六）关于湖南维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维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调解书显示，原告因承揽合同纠纷起诉公司支付全部安装款及保证金。，  

截止目前，该案已调解结案。 

（十七）关于长沙中联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长沙中联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相关材料显示，原告因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公司偿还欠款。  

截止目前，调解未付款，对方申请执行。 

（十八）关于天津信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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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天津信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民事裁定书显示，申请人因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  

截止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公司已申请管辖权异议。 

（十九）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的诉讼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 

被告一：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漯河银鸽生活纸产有限公司 

2、诉讼的请求及进展情况 

根据原告起诉状显示， 原告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按合同约定原告向公司发放了

1.5亿的银行借款，被告二与被告三为上述债权提供担保，该笔借款到期未偿还。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1.5亿，利息 152.61万。 

截止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三、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杜运宏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1）。该案件前期调解未执行，杜运宏二审上诉正在审理中。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案件尚未执行或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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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