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64           证券简称：宁波东力          公告编号：2018-057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情况 

近日，子公司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富供应链”）及其子公

司贵州年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年富”）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签发的仲裁通知和应诉通知书，具体说明如下： 

序

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申请人 

被起诉方/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本金/ 

仲裁本金 
目前进展 

1 
SHEN 

DX20180569 

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贵州卓越兴

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年富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11,393,173.72 元 尚未开庭 

2 
（2018）粤 03

民初 2963 号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重庆传音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6,114,034.36 元 尚未开庭 

3 
SHEN 

DX20180660 

深圳国际仲裁院/

华南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三劲

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48,271.00元 尚未开庭 

4 

（2018）粤

0304 民初

30921 号 

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东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富裕控股

有限公司、 

李文国 

合同纠纷 74,582,751.19 元 尚未开庭 



 

 

5 
（2018）京民

初 173 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中信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富裕控股

有限公司、 

李文国 

合同纠纷 501,000,000.00 元 尚未开庭 

6 

（2018）粤 03

民初 2885 号、

（2018）粤 03

民初 2886 号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宁波东力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市年富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6,339,839.98美元、 

41,000,000.00 美元 
尚未开庭 

7 
（2018）粤 03

民初 3054 号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年富供

应链有限公司、

宁波东力股份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00,000,000.00 元 尚未开庭 

 

二、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一： 

申请人：贵州卓越兴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贵州年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贵州年富法定代表人杨战武涉嫌合同

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供应链服

务协议》和《内贸合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贵州年富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偿还货款余额 11,393,173.72 元及利息。 

案件二： 

申请人：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出口退税款 56,114,034.36 元。 

案件三： 



 

 

申请人：深圳市三劲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仲裁材料，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偿还货款余额 348,271.00 元及违约金。 

案件四： 

申请人：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三：李文国 

案件审理：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买方代付合同》等

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贷款余额 74,582,751.19 元及利息；原告要

求被告二、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五： 

原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富裕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三：李文国 

案件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归还信托贷款 501,000,000元及利息；原告要求被告

二、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六： 



 

 

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年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授信协议》、《出口汇款融资申请书》等执行

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归还融资款 36,339,839.98美元和 41,000,000美元；

原告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要求有权依法处置被告三 755XY2018002139

《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房产，对处置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件七： 

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被告二：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概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且年富供

应链账户被冻结，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等执行困难。 

审理阶段：年富供应链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尚未开庭； 

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一归还借款 100,000,000元及利息；原告要求被告二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未收到其他司法机

关送达的传票、起诉状、仲裁通知等诉讼、仲裁材料。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前述案件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但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仲裁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或仲

裁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依法按照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切实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SHEN DX20180569号案仲裁通知 

2、（2018）粤 03民初 2963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3、SHEN DF20180660号案仲裁通知 

4、（2018）粤 0304民初 30921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5、（2018）京民初 173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6、（2018）粤 03民初 2885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7、（2018）粤 03民初 2886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8、（2018）粤 03民初 3054 号传票和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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