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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9-022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或“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披露

《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补充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85）

及部分重大仲裁案件后至今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一、自前次披露后部分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经统计，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

1,718,402,986.07 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公司

被起诉类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 15,051,688.84 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

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因乐融致新出表，其被起诉案件涉案金额约 13 亿余

元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计算）。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诉讼案件中，因较大部分案件尚未审理裁决，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

公告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

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事

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2017 年 8 月 25 日、2018 年 4 月 25 日、8 月 7

日、8 月 27 日、10 月 8 日、11 月 1 日、11 月 9 日、11 月 14 日、12 月 7 日、12

月 14 日、12 月 28 日、2019 年 1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强制

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3）、《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109、2018-067）、《自前次披露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

件的补充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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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2018-179）、《涉及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3）、《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4）、《自前次披露后

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补充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85）、《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8、2018-202、2018-206、

2019-006）。 

截止目前，公司合并范围内1披露的主诉案件执行中（含调解及判决类）案

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0.47 亿元（实际执行金额将以判决书和调解书为准），在

诉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21.27 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合并范围内披露的被诉案件执行中（含调解及判决类）案件

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6.71 亿元（实际执行金额将以判决书和调解书为准），在诉

2类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额约 57.77 亿元（因乐融致新出表，其被诉案件中在诉类

案件对应既有诉讼标的额约 10 亿余元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计算）。 

 

特此公告。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1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
 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今, 被诉案件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案件已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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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 

1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乐行（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车

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000,000.00 

2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乐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多起案件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02,380,650.51 

3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打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方（京外法

院受理） 
广告合同纠纷 诉讼中 256,508,974.26 

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4,500,000.00 

5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汽车（北京）有限公司、乐视致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0,000,000.00 

6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等多方（北

京朝阳区法院受理） 
广告合同纠纷 诉讼中 956,497,289.10 

7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联汇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方（北京海淀

区法院受理） 
广告合同纠纷 诉讼中 174,810,000.00 

8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瑞影都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1,840,000.00 

9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天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1,541,000.00 

10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世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1,495,000.00 

11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紫金长天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42,600.00 

12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网连八方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1,207,500.00 

13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纽音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1,080,000.00 

14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圣田嘉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诉讼中 155,250.00 

15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妙视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5,000.00 

16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希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版权合同纠纷 诉讼中 3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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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9,500,000.00 

18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纠纷 已立案 1,150,000.00 

19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新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226,000.00 

20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多

方 

技术服务合同纠

纷 
诉讼中 67,378,722.20 

主诉类案件总计 1,718,402,986.07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及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类 

1 北京淘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358,379.50  

2 河北精英动漫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50,000.00  

3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91,358.49  

4 中鸿新音艺（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457,872.00  

5 上海芮邑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722,064.40  

6 东阳多美影视有限公司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141,973.49  

小计 9,421,647.88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及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类 

7 北京商专永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乐视云计算、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讼中 330,472.46  

8 广东力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云计算 合同纠纷 诉讼中 837,934.00  

小计 1,168,406.46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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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方共同被起诉 

9 北京淘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 合同纠纷 诉讼中 2,491,634.50  

10 一九零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 合同纠纷 诉讼中 1,970,000.00  

小计 4,461,634.50  

被起诉类案件总计 15,051,68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