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20-063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郑州华晶”）近日结
合企查查、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信息以及收到的相关法律文书，并向公司有关
部门进行问询或了解，现将公司新增诉讼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信息披露
关于公司涉及的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情况，具体可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相关公告索引如下：
序号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1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2019-069

2019年10月26日

2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19-080

2019年12月4日

3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19-081

2019年12月13日

4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20-001

2020年1月7日

5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03

2020年1月14日

6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09

2020年3月4日

7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10

2020年3月17日

8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11

2020年3月25日

9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17

2020年4月9日

10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36

2020年4月30日

11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51

2020年5月28日

12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52

2020年6月4日

13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55

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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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14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57

2020年7月11日

15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58

2020年7月18日

16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60

2020年7月28日

17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20-061

2020年8月4日

18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

2020-062

2020年8月15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事项暂无其他进展。
二、新增诉讼情况
序
号

1

2

3

原告/
申请人

沈阳鑫太
谷机械配
件制造有
限公司

张家港
天工机械
制造有限
公司

郑州天庆
塑化有限
公司

涉诉金额
（万元）

58.17

35.16

—

案情简述
沈阳鑫太谷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太谷机械”）
与郑州华晶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2017 年 9 月 27 日、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4 日签
订多份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
同对配件的数量、单价、履行方
式及货款支付方式和期限进行了
明确约定，总货款为 476.60 万
元。合同签订后，鑫太谷机械履
行了交货义务，向郑州华晶开具
了全额增值税发票。根据鑫太谷
机械自认，截止 2019 年 12 月 10
日，郑州华晶尚欠鑫太谷机械到
期货款 56.815 万元。鑫太谷机向
法院提起诉讼。
张 家 港天 工 机械 制造 有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天工机械”）与洛
阳 华 发超 硬 材料 制品 有限 公 司
（以下简称“洛阳华发”）于 2017
年 6 月 3 日签订了《电镀金刚石
线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了所
购货物数量及价格。合同签订后，
天工机械依约向洛阳华发交付货
物，总价款共计 308 万元，洛阳
华发共计向天工机械付款 277 万
元。其余款项洛阳华发暂未履行
还款义务，天工机械向法院提起
诉讼。
郑州天庆塑化有限公司诉郑州华
晶金刚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暂
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判决情况/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
情况

1、郑州华晶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向鑫太谷机
械支付货款 568,150 元
及逾期付款损失 13,500
元。

一审已判
决。

2、驳回鑫太谷机械的其
他诉讼请求。

1、限洛阳华发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天工机械货款 351,600
元及利息；
2、驳回天工机械的其他
诉讼请求；

一审已判
决，已划扣
洛阳华发
银行账户
资金 12.23
万元。

3、驳回洛阳华发的其他
诉讼请求。

—

—

三、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发现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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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目前共涉及 55 项诉讼/仲裁案件，案件金额合
计约 459,012.27 万元（郑州天庆塑化有限公司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因
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无法判断涉诉金额，案件合计金额未包含该案件涉
诉金额），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51 项，案件金额约
435,970.01 万元（不含公司与郑州天庆塑化有限公司的诉讼）；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 4 项，案件金额约 23,042.26 万元。
2、经对诉讼相关事项的全面梳理及与律师团队充分沟通后，公司根据涉诉
情况计提预计负债，同时计入营业外支出。因与河南中融智造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纠纷案件，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划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 22,302.55 万元；因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纠纷案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划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 5,056.41 万元；因与牛银萍纠纷案件、张志军案件法
院分别划扣公司土地补偿款 2,000.00 万元、2,400.00 万元；因与远东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纠纷案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划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 2,108.82
万元；因洛阳华发与天工机械纠纷案件，新安县人民法院已划扣洛阳华发银行账
户资金 12.23 万元。上述六项诉讼案件，合计划扣公司及子公司资金 33,880.01
万元，即形成诉讼损失 33,880.01 万元。
3、经自查，部分诉讼相关担保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决策
程序审议批准。目前，公司在全面自查及核实中，并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
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4、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诉讼进展情况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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