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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ST 金贵        公告编号：2020-007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贵银业”)于近日收到

了法院及仲裁委送达的《传票》（2019）津 01 民初 1102 号、《传票》（2019）鄂

01 民初 9725 号、《裁决书》郴仲字[2019]196 号、《裁决书》郴仲字[2019]194

号。关于上述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新增诉讼情况 

（一）案件一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曹永贵 

2、案由：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金贵银业立即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安资管”）偿还到期公司债券本金人民币 92,008,000 元、2018 年 11 月 3日

至 2019 年 11 月 2 日期间对应的利息人民币 6,946,604 元,合计人民币

98,954,604 元。 

（2）请求判令金贵银业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债券本息 98,954,604 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9.815%(逾期利率为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年 7.55%上浮 30%)自

2019 年 11月 3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债券本息之日止。 

（3）请求判令曹永贵对诉讼请求（1）和诉讼请求（2）中的全部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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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求判令由金贵银业、曹永贵承担本案诉讼费。 

4、事实与理由 

2014 年 11 月 3 日,金贵银业公开发行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14 金贵债”，债券代码为“112231”,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 7 亿元。华安资管作为“华安财保资管-兴业银行-华安财保资管安华精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下称“精选 1 号”)和“华安财保资产兴业银行-安华稳

赢 3 号资产管理产品”(下称“稳赢 3 号”)的管理人,通过精选 1 号持有“14 金

贵债”人民币 55,008,000 元债券本金 ,通过稳赢 3 号持有“14 金贵

债”37,000,000 元债券本金,合计持有债券本金为人民币 92,008,000 元。2019

年 10 月 10 日,曹永贵出具《连带责任保证函》,对“14 金贵债”项下全部债权

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14 金贵债”项下债券

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如有)、赔偿金(如有)、债券持有人或债券受托

管理人为实现债权或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有关费用、或其他根据

《募集说明书》、《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应

由被保证人(即金贵银业)承担的费用。《募集说明书》第四节第五条“发行人违

约责任”第二款约定,“本公司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

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若公司未按时支付

本期债券的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5、案情最近进展 

已收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起诉状》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传票》（2019）津 01民初 1102 号，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二）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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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 40,80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日期

间的利息人民币 3,080,40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以本息人民币 43,880,400 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 9.815%进行计

算)； 

（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财产保全担保费人民币 21,940.20 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以上第（1）、（2）项诉讼请求暂合计为人民币 43,880,400 元。 

4、事实与理由 

2014 年 11 月 3 日,被告金贵银业公开发行“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金贵债”),债券基本情况为：期限为 5 年,起息

日为 2014 年 11 月 3日,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3日。若被告金

贵银业未按时支付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

或本金,被告金贵银业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率为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原告是“14 金贵债”的债券持有人,持有债

券票面金额为 40,800,000元。根据《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息应于 2019 年 11 月 3日被兑付。因该日为休息日,

故被告金贵银业实际应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向原告兑付本金人民币 40,800,000

元,并付 2018年 11月 3日至 2019年 11月 2日期间的利息人民币 3,080,400元。

由于被告金贵银业未能履行本息兑付义务,已构成违约。 

5、案情最近进展 

已收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状》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19）

鄂 01 民初 9725 号，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案件三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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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湖南省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 

2、案由：工程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 

4、案情最近进展 

已收到郴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郴仲字[2019]196 号，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立即支付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 50,073,518.55 元。 

（2）确认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对 50,073,518.55 元工程款享有法

定优先受偿权。 

（3）被申请人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

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50,073,518.55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从 2019 年 9 月 25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4）驳回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5）本案仲裁费 259,360 元,由被申请人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二）案件四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由：工程合同纠纷 

3、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 

4、案情最近进展 

已收到郴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郴仲字[2019]194 号，裁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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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申请人金贵银业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立即支付申请人湖南福

腾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 30,699,731.75 元。 

（2）确认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对 30,699,731.75 元工程款享有法

定优先受偿权。 

（3）被申请人金贵银业向申请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以 30,699,731.75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 2019 年 9 月 25 起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4）本案仲裁费 179,804 元,由被申请人金贵银业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三、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积极主

张公司权利，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本次诉讼事项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

和经营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预计将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不

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及《传票》（2019）津 01 民初 1102 号 

2、《起诉状》及《传票》（2019）鄂 01 民初 9725 号 

3、《裁决书》郴仲字[2019]196 号 

4、《裁决书》郴仲字[2019]194 号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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