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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潘郴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吉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小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上年同期

减

1,927,555.24

254,622,988.36

-99.24%

-60,017,299.40

-506,501,164.42

88.15%

-61,512,468.89

-486,497,223.40

87.36%

-45,175,577.59

-137,834,307.22

6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2291

88.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2291

8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不适用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470,454,793.28

3,648,844,241.63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2,249,537.24

1,962,686,743.22

-3.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合计

1,479,000.00
-247,836.00
264,005.49
1,495,169.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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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46,690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

境内非国有法
17.26%

381,516,372

0

国有法人

9.50%

210,000,000

0

国有法人

7.20%

159,063,972

0

境内自然人

6.96%

153,940,110

153,940,110

人

户
郴州市发展投
资集团产业投
资经营有限公
司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曹永贵
财信资产管理
（郴州）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4%

115,809,375

0

3.56%

78,617,000

0

2.33%

51,568,632

0

1.73%

38,248,686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融颐 6 号
股票收益权投

其他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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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平安银行股份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质押

146,837,301

冻结

153,9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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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湘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分行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有法人

1.59%

35,048,238

0

1.49%

33,004,369

15,156,80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381,516,372

人民币普通股

381,516,372

2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0

159,063,972

人民币普通股

159,063,972

115,809,375

人民币普通股

115,809,375

78,6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17,000

51,568,632

人民币普通股

51,568,632

38,248,686

人民币普通股

38,248,686

35,048,238

人民币普通股

35,048,238

26,050,566

人民币普通股

26,050,566

24,212,512

人民币普通股

24,212,512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财信资产管理（郴州）有限公司

数量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融颐 6 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行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财信资产管理（郴州）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实际控制人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

的说明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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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货币资金
预付款项
存货

本期数（期初数）上期数（期末数） 同比变动
297,532,187.30 556,126,583.72
8,694,051.43

3,099,264.57

290,621,412.48 197,470,001.65

变动原因

-46.50%

主要系本期支付重组债权现金偿付款所致。

180.52%

主要系本期公司为复工复产预付水、电、气等款所致。

47.17%

主要系公司3月11日生产车间陆续启动，原材料及车间
在产品、半成品等结存物料较期初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81,905,149.61

99,045,307.82

83.66%

主要系公司为复工复产购进原辅材料欠付供应商的货
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1,853,672.61

1,313,949.45

802.14%

主要系子公司金和矿业预收客户货款1000万元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112,936.26

15,549,663.53

-41.39%

主要系公司重组后陆续支付前期欠付的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8,702,959.76

30,907,788.17

-39.49%

主要系公司重组后陆续支付前期欠付的职工薪酬所致。

279,505,656.81 469,307,190.18

-40.44%

主要系本期陆续支付重组债权人现金偿付款所致。

170,813.43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付前期欠款所致。

254,622,988.36

-99.24%

主要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于3月11日复工复产，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营业收入

1,927,555.24

本期产品实现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420,021.10

712,406,433.86

-99.94%

主要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于3月11日复工复产，
产品实现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相应营业成同时也
大幅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31,284.22

1,000,470.92

-46.90%

主要系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造成销售费用同时减
少所致。

管理费用

44,077,472.52

21,658,064.50

103.52%

主要系公司实施重整并于3月11日复工复产，停工停产
期间发生停工损失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611,166.14

104,201,252.73

-90.78%

主要系公司实施重整，债务危机有效化解，财务状况显
著改善，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其他收益

1,479,000.00

6,757,200.00

-78.11%

主要系公司实施重整并于3月11日复工复产，获得的财
政补贴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营业利润

-60,033,468.89 -479,740,023.40

87.49%

主要系本期公司重整完毕并于2021年3月11日复工复
产，公司亏损主要系停工停产期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
旧、停产损失和公司重组留债计提的财务费用所致。

营业外支出
净利润

311,134.46

27,091,799.26

-60,017,299.40 -506,501,164.42

-98.85%

主要系上期计提已判决保理业务逾期罚息所致。

88.15%

主要系本期公司重整完毕并于2021年3月11日复工复
产，公司亏损主要系停工停产期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
旧、停产损失和公司重组留债计提的财务费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45,175,577.59 -137,834,307.22
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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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2%

主要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于3月11日复工复产，
本期支付的购买商品及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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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2,593,888.39

100.00%

主要系本期没有发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110,860,538.00 138,801,835.81

-20.13%

主要系本期没有取得银行借款收到的现金所致。

4138.91%

主要系公司实施重组后，银行账户陆续解冻，可用货币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

65,687,210.90

-1,626,359.80

物净增加额

资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实施完成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960,478,192元变更为2,210,479,088元。2021年1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60,478,172元”变更为“人民币2,210,479,088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曹永贵”变更为“潘郴华”
；营业期限由“2004
年11月8日至2024年11月07日”变更为“长期”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02、2021-010、2021-022。
2、董监高换届
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专题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选举扶建新先生
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06。
公司2021年1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潘郴华先生、何克
非先生、汤建先生、曹露莎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黄健柏先生、卫建国先生、刘兴树先生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2021年1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雷蕾女士、宋兴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02、2021-003、2021-010。
公司2021年于1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潘郴华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克非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潘郴华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汤建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圣南先生、王德发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罗吉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袁志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袁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详见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1。
公司2021年于1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雷蕾
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2。
3、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1%
公司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以股抵债获得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44,063,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本次权益变动后，占公司总股本的7.20%。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5。
4、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达到1%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
）之控股子公司长城华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信资产管理（郴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郴州资产”
）通过以股抵债获得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分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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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4,212,512股、5,809,375股，占公司总股本分别为1.10%、0.26%。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城资产占公司总股本的8.29%（包
括控股子公司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财信郴州资产占公司总股本的5.24%。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21-031。
5、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
通过公司自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了解到公司股东曹永贵先生所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冻结及轮
候冻结，截至2021年3月31日，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53,940,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6%。其中累计质押
的股份为共计146,837,301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95.3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64%；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
205,253,47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6%；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5,838,884,158股，超过其
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6、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及部分子公司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公司由于相关诉讼事项导致部分银行账号被冻结，报告期内公司获悉子公司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华融湘江
银行郴州东城支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郴州市苏仙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南大支行、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华夏银行郴州分行的 5 个银行账户被解除冻结，全部恢复正常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被申请冻结的银行账户共 55 个，累计
被冻结金额为 19,251,507.38 元。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周转和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仍可通过未被冻结的少数银行账户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持续。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
收到法院的裁定书，大部分账户将解除冻结。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76、
2019-080、
2019-089、
2019-092、
2019-109、
2019-144、2020-005、2020-030、2020-035、2020-091、2020-116、2020-118、2020-144、2020-155。
7、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
议案》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与财务状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
规定，公司针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可能存在回收风险的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44。
8、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公司于2020年7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
（编号：湘证调查字040号）
。通知书内容为：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
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同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
（编号：湘证调查字041号）
，通知书内容为：因曹永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我会决定对曹永贵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及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将积
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就
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
号：2020-106、2020-119、2020-141、2020-151、2020-163、2020-173、2020-194、2021-014、2021-026、2021-034。
9、公司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曹永贵先生的通知，获悉曹永贵先生因未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股票质押购回交易，构
成逾期违约，存在被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
）和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
国瑞证券”
）强制处置其所持公司股份的风险。曹永贵先生于近日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9）粤0304民特3944、
《民事裁定书》
（2019）粤0304民特3896，裁定准许第一创业证券、长城国瑞证券拍卖、变卖被申
请人曹永贵先生名下质押的公司股票共计44,989,381股及股票孳息。由于曹永贵先生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
请执行人第一创业证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15,156,807股首发后限售
股及其孳息，以及11,523,574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其孳息股票，所得款项用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第一创业证券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永贵先生名下质押给申请人第一创业证券的公司6,323,988股股票及其孳息，所
得款项用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长城国瑞证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永贵先生名下质押给
申请人长城国瑞证券的公司18,309,000股股票及其孳息，所得款项用以清偿债务。2021年1月3日，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的
51,313,369股股票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第一创业证券竞得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的33,004,369股股票，
陈学赓先生竞得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的18,309,000股股票，上述公司股份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
户登记手续。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28、2020-181、2021-001、2021-009、2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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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曹永贵、许丽、深圳鑫贵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郴州市金和贵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西博白县松旺铅锌矿业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2018)京中信执字 01581 号公证债权文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1年2月23日，公司股东曹永贵先生由于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325,561,928.12元及利息，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性质:
首发后限售股）剩余质押股票共21,683,000股以清偿债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10时至2021年3月19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公开拍卖，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一融颐6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最高应价竞得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的21,683,000股股票。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4、2021-032。
10、公司资产拍卖
（1）存货拍卖
2020年12月16日，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
《财产管理方案（草案）
》2020年12月16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10破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
准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
，根据《重整计划》
，公司及管理人须对拟剥离的
低效资产进行处置。公司于2021年3月9日、2021年3月18日、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9日对包括铅精矿类、粗铅类、贵铅
类、电铅类、含银物料类及红冰铜类等，清算评估价值为128,170.80万元的质押存货进行了四次公开拍卖，存货拍卖全部完
成，成交总额为277,601,431.97元，买受人为郴州产投供应链有限公司及郴州市狮子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1-027、2021-029、2021-030、2021-033、2021-036、2021-038。
（2）长期股权投资及对外债权拍卖
2020年12月16日，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
《财产管理方案（草案）
》2020年12月16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10破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
准了《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
，根据《重整计划》
，公司及管理人须对拟剥离的
低效资产进行处置。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对外债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标的1为郴州市金贵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账面价值为25,000,000元，评估价值14,429,645.15元，经三位竞拍人现场竞价后，郴州晟达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达资管”
）以25,000,000元成交；标的2为对外债权，账面价值为175,000,000元，评估价值
17,851,846.35元，经三位竞拍人现场竞价后，晟达资管以175,000,000元成交。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7、
2021-03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2019 年 09 月 1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111

原控股股东为“14 金贵债”提供担保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123

公司不动产被查封

2019 年 11 月 0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146

2019 年 11 月 0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140

2019 年 12 月 12 日

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 04 月 23 日

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 04 月 2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55

无法如期兑付“14 金贵债”的本金及
利息
无法如期兑付“17 金贵 01”回售款及
利息
无法如期兑付“18 金贵 01”回售款及
利息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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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

合同订立对方

方名称

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
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铅精矿、粗铅、

月 31 日，郴投
集团供应链公

郴州市金贵银

郴州市发展投

粗银等生产必

业股份有限公

资集团供应链

需的原材料、

司

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及备

商采购公司生

品备件等

产必须的原材

20 亿元-30 亿元

司向上游供应

料约 1.04 亿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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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郴华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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