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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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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董事长：潘郴华 

财务总监：罗吉松 

董事会秘书：袁志勇 

证券事务代表：袁剑 

时间 2022年 5月 13 日 15:00-17:3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 

形式 线上文字直播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现场问答： 

1、公司作为郴州贵金属的龙头企业，是否有整合郴州贵金

属资源的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竞争优势

明显，有规模、有技术、有市场、有品牌、有前景，具备产业

整合优化升级的基础条件，公司将按郴州市委政府的部署，发

挥上市公司优势，按市场化原则参与整合振兴郴州有色产业，

做强做优金贵银业。 

2、公司近期股价大幅下降，原因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涨跌是市场行为，公司股

价的表现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大



盘整体走势及行业板块整体走势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公司将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技术

以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进一

步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盈利能力，以优良的业绩回报投资

者。 

3、公司 2020 年度的债务重组收益为 64.14 亿元，2021 年

年度债务重组收益为 9181 万元，为何司法重整完成之后还会存

在债务重组收益，2022 年还将有类似的债务重组收益的情形

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司法重整债权申报有效期

为 3 年，如果后期存在债权人申报的情况，且公司审查符合要

求的，则根据重整计划进行相应的现金、股票兑付，并计算相

应的重整收益。 

4、公司如何应对近期贵金属价格的波动？ 

答：公司应对贵金属波动的主要措施是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锁定公司经营利润，规避经营风险。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

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议题，成立了期货部负责具体业务。 

5、目前股价低于重组时的价格了，怎么提高股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涨跌是市场行为，公司股价

的表现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大盘

整体走势及行业板块整体走势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公司将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技术以

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

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盈利能力，以优良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6、目前公司各项存货有多少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2 年 3月 31日，公司存

货约 11 亿元。 

7、你好，最近有回购公司股票的计划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经营现金流趋紧，从公司



可持续发展考虑，公司暂时没有回购股票的计划。 

8、公司预计何时扭亏为盈，有没有什么规划增加公司利润

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度实现了净利润了 1，

494 万元。未来公司将不断研发有色金属、贵金属清洁回收及新

材料生产、新工艺技术，提高白银原料中复杂多金属综合回收

能力，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技术以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

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

盈利能力。下阶段，公司将积极拓展矿山项目，掌握控制资源，

同时公司拟发挥白银综合回收技术和产能优势，积极进入银粉

银浆行业，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9、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而且主业白银毛利率为负值？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从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

底国内白银市场销售价格持续下跌（从 5685 元/公斤跌至 4690

元/公斤），公司从原材料购进至产品销售存在一定的生产周期，

销售价格持续走低是造成公司白银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因素，另

一方面，公司 2020 历经司重组，2021 年 3月中旬复工复产，公

司白银产能未得到充分释放。 

10、请问，公司有市值管理吗？如有，是如何管理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重视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关系

的维护，做稳做实主业是市值管理的基础。公司未来将以白银

冶炼加工及多金属综合回收为核心，依托重整投资人国资背景、

资金实力、经营管理经验等优势，整合郴州市优质产业资源，

不断研发有色金属、贵金属清洁回收及新材料生产、新工艺技

术，提高原料中多金属综合回收能力，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

技术以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

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积极稳妥向上游矿

山及下游银基新材料领域拓展，以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11、去年第四季度，大干一百天，有何效果？公司去年亏损，



与重整许诺相差甚远，为什么？今年有何措施盈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大干一百天”活动，增强

了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公司自 2021 年 3 月 11

日复工复产以来，生产产能逐步释放，主要产品产量及销售收

入逐步上升，但受投产时间、计划检修、限电的影响，2021 年

度开工率不足对公司经营业绩及毛利率有一定的影响。 2022 年

公司将认真做好原辅料采购、销售与生产的紧密衔接，强化生

产调度管理，精细化过程管控，所有进出厂物料做全金属分析，

严格控制入炉品位，加大中间物料的处理力度，进一步抓好成

本管理，降低库存，提高回收率、直收率。加快推进闲置资产

的处置，盘活存量资源。加强科技创新，优化工艺技术、流程，

努力挖掘增产、创效、增收潜力。公司将积极拓展矿山项目，

掌握控制资源，同时公司拟发挥白银综合回收技术和产能优势，

积极进入银粉银浆行业，提高盈利能力，助推公司从传统有色

加工行业向新材料行业转型。 

12、既然一季度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了，那季报的亏损怎么来

的？二季度又停了电铅生产，如何实现半年报盈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一季度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了，一

季报的公司亏损约 970 万元，其主要原因系由于国内疫情的因

素，母公司原材料采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产能未完全

得到释放；西藏子公司受地理区域气侯因素影响，至今暂未开

工。子公司金福银贵由于受国内疫情的影响，公司银制品销售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司将进一步抓好成本管理，降低库存，

提高回收率、直收率，加强科技创新，优化工艺技术、流程，

努力挖掘增产、创效、增收潜力。 

13、请问贵公司目前债务重组的情况如何，何时能够完全解

决？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开始实

施司法重整，公司按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兑付债权。公司绝大



部分债权已在 2021 年兑付，未兑付的债权人可在三年内申报债

权，经公司核实后继续按重整计划执行。 

14、请问公司大股东后续动作是计划主持经营，还是计划适

时转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金贵银业是国内第一家以白银

为主业的上市企业，主营业务突出，竞争优势明显，有规模、

有技术、有市场、有品牌、有前景，具备产业整合优化升级的

基础条件，对今后郴州及全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具有带动和示

范作用，经历前几年的市场和环保调控，目前正值有色行业整

合的最佳时机。公司大股东将按郴州市委政府的部署，发挥上

市公司优势，持续推进整合振兴郴州有色产业，做强做优金贵

银业。 

15、想请教 2021 年金贵银业在经营层面所作的工作有哪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经营层的所作的主要

工作如下：1、顺利实现公司复工达产，积极开展技术升级，促

进生产达产达效。2、顺利实现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净利润

1,493.58 万元。3、顺利实现摘星脱帽及立案调查结案。4、强

化安全环保，夯实发展基础，2021 年公司未发生安全环保事故。 

16、想了解下公司今年的战略规划展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2 年的发展规划如下：

1、加强套期保值。加强套期保值团队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流程，扎实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有

效锁定生产利润。2、加强人才引进。有效实施“三个人才”（引

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战略，着力培育引进现代化管

理和先进技术人才或团队，进一步推动金贵银业高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3、加强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银、钯、碲等金属回收

率和直收率，推动精碲技改项目达产达效，实施硝酸银提质升

级，加快推动银基新材料等精深加工产品发展，延伸产业链条，

增加产品附加值。大力推进关键技术和重要共性技术攻关，推



动公司和行业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以管理创新等手段持续推

进降本增效工作。4、加强安全环保。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抓

实安全环保工作，严守操作规程，坚决守住“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5、加强

投融资业务开展。积极拓展上游矿山、下游银基材料深加工项

目，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快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

供应链。充分发挥金贵银业在资本市场的平台优势，积极创造

条件实现再融资，推动金贵银业从冶炼行业向新材料精深加工

转型发展，实现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战略。6、加强风险管控。

进一步优化财务、工程、采购、销售等审批流程，建立供应链

“采购精细管理”平台。强化全员合规意识，健全合规管理体

系，突出重点领域、关键部门合规管理，防范经营、财务和法

务风险。推进资产解冻、征信修复各项工作，恢复公司融资功

能。 

17、公司对资本市场的市值管理有无一定的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重视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关系

的维护，做稳做实主业是市值管理的基础。公司未来将以白银

冶炼加工及多金属综合回收为核心，依托重整投资人国资背景、

资金实力、经营管理经验等优势，整合郴州市优质产业资源，

不断研发有色金属、贵金属清洁回收及新材料生产、新工艺技

术，提高原料中多金属综合回收能力，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

技术以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

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积极稳妥向上游矿

山及下游银基新材料领域拓展，以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18、公司氧压酸浸-旋流电解-5 万吨铅冰铜渣资源综合利用

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5 万 t/a 铅冰铜渣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正常生产。 

19、目前公司白银和铅锌的采购成本几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原材料的同期市场价格，是

以当期对应金属市价价格为基础扣减行业所约定银、铅等计价

金属的扣除率计算所得，其中实际扣除率将在一定合理范围内

变动，受市场价格、采购时点及原料品位等因素的影响。 

20、请问董事长，金贵银业股价摘帽去星后 2021 年下半年

一路向下，到目前更是跌破新高，投资者损失惨重。除贵金属

行情不好和疫情影响外，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公司将采取什

么主动措施来回报投资者？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价涨跌是市场行为，公司股价

的表现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大盘

整体走势及行业板块整体走势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公司将深耕银深加工和新材料技术以

及主营业务优势领域，开发高端产品，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

提升规模效益和生产经营盈利能力，以优良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21、原料来源主要在哪，国内和海外占比分别多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来源于国内

矿山及贸易商。 

22、公司大量项目因为债务问题终止，未来有无新的项目计

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近年来，受益于国家低碳环保及

新能源的发展规划，我国光伏装机量大幅增长，目前我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及光伏组件供应商，光伏银粉银浆对白

银有巨大的需求，白银及白银深加工产品的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公司拟发挥白银综合回收技术和产能优势，通过投资并购等方

式积极稳妥的进入银粉银浆行业。 

23、请问，未来因为债务问题，可能的减值规模和减值节奏？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严格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如果存在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公司将会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进行账务处理。 

24、今年有无受疫情影响利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疫情对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和产

品销售有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对原材料采购的影响更大些。 

 

25、金和公司和俊龙公司的生产规划？产能、产量的规划？

采选的成本？产品品种和含量？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金和矿业的主要产品为铅精矿（含

金银），锌精矿。今年预计生产 7 万吨原矿，6000 个金属吨，

总体采矿成本控制在 450 元/吨左右，选矿成本控制在 260 元/

吨左右。俊龙矿业正在办理探转采的相关工作，今年暂不具备

开采条件。 

26、期货银价与公司的利润有无直接关系？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国内对银金属定价依据主

要参照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实时行情和中国白银

网及上海有色网等，这些网站的价格变动都是趋于同向的，公

司在采购销售过程中，对银的定价，确实会受到价格波动的影

响，公司作为生产加工型企业，产品生产存在一定的生产周期，

市场行情行持续长期的上涨或下跌，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

影响。 

2022 年公司为规避生产经营中的商品价格风险，结合公司

未来原料采购、商品库存、产品销售等情况对生产经营业务相

关的产品及原材料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维持经营业绩稳定。 

27、公司目前的生产资金是否得到完全解决？银行的授信

是否恢复正常？公司产能目前能达到多少？产能是否全部释

放？ 

答：目前公司的征信暂未修复，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法院、

银行等相关部门，争取尽早恢复公司征信和自身融资功能。目

前，公司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主要依托大股东的供应链公司代为



采购，“赊销”给公司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受原材料供需关

系的影响，公司产能没有全部释放。 

28、银行恢复了对公司的信用贷款了吗？ 

答：目前公司的征信暂未修复，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法院、银

行等相关部门，争取尽早恢复公司征信和自身融资功能，征信

修复后，公司可申请银行授信。 

29、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是官员管理企业，还是企业家管理

企业？ 

答：公司严格按《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治理公司，公司运作规范高效。 

30、请问下贵公司现在有什么生产线已经建成？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对精碲产品生产线

进行了技改，于 2021 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并顺利投产。 

31、请问贵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答：公司的主要客户在国内。 

32、董事长你好，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发布粗铅系统年

度检修公告，按计划 5月 10日完成相关工作。请问目前检修工

作是否完成并投产？请公司吸取原实控人曹永贵先生的教训，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谢谢。 

答：公司粗铅系统检修目前处扫尾阶段，投产时公司将及时

公告。 

33、公司目前的库存，是否已计提核销生产成本？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

求，每季末均会对公司存货进行存货跌价测试，根据测试结果

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损失。 

34、郴州金旺铋业目前处于司法重整阶段，根据已披露的信

息，郴投集团旗下高新市政接盘金旺铋业部分氧化铋生产储存

资产约 1.2 亿元，请问郴投集团是否有意向金贵银业注入该类

资产，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经核实，郴投集团未参与金旺铋

业的司法重整。 

35、公司还有约一亿股的破产企业股准备怎么处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重整计划》，债权人未

及时领受偿债资产的，根据重整计划应向其分配的资金、股票

由管理人提存。上述提存的偿债资产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

起满三年债权人仍不领受的，视为放弃领受。债权人放弃领受

的偿债资产，以及为以存货为抵押物、质物的债权和预计债权

提存的偿债资产最终不需要提存的部分，由管理人变价后支付

给金贵银业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披露重

大信息的说明 

本次活动期间，公司不存在透漏任何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活动过程中所使

用的演示文稿、提

供的文档等附件

（如有，可 作 为 

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