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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不涉及上市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总资

产、净资产等指标，仅涉及母公司单体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部分项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 或“公司” ）于2019年8月1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思维列控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

公告》。为便于投资者更加清楚地理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现补充说明如下：

一、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不影响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不涉及上市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总资产、净资

产等指标，仅涉及母公司单体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部分项目。母公司单体报表相关指标更

正对比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3,071,765,273.96 2,515,856,698.75 -555,908,575.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21,616,781.93 2,865,708,206.72 -555,908,575.21

资产总计 4,486,210,868.78 3,930,302,293.57 -555,908,575.21

未分配利润 1,607,163,818.61 1,051,255,243.40 -555,908,575.2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101,074,970.17 3,545,166,394.96 -555,908,575.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486,210,868.78 3,930,302,293.57 -555,908,575.21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61,174,276.69 5,265,701.48 -555,908,575.2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06,589,078.37 50,680,503.16 -555,908,575.2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06,476,974.10 50,568,398.89 -555,908,575.2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8,823,429.00 42,914,853.79 -555,908,575.2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8,823,429.00 42,914,853.79 -555,908,575.21

六、综合收益总额 598,823,429.00 42,914,853.79 -555,908,575.21

七、每股收益： 0.00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17 0.23 -2.9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17 0.23 -2.94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更正的意见

2019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更正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发表意

见如下：

公司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更正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该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

关制度的要求，对更正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

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更正未损害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更正的处理。同时，希

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财务监管，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其它内容不变。《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更正版）》已于2019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将加强

培训以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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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君禾股份” ）股票于2019年8月16日、8

月1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8月16日、8月1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除公司已披露的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项外， 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二）经公司核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

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前期公告事项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

处。

（三）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询问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于 2019�年 6�月 6�日、2019�年 6�月 19�日、2019�年 6�月 20�日分别披露了

《君禾股份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君禾股份董事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君禾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3），分别披露了公司董事张逸鹏先生、董事张阿华先生、董事周惠琴女士、副总经

理林姗姗女士、副总经理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司于 2019�年 7�月 16�日披露了《君禾股

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张阿华先生、周惠琴女

士、林姗姗女士及徐海良先生的减持股份计划均已在2019�年 7�月 15�日实施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董事张阿华先生、董事周惠琴女士、副总经理林姗姗女士、副总经理

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均已实施完毕，董事张逸鹏先生尚未开始实施减持。

2、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披露了《君禾股份2019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6,444.06�万元， 同比增长 3.7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9.35�万

元，同比下降 4.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14.72万元，

同比上升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因公司于2018年起实施 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发生股份支付金额 4,836,988.16�元，上年同期 776,899.90�元，

同比增加4,060,088.26元， 同比增加金额占公司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9.34%。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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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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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06号《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以下简称“关注函” ），我公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对关注函所询问题，

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数量占其所持你公司股份比例达1,

031.82%，涉诉金额达11.6亿元。请补充披露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信息披露是

否及时，并说明其所持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

风险。

公司回复：

(一)�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曹永贵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如下：

序号

冻结机

关

原告 被告 冻结原因

1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 民 法

院

黄红云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

先生于2017年9月向黄红云先生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 借款期限

为2017年9月19日 至2018年9月18日。截至目前，曹永贵先生逾期

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2,916万元。该诉讼案件已经出具判决书。

2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曹雅群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

先生于2017年12月向曹雅群先生借款人民币2,696万元，借款期限

为2017年12月24日至2017年9月23日。截至目前，曹永贵先生逾期

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2，696万元。已经出具《执行裁定书》

3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人 民 法

院

张孝财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原告认

为曹永贵先生应该为袁辅红于2017年6月15日与原告签订的 《合

作协议》 项下的逾期利息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标的为4,375

万元，目前曹永贵先生已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法院暂未

下达裁定。

4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人 民 法

院

张孝财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原告认

为曹永贵先生应该为袁辅红于2017年10月18日与原告签订的《合

作协议》 项下的逾期利息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标的为4,800

万元，目前曹永贵先生已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法院暂未

下达裁定。

5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黄钦坚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

永贵先生与黄钦坚于2015年2月13日签订《借款合同》， 黄钦坚提

供借款1,600万元，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到期，截至目前，曹永贵

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为1,600万元，并收到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决书。

6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

永贵先生于2018年6月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49,

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截至目前，曹

永贵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49,000万元， 并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7

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院

重庆市海尔

小额贷款公

司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被申请人一）、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申请人二）、

曹永贵（被申请人三）、

郴州市金江房地开发有

限公司（被申请人四）、

郴州市三曦矿业有限公

司（被申请人五）、永兴

县富恒金属有限责任公

司（被申请人六）

曹永贵先生于2018年12月24日与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1、曹永贵先生为永兴县富恒贵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汇票贴现，贴

现金额5,340万，贴现利息660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曹永贵先生

为2017年12月28日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6,000万元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旺

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相应合同义务，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 截止目前尚有7,292万元未偿付，

2019年8月12日收到了法院邮寄过来的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等执行文书,但因执行法院的执行管辖权可能存问题，拟提出执

行管辖权异议。

8

山 东 省

烟 台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烟台牟平区

牟盛股权投

资中心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

永贵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1月9日分别与烟台牟平区牟盛股权

投资中心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为“安信基金华宝信托

安心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费用支付承担差额付款义务。后因该合

作产生纠纷诉至法院，该案涉诉标的约为7,110.01万元，目前我方

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裁定被驳回，案件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9

成 都 市

青 羊 区

人 民 法

院

张铁箱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

先生于2018年7月向张铁箱先生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 借款期限

为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目前，该笔借款本息已偿还

完毕，曹永贵先生已经委派律师办理解冻事宜。

10

长 沙 市

芙 蓉 区

人 民 法

院

陈东平、朱

晨光、曹爱

群、陈欣欣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湖南近

东贸易有限公司与陈东平、朱晨光、曹爱群、陈欣欣四位债权人产

生了共计432.63万元的债务纠纷。 原告主张曹永贵先生应承担连

带责任。该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

11

广东省

深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涂文槊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

永贵先生于2018年8月向涂文槊女士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 借款

期限为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10月22日。截至目前，曹永贵先生

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已经收到法院传票。

12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院

远东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申请人一）、

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被申请人

二）、郴州市金皇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

三）、曹永贵（被申请人

四）、许丽（被申请人五）

因融资租赁业务，原告提供资金4,657.74万元，按合同约定分期归

还部分本金及利息，2019年6月1日产生第一笔本息逾期， 逾期金

额1,007.8万元，在2019年6月1-2019年7月31日之间，公司陆续归还

本息总金额500万，由于至今还有逾期未归还金额507.8万元，原告

发起保全裁定。

13

四 川 省

成 者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四川省农业

生产资料集

团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一）、曹永

贵（被告二）、许丽（被告

三）

被告通过公开竞价方式以转让价格18,170万元， 取得原告持有的

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34%股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

000万元后， 未按合同约定将剩余部分转让款本金8,710万元及相

应利息支付给原告，原告提起诉讼。

14

益 阳 市

赫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周伟明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

先生分别于2017年11月3日向周伟明先生借款共计2,000万元。截

至目前，曹永贵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2,000万元,已经收到民事

起诉状。

15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人 民 法

院

苏州融华租

赁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一）、曹永

贵（被告二）、许丽（被告

三）、 郴州市三曦矿业有

限公司（被告四）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为苏

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现因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逾期履行合同诉

诸法院，要求曹永贵先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涉标的4,537万元，

目前该案已经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等

待法院裁定。

16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重庆市金科

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一）、郴州

市金来顺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曹永贵（被告

三）、许飞洋（被告四）

2017年12月25日，被告一与原告签订《保理融资合同》，合同约定

将其与被告一签订的《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

原告向其提供3000万元的融资服务， 融资利率为6%， 有效期为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2月25日，被告逾期支付本金及利息，原

告提起诉讼。

17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雪松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被申请人二）、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被申请人三）、

曹永贵 （被申请人四）、

许丽（被申请人五）

被告与原告分别于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22

日、2017年2月28日，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原告

提供资金共计19,130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分别于2018年12

月1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0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2

月28日偿还相应的本金及利息，截至目前被告已偿还本金4,272万

元，逾期金额14，858万元，原告发起保全裁定。

18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常嘉融资租

赁（上海）

有限公司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被告一）、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二）、曹永贵（被

告三）、许丽（被告四）

原告与被告一2018年6月21日签订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被告

一将对被告二的应收款转让给原告， 保理融资本金9,900万元，被

告二与被告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债务分别于2018年9月21、2018

年12月21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6月19日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逾期金额9,900万元,原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二）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经核查：上述案件1-14项公司存在未及时披露的情形，主要原因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

贵先生认为，单个诉讼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认为

可以不进行主动披露，因此，未及时通知公司。公司管理层高度关注曹永贵先生的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进展情况，已经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每个工作日查询曹永贵先生的股份冻结的最新

情况，确保公司准确、及时的披露最新的进展情况。

(三) �曹永贵所持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 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

险：

经核查，上述司法冻结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因对外担保纠纷、合同纠纷、借款纠

纷等导致， 曹永贵先生及其控股的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寻

求达成和解。但若其未能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能存

在被申请强制执行导致被司法拍卖、划转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4,470,479股，曹永贵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曹永德、张平西、许军）持有351,880,724股，如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股份

被强制执行，会导致曹永贵先生丧失第一大股东地位，公司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问题二、公告显示，2018年11月1日，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100%被冻结。同时，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均显示，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

仅为质押状态。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1）你公司定期报告未准确披露曹永贵所持公司股份

状态的原因。（2）2019年5月29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曹永贵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

持你公司5.7201%股份转让给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补充说明上

述股权转让的可实现性、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一）你公司定期报告未准确披露曹永贵所持公司股份状态的原因。

公司回复：

（1）2018年年度报告期间及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期间及资产负债

表日后期间，公司均未收到曹永贵先生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相关情况的通知，公司对此

不知情。

（2）公司原董事会秘书于2019年4月22日提交了离职报告，并由曹永贵先生代理董事会

秘书行使相关职责，在此期间公司未曾收到任何关于曹永贵先生股份被冻结的相关信息。

(3)�因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公司未收到董监高的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公

司董监高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所以公司在编制定期报告时未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查询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的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4）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接到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曹永贵的通知，其股份被法院冻结，当

天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查询到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有股份的确存

在被冻结及轮候冻的情形，并及时告知曹永贵先生尽快核实具体原因，公司于2019年8月3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司编号：2019-075）。公司将

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9年5月29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曹永贵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你公

司5.7201%股份转让给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补充说明上述股权

转让的可实现性、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公司回复：

1、上述股权转让的可实现性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4,470,479�股， 根据中国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显示，其中可转让额度为78,617,620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诉讼

金额达11.6亿元，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为54,940,000股。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需要解除股份轮

候冻结并将上述54,940,000股解除质押才能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因此在控股股东完成上述解

除事项前，本次协议转让暂时无法进行。

2、上述股权转让的可实现性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1）上述股权转让的可实现性的进展情况

因曹永贵先生涉及的债务问题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诉讼金额累计达11.6亿元， 本次股权转

让暂时搁置，无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密切关切曹永贵先生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情

况，并及时披露相关的公告。

（2）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2019年6月13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相关公告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于 2019�

年5月27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5,49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5.7201%）协议转让给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财信常勤”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为54,940,000股，本次协议转让的实现性为，控股股东

需要将上述54,940,000股办理解除股份限售手续才能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目前上述54,940,000

股处于股权质押状态，控股股东需要筹措资金将上述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后才能办理解

除限售业务。

因当时公司未了解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的股份存在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形，

公告中未提及本次协议转让中曹永贵先生股份协议转让需要先解除冻结的障碍。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与财信常勤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当时

公告中披露的有关本次协议转让的可实现性是基于当时已知的具体情况，因此不存在误导性

陈述。

问题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涉诉的原因，并自查你公司是否已及时披露重大诉讼，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涉诉的原因：

公司于2019年8月3日披露的 《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编号：

2019-076）披露的诉讼事项之涉诉原因具体如下：

原告 被告 涉诉的原因

四川省农

业生产资

料集团有

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一）、曹永贵（被告二）、许丽（被告三）

被告通过公开竞价方式以转让价格18,170万元， 取得原告持有的西

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34%股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万

元后，未按合同约定将剩余部分转让款本金8,710及相应利息支付给

原告，原告提起诉讼。

苏州融华

租赁有限

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一）、曹永贵（被告二）、许丽（被告三）、

郴州市三曦矿业有限公司（被告四）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为苏州

融华租赁有限公司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

赁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因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逾期履行合同诉诸法院，要求曹

永贵先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涉标的4,537万元，目前该案已经向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等待法院裁定。

雪松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

人一）、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二）、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被申请人三）、曹永贵（被申请

人四）、许丽（被申请人五）

被告与原告分别于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22

日、2017年2月28日，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原告提供

资金共计19,130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分别于2018年12月1日、

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0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8日偿

还相应的本金及利息，截至目前被告已偿还本金4,272万元，逾期金

额14，858万元，原告发起保全裁定。

远东国际

租赁有限

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

人一）、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郴州市金皇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被申请人三）、曹永贵（被申请

人四）、许丽（被申请人五）

因融资租赁业务，原告提供资金4,657.74万元，按合同约定分期归还

部分本金及利息，2019年6月1日产生第一笔本息逾期， 逾期金额1,

007.8万元，在2019年6月1-2019年7月31日之间，公司陆续归还本息

总金额500万，由于至今还有逾期未归还金额507.8万元，原告发起保

全裁定。

重庆市海

尔小额贷

款公司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

人一）、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曹永贵（被申请人三）、

郴州市金江房地开发有限公司 （被

申请人四）、 郴州市三曦矿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五）、永兴县富恒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被申请人六）

曹永贵先生股权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原因系曹永贵

先生于2018年12月24日与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合同约定：1、曹永贵先生为永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汇票贴现，贴现金额5,340万，贴

现利息660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曹永贵先生为2017年12月28日郴

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

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6,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兴县

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

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

相应合同义务，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截止

目前尚有7,292万元未偿付，2019年8月12日收到了法院邮寄过来的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但因执行法院的执行管辖权可

能存问题，拟提出执行管辖权异议。

(二)�诉讼事项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自查，有如下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的诉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12-14

项涉及公司诉讼事项。

序号

管辖

机关

原告 被告 涉诉/冻结原因

诉讼/冻结

金额（万

元）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比例（%）

1

深圳

市福

田区

人民

法院

黄红云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于2017年9月向黄红云先生借

款人民币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9月

19日?至2018年9月18日。截至目前，曹永贵

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2,916万元。

该诉讼案件已经出具判决书。

2,916 0.79%

2

上海

市宝

山区

人民

法院

曹雅群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于2017年12月向曹雅群先生借

款人民币2,696万元， 借款期限为2017年12

月24日至2017年9月23日。截至目前，曹永贵

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2，696万元。

已经出具《执行裁定书》

2，696 0.73%

3

广州

市番

禺区

人民

法院

张孝财 曹永贵

原告认为曹永贵先生应该为袁辅红于2017

年6月15日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

的逾期利息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标的

为4,375万元， 目前曹永贵先生已向法院提

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法院暂未下达裁定。

4,375 1.18%

4

广州

市番

禺区

人民

法院

张孝财 曹永贵

原告认为曹永贵先生应该为袁辅红于2017

年10月18日与原告签订的 《合作协议》项

下的逾期利息的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标

的为4,800万元， 目前曹永贵先生已向法院

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法院暂未下达裁定。

4,800 1.30%

5

广东

省深

圳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黄钦坚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与黄钦坚于2015年2月13日签订

《借款合同》， 黄钦坚提供借款1,600万元，

借款于2018年2月12日到期， 截至目前，曹

永贵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为1,600

万元， 并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裁决书。

1,600 0.43%

6

广东

省深

圳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中融国

际信托

有限公

司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于2018年6月向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49,000万元，借款期限

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 截至目

前， 曹永贵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

49,000万元，并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49,000 13.25%

7

山东

省烟

台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烟台牟

平区牟

盛股权

投资中

心

曹永贵

曹永贵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1月9日分

别与烟台牟平区牟盛股权投资中心签订

《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为“安信基金华

宝信托安心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费用支付

承担差额付款义务。 后因该合作产生纠纷

诉至法院，该案涉诉标的约为7,110.01万元，

目前我方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裁定被驳

回，案件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7,110.01 1.92%

8

成都

市青

羊区

人民

法院

张铁箱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于2018年7月向张铁箱先生借

款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7月

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目前，该笔借款本

息已偿还完毕， 曹永贵先生已经委派律师

办理解冻事宜。

2,000 0.54%

9

长沙

市芙

蓉区

人民

法院

陈 东

平 、 朱

晨 光 、

曹 爱

群 、 陈

欣欣

曹永贵

湖南近东贸易有限公司与陈东平、朱晨光、

曹爱群、 陈欣欣四位债权人产生了共计

432.63万元的债务纠纷。原告主张曹永贵先

生应承担连带责任。 该诉讼案件尚处于审

理阶段。

432.63 0.12%

10

益阳

市赫

山区

人民

法院

周伟明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分别于2017年11月3日向周伟明

先生借款共计2,000万元。截至目前，曹永贵

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2,000万元, 公司及

曹永贵先生已经收到民事起诉状。

2,000 0.54%

11

广东

省深

圳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涂文槊 曹永贵

曹永贵先生于2018年8月向涂文槊女士借

款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8月

23日至2018年10月22日。截至目前，曹永贵

先生逾期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

已经收到法院传票。

5,000 1.35%

12

重庆

市第

五中

级人

民法

院

重庆市

海尔小

额贷款

公司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被申请人一）、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 曹永贵

（被申请人三）、 郴州市金

江房地开发有限公司 （被

申请人四）、郴州市三曦矿

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

五）、永兴县富恒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被申请人六）

曹永贵先生于2018年12月24日与重庆海尔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约定：1、曹永贵先生为永兴县富

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旺祥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汇票贴现，贴现金额5,340万，

贴现利息660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曹永

贵先生为2017年12月28日郴州市锦荣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6,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因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

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锦荣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相应合同义务， 重庆

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

截止目前尚有7,292万元未偿付，2019年8月

12日收到了法院邮寄过来的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但因执行法院的执

行管辖权可能存问题， 拟提出执行管辖权

异议。

7,292 1.97%

13

上海

市浦

东新

区人

民法

院

远东国

际租赁

有限公

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被申请人一）、郴州

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被申请人二）、郴州市

金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三）、 曹永贵

（被申请人四）、许丽（被

申请人五）

因融资租赁业务，原告提供资金4,657.74万

元，按合同约定分期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

2019年6月1日产生第一笔本息逾期， 逾期

金额1,007.8万元，在2019年6月1-2019年7月

31日之间， 公司陆续归还本息总金额500

万， 由于至今还有逾期未归还金额507.8万

元，原告发起保全裁定。

507.8 0.14%

14

四川

省成

者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四川省

农业生

产资料

集团有

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一）、 曹永贵

（被告二）、许丽（被告三）

被告通过公开竞价方式以转让价格18,170

万元， 取得原告持有的西藏金和矿业有限

公司34%股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10,000万元后，未按合同约定将剩余部分转

让款本金8,710万元及相应利息支付给原

告，原告提起诉讼。

8,710 2.36%

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诉讼事项的主要原因系曹永贵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发生

上述诉讼事项时，未按《规范运作指引》4.1.6条之规定及时通知公司，亦未配合公司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所致。

（三）核查程序与结论：

1、核查程序

（1）本所律师查阅了《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下称“《规范运作指引》” ）对诉讼、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披露规则：

①根据《股票上市股则》11.1.1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未达到前款标准或者没有具体涉案金额的诉讼、仲裁事项，董事会基于案件特殊性认为

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或者本所认为有必要的，以及涉及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申请撤销或者宣告无效的诉讼的，公司也应当及时披露。”

11.1.2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

原则，经累计计算达到本规则第11.1.1条标准的，适用第11.1.1条规定。已按照第11.1.1条规定

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②根据《规范运作指引》4.1.6条规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持有、控制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立即通知公司并配合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a、相关股东持有、控制的公司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设定信托或

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

b、相关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进入破产、清算等状态；

c、相关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股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已发生或者拟发生较大变化；

d、相关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或者债务重组；

e、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情形出现重大变化或者进展的，相关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向本

所报告并予以披露。

（2）本所律师访谈了公司总经理，访谈了公司法务主管，并查阅了公司出具的说明；

（3）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

（4）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公告文件、2018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并检索中国裁判文

书网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

2、核查结论：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诉讼事项的主要原因系曹永贵先生作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在发生下述诉讼事项时，未按《规范运作指引》4.1.6条之规定及时通知公司，亦未配合

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致。

同时， 涉及公司的12-14项诉讼事项因单个诉讼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10％以上的披露标准，因此，公司未进行披露。

根据《股票上市股则》11.1.1条第二款规定，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披露标准的诉讼事项，董事会基于案件特殊性认为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也应当及时披露。经核查，上述涉及公司的诉讼事项因涉及实际控制人

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据此，本所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上述涉及公司和实际控制人的诉讼事

项。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未按《规范运作指引》4.1.6条之规定及时通知公司，

亦未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对《股票上市股则》11.1.1条第二款的错误理解，

存在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案件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本所律师所做的核查，

除公司已发公告及上表中所披露的诉讼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情

形。

问题四、请结合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说明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13.3.1条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

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

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

形成董事会决议；（四）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一）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开立银行账户130个，其中有25个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冻结

金额合计14,818,413.48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被冻结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元）

1 金贵银业

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南大

支行

43001502370052503929 一般户 782.79

2 金贵银业

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南大

支行

43050170383609881588 募集专户 113,552.35

3 金贵银业

华融湘江银行郴州东城

支行

71010309000012175 一般户 22,726.39

4 金贵银业

华融湘江银行郴州东城

支行

71010302000004084 保证金户 9,525,946.42

5 金贵银业 中国银行郴州分行 580757354027 基本户 3,402.72

6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00066991 募集专户 15,097.42

7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050066619 一般户 21,070.77

8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200164030 一般户 30,025.85

9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200066693 一般户 330.58

10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800566688 美元户 35,546.66

11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1019200087833 一般户 5,903.75

12 金贵银业 平安银行佛山汾江支行 11008216527405 一般户 6,785.10

13 金贵银业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3101014210008806 一般户 7,495.87

14 金贵银业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3101014210014492 募集专户 50,203.41

15 金贵银业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郴州

分行营业部

14410154500001659 一般户 1,871.41

16 金贵银业 中国光大银行郴州分行 79180188000103080 一般户 4,865,873.40

17 金贵银业 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分行 18682101040012263 一般户 124.79

18 金贵银业 广州银行花都支行 800256960109015 一般户 30,674.74

19 金贵银业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 5510000010120100010097 一般户 8,607.13

20 金贵银业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 3310008080120100014223 一般户 28,498.25

21 金贵银业 进出口银行长沙分行 2090000100000060065 一般户 25,840.79

22 金贵银业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 873110010122700790 一般户 9,168.64

23 金贵银业 工商银行郴州高新支行 1911100419200045223 一般户 263.49

24 金贵银业 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437680000018010000362 一般户 8,209.11

25 金贵银业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

支行

1911025019200079553 一般户 411.65

合计 / 14,818,413.48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净资产为3,697,478,

063.92元，货币资金为1,446,275,327.93元，本次冻结资金占公司最近一年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

例仅为0.40%，占公司合并报表货币资金的比例仅为1.02%。

根据公司统计的银行账户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8月1日，公司（不包含子公司）银行账户

资金余额为1,179,480,333.23元，本次冻结账户金额仅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1.26%。根据公司

说明，本次冻结不会对公司正常资金使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即使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公

司仍可用其他账户进行正常结算，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核查程序与结论：

1、核查程序

（1）本所律师核查了股票上市规则：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

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四）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

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相关公告文件；

(3)本所查阅了公司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银行开立账户清单；

(4)本所律师取得了公司关于被冻结账户对生产经营影响的相关说明文件等。

2、核查结论：

根据本所律师上述所做的核查，本所认为，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不属于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第（二）项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从而存在应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问题五、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债务逾期情况，并结合你公司即将到期债务情况说明你公司

的偿债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一）公司债务逾期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到期日 业务单位 业务品种 逾期金额

1 2019-6-1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508

2 2019-7-20 广东一创恒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183

3 2019-7-15 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2,700

4 2019-7-22 中国光大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信用证 2,550

5 2019-7-24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943

6 2019-7-25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票 945

7 2019-7-31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贷 1,330

8 2019-7-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信用证 7,800

9 2019-8-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信用证 3,510

10

2018-12-1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保理 4,853

2018-12-30 保理 3,375

2019-1-20 保理 2,060

2019-2-22 保理 3,210

2019-2-28 保理 1,360

11

2018-10-29

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理

2,650

2019-1-12 10,000

12 2019-6-27 天津市宝坤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保理 2,000

13 2019-5-5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转让 4,840

14 2019-7-20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信用委贷/保理 1,500

15 2018-12-21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保理 900

16 2019-6-19 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保理 9,900

17

2019-3-24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理

18,500

2019-4-1 保理

18 2018-12-25 鼎辉（东方）厦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保理 1,000

19 2018-9-26 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保理 200

20 2019-7-20 安昇（天津）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理 200

21 2018-12-29 深圳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保理 6,000

22

2019-8-1

济南市鲁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保理 2,000

2019-8-3 保理 2,000

合计 97,017

（二）公司即将到期债务情况说明你公司的偿债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即将到期的债券情况：

（1）债券到期情况：

单位：万元

债券名称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到期日

14金贵债 68,519.79 5,173.24 73,693.03 2019年11月3日

17金贵01 20,000.00 1,600.00 21,600.00 2019年12月13日

合计 88,519.79 6,773.24 95,293.03

（2）其他债务到期情况：

本公告披露日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即将至期的债务金额共计59,865万元。

2、公司的偿债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2018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33.09%、66.15%、

68.45%。公司负债率较高，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公司也采取了包括但不限

于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处置闲置资产、降低人员成本等一系列措施，但所经营的业务毛利

较低，新业务引入需要一定时间，而公司日常支出较大，缺乏自有流动资金，在未能增强盈利

能力、增加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公司债务偿还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同时公司的部分债务已经逾

期、部分债务已涉及相关诉讼事项，公司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问题六、2019年5月10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

行（以下简称“农行郴州分行”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农行郴州分行将支持公司重点

项目建设及其他融资需求，包括短期信用产品8亿元、中长期贷款品种7亿元。请补充说明上述

事项的进展情况。

回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农行郴州分行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农行郴州分行已经为公司提

供了5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正在根据自身的战略发展需求结合本次《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

合作内容，探讨与农行郴州分行进一步的合作机会。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该事项的进展，履行

及时披露的义务。

问题七、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