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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1

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1月16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

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向福建

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拟向福

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5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并

由公司和龙岩精博亚通的自然人股东俞永清及其配偶共同为龙岩精博亚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深南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浙江省区的九家控股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的九家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浙江百诚未莱环境

集成有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合计人民币23,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

公司分别为该九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

万元

）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500

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

700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4,500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800

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800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2,000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00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000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

合计

23,8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浙江省区的三家控股子公司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的三家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拟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申请合计人民币5,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为

该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

万元

）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1,000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5,0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该总额度中人民币13,500万元的授信期限不超

过6个月，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6个月；该总额度中人民币1,500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齐

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方圆” ）拟向齐

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山东怡方圆的法定代表人王红卫为山东怡方圆提供个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美堂” ）拟向齐

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山东怡美堂的法定代表人陈勇为山东怡美堂提供个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祥安商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祥安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抚河支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

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市富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市富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富元商贸” ）拟向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金华富元商贸的自然人股东江峰为上述总额度的40%部分（即人

民币1200万元）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八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广

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同业拆借，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小贷” ）向广东省粤

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同业拆借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由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最高额保

证合同》的担保期限为该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具体以《最高额保证

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办

理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盘活资产，公司拟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同时授权

周国辉先生代表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署相关合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办

理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为补充流动资金、盘活资产，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同时授权

周国辉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

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贷款额度的议

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20,000万元信托贷款额度，贷款期限

为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同时授权周国辉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

同》等相关合同。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公司” ）拟

以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公司” ）增加投资人

民币13,000万元，四川省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四川省公司的注册资本

将增至人民币15,000万元，深度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控股湖北瑞泽医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怡亚通医

疗供应链” ）拟以货币方式向湖北瑞泽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瑞泽医药” ）投资人民币2,400万元，

湖北瑞泽医药的自然人股东黄宗永拟以货币方式向湖北瑞泽医药增加投资人民币600万元。 湖北瑞泽医药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北瑞泽医药的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4,000万元，

深圳怡亚通医疗供应链占其注册资本的60%。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湖北瑞泽医药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宗永

成立时间：2015年03月0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注册地点：洪山区北港工业园文秀街8号天宇光电大厦1号楼10楼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含冷藏冷冻药品）；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化妆品、消毒用品的销售；会议会展服务；办公设备及耗

材、五金建材的销售，医疗器械二类、三类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7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7年12月4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公告编号：2017-28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

酒类营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飞酒类营销” ）

注册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橡树街1号5幢

法定代表人：张义

成立时间：2013年05月15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

限从事经营）。 供应链管理及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业务；批发：酒具、工艺品、电器；销售：日化产品、日用

百货、文化办公用品、展览展示服务，为国内劳务企业提供派遣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货

运信息咨询；人力搬运、装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怡飞酒类营销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公司持有其5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重庆怡飞酒类营销的总资产为23,365.13万元，净资产为6,581.45万元，总负债为16,

783.6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1.83%。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17-28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怡亚通

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亚通” ）

注册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橡树街1号5幢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04月03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业务；酒具、工艺品、电器批发（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

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重庆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重庆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1,126.09万元，净资产为19,625.56万元，总负债为1,500.5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1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17-28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

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拟向福

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5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年，并

由公司和龙岩精博亚通的自然人股东俞永清及其配偶共同为龙岩精博亚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

注册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谢洋村闽西交易城二期机电五金市场B4幢五层502

法定代表人：邱恒章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建材（危险化学品除外）、空调、净水设备、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

备、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龙岩精博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龙岩精博亚通的总资产为5,983.19万元，净资产为5,607.96万元，总负债为375.23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27%。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17-28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

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深南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怡亚通” ）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4年04月23日

经营范围：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场

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南侧汉京大厦5G-535.经营范围：原油、成品油、燃料油、沥青、润滑油、溶剂油、石脑

油、甲醇、石油芳烃、化工轻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易燃液体、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煤油、航空煤油、化工产

品（不含化工危险品）等石油化工产品的贸易结算业务和交易业务；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务；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能源、新能源、石油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石油运输行业的

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两项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煤炭、煤化工、矿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汽车进出口销售；通讯设备、手

机产品、电子产品、五金建材、机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厨卫用

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服装服饰、珠宝首饰、文化艺术品、文化体育用品的批发及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

围表述，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及零售；酒类的批

发及零售；保健食品批发及零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前海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前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57,284.54万元，净资产为51,883.28万元，总负债为5,401.26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43%。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公告编号：2017-28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浙江省区的九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浙江省区的九家控股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的九家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浙江百诚未莱环境

集成有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合计人民币23,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

公司分别为该九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

万元

）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500

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

700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4,500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800

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800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2,000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00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000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

合计

23,800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音响” ）

注册地点：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03年08月21日

经营范围：音响器材的销售及工程安装；实业投资；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不含黄金饰品）、家用电器、照相器

材、母线槽，桥架、滑触线，电控柜及相关电器配件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网络技术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文化创意策划。

浙江百诚音响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百诚音响的总资产为15,608.04万元， 净资产为2,064.48万元， 总负债为13,

543.5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77%。

2、公司名称：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索嘉贸易” ）

注册地点：上城区惠民路56号1号楼204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09年08月19日

经营范围：零售：电子出版物（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批发、零售：五金交电，文

化用品，通讯器材，办公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会展会

务，企业管理咨询。

杭州索嘉贸易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杭州索嘉贸易的总资产为4,138.78万元，净资产为622.92万元，总负债为3,515.86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4.95%。

3、公司名称：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电器” ）

注册地点：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毛江峰

成立时间：2001年08月20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照相器材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

浙江五星电器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五星电器的总资产为18,760.38万元， 净资产为3,355.76万元， 总负债为15,

404.6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2.11%。

4、公司名称：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大商贸” ）

注册地点：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陆剑波

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7日

经营范围：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器、制冷设

备的安装及维修。

浙江国大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国大商贸的总资产为14,406.54万元， 净资产为1,425.12万元， 总负债为12,

981.4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11%。

5、公司名称：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纪百诚” ）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228号3幢C座1楼101-104室

法定代表人：赵来娟

成立时间：2002年02月0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易制毒品及其它危险

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制冷设备、珠宝、其他日用

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及产品推广服务。

浙江世纪百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浙江世纪百诚的总资产为2,578.78万元，净资产为1,427.71万元，总负债为1,151.07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4.64%。

6、公司名称：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未莱” ）

注册地点：杭州市惠民路56号3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程伟华

成立时间：2006年04月13日

经营范围：建筑楼宇给排水系统、安防系统、智控系统、暖通系统及相关新产品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相

关集成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采暖设备、制冷设备、中央吸尘、智能家居、电脑、通信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家用电器、采暖及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百诚未莱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百诚未莱的总资产为24,553.52万元，净资产为3,748.29万元，总负债为20,805.23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4.73%。

7、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网络科技” ）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228号3幢A座2101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12年06月1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销售：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五

金机械、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服务：演出经纪业务；复制、制作，发行：专题、专栏、综

艺、动画片、电视剧、广播剧。

百诚网络科技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百诚网络科技的总资产为38,957.79万元， 净资产为1,948.51万元， 总负债为37,

009.2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5.00%。

8、公司名称：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卓诚数码” ）

注册地点：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郭昌炉

成立时间：2004年07月0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手机、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浙江卓诚数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卓诚数码的总资产为22,914.91万元， 净资产为2,279.44万元， 总负债为20,

635.4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05%。

9、公司名称：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集团” ）

注册地点：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叶惠忠

成立时间：1985年03月0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贵金属、珠宝首饰的销售；母线槽、桥架、滑触

线、电控柜及相关电器配件的生产、销售，实业投资，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信息咨询服务，计算

机软件开发，废旧家电回收，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务（不含承兑等银行核心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百诚集团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8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百诚集团的总资产为112,144.28万元，净资产为41,189.91万元，总负债为70,954.37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27%。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公告编号：2017-28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浙江省区的三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浙江省区的三家控股子公司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的三家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拟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申请合计人民币5,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为

该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

万元

）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1,000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5,000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

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

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

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大商贸” ）

注册地点：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陆剑波

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7日

经营范围：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器、制冷设

备的安装及维修。

浙江国大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国大商贸的总资产为14,406.54万元， 净资产为1,425.12万元， 总负债为12,

981.4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11%。

2、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网络科技” ）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228号3幢A座2101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12年06月1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销售：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五

金机械、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服务：演出经纪业务；复制、制作，发行：专题、专栏、综

艺、动画片、电视剧、广播剧。

百诚网络科技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百诚网络科技的总资产为38,957.79万元， 净资产为1,948.51万元， 总负债为37,

009.2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5.00%。

3、公司名称：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卓诚数码” ）

注册地点：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郭昌炉

成立时间：2004年07月0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手机、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浙江卓诚数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浙江卓诚数码的总资产为22,914.91万元， 净资产为2,279.44万元， 总负债为20,

635.4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05%。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公告编号：2017-29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该总额度中人民币13,500万元的授信期限不超

过6个月，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6个月；该总额度中人民币1,500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

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

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

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

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

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元，

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86.55%。

2、公司名称：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集团” ）

注册地点：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叶惠忠

成立时间：1985年03月0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贵金属、珠宝首饰的销售；母线槽、桥架、滑触线、

电控柜及相关电器配件的生产、销售，实业投资，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

件开发，废旧家电回收，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务（不含承兑等银行核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百诚集团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80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百诚集团的总资产为112,144.28万元，净资产为41,189.91万元，总负债为70,954.37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27%。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诚网络科技” ）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228号3幢A座2101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12年06月1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销售：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五金

机械、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服务：演出经纪业务；复制、制作，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

画片、电视剧、广播剧。

百诚网络科技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百诚网络科技的总资产为38,957.79万元，净资产为1,948.51万元，总负债为37,009.28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5.0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万元

（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7-29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

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

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

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

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

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元，

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省公司” ）

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八路与文景路十字西北国金中心E座11层1101（B）1102（A）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酒具、工艺品、电器、日用品、化妆品的批发。（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省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陕西省公司的总资产为7,899.13万元，净资产为751.10万元，总负债为7,148.03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49%。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万元

（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7-29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安徽长丰科源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

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

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

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

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

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09,903.1424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万元，

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省公司” ）

注册地点：合肥市蜀山区休宁路汇林阁小区会所506室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07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供应链

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酒具、工艺品、电器的批发；日用洗化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针纺织品、服装、玩具、工艺美术品、体

育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销售及相关产品咨询服务；图文设计；摄影服务；舞台设备租赁；农产品、蔬菜、水

果、水产品、家禽、粮食、农副产品、饲料原料的收购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安徽省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安徽省公司的总资产为26,277.14万元，净资产为14,682.93万元，总负债为11,594.21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4.12%。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860,834.5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24,715.97万元

（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514.59%，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855,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35,000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548,921.93万元的115.68%。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17-29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下转B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