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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1,423,408,926.00 68,515,116,539.00 4.24%

营业利润

230,075,652.00 748,272,476.00 -69.25%

利润总额

235,717,175.00 764,022,912.00 -6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280,361.00 595,236,222.00 -65.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0 0.28 -6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9.99% -6.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4,001,509,792.00 47,262,379,649.00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099,175,420.00 5,954,163,492.00 2.44%

股本

2,122,697,819.00 2,122,697,81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87 2.80 2.5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

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142,340.89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24%； 实现营业利润 23,

007.5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9.25%；实现利润总额 23,571.7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9.1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28.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5.85%。

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家电分销业务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1、在国家大力去金融杠杆的背景下，公司借款融资成本

大幅增加，同时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存款比例增加降低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2、因

市场环境变化，债务违约风险增加，公司主动收缩供应链金融业务，导致供应链金融业务利润大幅下降。3、

创新业务正处于前期费用投入阶段。

2018年 12月 27日，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在深投控的

帮助下，预计公司 2019年的融资成本将有较大幅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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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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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月 2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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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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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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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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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马食品” ）向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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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及一马

食品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及其配偶李菲共同为一马食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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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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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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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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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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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与爱姆缇姬（上海）有限公司进行

业务合作，为配合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为怡明科技与爱姆缇姬（上海）有限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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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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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信托贷款额度， 贷款期限为三年，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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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城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城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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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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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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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

供应链有限公司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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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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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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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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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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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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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30日，前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124,398.58 万元，净资产为 51,996.10 万元，总负债为

72,402.4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8.2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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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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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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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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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8.3%的股份，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2,829,451.01

资产总额

2,431,813.35

负债总额

2,431,508.17

负债总额

2,028,728.62

净资产

397,942.84

净资产

403,084.72

营业收入

1,399,710.99

营业收入

1,119,911.12

净利润

24,763.16

净利润

17,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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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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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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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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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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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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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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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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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

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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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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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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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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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路 323号莲前集团大厦 23层 13-A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水波

成立时间：2015年 3月 24日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家用电器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建材批发；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纺织

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五金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室内装饰材

料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零售；纺

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管道和设备安装；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家用电子产品修

理；日用电器修理；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摩

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福建翼盛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75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福建翼盛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13,560.38

资产总额

10,588.06

负债总额

11,646.29

负债总额

8,623.06

净资产

1,914.09

净资产

1,965.00

营业收入

22,593.65

营业收入

23,179.74

净利润

43.47

净利润

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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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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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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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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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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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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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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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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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

食品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

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马食品” ）向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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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及一马

食品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及其配偶李菲共同为一马食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

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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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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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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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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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一马食品” ）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219号阳光假日 15号楼 1单元 10楼 029号

法定代表人：郑信荣

成立时间：2012年 4月 20日

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日用百货、文具

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企业管理咨询；销售:玩具。(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河南一马食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河南一马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7,153.08

资产总额

5,221.50

负债总额

2,581.70

负债总额

595.00

净资产

4,571.38

净资产

4,626.50

营业收入

25,734.60

营业收入

20,574.16

净利润

98.64

净利润

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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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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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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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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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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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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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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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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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

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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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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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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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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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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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青瀚贸易” ）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银都路 388号 13幢二楼 205、206室

法定代表人：董文琪

成立时间：2003年 10月 22日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办公用品,文教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五金工具,汽摩配件(除蓄电池),家用电

器的销售,食品流通,展览展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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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青瀚贸易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青瀚贸易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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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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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401.87

资产总额

3,238.17

负债总额

1,314.67

负债总额

3,147.95

净资产

87.20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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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298.86

营业收入

5,002.97

净利润

18.84

净利润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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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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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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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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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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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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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卓品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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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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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

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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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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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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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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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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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卓品商贸” ）

注册地址：嘉定区南翔镇嘉好路 1690号 4幢 548室

法定代表人：刘琴

成立时间：2011年 3月 17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针纺织品及原料、服装鞋帽、化妆品、数码产品、家

居用品、酒店设备、日用杂货的销售,商务咨询,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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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卓品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卓品商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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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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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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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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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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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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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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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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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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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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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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与爱姆缇姬（上海）有限公司进行

业务合作，为配合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为怡明科技与爱姆缇姬（上海）有限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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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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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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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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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怡明科技”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深圳国际文化大厦 2703B

法定代表人：袁海波

成立时间：2008年 1月 3日

经营范围：日用品、初级农产品、化妆品、服装服饰、针纺织品、皮革制品、鞋帽、箱包、钟表、眼镜、珠宝首

饰、劳保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游戏机、玩具、电器、仓储设备、安防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

及零配件、美容器材及零配件、运动器材及零配件、贱金属及其制品、一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五金交电、家具、工艺品、汽车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咨询

(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不得以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和辩护业务)；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供应链管理；数据库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与批发；保健品的销售；增值电信业务；二类三类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深圳怡明科技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深圳怡明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4,228.24

资产总额

4,133.23

负债总额

4,132.75

负债总额

4,015.84

净资产

95.49

净资产

117.39

营业收入

44,505.09

营业收入

569.97

净利润

-628.06

净利润

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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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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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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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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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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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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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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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最终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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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信托贷款额度， 贷款期限为三年，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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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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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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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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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269.7819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431,

813.35万元，净资产为 403,084.72 万元，总负债为 2,028,728.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2,3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42%。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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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 2701A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08年 8月 13日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

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网上从事商贸活动；酒具、工艺品、电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

讯设备的批发及其他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一类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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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的销售；保健食品批发及零售；二类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销售。

深度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度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资产总额

408,170.89

资产总额

359,710.74

负债总额

158,679.48

负债总额

106,648.46

净资产

249,491.41

净资产

253,062.28

营业收入

267,599.15

营业收入

126,884.22

净利润

4,197.57

净利润

3,5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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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371 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94,864.85 万

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33,3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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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416.35万元的 35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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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万元（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7,558.6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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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16.35万元的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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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2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延期购回及补充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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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控股” ）函告，获悉怡亚通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已办理质押延期购回

及补充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或一致行

动人

本次延期

购回股数

初始

交易日

到期

购回日

延期购回日 质权人

本次延期购回股

数占其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深圳市怡亚

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否

3,730

万股

2018

年

2

月

28

日

2019

年

2

月

28

日

2020

年

2

月

28

日

联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84%

融资

二、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

补充质押

日期

到期购回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深 圳 市 怡

亚 通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否

300

万股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20

年

2

月

28

日

联 讯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0.79%

补充

质押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378,979,7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5%。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为 320,295,10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4.52%，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9%。

四、怡亚通控股承诺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3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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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 3月 15日(周五)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3月 14日至 3月 15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3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3 月 15

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 3月 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栋 1 楼 0119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

7、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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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信托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 8、9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 1-7均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2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及相关公告内容。

三、提案编码

表一：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

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限公司向公航旅

商业保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航旅

商业保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度

，

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城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 1栋 3楼

2、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1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7：30；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 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邮件或传真

方式须在 2019年 3月 11日 17:30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 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

栋 3楼证券部，邮编：518114。

采用邮件方式登记的，邮箱地址为：002183@eascs.com。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夏镔、常晓艳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3290734-3172

邮箱地址：002183@eascs.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栋 3楼

邮编：518114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

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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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附件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83。

2、投票简称：怡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3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4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

时间为 2019年 3月 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

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

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卓品商贸有

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

（

深圳

）

有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青瀚贸易有

限公司向公航旅商业保理

（

深圳

）

有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

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经营性担保的议

案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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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度

，

并由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

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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