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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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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

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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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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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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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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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黄山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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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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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16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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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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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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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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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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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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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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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浙江省区四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四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四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所示）共同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支行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15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四家

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四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2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3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4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3,850

合计 不超过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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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浙江省区两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两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所示）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

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两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0

2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3,000

合计 不超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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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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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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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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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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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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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通余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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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怡通余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庆支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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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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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双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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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玉双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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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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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向华侨

永亨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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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总

额不超过1,400万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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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授权周国辉先生签署所需相关授信及担保文件，周国辉先生的

亲笔签名或印章签名同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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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万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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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万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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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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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同业拆借额度，拆借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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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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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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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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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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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田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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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禾田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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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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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和食品有限公司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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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和食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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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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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建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商实业” ）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建行营业部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

年，其中由公司为其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由浙江

国商实业名下的房产做抵押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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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限公司向郑

州银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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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限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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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江西省区三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赣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江西省区三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所示）共同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东湖支行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及上述三家

控股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唐建红及其配偶方曦分别为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三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江西祥安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

2 南昌尊美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

3 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合计 不超过2,0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外汇

交易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3,50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额度

（包括但不限于远期、掉期、期权合约等），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同时授权周国辉先

生签署所需相关授信文件，周国辉先生的亲笔签名或印章签名同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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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额度的议案》

为了补充流动资金、盘活资产，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联

合承租人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融资租赁额度，融资租赁

额度期限不超过二年，租赁物件权属、融资金额的支付方式、租金金额等各方权利义务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

的融资合同约定为准。同时授权周国辉先生代表公司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额

度的议案》

为了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信托贷款额

度，信托贷款额度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第七项议案

中有关授信银行名称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9年1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9年公司及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由于

该议案中的境内和境外的部分授信银行调整，现将该议案中提及的原授信银行名称“东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变更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原议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上海省区的五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上海省区的五家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拓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

玖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思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菩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怡亚通熙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 ），怡亚通怡合

（上海）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上述上海怡亚通拓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玖

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思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熙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

持有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22.95%的股份，上海怡亚通菩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怡亚通怡合（上

海）供应链7.2%的股份，自然人陈理持有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1%的股份。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

司无关联关系。怡亚通怡合（上海）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通讯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品、家具、建材的销售,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

纪),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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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怡恒通电脑科技有

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怡恒通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卓怡恒通” ）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增资价格为每股注册资本3.68元，其中814万元计入股本，2,186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卓怡恒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14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93.78%。

卓怡恒通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91.67% 93.777%

李强 7.23% 5.398%

韩东锋 1.04% 0.778%

徐敏 0.06% 0.047%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予

以修订。

三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控制制度〉的议

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控制制度》予以修订。

三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财务会计相关负责人管理制度〉的议

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财务会计相关负责人管理制度》予以修订。

三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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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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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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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豪顺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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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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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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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豪顺商贸

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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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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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豪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豪顺商贸” ）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香格里拉国际中心A座2403-2411室

法定代表人：邵长乐

成立时间：2002年11月6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讯产品销售及维修服务；五金交电、建材、电脑、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服装、鞋

帽、工艺品、日用百货、土产日杂(不含食品)销售；营销策划；公关礼仪服务；会务会展中介咨询服务。

安徽豪顺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安徽豪顺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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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1.18 资产总额 6,615.23

负债总额 15,836.59 负债总额 4,357.24

净资产 2,434.59 净资产 2,257.99

营业收入 29,840.42 营业收入 19,542.20

净利润 108.60 净利润 -1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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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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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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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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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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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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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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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怡亚通深

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大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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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黄山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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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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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经济开发区清河路868号庐阳大数据产业园10号楼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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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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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1.13 资产总额 27,133.22

负债总额 12,314.45 负债总额 12,607.68

净资产 14,686.68 净资产 14,525.54

营业收入 11,074.86 营业收入 12,190.75

净利润 317.07 净利润 -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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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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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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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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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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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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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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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高新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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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16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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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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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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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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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集团”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叶惠忠

成立时间：1985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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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凭许可

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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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集团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800万元，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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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35.30 资产总额 119,903.02

负债总额 88,975.48 负债总额 77,007.02

净资产 41,259.82 净资产 42,896.00

营业收入 50,335.77 营业收入 130,641.10

净利润 4,980.95 净利润 1,6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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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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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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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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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浙江省区四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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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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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浙江省区四家控股子公司

共同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四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四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所示）共同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支行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15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四家

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四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2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3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100

4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3,850

合计 不超过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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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名称：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电器” ）

注册地址：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毛江峰

成立时间：200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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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五星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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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8.92 资产总额 15,077.17

负债总额 19,187.81 负债总额 11,629.61

净资产 3,441.11 净资产 3,447.56

营业收入 5,070.25 营业收入 22,456.33

净利润 85.46 净利润 6.44

2、公司名称：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大商贸” ）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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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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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63.7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国大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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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7.59 资产总额 11,050.22

负债总额 18,134.12 负债总额 9,496.35

净资产 1,663.47 净资产 1,553.87

营业收入 15,178.14 营业收入 31,627.41

净利润 326.51 净利润 1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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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郭昌炉

成立时间：2004年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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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卓诚数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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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3.95 资产总额 24,856.06

负债总额 19,239.27 负债总额 24,378.90

净资产 604.68 净资产 477.16

营业收入 25,717.88 营业收入 41,114.11

净利润 1,111.65 净利润 72.48

4、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网络” ）

注册地址：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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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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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品、健身器材、户外用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文

体用品、玩具、金属制品、家具、家居用品、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服务:开展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

求信息,开展职业介绍,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演出经纪；复制、制作,发行:专

题、专栏、综艺、动画片、电视剧、广播剧；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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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网络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公司持有其53.53%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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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5.01 资产总额 41,566.65

负债总额 73,807.11 负债总额 38,552.47

净资产 3,117.90 净资产 3,014.18

营业收入 65,987.72 营业收入 101,044.63

净利润 1,764.29 净利润 -1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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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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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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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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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浙江省区两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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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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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浙江省区两家控股子公司

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两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所示）共同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申请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

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两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0

2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3,000

合计 不超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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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名称：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未莱” ）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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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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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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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未莱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持有其53.53%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未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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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9.17 资产总额 19,914.99

负债总额 27,287.19 负债总额 16,358.52

净资产 3,481.98 净资产 3,556.47

营业收入 5,189.46 营业收入 25,877.48

净利润 32.30 净利润 504.49

2、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网络” ）

注册地址：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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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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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品、健身器材、户外用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文

体用品、玩具、金属制品、家具、家居用品、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服务:开展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

求信息,开展职业介绍,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演出经纪；复制、制作,发行:专

题、专栏、综艺、动画片、电视剧、广播剧；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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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网络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公司持有其53.53%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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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5.01 资产总额 41,566.65

负债总额 73,807.11 负债总额 38,552.47

净资产 3,117.90 净资产 3,014.18

营业收入 65,987.72 营业收入 101,044.63

净利润 1,764.29 净利润 -1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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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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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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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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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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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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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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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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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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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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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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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怡亚通” ）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9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09年2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物业管理；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

百货、汽车零配件、乳制品、消防设备及器材、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化工产品的零售；

机电产品、太阳能路灯、计算机软件的销售；有色金属、橡胶制品的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零配件零售；房

屋租赁；停车场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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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长沙怡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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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63.46 资产总额 41,626.24

负债总额 41,217.55 负债总额 38,229.40

净资产 3,945.91 净资产 3,396.84

营业收入 533.66 营业收入 347.66

净利润 -798.54 净利润 -5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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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861万元（或等

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68,115.59万元，合

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64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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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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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144.8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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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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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通

余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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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1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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