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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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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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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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通余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怡通余氏” ）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郑福庄村委会北500米

法定代表人：余华明

成立时间：2015年6月15日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零售建筑材料、塑料制品、五金(不含电动自行车)、文化用品、酒店用品、家庭用品、

食用农产品；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图文设计、制作；承办展览展示；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加工服装；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06月05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怡通余氏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北京怡通余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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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0.62 资产总额 8,393.54

负债总额 7,199.81 负债总额 3,182.56

净资产 5,180.81 净资产 5,210.98

营业收入 35,244.31 营业收入 26,581.21

净利润 49.28 净利润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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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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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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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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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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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1号1层附29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11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取得相关许可

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及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酒具、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家用电器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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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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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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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7.39 资产总额 3,888.38

负债总额 2,973.43 负债总额 2,592.16

净资产 1,333.96 净资产 1,296.22

营业收入 - 营业收入 315.53

净利润 -241.61 净利润 -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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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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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怡国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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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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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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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怡国际（香港）” ）

注册地址：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11號1樓102室

董事：冯均鸿、范智强

成立时间：2000年08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

联怡国际（香港）目前注册资本为600,002,000港币，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怡国际（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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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65.87 资产总额 255,959.31

负债总额 335,642.58 负债总额 194,247.73

净资产 60,423.29 净资产 61,711.58

营业收入 431,779.80 营业收入 215,126.58

净利润 1,607.56 净利润 1,2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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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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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鸿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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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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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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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万鸿”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28号1幢411室

法定代表人：符浩程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2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食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药品)、日用百货、五金电器、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含网上销售)；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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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鸿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杭州万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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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34 资产总额 5,857.41

负债总额 16,833.31 负债总额 2,874.38

净资产 2,837.03 净资产 2,983.03

营业收入 24,907.92 营业收入 20,939.48

净利润 70.65 净利润 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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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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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商

小额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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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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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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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宇商小贷”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田路深圳国际文化大厦2708A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0年1月19日

经营范围：专营小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深圳宇商小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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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宇商小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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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75.39 资产总额 196,554.69

负债总额 144,719.59 负债总额 98,366.53

净资产 93,055.80 净资产 98,188.16

营业收入 39,592.94 营业收入 18,898.16

净利润 11,057.29 净利润 5,1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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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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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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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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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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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飞” ）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号34-2

法定代表人：张义

成立时间：201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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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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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怡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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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7.20 资产总额 19,952.20

负债总额 19,894.14 负债总额 13,113.40

净资产 6,703.06 净资产 6,838.80

营业收入 26,998.15 营业收入 21,920.87

净利润 247.38 净利润 1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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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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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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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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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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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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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怡禾田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禾田” ）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号34-1

法定代表人：何永强

成立时间：2014年6月3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

营)。销售:日用百货、工艺礼品、纺织品、床上用品、家居用品、包装材料、童车、婴儿床、婴幼儿玩具、婴幼儿服

装、纸尿裤、生活用纸；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以上经营

范围国家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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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怡禾田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怡禾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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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3.20 资产总额 3,090.46

负债总额 6,681.00 负债总额 2,364.49

净资产 692.20 净资产 725.97

营业收入 20,907.46 营业收入 11,128.26

净利润 59.02 净利润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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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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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万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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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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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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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万和食品” ）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1号附9号14-8

法定代表人：胡利钢

成立时间：2003年3月10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销售:日化产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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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和食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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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1.75 资产总额 4,652.24

负债总额 5,955.78 负债总额 3,877.94

净资产 755.97 净资产 774.30

营业收入 12,635.12 营业收入 13,182.83

净利润 25.87 净利润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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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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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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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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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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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商实业” ）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虞希良

成立时间：2000年6月12日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涉及危险品详见《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副食品(凭《卫生许可证》)

的零售。家用电器、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工器材、电脑、通讯器材、百货、针纺织品、文化用

品、工艺美术品、化学试剂(除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塑料原料及产品、五金、钢材、建材、服装、办公用品、

木浆、纸张、金银饰品的零售;服装、纺织品的加工；家用电器维修、安装；音响工程安装;暖通工程的安装、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废旧家电回收、销售。

浙江国商实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42.155万元，公司持有其39.5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国商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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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3.40 资产总额 40,607.32

负债总额 27,386.63 负债总额 27,708.68

净资产 12,526.77 净资产 12,898.64

营业收入 18,650.15 营业收入 45,808.72

净利润 201.47 净利润 1,0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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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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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

宇商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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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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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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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宇商保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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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民

成立时间：2015年9月18日

经营范围：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

管理等限制业务)；信用风险管理平台的技术开发；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

事金融外包服务；供应链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网上从事商贸活动、国内贸易、经营

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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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前海宇商保理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700万元， 公司持有其59.88%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深圳前海宇商保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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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53.06 资产总额 61,561.09

负债总额 128,691.39 负债总额 44,415.09

净资产 13,161.67 净资产 17,146.00

营业收入 9,088.57 营业收入 9,705.46

净利润 1,707.83 净利润 3,9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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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江西省区三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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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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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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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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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祥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祥安” ）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沿江南大道1599号中段东侧东亚盛世滨江写字楼2304、2305室(第23层)

法定代表人：唐建红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5日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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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祥安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西祥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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