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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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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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

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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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金水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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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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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

公司向渣打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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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向渣打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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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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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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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共青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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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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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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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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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大鸿雁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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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大鸿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大鸿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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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武汉大鸿雁的法定

代表人汪小鸿及其配偶孟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

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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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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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

迪威怡欣” ）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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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厦门迪威怡欣的自然

人股东赵家伟及其配偶饶贵兰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均为人民币1,300万元，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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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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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

迪威怡欣”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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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厦门迪威怡欣

的自然人股东赵家伟及吴家萍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

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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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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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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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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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建筑供应

链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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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

信通” ）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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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为其中2,55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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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

链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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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

信通” ）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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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为其中2,55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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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怡亚通深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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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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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德燕供应链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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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德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德燕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60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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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武汉德燕供

应链的自然人股东毛德彪及其配偶江燕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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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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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怡亚通仙湖”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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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成都怡亚通

仙湖的自然人股东冯华及其配偶路阳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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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

圳市分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与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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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贺州融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贺州融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州融达” ）以货币出资方

式共同出资设立“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广西东融怡亚通” ），广西东融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

持有其43%的股份，贺州融达持有其49%的股份，广西东融怡亚通的管理团队成立的持股平台

持有其8%的股份。上述法人股东及广西东融怡亚通的管理团队人员与怡亚通上市公司均无关

联关系。广西东融怡亚通的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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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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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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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合成化学原料、化工产品的销售（含危险化工产品）及进出口贸易；塑

料制品购销；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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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宏桂集团国有企业改革基金、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西荣桂怡亚通供应

链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荣桂集团” ）、宏

桂集团国有企业改革基金（以下简称“宏桂集团改革基金” ）、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金岭糖业” ）共同出资设立“广西荣桂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广西荣桂怡亚通” ），其中广西荣桂集团以

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来宾分公司整体资产出资， 其余股东均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广

西荣桂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78万元，公司持有其34%的股份，广西荣桂集团持有其

36%的股份，宏桂集团改革基金持有其20%的股份，广东金岭糖业持有其5%的股份，广西荣桂

怡亚通的管理团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5%的股份。上述法人股东及广西荣桂怡亚通的管理

团队人员与怡亚通上市公司均无关联关系。广西荣桂怡亚通的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

为准)：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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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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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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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

理；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文档及档案寄存、保管、数字化、咨询、评估、鉴

定、整理。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产业规划、产业咨询。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

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

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

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

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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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深圳市宇商科技有限公司、驻

马店市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驻马店市淮河生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深圳市宇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宇商科技” ）、驻马

店市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驻马店产业投控” ）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出资设立

“驻马店市淮河生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驻马店淮河供应链” ），驻马店淮河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

其30%的股份，深圳宇商科技持有其5%的股份，驻马店产业投控持有其65%的股份。驻马店淮

河供应链的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Ⅰ类医疗器械；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建筑工程设备，食用农产品

（不含生猪产品）；乐器、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挂车或者汽车列车、机械设备及配件；供应链管理；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

目）；经营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集成、运

行维护、销售；技术外包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会议服务；接受金融机

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其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经营。

因深圳宇商科技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陈伟民先生现为公司副董事长，本次事项与公司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驻马店产

业投控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9年9月16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

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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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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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优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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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兴支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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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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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卓优云智”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2号楼F座815室

法定代表人：黄骄夏

成立时间：2014年9月1日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经济贸易咨询；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零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办公用机械租赁；会议服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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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卓优云智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北京卓优云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6,570.90 5,371.62

负债总额 12,034.77 227.62

净资产 4,536.13 5,144.00

营业收入 27,354.36 13,077.72

净利润 1,157.66 607.87

资产负债率 72.63% 4.2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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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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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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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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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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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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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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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怡亚通仙湖”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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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成都怡亚通

仙湖的自然人股东冯华及其配偶路阳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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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怡亚通仙湖供应

链” ）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一路3号

法定代表人：樊超

成立时间：2013年5月15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日化用品、

办公用品、医疗器械(一、二类无需许可项目)；展览展示服务；国内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

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农产品、农副产品收购与销售(不含国家限制产品)。文化活动

服务,建材批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批发；装卸搬运,通用仓储；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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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成都怡亚通仙湖供应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4,266.51 8,292.74

负债总额 11,062.38 5,039.99

净资产 3,204.13 3,252.75

营业收入 19,227.22 16,466.98

净利润 171.68 48.61

资产负债率 77.54% 60.7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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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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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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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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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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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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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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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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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新港路11号金港大厦8楼801、803室

负责人：李琰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化妆品、日用百货、酒具、工艺品、家用电器

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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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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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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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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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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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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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怡通众合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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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金水路支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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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金水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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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怡通众合” ）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130号3号楼1201室

法定代表人：顾海东

成立时间：2015年3月16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含网上销售):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体育用品、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不锈钢制品、橱柜、建材、家具、家居用品、厨卫用品、陶瓷制品、木制品,针纺织品、服

装鞋帽、橡塑制品(不含一次性发泡塑料制品和超薄塑料袋)、酒具、工艺品、金属制品(不含稀

贵金属)、机械设备、办公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化妆品、预包装

食品、特殊食品；家具维修；供应链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家电维

修；灯箱展台制作；装修装饰；建筑装饰业,建筑拆除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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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怡通众合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青岛怡通众合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9,130.66 7,300.23

负债总额 6,031.29 4,181.92

净资产 3,099.37 3,118.31

营业收入 17,376.80 7,362.75

净利润 49.00 18.95

资产负债率 66.06% 57.2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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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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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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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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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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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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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迪威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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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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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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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厦门迪威怡欣” ）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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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厦门迪威怡欣

的自然人股东赵家伟及其配偶饶贵兰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均为人民币1,300

万元，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厦门迪威怡欣” ）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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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厦门

迪威怡欣的自然人股东赵家伟及吴家萍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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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迪威怡欣” ）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66号宝业大厦12楼D区

法定代表人：罗练枝

成立时间：2015年7月30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零售；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糕

点、面包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调味品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不

含食盐)；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

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批发；保健食品零售；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

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

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

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五金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通讯及广

播电视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

批发(不含文物)；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

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

售；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五金产品批发；经营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厦门迪威怡欣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厦门迪威怡欣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1,698.19 5,766.65

负债总额 8,993.31 3,050.75

净资产 2,704.88 2,715.90

营业收入 26,118.31 12,275.92

净利润 79.45 11.01

资产负债率 76.88% 52.9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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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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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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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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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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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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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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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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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共青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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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宁” ）

注册地址：济宁高新区世易尚城1号楼1116号房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8日

经营范围：食品、保健品的销售；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纺织品、服

装、工艺品、汽车零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

品、计算机软硬件、日用品、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广告

的设计、制作(不含喷绘)、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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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山东怡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4,688.09 3,873.15

负债总额 3,766.18 3,063.20

净资产 921.91 809.95

营业收入 8,705.94 3,111.90

净利润 -488.14 -111.96

资产负债率 80.34% 79.09%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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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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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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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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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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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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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怡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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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

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

圳市分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与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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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怡馨德” ）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太原阳曲园区府东街东段68号(园区总部基地)19层12室

法定代表人：李雪梅

成立时间：2015年3月11日

经营范围：日用品、化妆品、办公用品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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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怡馨德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山西怡馨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2,035.54 1,536.20

负债总额 1,674.96 1,173.29

净资产 360.58 362.91

营业收入 8,968.93 3,838.60

净利润 12.70 2.33

资产负债率 82.29% 76.3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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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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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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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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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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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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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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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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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向渣打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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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向渣打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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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安新源” ）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座5楼

法定代表人：邹艳妮

成立时间：1998年10月15日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普通货运。

深圳安新源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持有其8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深圳安新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21,044.18 16,030.78

负债总额 14,242.91 7,234.73

净资产 6,801.27 8,796.05

营业收入 116,876.21 49,618.65

净利润 2,547.36 1,994.78

资产负债率 67.68% 45.1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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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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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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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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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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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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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大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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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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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武汉市大鸿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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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大鸿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大鸿雁”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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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武汉大鸿雁的法定

代表人汪小鸿及其配偶孟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

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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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大鸿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大鸿雁” ）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07号政和广场10层C3室

法定代表人：汪小鸿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运代理；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兼零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百货批发零售；食盐的批发兼零售；仓储服务(不含食品

及化学危险品)；企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大鸿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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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鸿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1,834.57 6,098.91

负债总额 6,473.82 660.58

净资产 5,360.75 5,438.33

营业收入 35,546.42 20,347.73

净利润 131.85 77.58

资产负债率 54.70% 10.83%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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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

766.5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34,479.56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58,023.3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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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元的34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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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287.04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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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80.22万

元的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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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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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德燕

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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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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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武汉市德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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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德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德燕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60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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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武汉德燕供

应链的自然人股东毛德彪及其配偶江燕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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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德燕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德燕供应链” ）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50号C栋9层

法定代表人：毛德彪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百货、服装、鞋帽的销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网络信息技术服务；会务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德燕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下转B1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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