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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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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

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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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增加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商定的最终授信额度，现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

会议决议中第七项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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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调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综合授信额度调整前后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2019

年额度

（

原计划额度

）

2019

年额度

（

调整后计划额度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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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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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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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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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润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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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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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江苏苏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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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伊斯特威

尔” ）向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江苏伊斯特威尔的法定代表人陶丹丹为其提供个人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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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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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向兴业国际信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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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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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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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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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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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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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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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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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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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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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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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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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马” ）向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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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河南一马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及其配偶李菲为河南一马提供个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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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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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库尔勒银行乌鲁木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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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库尔勒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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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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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丰和通” ）向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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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郑州丰和通的自然人股东杨迎时及其配偶为郑州丰和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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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提供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可提前归还，按实际用

款天数计算利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在此借款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次循环使

用，每次使用的借款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双方商定，但各种借款方式发生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借款额度。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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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

告》。

十三、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向公

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提供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可提前归还，

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在此借款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

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借款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双方商定，但各种借款方式发生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

借款额度。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国辉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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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

告》。

十四、 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四川天原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度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四川天原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

预计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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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四川天原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公告》。

十五、 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度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

预计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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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广西东融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公告》。

十六、 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度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

预计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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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广西融桂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公告》。

十七、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2019年度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性业务往

来，预计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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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公告》。

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张掖市金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前进牧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张掖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张掖市金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掖金苑投资” ）、甘肃前进牧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前进牧业” ）三方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出资设立“张掖怡亚通供应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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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怡亚通” ），张掖怡亚通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张掖金苑投资持有其39%的股权，甘肃前进牧业持有其18%的

股权，张掖怡亚通的管理团队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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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张掖市金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三方

共同出资设立张掖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公告》。

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星链零售服务

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星链零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星链零

售” ）增加投资人民币9,000万元。深圳星链零售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

星链零售的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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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星链零售服务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

告》。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第十四项议案中

出资方及出资比例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郑州航空港兴晟

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河南怡亚通兴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经河南怡亚通兴港供应

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兴港供应链” ）的股东协商后决定，暂不在河南兴港供应链中设立管理团

队持股平台，股权调整后，公司拟持有河南兴港供应链49%的股权，郑州航空港兴晟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拟

持有河南兴港供应链51%的股权，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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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宇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开展“中融-臻荟通系列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合作事项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小贷”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宇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商资

管” ）拟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就“中融-臻荟通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开展

业务合作，助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宇商小贷为中融信托推介借款人，由该借款人向中融信托申请经

营性贷款。借款人拟以其合法拥有并享有处分权的应收账款及对应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为该笔贷款提供担

保，同时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借款人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融信托拟委托宇商资管作为资产

服务机构，为中融-臻荟通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贷款事宜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宇商小贷、宇商资

管与中融信托合作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为保障中融信托于系列信托计划项下债权的实现，当发生协议约定

的特定情形时，中融信托有权要求宇商小贷收购信托贷款目标债权。该目标债权收购完成日，目标债权的全

部权利、从权利及相关权益即由宇商小贷享有，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及对应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担保

权利，及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权利。

“中融-臻荟通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规模为人民币40,000万元，分期发行，实际规模、具体约定以

中融信托、宇商资管与宇商小贷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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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宇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开展“中融-臻荟通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合作事项的公

告》。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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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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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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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3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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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增加综

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商定的最终授信额度，现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

会议决议中第七项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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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调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

为准。

综合授信额度调整前后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2019

年额度

（

原计划额度

）

2019

年额度

（

调整后计划额度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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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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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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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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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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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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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747.99 2,781,743.18

负债总额

2,210,596.81 2,333,661.22

净资产

449,151.18 448,081.96

营业收入

1,648,365.02 887,206.72

净利润

63,093.53 1,690.72

资产负债率

83.11%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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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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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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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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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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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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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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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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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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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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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省公司” ）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路与长岭路西北角贵阳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商务区第12号楼24层

1-24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

选择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特殊食品(以上凭许可证经营),日用百货,橡胶制品,电子产品,计算机

硬件,纺织品,服装,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酒具,电器,二、三类机电产品,银制品,消防设备及器材,水产品,

水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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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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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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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4.08 19,927.71

负债总额

17,334.03 8,327.23

净资产

11,570.05 11,600.48

营业收入

40,761.92 12,892.42

净利润

-112.33 30.44

资产负债率

59.97% 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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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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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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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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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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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3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上海润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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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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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诚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润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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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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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润诚” ）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6楼C座481室

法定代表人：常诚

成立时间：2006年11月2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通信设备、电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及专

项规定)、金属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除专项规定)、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批兼零、代购代销；小型

市政工程；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室内装潢；电脑图文制作、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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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润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持有其50.18%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润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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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8.13 2,964.30

负债总额

5,063.18 3,528.85

净资产

-265.05 -564.55

营业收入

10,964.04 2,725.79

净利润

-297.55 -299.50

资产负债率

105.52% 1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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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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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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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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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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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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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伊斯特威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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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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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苏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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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伊斯特威

尔” ）向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江苏伊斯特威尔的法定代表人陶丹丹为其提供个人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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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16号3号楼402室

法定代表人：陶丹丹

成立时间：2015年1月1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电子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发；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危险化学品经营；化工产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办公用品、工艺品、化妆品、五金工具、家具、

皮革制品、纺织品、玩具、酒店用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初级农产品、涂料、矿产品、煤炭、塑料制品、燃料

油、润滑油、化肥、橡胶及橡胶制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工程

施工；机动车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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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伊斯特威尔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苏伊斯特威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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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56.59 49,665.85

负债总额

72,280.97 44,785.99

净资产

7,175.62 4,879.86

营业收入

668,328.41 137,311.53

净利润

377.85 -2,295.75

资产负债率

90.97% 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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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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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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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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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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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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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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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国际信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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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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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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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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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648.64 342,632.57

负债总额

98,760.12 91,735.11

净资产

250,888.52 250,897.46

营业收入

155,741.76 44,525.52

净利润

1,397.11 8.94

资产负债率

28.25% 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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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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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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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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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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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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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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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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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

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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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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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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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54.53 121,809.76

负债总额

78,124.41 74,998.82

净资产

44,730.12 46,810.94

营业收入

177,400.69 57,341.59

净利润

3,470.30 2,080.82

资产负债率

63.59% 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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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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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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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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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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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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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怡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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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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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怡亚通馨德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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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西馨德供应

链” ）向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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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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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室

法定代表人：李雪梅

成立时间：2013年08月20日

经营范围：日用品、化妆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陶瓷制品、家用电器、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可的)、预包

装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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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馨德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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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馨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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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77 3,712.62

负债总额

2,410.42 1,311.76

净资产

2,455.35 2,400.86

营业收入

6,913.33 3,388.60

净利润

-93.54 -54.49

资产负债率

49.54% 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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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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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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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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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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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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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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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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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马” ）向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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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河南一马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及其配偶李菲为河南一马提供个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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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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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2.80 5,804.06

负债总额

5,110.27 1,100.00

净资产

4,662.53 4,704.06

营业收入

27,954.20 15,884.88

净利润

91.15 41.53

资产负债率

52.29%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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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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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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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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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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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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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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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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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库尔勒银行乌鲁木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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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库尔勒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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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怡亚通” ）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纳斯湖北路455号创智大厦B座1203室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26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电子商务,广告业务,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创业投资；销售: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及通讯设备,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酒类,保健食品。

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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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怡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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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2.66 21,324.07

负债总额

19,014.85 11,900.51

净资产

9,507.81 9,423.56

营业收入

620.59 293.25

净利润

-185.54 -84.25

资产负债率

66.67% 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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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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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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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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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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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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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丰和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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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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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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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丰和通” ）向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九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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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郑州丰和通的自然人股东杨迎时及其配偶为郑州丰和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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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26号富田丽景花园38号楼1106号

法定代表人：杨迎时

成立时间：2014年2月27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避孕套、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文物除

外)、建材；企业营销策划、会议会展服务；供应链管理咨询。

郑州丰和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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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丰和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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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1.52 5,817.60

负债总额

5,116.69 2,663.00

净资产

3,134.83 3,154.60

营业收入

13,404.73 7,714.78

净利润

20.91 14.17

资产负债率

62.01% 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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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086.55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76,950.84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1,046.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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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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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0万元（含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

867.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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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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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19-24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

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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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为支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

东” ）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提供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借款期限不超

过一年，可提前归还，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在此借款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

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借款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双方商定，但各种借款方式发生额

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借款额度。

2、深圳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75664218

法定代表人 王勇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314,900

万元

企业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

18

楼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100%

股份

。

（二）深圳投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状况如下：

2018

年年度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营业收入

7,175,471.51

营业收入

8,363,024.86

净利润

1,595,299.46

净利润

767,589.25

净资产

23,364,018.37

净资产

26,976,981.57

（三）关联关系

深圳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深

圳投控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

2、借款用途：用于日常经营。

3、借款利息：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

4、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可提前归还。在此借款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次循

环使用，每次使用的借款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双方商定，但各种借款方式发生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借款

额度。

（二）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本次财

务资助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公司及其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股权转让等安排。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发展的支持，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

息，利率依据市场利率确定，公司及其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不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使用费用定价公允，有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未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1月1日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深圳投控及其关联方

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3,366.55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而

产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发展的支持。利率

依据市场利率确定，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财务资助事项提交至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应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支持，既保障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改善公司资金结构，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

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相关关联董事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八、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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