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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份车辆通行服务

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0年6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20年6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96,228,193.86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25%。

2020年6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20

年

6

月份

2019

年

6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85,458,134.03 56,445,140.00 51.40

昌樟高速

57,575,560.36 45,617,564.00 26.21

昌泰高速

71,201,097.50 55,253,746.00 28.86

九景高速

46,298,933.58 52,698,811.00 -12.14

彭湖高速

10,864,343.55 13,781,699.00 -21.17

温厚高速

8,635,544.49 8,939,385.00 -3.40

昌奉高速

8,375,275.16 8,154,051.00 2.71

奉铜高速

7,819,305.19 7,511,973.00 4.09

合计

296,228,193.86 248,402,369.00 19.25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自执行“营改增” 政策后，

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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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2020年7月17日下午15:00-17:00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

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主题为“以高质量沟通，促高质量发展” 江西上市公司

2020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网上交流网址：投资者可以登录http://rs.p5w.net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国强先生、财务总监缪立立先生、董事

会秘书付艳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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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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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6,500

万元一

7,300

万元 盈利

：

1,327.27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支持疫情防控，严格按规定采取

防疫措施，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春节后的复工延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公司积极采取各

项措施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但人员到位、经营回款等受到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工程业

务的正常实施时间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上年同期，为盘活资产，公司按照评估结果，转让了金殿基地和成都公司股权，产生资产

处置收益8,348.24万元，本报告期无此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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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_65,000_

万元 至

83,000

万元 亏损

：

95,69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

13.27%

至

32.0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1435

元

/

股 至

0.1832

元

/

股 亏损

：

0.2113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液晶面板产品结构调整初显成效，中尺寸液晶面板产品占比增加，营业毛利有所

提升，但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调整产品结构的技改项目进度未达预期，参

股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预计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仍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上述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

2、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

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则公司股票自2020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将

存在被暂停上市交易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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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036东方至尊国际中心19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55,834,23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6.6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方能斌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舒奎明先生、独立董事王海明先生确实因为工作原因

未能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鑫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55,834,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与会2/3以上

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广发(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重华、张屠思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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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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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7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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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

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为

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伟仕佳杰” ）代理采购经销产品，预计交易

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合作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因公司前任高管梁欣先生曾在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项之规定，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仍被认定为公司关

联方，重庆伟仕佳杰为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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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设立台州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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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台州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

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台州怡海实业” ），台州怡海实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

元，浙江国商实业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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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湖州市怡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

物流”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湖州市怡海物流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

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湖州怡海物流” ），湖州怡海物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浙江百诚物流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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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怡亚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大连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辽宁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大连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

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大连怡海” ），大连怡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

元，辽宁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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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供应链临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临港供应链”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供应链临港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怡海供应链” ），上海怡海供应链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上海临港供应链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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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金桥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金桥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

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怡海金桥” ），上海怡海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上海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出资设立长沙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

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长沙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

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长沙怡海供应链” ），长沙怡海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万元，长沙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出资设立重庆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重庆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暂

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重庆怡海实业” ），重庆怡海实业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20-17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

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

有限公司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

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伟仕佳杰” ）代理采购经销产品，预计交

易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合作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重庆伟仕佳杰为公司关联方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2020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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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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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伟仕佳杰

（

重庆

）

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港澳台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588939261H

法定代表人 高志远

注册资本

13,000

万美元

企业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二路

462

号

7-1

、

7-2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

销售

：

食品

，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

电子出版物

、

图书

、

期刊的批发

、

零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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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一般项目

：

研究

、

开发

、

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硬

件

、

软件系统及配套零件

、

游戏设备

、

润滑油

、

钟表眼镜及配件

、

网络产品

、

多媒体

产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不含电子出版物

）、

仪器仪表

、

服务器等产

品的售后服务

；

销售

：

日用百货

、

电子产品

（

不含电子出版物

）、

工艺美术品

（

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

）、

皮革制品

、

服装鞋帽

、

玩具

、

文教用品

、

摄影器材

、

体育用品

、

家

具

、

家用电器

、

计算机及配件

、

汽车

、

汽车配件

、

摩托车

、

摩托车配件

、

宠物用品

、

金

银首饰

、

珠宝首饰

、

化妆品

、

美容仪器

、

计算机软件

、

通信设备

、

Ⅰ

类医疗器械

、

II

类

医疗器械

、

厨卫用品

、

劳动防护用品

、

安防设备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计算机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

；

商务信息咨询

；

图文设计

、

制作

；

网页设计

、

制作

；

企业形象策划

；

票务代理

；

会务服务

；

仓储服务

（

不含危险品仓储

）；

货运代理

；

电子商务并作为结算中心提供本外币汇款交易结

算和相关支持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佳杰科技

（

中国

）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

。

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为其实际

控制人

。

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5日，主要从事分销PC及笔记本电脑产

品、电脑外设产品、消费数码类产品、服务器产品、存储产品、数据库及管理软件产品、个人系

统及应用软件产品、网络产品等近千种IT产品和服务，公司对外投资6家公司。

2、重庆伟仕佳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状况如下：

2019

年年度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营业收入

1,794,181.52

净利润

18,008.24

净资产

189,060.00

3、关联关系

因公司前任高管梁欣先生曾在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项之规定，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仍被认定为公司关

联方，重庆伟仕佳杰为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4、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金额：预计交易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2、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为伟仕

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伟仕佳杰” ）代理采购经销产品。

3、支付方式：现金

4、协议有效期限：不超过一年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和会计核算方法等方面造成影响，有利于交易双方日常经营发展。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74.96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采购经销产品事项，是基于双方业务发展需要，交易双方根据市场

价格自愿协商确定相关服务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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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

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

确定，定价原则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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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

限公司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

限公司代理采购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20-17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商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台州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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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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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台州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

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台州怡海实业” ），台州怡海实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

元，浙江国商实业持有其100%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台州市怡海实

业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2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阳

注册资本：3442.15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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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其39.13%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台州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台州怡海实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浙江国商实业持有其

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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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20-17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物流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湖州市怡海物流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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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

物流”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湖州市怡海物流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

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湖州怡海物流” ），湖州怡海物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浙江百诚物流持有其100%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物流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湖州市怡海物流有

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浙江百诚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海久路2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兴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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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一般物资仓储，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器材、五金、交

电、照明器具、其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外）、金属材料

（除贵稀金属）、建筑材料、针织品及原料、其他日用品、工艺美术品（除文物）销售，实业投

资，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浙江百诚物流62.23%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湖州市怡海物流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湖州怡海物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浙江百诚物流持有其

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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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20-17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怡亚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大连市怡海

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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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辽宁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大连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

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大连怡海” ），大连怡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

元，辽宁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大连市怡

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辽宁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51-2号(1-10-7)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保健食品批发、零售；供应链管理（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

外）；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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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具、工艺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医疗器械、珠宝、化妆品

批发、零售；酒类零售；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及活动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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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为准）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辽宁怡亚通100%的股权，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大连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大连怡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辽宁省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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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2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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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供

应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供应

链临港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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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临港供应链”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供应链临港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怡海供应链” ），上海怡海供应链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上海临港供应链持有其100%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

海供应链临港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38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任飞

注册资本：6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承办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保税港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物

流及贸易信息咨询，物流信息技术及物流软件的研发、设计、咨询，保税港区内企业间贸易，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展览展示服务，物业

管理，停车场（库）经营，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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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件、食用农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机电产

品、仪表仪器、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建材、五金工具、日用百货、塑像制品、医疗器械（一

类）、有色金属、矿产品（除专控）、饲料原料、金银制品、珠宝首饰（除毛钻及裸钻）、服装、文

化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家具、汽车、钢材、安防设备、智能家居用品的销售，自有房屋租

赁（除金融性租赁），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仓储（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食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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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上海怡海供应链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上海市怡海供应链临港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上海怡海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上海临港供应链

持有其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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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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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金桥

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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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金桥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

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怡海金桥” ），上海怡海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上海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市怡海金

桥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粤路202号1幢5楼A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峰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食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经营

范围详见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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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软件开发，自有设备租赁，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汽车租赁，创业空间服务，钟表维

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仓储（除危险品），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珠宝

首饰、黄金制品、化妆品、陶瓷制品、玻璃制品、电线电缆、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制冷、空调设

备、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娱乐船和运动船、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建筑材

料、音响设备、机械设备、食用农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仪表仪器、通信设备、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产品、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百货、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汽车、汽车零配件、有色金属合金、非金属矿及产品、金属矿石、饲料原料、安防

设备、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钟表、母婴用品、食品添加剂、玩具、宠物食品及用品的销售，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批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上海怡亚通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上海市怡海金桥供应链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上海怡海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上海怡亚通持有其

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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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20-18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长沙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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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

怡亚通” ）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长沙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

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长沙怡海供应链” ），长沙怡海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万元，长沙怡亚通持有其100%的股份。

2、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长沙市怡海供应

链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亮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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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关系：公司持有长沙怡亚通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长沙市怡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长沙怡海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长沙怡亚通持有其

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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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20-18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资设立重庆市怡海实业

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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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设立“重庆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暂

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重庆怡海实业” ），重庆怡海实业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2、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资设立重庆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重庆市怡海实业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重庆怡海实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份。

经营范围：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基于集团供应链业务进一步深化拓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资源整

合，故设立新公司。

存在的风险：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对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2、政府监管

部门政策调整和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的影响；3、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

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

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不

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成熟的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通过对项目公司的业务、资产、团

队等进行内部整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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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公告编号：2020-18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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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7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13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应参

加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采

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明科技” ）为

伟仕佳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伟仕佳杰” ）代理采购经销产品，预计交易

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合作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因公司前任高管梁欣先生曾在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项之规定，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仍被认定为公司关

联方，重庆伟仕佳杰为伟仕佳杰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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