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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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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11月3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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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源贸易有限公

司向上海品众商业保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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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品众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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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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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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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

司向星展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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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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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贷款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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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的信托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为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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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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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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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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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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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怡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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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元市怡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元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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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鑫星火供应链有限公

司向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

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怀化鑫星火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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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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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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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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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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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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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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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

司向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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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一马食品” ）

向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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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河南一马食品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杨磊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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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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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怡美商贸有限公司

向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大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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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怡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怡美商贸” ）向

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大庆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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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陕西怡美商贸的自然人股东赖亚平为其提供个

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均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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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怡澜韵商贸有限公

司向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大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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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怡澜韵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西怡澜韵商

贸” ）向宁夏银行西安分行大庆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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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陕西怡澜韵商贸的自然人股东王向红为

其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均不超过人民币6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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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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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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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蓝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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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蓝翔路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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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合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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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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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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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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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州盛世航

港”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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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福州盛世航港的自然人股东

陈金钟和自然人陈长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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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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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亚通大泽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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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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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怡嘉伟利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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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嘉伟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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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O2O金融合作及担保事宜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拓展公司平台的业务， 帮助客户拓展业务， 公司与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焦作中旅银行” ）开展O2O金融业务合作,向合作银行推荐更多客户，助力“金融为

实体经济服务” ，同时为流通领域的行业小微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专业的金融服务及良好的客

户体验，帮助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互惠互利，达到：用可控的成本服务了原来不能服务的

客户，获得共赢收益，以及用可控的成本控制原来难以控制的风险，获得风险保障的目的，推进公

司O2O供应链商业生态圈共享、共赢发展，申请与焦作中旅银行合作O2O金融业务，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期限为两年。 合作业务的范围为双方共同认可的个人经营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产品。 焦作中旅银行通过公司的推荐向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企业发放贷款。 公司负责根据焦

作中旅银行指定标准，协助焦作中旅银行进行客户的筛选、推荐、资料收集、贷前评估及贷后管理

等工作，由公司就上述业务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拟申请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并由

借款人为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措施， 反担保期限与公司向上述银行提供的保证担保期限均为两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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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亚通供应链综合

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与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共同出资

设立“重庆怡亚通供应链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重庆综合服务” ），重庆综合服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49%的股份，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份。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重庆综合服务的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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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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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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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出资设立怡亚通联家供应链有限

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深圳市怡联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怡

联城” ）、深圳市怡志合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怡志合” ）共同以现金

出资方式出资设立“怡亚通联家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怡亚通联家” ），怡亚通联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40%的股

份，深圳怡联城持有其50%的股份，深圳怡志合持有其10%的股份。 深圳怡联城及深圳怡志合均

属于怡亚通上市公司的体系外公司，均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怡亚通联家的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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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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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二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二十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十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十二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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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6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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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11月3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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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关于公司与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O2O

金融合作及担保事宜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拓展公司平台的业务， 帮助客户拓展业务， 公司与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焦作中旅银行” ）开展O2O金融业务合作,向合作银行推荐更多客户，助力“金融为

实体经济服务” ，同时为流通领域的行业小微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专业的金融服务及良好的客

户体验，帮助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互惠互利，达到：用可控的成本服务了原来不能服务的

客户，获得共赢收益，以及用可控的成本控制原来难以控制的风险，获得风险保障的目的，推进公

司O2O供应链商业生态圈共享、共赢发展，申请与焦作中旅银行合作O2O金融业务，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期限为两年。 合作业务的范围为双方共同认可的个人经营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产品。 焦作中旅银行通过公司的推荐向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企业发放贷款。 公司负责根据焦

作中旅银行指定标准，协助焦作中旅银行进行客户的筛选、推荐、资料收集、贷前评估及贷后管理

等工作，由公司就上述业务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拟申请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并由

借款人为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措施， 反担保期限与公司向上述银行提供的保证担保期限均为两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9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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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8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2018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经近期审核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的部分内容

需予以更正，相关内容如下：

一、更正前：《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九、对2018年1-9月经

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20.00%

2018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80,841,182 至 571,261,772

2017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76,051,4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国家降金融杠杆的环境下，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计划对经

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公司进行关停并转，将导致公司产生一定的投

资损失或处置损失。

”

更正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九、对2018年1-9月经营

业绩的预计

2018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20.00%

2018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8,084.12 至 57,126.18

2017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7,605.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国家降金融杠杆的环境下，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计划对经

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公司进行关停并转，将导致公司产生一定的投

资损失或处置损失。

”

二、更正前：《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8、

商誉“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

释，注释18、商誉）”

（1）商誉账面原值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名称或形成

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上海伦楦 数

码科技有 限

公司

9,390.00 9,390.00

深圳市安 新

源贸易有 限

公司

11,111,

923.00

11,111,

923.00

天津市家 氏

商贸有限 公

司

2,957.00 2,957.00

上海中牟 贸

易有限公司

1,305,706.00 1,305,706.00

北京市金 元

子商贸有 限

公司

2,016,002.00 2,016,002.00

上海卓品 商

贸有限公司

1,371,229.00 1,371,229.00

张家港保 税

区申杰国 际

贸易有限公

司

2,287,180.00 2,287,180.00

苏州市好 景

来贸易有 限

公司

122,065.00 122,065.00

北京鼎盛 怡

通电子商 务

有限公司

29,316.00 29,316.00

驻马店市 金

谷商贸有 限

公司

1,424,755.00 9,390.00

商丘晟通 商

贸有限公司

101,448.00 101,448.00

四川和丰 行

贸易有限 公

司

3,027,203.00 3,027,203.00

可祥拓展 有

限公司

15,310,

720.00

15,310,

720.00

福州盛世 航

港贸易有 限

公司

103,730.00 103,730.00

杭州三角 洲

广告传媒 有

限公司

911,594.00 911,594.00

深圳市粤 煮

粤好餐饮 管

理服务有限

公司

3,454.00 3,454.00

上海粤煮 粤

好餐饮管 理

有限公司

605,737.00 605,737.00

金北海 （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995,522.00 995,522.00

湖北瑞泽 医

药有限公司

480,821.00 480,821.00

蚌埠佳华 快

消品贸易 有

限公司

277,360.00 277,360.00

浙江国商 实

业股份有 限

公司

2,425,991.00 2,425,991.00

浙江金元 家

电有限公司

444,660.00 444,660.00

浙江卓诚 数

码电器有 限

公司

36,527.00 36,527.00

浙江百诚 集

团股份有 限

公司

209,408,

596.00

110,595,

575.00

320,004,

171.00

上海璨灵 电

子商务有 限

公司

340,893.00 340,893.00

上海璨杰 电

子商务有 限

公司

343,953.00 343,953.00

合计

253,813,

886.00

111,280,

421.00

365,094,

307.00

更正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8、商誉

“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8、商誉）”

（1）商誉账面原值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名称或形成

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上海伦楦数

码科技有限

公司

9,390.00 9,390.00

深圳市安新

源贸易有限

公司

11,111,

923.00

11,111,923.00

天津市家氏

商贸有限公

司

2,957.00 2,957.00

上海中牟贸

易有限公司

1,305,706.00 1,305,706.00

北京市金元

子商贸有限

公司

2,016,002.00 2,016,002.00

上海卓品商

贸有限公司

1,371,229.00 1,371,229.00

张家港保税

区申杰国际

贸易有限公

司

2,287,180.00 2,287,180.00

苏州市好景

来贸易有限

公司

122,065.00 122,065.00

北京鼎盛怡

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9,316.00 29,316.00

驻马店市金

谷商贸有限

公司

1,424,755.00 1,424,755.00

商丘晟通商

贸有限公司

101,448.00 101,448.00

四川和丰行

贸易有限公

司

3,027,203.00 3,027,203.00

可祥拓展有

限公司

15,310,

720.00

15,310,720.00

福州盛世航

港贸易有限

公司

103,730.00 103,730.00

杭州三角洲

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911,594.00 911,594.00

深圳市粤煮

粤好餐饮管

理服务有限

公司

3,454.00 3,454.00

上海粤煮粤

好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605,737.00 605,737.00

金北海 （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995,522.00 995,522.00

湖北瑞泽医

药有限公司

480,821.00 480,821.00

蚌埠佳华快

消品贸易有

限公司

277,360.00 277,360.00

浙江国商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2,425,991.00 2,425,991.00

浙江金元家

电有限公司

444,660.00 444,660.00

浙江卓诚数

码电器有限

公司

36,527.00 36,527.00

浙江百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9,408,

596.00

110,595,

575.00

320,004,

171.00

上海璨灵电

子商务有限

公司

340,893.00 340,893.00

上海璨杰电

子商务有限

公司

343,953.00 343,953.00

合计

253,813,

886.00

111,280,

421.00

365,094,

307.00

三、更正前：《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0、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注释20、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506,756,214.00 114,117,804.00 510,228,478.00 114,981,991.00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

润

52,769,806.00 8,366,587.00

可抵扣亏损 208,846,886.00 52,127,760.00 163,166,056.00 40,791,514.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9,172,249.00 1,375,837.00

股权激励费用 5,551,492.00 1,150,676.00

合计 730,326,841.00 168,772,077.00 726,164,340.00 164,140,092.00

（2）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29,315,213.00 7,328,803.00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

881,825,978.00 186,052,224.00 881,825,978.00 186,052,224.00

固定资产折旧 28,239,016.00 7,059,754.00 28,239,016.00 7,059,754.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

46,880,987.00 7,032,148.00

合计 986,261,194.00 207,472,929.00 910,064,994.00 193,111,978.00

更正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0、递延

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注释20、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510,853,414.00 115,142,104.00 510,228,478.00 114,981,991.00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

润

可抵扣亏损 208,846,886.00 52,127,760.00 163,166,056.00 40,791,514.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9,172,249.00 1,375,837.00 52,769,806.00 8,366,587.00

股权激励费用 5,551,492.00 1,150,676.00

合计 734,424,041.00 169,796,377.00 726,164,340.00 164,140,092.00

（2）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29,315,213.00 7,328,803.00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

881,825,978.00 186,052,224.00 881,825,978.00 186,052,224.00

固定资产折旧 28,239,016.00 7,059,754.00 28,239,016.00 7,059,754.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

26,880,987.00 4,032,148.00

合计 966,261,194.00 204,472,929.00 910,064,994.00 193,111,978.00

四、更正前：《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36、应

付债券” 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

注释，注释35、应付债券”

（2）应付债券的增减变动（不包括划分为金融负债的优先股、永续债等其他金融工具）

单位：元

债券名

称

面值

发行日

期

债券期

限

发行金

额

期初余

额

本期发

行

按面值

计提利

息

溢折价

摊销

本期偿

还

其他减

少

期末余

额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

1,

150,

000,

000.00

2014

年 9 月

29日

5年

1,

150,

000,

000.00

491,

706,

700.00

18,

439,

001.00

491,

706,

70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公司债

券（第

一期）

500,

000,

000.00

2016

年4月8

日

3年

500,

000,

000.00

500,

000,

000.00

8,925,

000.00

490,

000,

000.00

10,

000,

000.00

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公司债

券（第

二期）

200,

000,

000.00

2016

年8月2

日

3年

200,

000,

000.00

200,

000,

000.00

7,

000,

000.00

200,

000,

00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第

一期中

期票据

400,

000,

000.00

2016

年 9 月

22日

3年

400,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11,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度第

一期非

公开定

向债务

融资工

具

500,

000,

000.00

2017

年 3 月

30日

3年

500,

000,

000.00

500,

000,

000.00

16,

250,

000.00

500,

000,

000.00

合计 -- -- --

2,

750,

000,

000.00

2,

091,

706,

700.00

0.00

61,

614,

001.00

0.00

490,

000,

000.00

410,

000,

000.00

1,191,

706,

700.00

更正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36、应付

债券” 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

释，注释35、应付债券”

（2）应付债券的增减变动（不包括划分为金融负债的优先股、永续债等其他金融工具）

单位：元

债券名

称

面值

发行日

期

债券期

限

发行金

额

期初余

额

本期发

行

按面值

计提利

息

溢折价

摊销

本期偿

还

其他减

少

期末余

额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

1,

150,

000,

000.00

2014

年 9 月

29日

5年

1,

150,

000,

000.00

491,

706,

700.00

18,

439,

001.00

491,

706,

70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公司债

券（第

一期）

500,

000,

000.00

2016

年4月8

日

3年

500,

000,

000.00

500,

000,

000.00

8,925,

000.00

490,

000,

000.00

10,

000,

000.00

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公司债

券（第

二期）

200,

000,

000.00

2016

年8月2

日

3年

200,

000,

000.00

200,

000,

000.00

7,

000,

000.00

200,

000,

00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第

一期中

期票据

400,

000,

000.00

2016

年 9 月

22日

3年

400,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11,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深圳市

怡亚通

供应链

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度第

一期非

公开定

向债务

融资工

具

500,

000,

000.00

2017

年 3 月

30日

3年

500,

000,

000.00

500,

000,

000.00

16,

250,

000.00

400,

000,

000.00

100,

000,

000.00

合计 -- -- --

2,

750,

000,

000.00

2,

091,

706,

700.00

0.00

61,

614,

001.00

0.00

490,

000,

000.00

410,

000,

000.00

1,191,

706,

700.00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的其他内容不

变。 以上更正不会对公司披露的上述公告造成实质影响，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6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共同为控股子公司怀化鑫星

火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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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怀化鑫星火供应链有限公司向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

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怀化鑫星火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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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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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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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名称：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怡亚通” ）

注册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9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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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乳制品、消防设备及器材、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

品、化工产品的零售；机电产品、太阳能路灯、计算机软件的销售；有色金属、橡胶制品的批发；摩

托车零配件批发、零配件零售；房屋租赁；停车场运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长沙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长沙怡亚通的总资产为41,626.24万元，净资产为3,396.84万元，总负

债为38,229.4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1.8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怀化鑫星火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鑫星火” ）

注册地点：湖南省怀化市经开区武陵山现代商贸物流城E区-2号

法定代表人：向纪元

成立时间：2015年9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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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日用百货、洗涤用

品的批发及零售,食盐配送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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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化鑫星火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怀化鑫星火的总资产为4,891.52万元，净资产为2,095.00万元，总负债

为2,796.5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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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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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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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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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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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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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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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向

星展银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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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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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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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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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卓优云智”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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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9月30日，北京卓优云智的总资产为4,863.40万元，净资产为3,599.09万元，总负

债为1,264.3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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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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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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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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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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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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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盛世航港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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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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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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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州盛世航

港”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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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福州盛世航港的自然人股东

陈金钟和自然人陈长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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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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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盛世航港” ）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泽洋村

法定代表人：陈金钟

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保健食品；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家用电

器、日用百货；企业管理咨询、展示展览服务策划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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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盛世航港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6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福州盛世航港的总资产为7,792.30万元，净资产为3,682.09万元，总负

债为4,110.2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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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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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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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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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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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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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伟利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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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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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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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

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嘉伟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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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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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怡嘉伟利” ）

注册地点：南宁市北湖北路46-1号好顺路物流园B2栋1号

法定代表人：李丽娟

成立时间：2015年4月27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品、粮油(以

上五项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生鲜肉类、肉制品、百货、五金、

家电、水果、成人用品；普通货运(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仓储

服务(除危险化学品)；食盐、饲料销售。

广西怡嘉伟利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47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广西怡嘉伟利的总资产为7,412.59万元，净资产为5,383.19万元，总负

债为2,029.4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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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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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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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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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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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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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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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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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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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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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泽” ）

注册地点：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大道27号科技大厦1113号

法定代表人：聂峰辉

成立时间：2013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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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泽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广西大泽的总资产为36,446.62万元，净资产为9,631.43万元，总负债为

26,815.19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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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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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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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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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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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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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合业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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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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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中国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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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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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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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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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友成合业” ）

注册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9号联发·臻品1号楼1915号

法定代表人：丁浩平

成立时间：2016年6月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以上项目具体以审批部门

批准为准)；销售:纺织品、服装、内衣、针织品、袜子、毛巾、鞋帽、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水产品、建筑

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普通货运(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

广西友成合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73.53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广西友成合业的总资产为5,830.10万元，净资产为2,575.18万元，总负

债为3,254.9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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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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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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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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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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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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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怡飞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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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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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元市怡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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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元市怡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元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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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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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怡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怡飞” ）

注册地点：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虹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梁先广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4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奶粉)、卫生用品、百货、纺织

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小五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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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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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元怡飞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75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8年9月30日，广元怡飞的总资产为4,664.40万元，净资产为1,926.84万元，总负债为

2,737.5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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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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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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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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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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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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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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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向中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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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一马食品” ）

向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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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河南一马食品的自然人股东王国瑞、杨磊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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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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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一马食品”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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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一马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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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9月30日，河南一马食品的总资产为5,221.50万元，净资产为4,626.50万元，总负

债为595.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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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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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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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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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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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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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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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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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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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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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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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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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江苏伊斯特威尔的总资产为120,303.57万元， 净资产为10,183.86万

元，总负债为110,119.7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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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802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473,641.3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61,471.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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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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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4,415.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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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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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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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鑫商贸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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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5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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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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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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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0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