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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国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珍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47,132,529.00 18,355,096,490.00 -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277,481.00 207,509,338.00 -7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125,691.00 204,043,832.00 -8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9,429,009.00 796,887,796.00 -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3.43% -2.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2,268,373,637.00 43,392,231,949.00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33,939,894.00 5,911,802,160.00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574,77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68,892.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232,053.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93,03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2,767.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3,82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5,906.00

合计 14,151,79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959,819.00

本公司需要面对经营供应链管理业务所面对的外汇风险，在经营供应链管理业务时，

本公司需替若干客户向外地出口商以美元购货。 一方面，本公司以贷款方式向银行借

取美元，并以等值人民币存款作为质押。 此外，本公司利用若干衍生金融工具以管理

上述美金借款所引起的外汇风险。 另一方面， 本公司根据预计的未来一年的付汇需

求,由本公司在中国大陆签订远期美元购汇合约，同时由联怡国际在香港签订金额相

等，期限相同，到期日相同的无本金远期人民币购汇合约，以管理其外汇风险。

投资收益 -3,752,000.00 同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7,4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0% 388,453,701 0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5% 378,979,799 0 质押 320,295,10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云信增利2号

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55% 75,437,913 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2.51% 53,272,62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93% 19,825,035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5,162,097 0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1% 10,858,000 0

池益慧 境内自然人 0.43% 9,032,700 0

金鹰基金－工商银

行－金鹰穗通 26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2% 8,985,134 0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33% 7,0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88,453,701 人民币普通股 388,453,701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78,979,799 人民币普通股 378,979,79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利2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75,437,913 人民币普通股 75,437,913

万忠波 53,272,624 人民币普通股 53,272,62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825,035 人民币普通股 19,825,03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162,097 人民币普通股 15,162,097

彭国华 10,8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58,000

池益慧 9,03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032,70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通26号资产

管理计划

8,985,134 人民币普通股 8,985,134

徐克伟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1、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57,700,000股；

2、万忠波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53,272,624股；

3、彭国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10,858,000股；

4、池益慧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7,00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9-3-31��/

2019年1-3月

2018-3-31���/

2018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06,549 - 100.00%

主要公司根据新金融准则，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2,274,942 -100.00%

1、公司根据新金融准则，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2、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到期

应收利息 8,888,731 19,252,715 -53.83% 主要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质押存款到期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 1,378,706,991 2,015,234,237 -31.59%

主要系公司宇商金控平台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收缩供

应链金融业务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35,488,519 -100.00%

主要系公司根据新金融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9,281,508 - 100.00%

1、公司根据新金融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2、 公司投资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价格

波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4,901,710 -100.00% 主要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到期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82,500,000 475,000,000 -40.53%

主要系小额贷款公司的收缩业务规模，贷款资金需求减

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6,407,529 140,556,140 -38.52% 主要系年初包含2018年底双薪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4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2018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到期偿还所致

营业收入 15,747,132,529 18,355,096,490 -14.21%

主要系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关停了部分资金使用

效率低、盈利能力低的项目所致

利息收入 59,474,390 91,517,587 -35.01%

主要系公司宇商金控平台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收缩供

应链金融业务所致

财务费用 388,029,590 277,630,288 39.76%

1、在国家大力去金融杠杆的大背景下，公司融资成本上

升

2、财务费用的汇兑收益减少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5,151,252 5,260,360 948.43%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净额 （损失以

“-” 号填列）

-5,659,443 -29,341,642 -80.71%

主要系由于期末的公允汇率与约定的远期汇率差异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5.00% 至 -60.0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

元）

5,134.22 至 13,691.26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228.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85%�至-60%。 主要原因如下：1、在国

家宏观去金融杠杆的背景下，公司融资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所需质押

存款比例增加，从而间接提高了资金成本。 2、受宏观金融环境影响，宇商金控平台从风险控制角

度出发，收缩供应链金融业务，导致宇商金控平台利润较大幅度下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国辉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8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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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于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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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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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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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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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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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新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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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仙湖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新都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追加成都仙湖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冯华及其配偶路阳为成都仙湖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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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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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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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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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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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怡嘉伟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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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怡嘉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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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广西怡嘉伟利

的自然人股东李丽娟为广西怡嘉伟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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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西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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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顺福供应链”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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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吉林顺福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韩业武为吉林顺福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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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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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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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顺福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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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吉林顺

福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韩业武为吉林顺福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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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浙江省区八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八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八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共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合计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八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八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2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

3 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 不超过700

4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4,500

5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

6 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

7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9,000

8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4,500

合计 不超过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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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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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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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山东省区十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十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山东省区十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共同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计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500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十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

同约定为准。

该十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0

2 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500

3 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500

4 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5 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6 山东怡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7 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8 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9 滨州怡通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10 山东怡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

合计 不超过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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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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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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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福建翼盛通

的自然人股东王水波为福建翼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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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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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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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福建翼盛通的自然

人股东王水波为福建翼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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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乐贸易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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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高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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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五

家全资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4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一年，并由公司五家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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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五家全

资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一

年，并由公司五家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

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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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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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

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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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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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龙岩精博亚通

的自然人股东俞永清为龙岩精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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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怡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车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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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怡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怡汇”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车站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洛阳怡汇的自然人股

东胡长江为洛阳怡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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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怡亚通百富勤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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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怡亚通百富勤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7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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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璟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彭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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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璟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璟泰”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彭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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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海怡亚通璟泰的自然人股东赵元龙为上海怡亚通璟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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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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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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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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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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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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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腾瑞医药”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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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追加云南腾瑞医药的自然人

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莫燕为云南腾瑞医药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云南腾瑞医药的自然人股东：张戎、李泽南分别以其个人

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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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业务，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多个融资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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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推进公司供应链商业生态圈共享、共赢发展。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基于公司客户（即借款人）贷款需求，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公司就上述业务为借款人向上述银行提供担保，申请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并要求借款人就上述业务为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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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

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案）》及《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和薪酬管理制度（2019年修

订）》。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2019年修订）》。

二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证券投资内控制度（2019年修订）》。

二十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修订）》。

二十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上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修订）》。

二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内部审计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2019年修订）》。

三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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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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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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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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璟

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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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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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亚通璟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彭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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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璟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璟泰”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彭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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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海怡亚通璟泰的自然人股东赵元龙为上海怡亚通璟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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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璟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璟泰” ）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204A室

法定代表人：赵元龙

成立时间：2016年4月19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食品流通,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家用电器、建筑装潢材料、

日用百货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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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璟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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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璟泰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0,465.95

负债总额 5,455.36

净资产 5,010.59

营业收入 12,996.79

净利润 -58.9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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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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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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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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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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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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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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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业务，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多个融资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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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推进公司供应链商业生态圈共享、共赢发展。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合作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基于公司客户（即借款人）贷款需求，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公司就上述业务为借款人向上述银行提供担保，申请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并要求借款人就上述业务为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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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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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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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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新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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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仙湖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新都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追加成都仙湖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冯华及其配偶路阳为成都仙湖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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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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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仙湖供应链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4,266.51

负债总额 11,062.38

净资产 3,204.13

营业收入 19,227.22

净利润 171.68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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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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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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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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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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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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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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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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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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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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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福建翼

盛通的自然人股东王水波为福建翼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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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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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福建翼盛通的

自然人股东王水波为福建翼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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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翼盛通” ）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路323号莲前集团大厦23层13-A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水波

成立时间：2015年3月24日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家用电器批发；五金产品

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建材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

具及日用杂货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五金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通信设备零售；

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零售；纺织品及针织

品零售；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管道

和设备安装；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家用电子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摩

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福建翼盛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75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福建翼盛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7,321.00

负债总额 15,334.17

净资产 1,986.83

营业收入 27,571.82

净利润 72.74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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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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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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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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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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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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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怡嘉伟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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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怡嘉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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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广西怡嘉伟利

的自然人股东李丽娟为广西怡嘉伟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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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

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

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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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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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药品、粮油、肉制品、食盐、瓶装酒(以上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销售:饲料、生鲜肉类、百货、五金、家电、水果、成人用品、农副产品、玩具、汽车、助力车、自行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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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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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怡嘉伟利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0,834.59

负债总额 5,438.09

净资产 5,396.50

营业收入 18,217.23

净利润 86.77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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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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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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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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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怡亚通百

富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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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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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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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怡亚通百富勤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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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怡亚通百富勤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72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

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

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衡阳怡亚通百富勤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百富勤” ）

注册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146号金溪园1号201室

法定代表人：唐嘉伟

成立时间：2015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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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保健食品、瓶(罐)装饮用水、玩具、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五金

交电的批发兼零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的技术服务；仓储服务；营销策划、推广及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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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百富勤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衡阳百富勤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7,598.78

负债总额 5,193.75

净资产 2,405.03

营业收入 23,785.90

净利润 42.33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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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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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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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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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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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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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

大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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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顺福供应链”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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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追加吉林顺福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韩业武为吉林顺福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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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顺福供应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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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追加吉林

顺福供应链的自然人股东韩业武为吉林顺福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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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

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

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三道街138号

法定代表人：韩业武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摄影摄像服务；经销婴儿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针纺织品、五金交电、装潢材料、劳保用

品、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教育信息咨询(不含教育类培训、办班)、商务信

息咨询；广告业务；企业营销策划；网上贸易代理(不含药品及需审批和国家专营专控项目)。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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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顺福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吉林顺福供应链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6,047.69

负债总额 2,936.00

净资产 3,111.69

营业收入 11,024.95

净利润 -5.97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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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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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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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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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精博亚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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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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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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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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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加龙岩精博亚通

的自然人股东俞永清为龙岩精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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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

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

购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谢洋村闽西交易城二期机电五金市场B4幢五层502

法定代表人：汪伟贤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建材(危险化学品除外)、空调、净水设备、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

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信息咨询；机构商务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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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岩精博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龙岩精博亚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2,780.89

负债总额 7,186.45

净资产 5,594.44

营业收入 17,522.14

净利润 50.68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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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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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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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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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怡汇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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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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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怡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车站分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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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怡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怡汇”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车站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洛阳怡汇的自然人

股东胡长江为洛阳怡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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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怡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怡汇” ）

注册地址：洛阳市西工区王城路升龙广场汇金中心12楼1205室

法定代表人：胡长江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酒类、母婴用品、日用品百货等批发兼零售。

洛阳怡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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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怡汇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6,087.92

负债总额 1,017.37

净资产 5,070.55

营业收入 11,595.75

净利润 17.22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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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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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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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8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浙江省区八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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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最

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浙江省区八家控股子公司共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八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浙江省区八家控股子公司（详见下表）共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合计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8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八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该八家控股子公司及各自可使用额度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可使用额度（万元）

1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

2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

3 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 不超过700

4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不超过4,500

5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

6 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

7 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超过9,000

8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4,500

合计 不超过21,800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卓诚数码” ）

注册地址：杭州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郭昌炉

成立时间：2004年7月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手机、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

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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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器材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浙江卓诚数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卓诚数码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27,171.70

负债总额 25,705.89

净资产 1,465.81

营业收入 66,756.87

净利润 1,061.13

2、公司名称：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音响”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玉娟

成立时间：2003年8月21日

经营范围：音响器材的销售及工程安装；实业投资；电子产品及配件、计算

机软硬件、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不

含黄金饰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母线槽、桥架、滑触线、电控柜及相关电器配件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网络技术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文化创意策划,出版物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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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音响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56.9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音响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2,060.99

负债总额 10,208.85

净资产 1,852.14

营业收入 20,424.53

净利润 156.24

3、公司名称：杭州索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索嘉” ）

注册地址：上城区惠民路56号1号楼204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09年8月19日

经营范围：零售:电子出版物(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批发、零售:五金交电,文化用品,通讯器材,办公设备,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会展会务,企业管理咨询。

杭州索嘉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持有其44.83%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杭州索嘉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3,209.38

负债总额 2,527.71

净资产 681.67

营业收入 17,811.63

净利润 34.18

4、公司名称：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电器” ）

注册地址：杭州市惠民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毛江峰

成立时间：2001年8月20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照相器材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

浙江五星电器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五星电器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5,414.03

负债总额 11,907.15

净资产 3,506.88

营业收入 25,375.48

净利润 65.77

5、公司名称：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大商贸” ）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陆剑波

成立时间：2001年7月17日

经营范围：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器、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

浙江国大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万元，公司持有其63.7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国大商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5,067.32

负债总额 13,345.14

净资产 1,722.18

营业收入 38,680.23

净利润 358.71

6、公司名称：浙江世纪百诚电器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纪百诚” ）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228号3幢C座1楼101-104室

法定代表人：赵来娟

成立时间：2002年2月1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易制毒品及其它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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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设备、珠宝、其他日用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家用电器及制

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及产品推广服务。

浙江世纪百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6.91%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世纪百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2,528.13

负债总额 1,063.75

净资产 1,464.38

营业收入 7,457.59

净利润 34.58

7、公司名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网络”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康路228号3幢A座2101室

法定代表人：毛以平

成立时间：2012年6月18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销售:家用电

器、通讯设备、手机、电脑、五金机械、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厨房用品、健身器材、户外用品、汽车配件、办公用

品、文体用品、玩具、金属制品、家具、家居用品、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服务:开展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开展职业介绍,

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演出经纪；复制、制作,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

电视剧、广播剧；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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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网络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0万元，公司持有其53.53%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网络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43,134.49

负债总额 39,802.51

净资产 3,331.98

营业收入 144,418.80

净利润 214.08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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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22,854.53

负债总额 78,124.41

净资产 44,730.12

营业收入 177,400.69

净利润 3,470.3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742,966.85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91,172.1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20,538.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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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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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9,43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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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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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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瑞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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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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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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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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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

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

销。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2,659,747.99万元，净资产为 449,

151.18万元，总负债为2,210,596.8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10,470.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1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徽供应链” ）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普乐路135弄2号1楼A区

法定代表人：单巍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医疗器械,食品、食用农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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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徽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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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徽供应链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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