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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9,574.71

负债总额 7,339.61

净资产 2,235.10

营业收入 28,641.74

净利润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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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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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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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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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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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腾瑞医药” ）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张峰社区居委会张家二组

法定代表人：莫燕

成立时间：2001年10月10日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的批发；保健食品、玻璃器皿、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衡量及计

量设备、检测分析仪器、办公设备、花卉、医疗器械(一、二、三)类产品、化妆品、消毒用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普通货运；供应链管理及

相关配套服务、医药信息咨询、劳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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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腾瑞医药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云南腾瑞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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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0.60

负债总额 3,826.81

净资产 7,793.79

营业收入 15,024.65

净利润 2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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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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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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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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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未莱” ）

企业地址：杭州市惠民路56号3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程伟华

成立时间：2006年4月13日

经营范围：建筑楼宇给排水系统、安防系统、智控系统、暖通系统及相关新

产品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相关集成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采暖设备、制冷设备、

中央吸尘、智能家居、电脑、通信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的销售,家用电器、采暖及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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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未莱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持有其53.53%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百诚未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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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3.08

负债总额 18,157.60

净资产 3,685.48

营业收入 30,741.08

净利润 6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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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京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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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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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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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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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京诚网络”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毛江峰

成立时间：2007年7月31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凭许可证经营),空

调、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日用百货、五金工具、贵金属的销售,家用空调的安装、维修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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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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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诚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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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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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24

负债总额 1,721.10

净资产 1.14

营业收入 6,282.48

净利润 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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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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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乐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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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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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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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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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乐” ）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136号10楼1004号

法定代表人：何永畅

成立时间：2001年2月26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

食品销售)(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销售: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子、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配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办公用品；普通货运(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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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高乐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高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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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4.56

负债总额 13,626.54

净资产 1,158.02

营业收入 45,354.37

净利润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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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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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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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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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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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深度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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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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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及通讯设备,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保健食品。

新疆深度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新疆深度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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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2.66

负债总额 19,014.85

净资产 9,507.81

营业收入 620.59

净利润 -1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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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山东省区十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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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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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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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达鑫通” ）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130号-104号

法定代表人：孙峰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9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办公设备及用

品,电子电器产品,不锈钢制品,厨房、卫生用品,陶瓷制品,木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橡塑制品,酒具,工艺品,金属材料,普通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保健食品,饲料:供应链管理及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家电维修,展览展示

服务,灯箱展台制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怡达鑫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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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达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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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4.31

负债总额 1,881.30

净资产 5,053.01

营业收入 8,829.36

净利润 23.32

2、公司名称：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坤” ）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高新区新206国道中段西侧201号

法定代表人：徐坤忠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物流信息服务；批发零售(含网上经营):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文

体用品、办公设备及用品、电子电器产品、不锈钢制品、厨卫用品、陶瓷制品、木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橡塑制品(不含一次性发泡塑料

制品和超薄塑料袋)、酒具、工艺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原料及产品)、

化妆品(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家电维修；展览展示服务；灯箱展台制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

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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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坤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4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山东怡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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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2.14

负债总额 7,198.30

净资产 3,633.84

营业收入 25,433.74

净利润 96.16

3、公司名称：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宁” ）

注册地址：济宁高新区世易尚城1号楼1116号房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8日

经营范围：食品、保健品的销售；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纺织品、服装、工艺品、汽车零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

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日用品、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广告的设计、制作(不含喷绘)、发布。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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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宁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4,688.09

负债总额 3,766.18

净资产 921.91

营业收入 8,705.94

净利润 -488.14

4、公司名称：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方圆” ）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15号时代总部基地一区5号楼103

法定代表人：王红卫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26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食品、蔬菜、水果、食品添加剂、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纺织品、服装、工艺品、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用

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日用品、保健食品、饲料、Ⅰ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妆品、洗涤用品、酒水、饮料、Ⅱ类医疗器械、婴儿用品、玩具、鞋帽、非专控通讯器材、建材、消杀用品；企业供应链

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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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方圆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山东怡方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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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9.09

负债总额 9,525.57

净资产 2,223.52

营业收入 18,028.40

净利润 -101.58

5、公司名称：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美堂” ）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15号时代总部基地一期第二部分十区1号楼10-2

法定代表人：陈勇

成立时间：2014年8月7日

经营范围：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食品、保健食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医疗器械、塑料

制品、电子产品、洗涤用品、日用品、汽车零配件、工艺品、针纺织品、服装；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货运配载；搬运装卸。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怡美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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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美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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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7.50

负债总额 11,916.87

净资产 3,110.63

营业收入 19,177.00

净利润 49.01

6、公司名称：山东怡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川” ）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高新区206国道中段西侧208号

法定代表人：林高群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物流管理；物流信息服务；批发零售及网上经营: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日

用百货、文体用品、办公设备及用品、电子电器产品、不锈钢制品、厨卫用品、陶瓷制品、木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橡塑制品(不含一次性

发泡塑料制品和超薄塑料袋)、酒具、工艺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原料

及产品)、化妆品(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家电维修；展览展示服务；灯箱展台制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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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川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1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山东怡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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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3.99

负债总额 5,014.91

净资产 2,909.08

营业收入 13,575.46

净利润 47.05

7、公司名称：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怡通众合” ）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130号3号楼1201室

法定代表人：顾海东

成立时间：2015年3月16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含网上销售):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体育用品、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不锈钢制品、橱柜、建材、家具、家

居用品、厨卫用品、陶瓷制品、木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橡塑制品(不含一次性发泡塑料制品和超薄塑料袋)、酒具、工艺品、金属制品(不

含稀贵金属)、机械设备、办公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化妆品、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家具维修；供应链管理,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家电维修；灯箱展台制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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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怡通众合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9,130.66

负债总额 6,031.29

净资产 3,099.37

营业收入 17,376.80

净利润 49.00

8、公司名称：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怡亚通” ）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高科技创业园A座115-120室

法定代表人：吴晓冷

成立时间：2014年4月3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销售食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汽车零配件、汽车装具、润滑

油、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劳保护品、办公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学品)、计算

机软硬件、饲料、化妆品、洗涤用品、婴儿用品、玩具、建筑材料、消杀用品、初级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毒化学品)、手机

及手机配件、电脑配件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仓储服务、配送服务、装卸服务(以上三项不含危险品)；劳务中介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会议

展览服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代理电信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械、机器设备租赁(以上两项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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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淄博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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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2.79

负债总额 6,678.82

净资产 663.97

营业收入 15,225.77

净利润 -275.35

9、公司名称：滨州怡通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怡通商贸” ）

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二十四路557号华翔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新亮

成立时间：2014年1月3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文化用品、办公用品、

纺织品、服装、工艺品、汽车零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用电器、五金机电、机械设备、通用零部件、数码电子产品(卫星电视播放地面接收

设施除外)、陶瓷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劳保用品、日用百货(不含食品)、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会议展览、劳务分

包、配送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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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怡通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25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滨州怡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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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58

负债总额 2,410.71

净资产 333.87

营业收入 4,561.69

净利润 -600.36

10、公司名称：山东怡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恩” ）

注册地址：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中上高村东邻

法定代表人：姚玉杰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计生用品(不含药品)销售；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纺织品、服

装、工艺品、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日用百货、一类医疗器械、

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业务；货运配载、货运代理、搬运装卸、物流信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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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恩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山东怡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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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42

负债总额 3,504.70

净资产 270.72

营业收入 6,639.01

净利润 -6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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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五家全资子公司共同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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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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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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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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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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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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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 ）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粤路202号1幢5楼A座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06年4月24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自有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珠宝首饰、化妆品、玻

璃制品、陶瓷制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制冷设备、游艇、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木材、电线电缆、音响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食用农产品、

燃料油、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机电产品、仪表仪器、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钢材、建材、五金工具、化工原料(除监控化学品、烟花

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百货、橡塑制品、汽车零配件、酒、有色金属、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饲料原料、安防设备、智能家居用

品、汽车、钟表、母婴用品、食品添加剂、玩具、宠物用品的销售,钟表维修,食品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仓储(除危险

品),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供应链管理,国际货运代理,货物运输代理,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展览展示服务,及上述有关业

务的咨询服务(除经纪),停车场(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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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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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72.22

负债总额 88,880.40

净资产 68,391.82

营业收入 227,488.29

净利润 428.56

2、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 ）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亚路1号6层B座

法定代表人：余任飞

成立时间：2004年7月14日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区内仓储业务(除危险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商业性

简单加工,贸易咨询,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商务咨询,服装、日用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

电子产品、建材、家具、食用农产品、化妆品、家用电器、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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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怡亚通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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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93

负债总额 15.06

净资产 2,813.87

营业收入 387.21

净利润 50.60

3、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公司”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A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08年8月13日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网上从

事商贸活动；酒具、工艺品、电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设备的批发及其他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一类医疗用

品及器材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批发及零售；酒类的销售；保健食品批发及零售；二类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销售。

深度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度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349,648.64

负债总额 98,760.12

净资产 250,888.52

营业收入 155,741.76

净利润 1,397.11

4、公司名称：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怡香港” ）

注册地点：ROOM� 102,1/F,11� ON� CHUEN� STREET,FANLING,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董事：冯均鸿、范智强、郑德威

成立时间：2004年2月20日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物流及供应链管理服务。

联怡香港目前注册资本为港币955,037,645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怡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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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818.22

负债总额 47,948.82

净资产 166,869.40

营业收入 1,627.22

净利润 16,787.53

5、公司名称： 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怡国际（香港）” ）

注册地址：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11號1樓102室

董事：冯均鸿、范智强

成立时间：2000年08月18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

联怡国际（香港）目前注册资本为600,002,000港币，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怡国际（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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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96.55

负债总额 217,209.60

净资产 66,086.95

营业收入 257,408.41

净利润 2,411.12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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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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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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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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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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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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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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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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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2,659,747.99

负债总额 2,210,596.81

净资产 449,151.18

营业收入 1,648,365.02

净利润 63,0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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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怡亚通”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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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合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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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业务合作情况

借款人：小微客户（公司下游客户）

放款主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分行” ）

业务描述：公司与中行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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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经公司审核合格的公司下游小微客户。 具体被担保人信息将根据未来业务开展情况确定。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贷款额度

合作期内，公司与中行深圳分行合作总量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即中行深圳分行对公司推荐的借款人发放借款本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二） 担保方式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担保期限

合作期限为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不超过二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合作金融业务，是基于拓展公司业务，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帮助流通领域

的小微客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以达到共赢发展的目的。公司就此业务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借款人同时需向公司提供全额反担保，以保证

公司的利益。公司制定了金融服务业务风险控制实施细则，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公司拟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是可行的；同意公司

与上述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希望公司在业务运作过程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操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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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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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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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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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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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周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2日至5月13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2日下午15:00至5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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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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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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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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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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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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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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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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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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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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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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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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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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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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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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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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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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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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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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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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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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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2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2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23-25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1-22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21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人员以外的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

公司将单独计票， 并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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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内容。

三、提案编码

表一：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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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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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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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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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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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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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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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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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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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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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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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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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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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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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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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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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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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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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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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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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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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3.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24.00 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

25.00 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1栋3楼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30；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

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须在2019年5月8日17:30

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证券部，邮编：518114。

采用邮件方式登记的，邮箱地址为：002183@eascs.com。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夏镔、常晓艳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3290734-3172

邮箱地址：002183@eascs.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邮编：518114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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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83。

2、投票简称：怡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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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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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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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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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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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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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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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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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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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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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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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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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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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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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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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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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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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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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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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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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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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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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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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3.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24.00 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

25.00 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上接B3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