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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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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本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胥正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峒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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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19,174.46 958,978,966.45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278,139.38 260,923,646.21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4,782,045.64 258,047,023.36 -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45,788.47 294,421,252.60 -10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4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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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9,523,387.89 25,337,499,212.91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05,970,706.26 11,246,562,010.35 2.31%

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收到本报告期末应收的污水处理费及污泥处理费共计19,51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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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6,921.97

主要系按照政府规划拆迁，形

成的资产处置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70,123.7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诉讼赔

偿款、违约金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86,877.48

主要系除增值税即征即退以

外的各项其他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0,057.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772.45

合计 6,496,09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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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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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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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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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境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8%

1,259,605,

494

0

三峡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9% 184,906,472 0

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72,602,55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1% 53,927,3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 37,211,892 0

常刚 境内自然人 0.94% 28,008,76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夏中证

四川国企改革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4% 19,090,0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59% 17,735,491 0

刘在京 境内自然人 0.59% 17,7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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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 15,89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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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9,605,494 人民币普通股

1,259,605,

494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84,906,472 人民币普通股 184,906,472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72,602,559 人民币普通股 72,602,5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27,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211,892 人民币普通股 37,211,892

常刚 28,008,764 人民币普通股 28,008,7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90,000

高云 17,735,491 人民币普通股 17,735,491

刘在京 17,712,192 人民币普通股 17,7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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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5,640 人民币普通股 15,895,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是公司持股5%

以上（含5%）的股东；（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 刘在京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17,706,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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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501,141,

453.59

1,094,930,

840.03

406,210,

613.56

37.10%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应收的污水

处理费、 污泥处理费等较期初增加所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已收到本报告期末

应收的污水处理费及污泥处理费共计

19,510.50万元。

预付款项 34,368,554.05 24,476,122.89 9,892,431.16 40.4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

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90,419,060.26 68,272,055.59

22,147,

004.67

32.4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应收款本金及利息重分类调整至本科

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322,733,

509.98

238,045,

621.17

84,687,

888.81

35.5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工程进度预付的项

目设备款等工程款项较期初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89,581,311.02

155,194,

428.26

-65,613,

117.24

-42.2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按期承兑

已开出的银行汇票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98,170,001.90

133,075,

862.85

-34,905,

860.95

-26.2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已计提的

绩效工资所致。

长期应付款

1,280,888,

803.17

803,518,

803.17

477,370,

000.00

59.41%

系本报告期内垃圾焚烧项目及污泥项目

取得专项债资金4.8亿元。

（2）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9,297,503.05 21,073,488.17

18,224,

014.88

86.48%

主要系部分在建项目完工，固定资产贷款

停止利息资本化，导致利息费用同比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22,455,191.83 10,809,674.52

11,645,

517.31

107.7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的即征即

退增值税退税额等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27,373,

803.77

-14,762,

897.60

-12,610,

906.17

85.42%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应收账款余

额较期初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3,116,921.97 0.00 3,116,921.97 N/A

主要系本报告期按照政府规划拆迁形成

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3）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747,219,

298.88

1,007,040,

389.54

-259,821,

090.66

-25.80%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应收的

污水处理费及污泥处理费等较期初

增加。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收到本

报告期末应收的污水处理费及污泥

处理费共计19,510.50万元。

收到的税费

返还

19,968,314.35 9,142,480.82 10,825,833.53 118.41%

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即征即退增值

税退税额同比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457,805,

558.73

362,597,

778.59

95,207,780.14 26.26%

主要系本报告期到期承兑用于材料

款支付的银行汇票所致。

支付的各项

税费

121,743,

336.16

164,799,

873.54

-43,056,537.38 -26.1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增值税及预

缴企业所得税同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545,

788.47

294,421,

252.60

-308,967,

041.07

-104.94%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减少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同比增加，综合所致。

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金

356,993.68 4,638,429.26 -4,281,435.58 -92.3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沛县PPP项目

本金， 导致上年同期对比数较大所

致。

处置固定资

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4,183,706.00 627.00 4,183,079.00

667157.74

%

主要系按照政府规划拆迁，本报告期

收到相关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697,340.00 51,087,956.02 -40,390,616.02 -79.06%

系本报告期收到投资项目保证金及

PPP项目利息同比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897,140.10 31,570,181.60 -27,673,041.50 -87.66%

系本报告期支付投资项目保证金同

比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

到的现金

5,989,700.00 2,750,000.00 3,239,700.00 117.81%

系本报告期新成立项目公司收到少

数股东注资款598.97万元。

取得借款所

收到的现金

546,455,

598.77

334,000,

000.00

212,455,598.77 63.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取得专项债资金

4.8亿元及提取银行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所

支付的现金

131,300,

000.00

- 131,300,000.00 N/A

系本报告期内按期归还银行借款1.31

亿元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

现金

36,088,984.22 23,896,832.83 12,192,151.39 51.0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期归还债务利

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6,000.00 9,709,902.22 -9,703,902.22 -99.94%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的股份回购款

项，导致上年同期对比数较大所致。

备注：“变动原因” 中所提的“本报告期” 所属期间均为“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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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新设立子公司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事项

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项目公司并实施西南航空港组团

工业集中发展区第六期工业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特许经营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就实施西南航空港组团工业

集中发展区第六期工业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特许经营项目与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排水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九冶集团” ）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

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93%，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十九冶集团持股比例5%。 2019年12月，项目公司成都

市双流区航空港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在本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关于新设立子公司新津县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事项

2019年11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项目公司并实施新津红岩污水

处理厂改扩建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议案》，公司拟就实施新津红岩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全资子公司排水公司、成都市新津水城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津水

投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集团” ）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

581.36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73%，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新津水投公司持股比例20%，成都建工集团持股比

例5%。 2020年2月，项目公司新津县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在本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3、关于新设立子公司彭州市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事项

2019年12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项目公司并实施彭州市工业污

水厂一期PPP�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就实施彭州市工业污水厂一期PPP项目与与全资子公司排水公司、彭州市

国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州国投” ）、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安装” ）

合资设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83%，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彭州国投持股比

例10%，成都建工安装持股比例5%。 2020年3月，项目公司彭州市成环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0年01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5）

关于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股份实

施结果的公告

2020年0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6）

关于所属成都沃特地下管线探测有限

责任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

公告

2020年0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7）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年0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8）

关于核定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泥处理服

务费第三期结算价格的公告

2020年0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9）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02月21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0）

2019年年度业绩快报 2020年03月0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1）

关于获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2020年03月0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2）

股东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

告

2020年03月17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3）

股东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

告

2020年03月20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4）

关于暂调2020年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

处理服务费单价的公告

2020年03月20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5）

股东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

告

2020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6）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7）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8）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19）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成都市兴蓉万兴环

保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0）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1）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2）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

公告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3）

2019年第一期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2020年付息公告

2020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4）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5）

关于下属子公司四川阿坝州兴蓉环境

有限公司中标汶川县水务环保特许经

营项目的公告

2020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26）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

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

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5）以及于2019年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14）。

（2）截止2020年1月14日，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7,642,2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最高成交价为4.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3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78,144,243.92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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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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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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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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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 亚 通 公告编号：

2020-09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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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1,681,715.00 15,747,132,529.00 -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66,567.00 42,277,481.00 -4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5,911,455.00 28,125,691.00 -33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800,418.00 739,429,009.00 -8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0.7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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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19,451,611.00 41,901,282,105.00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9,314,719.00 5,931,423,055.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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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73,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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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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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55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1,344.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25,867.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46,301.00

合计 89,178,0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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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882.00

本公司需要面对经营供应链管理业务所产生的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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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等外币购货，或向外地进口商以美元/欧元等外币销售货

物。 本公司利用若干衍生金融工具以管理上述业务所引起的外

汇风险。 因此，本公司将衍生金融工具相关报表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投资收益 -1,03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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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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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430,00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2.51% 53,272,624 0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0.94%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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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 13,655,61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11,78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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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益慧 境内自然人 0.35% 7,498,000 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0.29% 6,050,300 0

张藤 境内自然人 0.28% 5,98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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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忠波 53,272,624 人民币普通股 53,272,624

彭国华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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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5,619 人民币普通股 13,655,61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787,487 人民币普通股 11,78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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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益慧 7,4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98,000

张勇 6,05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50,300

张藤 5,9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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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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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股；4、 池益慧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5,498,

000股；4、张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4,35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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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31��/

2020年1-3月

2019-12-31��/

2019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71,977,952 238,094,725 -69.77% 主要系应收商业承兑票据减少所致

拆入资金 - 70,000,000 -100.00%

主要系小额贷款公司已偿还拆入资金融

资所致

预收款项 - 1,023,251,468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938,693,247 - -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3,400,946 121,842,958 -31.5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双薪所

致

利息收入 34,082,316 59,474,390 -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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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支出 13,940,711 33,780,933 -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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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12,679,005 20,033,447 -36.71%

主要系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

降所致

其他收益 12,020,299 5,968,892 101.38%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45,363,763 55,151,252 163.57%

主要系公司处置子公司 “深圳前海宇商

保理有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

失以“－” 号填列）

-8,300,677 -5,659,443 46.67%

主要系公司持有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33,503,148 -1,794,759 1766.72% 主要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4,247,323 11,498,712 -63.06%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9,800,418 739,429,009 -82.45%

主要系公司金控平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变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780,340 -61,517,282 128.85%

主要系公司前海总部基地项目建设投入

增加，以及对联营企业的股权投资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6,049,934 -193,696,363 -717.49%

主要系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增加对公司

的财务支持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187,674,934 484,242,471 145.26%

主要系公司期末新增借款尚未投入经营

活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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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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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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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s://view.officeapps.live.

com/op/view.aspx?src=http%

3A% 2F% 2Fstatic.cninfo.com.cn%

2Ffinalpage% 2F2020-01-16%

2F1207257142.doc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国辉

2020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09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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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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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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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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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的管理与监督，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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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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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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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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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领导人员的产生，优化董事会组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予以修订。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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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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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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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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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

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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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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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工作行为，保证总经理、副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承担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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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为了建立防止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杜绝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的

发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予

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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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2020年修订）》。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加大对年报信息披露责任人的问责力度，提高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

质量和透明度，增强年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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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2020年修订）》。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保证公司内部重大信息的快速传递、归集和有效管理，及时、准确、

全面、完整地披露信息，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予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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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2020年修订）》。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发投”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

式出资设立“河南漯河市漯河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漯河怡亚通” ），漯河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49%的股份，漯河发投持有

其51%的股份。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合资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航投资”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

出资设立 “深圳市和怡咨询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 “深圳和

怡” ），深圳和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35%的股份，和航投资持有其51%的股份，深圳

和怡的管理团队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14%的股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十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湖南省区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变得小众化、个性化和分层化。 拥有强大综合服务能力和资源

整合能力的网络和社群平台正成为流通行业的中坚力量。

根据公司创新变革思路，公司拟整合湖南四家控股子公司湖南义珍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义

珍” ）、湖南金之津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之津” ）、长沙怡亚通鑫竹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沙怡亚通鑫竹” ）、常德新德希望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新德希望” ）的优质资源共

同与省管理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怡亚通”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合资设立“湖南

怡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湖南怡和” ），实现后台

人财物全面管理共享，上游品牌方资源共享，下游渠道共享，充分整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强化竞争力。

湖南怡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湖南义珍持有其45%的股份，长沙怡亚通鑫竹持有其20%的股

份，湖南金之津持有其18%的股份，常德新德希望持有其15%的股份，长沙怡亚通持有其2%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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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省区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09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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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发投”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

式出资设立“河南漯河市漯河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漯河怡亚通” ），漯河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49%的股份，漯河发投持有

其51%的股份。

2、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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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漯河市郾城区淮河路建业森林半岛39号楼39幢1104号

法定代表人：楚建杰

成立时间：2007年12月4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基础产业建设投资、园区建设投资、高新技术开发投资）；资本运作、企业并购、资产

管理；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管理；投融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涉及专项行政审批项目）。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行政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产权及控制关系：漯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100%的股权，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漯河怡亚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拟持有其49%的股份，漯河发投

拟持有其51%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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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及档案寄存、保管、数字化、咨询、评估、鉴定、整理。 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产业规划、产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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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支付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设董事长1人；不设监事

会，由2名监事组成；设总经理1人。

违约条款：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向每一守约方赔偿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 赔偿损失的范

围，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该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以获得的利益，守约方为挽回损失、追偿等目的，支付的

公证、鉴定、律师服务等费用。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并经各自有权机关审批同意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及影响：基于漯河发投在当地的客户、产业资源及其自身资本优势，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可以共享当

地产业、资本等优势资源；基于公司成熟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在项目公司运营中共享输出品牌价值、商业模

式、管理运营及团队，在保证双方导入项目顺利开展的同时，可以与漯河发投一起拓展更多的供应链服务项

目，促进产业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公司在当地的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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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国内贸易关系变化对供应链服务以及当产业的影响；3、 供应链服务的上下游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

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因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导致客户丢失；5、在公司成立后的

管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同时还存在文化认同等问题。

上述风险如不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09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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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航投资”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

出资设立 “深圳市和怡咨询有限公司”（暂定， 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 “深圳和

怡” ），深圳和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35%的股份，和航投资持有其51%的股份，深圳

和怡的管理团队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14%的股权。

2、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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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和航（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沙路2800号1幢205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奇峰

成立时间：2010年5月17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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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上海超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自然人王奇峰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深圳市和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拟持有其35%的股份，和航投资

拟持有其51%的股份，深圳和怡的管理团队拟成立的持股平台拟持有其14%的股权。

经营范围：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咨询，企业管理培训，会议及展览

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从事计算机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数码设备、家用电器、办公用品的销售。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支付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1名；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

设总经理1人。

违约条款：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向每一守约方赔偿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 赔偿损失的范

围，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该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以获得的利益；守约方为挽回损失、追偿等目的，支付的

公证、鉴定、律师服务等费用。如守约方的损失无法计量的，则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10%标准赔偿。此外，守约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按解除协议时合资公司净资产金额为基准收购守约方的股份。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并经各自有权机关审批同意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及影响：和航投资（合资公司控股股东）为和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君集团” ）的联盟企业，

基于和君集团及其联盟企业在咨询、资本、商学、客户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公司成熟运营模式及管理理念，在合

资公司运营中共享输出品牌价值、商业模式、管理运营及团队，为公司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并为综合商业板

块深度链接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推动公司更多合作项目落地，促进产业整合，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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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对管理咨询服务业的影响；3、管理咨询服务的下游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

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所带来的连锁风险；4、在公司成立后的管理中，公司需要解决内部组织重构、制度建

设、人员任免、业务重组等重要问题同时还存在文化认同等问题。 上述风险如不能妥善解决，都可能成为阻碍

投资目的实现的风险因素。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09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省区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资

设立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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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五家控股子公司：湖南义珍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义珍” ）、湖南金之津

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之津” ）、长沙怡亚通鑫竹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怡

亚通鑫竹” ）、常德新德希望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新德希望” ）、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沙怡亚通” ）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合资设立“湖南怡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

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湖南怡和” ），湖南怡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湖南义珍持有

其45%的股份，长沙怡亚通鑫竹持有其20%的股份，湖南金之津持有其18%的股份，常德新德希望持有其15%

的股份，长沙怡亚通持有其2%的股份。

2、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变得小众化、个性化和分层化。 拥有强大综合服务能力和资源

整合能力的网络和社群平台正成为流通行业的中坚力量。

根据公司的创新变革思路，以客户和品牌需求为核心，通过业务联合将四家快消公司的优势品牌和渠道

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后台人财物全面管理共享，上游品牌方资源共享，下游渠道共享，充分整合，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强化竞争力。

新公司将采用平台+合伙人模式，同时大力拓展创新业务，比如社区团购渠道、国代品牌、新零售渠道等，

团队充分下沉，责权利落实到位，充分调动前后台积极性，促使公司良性可持续性运作。 持续推进三维一体，打

造具备品牌运营、集中采购、区域统配优势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平台。

3、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湖南省区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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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义珍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农博中心、绿色食品城A4038房

法定代表人：刘登义

成立时间：2015年9月2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普通货物运输；仓储管理服务；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瓶（罐）装

饮用水、食品、调味品、通信设备、乳制品的销售；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的零售；

糕点、糖果及糖、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非酒精饮料及茶叶的批发；食品的互联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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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其58%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公司名称：湖南金之津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洞井村大冲口组洞井一小区对面1栋二楼

法定代表人：方自强

成立时间：2014年7月7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仓储代理服务；物流代理服务；烟草制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的零售；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建材、装饰材料、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具用品的批发；金属材料、农副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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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3、公司名称：长沙怡亚通鑫竹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21号

法定代表人：廖新辉

成立时间：2013年8月15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展览服务；护肤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类）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8月16日）；工艺品（不含文物、古董）

的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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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公司名称：常德新德希望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点：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红云街道西站社区华邦国际6栋22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高

成立时间：2015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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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兼零售；食用盐零售，食用盐配送服

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的技术服务，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贵金属和重金属除外）、机电产品、太阳能转换材

料晶硅薄膜、新型太阳能电池、消防设备及装备、日用百货、橡胶制品、电子产品（不含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和

硬件、纺织品、服装、摩托车零配件、汽车零配件、化工产品和润滑油（不含国家监控的、易制毒、易燃、危险化学

品产品）的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零售；营养和保健品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5、公司名称：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9号

法定代表人：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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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湖南怡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湖南义珍拟持有其45%的股份，长沙怡

亚通鑫竹拟持有其20%的股份，湖南金之津拟持有其18%的股份，常德新德希望拟持有其15%的股份，长沙怡

亚通拟持有其2%的股份。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服务；仓储管理服务；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

冻食品）、散装食品、瓶（罐）装饮用水、食品、调味品、通信设备、乳制品、护肤品、婴幼儿配方乳粉、营养和保健

食品的销售；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的销售；糕点、糖果及糖、纺织、服装及家庭

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非酒精饮料及茶叶的批发兼零售；食用盐零售和配送服务；食品的互联网销售；

档案集成系统技术服务；档案整理及装订服务；档案管理及咨询服务；档案数字化处理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进

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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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工商注

册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公司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设执行董事和监事各一名，设总经理

一名。

违约条款：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本合同。 除甲乙丙丁戊五方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

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本合同的，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当事人依据

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本合同解除后，不妨碍本合同当事人向过错方依

法请求赔偿、追偿的权利。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自五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0-09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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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

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

下决议：

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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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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