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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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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2

月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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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

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2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2个月，具体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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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盘活资产，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平安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该应

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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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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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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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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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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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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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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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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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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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宜

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真诚供应链” ）拟

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总额为人民币7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三年。其中人民币3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另外人民币4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宜宾真诚供应链的法定代表人曾燕以

其个人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 并追加曾燕的配偶王秀武为该400万授信额度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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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

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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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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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向齐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拟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

合同约定为准。

具体授信额度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授信金额（人民币/万元）

1 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 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3 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4 山东环通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5 滨州怡通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6 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000

7 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8 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

9 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0 山东怡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1 山东怡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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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400

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之间的业

务合作，期限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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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

45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之

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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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

币10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3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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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岱工业园区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岱工业园区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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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以名下自有房产做抵押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怡亚通” ）拟向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498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长沙怡亚通名

下自有房产做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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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福州怡亚通同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盛世航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盛世航港” ）拟以现金

方式出资设立“福州怡亚通同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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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怡亚同城” ），福州怡亚同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0万元，福州盛世航港持有其100%的股份。 福州

怡亚同城的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保健食品；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电器、

日用百货、粮油；企业管理咨询、展示展览服务策划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策划。（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十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和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和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和乐生活” ）拟以货

币方式出资设立“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星链快迪” ），星链快迪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深圳和乐生活持有其70%的股份，自然人股东

张小英持有其30%的股份。 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星链快迪的经营范围：销售、网上销

售：日用品、家具、电子产品、其他化工产品、包装材料、农副产品、成人用品、机械设备、五金制品、塑胶制品、

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办公用品、服饰、鞋、皮具、计算机及周边配件；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酒

类、保健食品；零售：雪茄烟、卷烟、国内版书报刊零售；食品加工、洗衣服务（另设分支机构经营）、代客缴费

服务；货物进出口；网络技术的开发及技术服务、软件设计与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设计与开发、网络平

台运营及管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商业信息咨询服

务、物业投资管理、房产中介服务、网上批发和零售业、便利店管理、企业管理服务，实业投资。 (具体以工商实

际注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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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亚通鑫竹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长沙育邦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怡亚通鑫竹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鑫竹供

应链” ）拟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长沙育邦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长沙育邦供应链” ），长沙育邦供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怡亚通鑫竹供应链持有其

100%的股份。 长沙育邦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与服务；物流代理服务；物流信息服务；物流咨询服

务；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仓储代理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品牌推广营销；会议及展览服务；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文具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校服的销

售；工艺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批发；水果、服装、烟草制品的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限分支机构）；冷热

饮品制售（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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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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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杭州德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百诚网络科技” ）

拟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杭州德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杭州德诚” ），杭州德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浙江百诚网络科技持有其100%的股份。 杭州德诚

的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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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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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纺、建筑装潢材料；服务：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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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二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翼盛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出

资设立福建海翔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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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货币

方式出资设立“福建海翔贸易有限公司”（暂定，以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福建海翔

贸易” ），福建海翔贸易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福建翼盛通持有其100%的股份。福建海翔贸易的经

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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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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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美利美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公司” ）

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美利美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美利美生” ）增加投资人民币600万

元，其自然人股东程欢欢拟向其增加投资人民币400万元。 武汉美利美生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美利美生的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2,500万元，湖北省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60%，

自然人股东程欢欢占其注册资本的40%。

二十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海品牌孵化有限公司投

资参股新疆沙地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推动怡亚通持续创新发展，提升公司商业生态变现价值，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海品牌孵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怡海品孵” ）拟现金出资人民币1,040万元，以增资的方式参股新疆沙地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沙地酒庄” ），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高于注册资本部分全部计入沙地酒庄资本公积，

并向沙地酒庄委派一名董事。 本次沙地酒庄增资事项完成后，怡海品孵将持有沙地酒庄4.7672%的股权。 公

司将以完善的平台服务、生态支持，全方位助推孵化项目加速发展。

二十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流通服务有限公司

拟设置股权激励方案的议案》

随着公司380金服平台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公司于2016年独资发起设立了深圳市怡亚通流通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服平台” ），作为380金服平台O2O金融业务的独立核算机构，2017年平台业务发展顺

利。 为更好的健全金服平台的激励机制，增强公司激励对象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金服平台可持续、健康发

展，实现发展目标与愿景，金服平台拟设置股权激励方案。

方案的基本规划如下：

1、制定股权激励方案的目的：战略的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实现股东、公司和个人

利益共赢，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帮助经营管理层有效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吸引与激励保留优秀管

理人才、业务和技术骨干；鼓励并奖励创新和开拓进取行为，增強公司的竞争力；

2、公司以合理对价的方式，出让金服平台30%股份至金服平台拟分配股权激励人员共同参与组建的持

股机构，该机构的设立在本次方案获批并由公司对实施细则批准后予以办理；

3、适用范围及激励对象：基于重要性与忠诚性原则，包括公司实施本激励方案时在金服平台中任职的、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技术人员、营销人员、职能部门人员；

4、激励方案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自愿；激励与约束相结合；价值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动态原则，兼顾过去，面向未来和发展；

5、股权激励方案实施细则由金服平台制订，报公司批准后，由金服平台管理与实施。

二十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案人：周国辉

议案内容：提请董事会于2018年3月1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分别为山东省平台下的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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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拟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

合同约定为准。

具体授信额度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授信金额（人民币/万元）

1 山东怡方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 山东怡美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3 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4 山东环通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5 滨州怡通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

6 青岛怡通众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000

7 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8 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

9 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0 山东怡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1 山东怡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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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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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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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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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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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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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 山东怡方圆的总资产为11,512.90万元， 净资产为2,327.17万元， 总负债为9,

185.73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9.7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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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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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7日

经营范围：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保健

食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五金交电、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电子产品、洗涤用品、日用百货、汽

车零配件、工艺品、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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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怡美堂的总资产为9,997.42万元，净资产为3,061.16万元，总负债为6,936.26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9.38%。

3、公司名称：淄博怡亚通众兴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众兴”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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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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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众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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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淄博众兴的总资产为9,969.65万元，净资产为946.65万元，总负债为9,023.00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0.50%。

4、公司名称：山东环通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环通食品” ）

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海盛水产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张聿滨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10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

用品、纺织品、服装、工艺品（不含文物）、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润滑油、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不含

特种设备）、电子产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一类医疗器械、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及易制

毒化学品）、初级农产品销售；企业供应链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运；物流信息咨询；食用盐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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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环通食品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00万元，公司持有其7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环通食品的总资产为2,524.34万元，净资产为936.53万元，总负债为1,587.81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2.9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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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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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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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滨州怡通商贸的总资产为2,774.37万元，净资产为973.20万元，总负债为1,801.17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9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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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28号2号楼2305户

法定代表人：顾海东

成立时间：2015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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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 青岛怡通众合的总资产为7,052.37万元， 净资产为3,035.20万元， 总负债为4,

017.1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6.9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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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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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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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 山东怡达鑫通的总资产为6,333.67万元， 净资产为5,016.36万元， 总负债为1,

317.31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0.80%。

8、公司名称：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坤供应链”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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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坤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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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怡坤供应链的总资产为9,780.74万元，净资产为3,545.94万元，总负债为6,

234.8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75%。

9、公司名称：山东怡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宁供应链”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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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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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宁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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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怡宁供应链的总资产为3,014.00万元，净资产为1,485.30万元，总负债为1,

528.7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72%。

10、公司名称：山东怡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川供应链”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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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川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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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怡川供应链的总资产为5,368.03万元，净资产为2,844.19万元，总负债为2,

523.8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7.02%。

11、公司名称：山东怡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怡恩供应链”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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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恩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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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山东怡恩供应链的总资产为5,186.04万元，净资产为1,002.61万元，总负债为4,

183.43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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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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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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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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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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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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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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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的销售，钟表维修，食品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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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上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137,262.76万元，净资产为67,503.89万元，总负债为69,

758.8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82%。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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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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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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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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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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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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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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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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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

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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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

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怡亚通” ）

注册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南侧汉京大厦5G-535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4年04月23日

经营范围：原油、成品油、燃料油、沥青、润滑油、溶剂油、石脑油、甲醇、石油芳烃、化工轻油、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易燃液体、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煤油、航空煤油、化工产品（不含化工危险品）等石油化工产品的贸

易结算业务和交易业务；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能源、新能源、石

油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石油运输行业的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两项不含限

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煤炭、煤

化工、矿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汽车进出口销售；通讯设备、手机产品、电子产品、五金建材、机械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厨卫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服装服饰、珠宝首

饰、文化艺术品、文化体育用品的批发及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

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同意登记机关调整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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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的批发及零售；保健食品批发及零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深圳前海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深圳前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57,284.54万元，净资产为52,016.09万元，总负债为5,

268.4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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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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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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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亿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深度公司的总资产为290,343.06万元，净资产为250,615.92万元，总负债为39,

727.1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3.68%。

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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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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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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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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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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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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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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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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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

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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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宜宾翠屏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真诚供应链” ）拟

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总额为人民币7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三年。其中人民币3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另外人民币4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宜宾真诚供应链的法定代表人曾燕以

其个人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 并追加曾燕的配偶王秀武为该400万授信额度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公司” ）

注册地点：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1号1层附29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2013年12月11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取得相关许

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及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具、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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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四川省公司的总资产为4,472.78万元，净资产为1,574.69万元，总负债为2,898.09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79%。

六、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真诚供应链” ）

注册地点：宜宾市翠屏区西郊街道骑龙社区聚源市场10幢2层11-16号

法定代表人：曾燕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02日

经营范围：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乳制品、日用品、婴幼儿用品、纸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宜宾真诚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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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宜宾真诚供应链的总资产为2,613.53万元，净资产为1,014.89万元，总负债为1,

598.6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1.17%。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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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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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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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怡嘉伟

利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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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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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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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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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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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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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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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七、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怡嘉伟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怡嘉伟利” ）

注册地点：南宁市北湖北路46-1号好顺路物流园B2栋1号

法定代表人：李丽娟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27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品、粮油（以上五项凭

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生鲜肉类、肉制品、百货、五金、家电、水果、成人用

品；普通货运（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食

盐、饲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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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 广西怡嘉伟利的总资产为11,810.10万元， 净资产为5,265.98万元， 总负债为6,

544.1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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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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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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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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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

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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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

立银行保函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

45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之

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30天，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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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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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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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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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八、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 ）

注册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9号联发·臻品1号楼1915号

法定代表人：丁浩刚

成立时间：2016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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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销售：纺织品、服装、内衣、针织品、袜子、毛巾、鞋帽、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水产品、建筑材料（除危险化

学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普通货运（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

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73.53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的总资产为6,212.27万元，净资产为2,575.73万元，总负债为

3,636.5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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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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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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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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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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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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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贷款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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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省顺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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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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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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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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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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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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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吉林顺福”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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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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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吉林顺福的总资产为5,011.90万元，净资产为3,104.78万元，总负债为1,907.12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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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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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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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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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

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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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海尔金融保

理（重庆）有限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并由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

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2个月，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12个月，具体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为盘活资产，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平安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该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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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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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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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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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伊斯特威尔” ）

注册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16号3号楼402室

法定代表人：陶丹丹

成立时间：2015年01月1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电子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发；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危险化学品经营；化工产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办公用品、工艺品、化妆品、五金工具、家具、

皮革制品、纺织品、玩具、酒店用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初级农产品、涂料、矿产品、煤炭、塑料制品、燃料油、

润滑油、化肥、橡胶及橡胶制品、金属制品、汽车零配件的销售；机动车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伊斯特威尔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江苏伊斯特威尔的总资产为206,635.43万元，净资产为7,584.57万元，总负债为

199,050.8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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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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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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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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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

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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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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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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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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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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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怡亚通锦润” ）

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澄湖路888号2幢603号

法定代表人：陆永平

成立时间：2015年09月15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通讯设备，并提供上述

产品的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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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怡亚通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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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江苏怡亚通锦润的总资产为5,262.60万元， 净资产为879.73万元， 总负债为4,

382.8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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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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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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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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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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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聚龙智能

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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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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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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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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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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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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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聚龙” ）

注册地点：苏州市高铁新城南天成路58号

法定代表人：王雪龙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04日

经营范围：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家用电器、酒具、工艺品电器批发；洗化用品、日用百

货、文化用品、针纺用品、一类医疗器械、汽车配件、建筑装潢材料、劳保用品销售及产品咨询服务；图文设计，

摄影服务，舞台设备租赁；商务咨询；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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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聚龙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江苏金聚龙的总资产为7,522.92万元，净资产为2,455.29万元，总负债为5,067.6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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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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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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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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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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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友成

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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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

币100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30天，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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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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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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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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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友成合业供应链” ）

注册地点：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2栋22-6

法定代表人：徐勇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02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食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纺织品、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建筑材料、家用电

器、化妆品、服装销售；展示展览服务，礼仪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道路货物运输。

柳州友成合业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25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柳州友成合业供应链的总资产为4,466.25万元，净资产为1,333.10万元，总负债为

3,133.1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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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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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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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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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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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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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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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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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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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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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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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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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瑞徽” ）

注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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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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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瑞徽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上海怡亚通瑞徽的总资产为4,232.65万元，净资产为2,195.23万元，总负债为2,

037.42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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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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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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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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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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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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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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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199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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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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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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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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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十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怡亚通申牛” ）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普乐路135弄2号1楼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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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不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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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怡亚通申牛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上海怡亚通申牛的总资产为3,212.08万元，净资产为1,473.74万元，总负债为1,

738.34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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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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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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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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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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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丰

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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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

银行保函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400

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之间的业

务合作，期限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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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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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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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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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212,269.7819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2,846,540.60

万元，净资产为382,887.54万元，总负债为 2,463,653.0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86,17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6.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丰和通” ）

注册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26号富田丽景花园38号楼1106号

法定代表人：杨迎时

成立时间：2014年02月27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避孕套、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文物除

外）、建材；企业营销策划、会议会展服务；供应链管理咨询。

郑州丰和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7年9月30日，郑州丰和通的总资产为8,101.53万元，净资产为3,137.58万元，总负债为4,963.95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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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019万元（或

等值外币）（含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2,530.43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883,378.6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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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

万元的5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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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9,82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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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921.93万

元的143.0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

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8-03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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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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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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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日(周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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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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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日下午15:00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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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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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

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申

请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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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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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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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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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

大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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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帝分理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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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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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14、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

案》

16、审议《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岱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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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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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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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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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本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海尔金融

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安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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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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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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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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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宜宾翠屏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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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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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

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

1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

16.00

《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岱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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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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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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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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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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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8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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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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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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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1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瑞徽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5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申牛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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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动资金贷款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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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市真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帝分理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怡亚通深度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9

《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

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1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1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聚龙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12

《关于公司山东省平台下的十一家控股子公司向齐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13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议案14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议案15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议案16

《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岱工业园区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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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