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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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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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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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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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