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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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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年 4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经事

后审核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的部分内容需予以补充更正，相关内

容如下： 

一、补充披露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五、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二）16怡亚01增信机制、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3、偿债保障措施：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息，公司为 16怡亚

01的按时、足额偿付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

的保障措施，包括：（1）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2）制定《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3）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4）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5）

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7）作出发行

人承诺，在预计不能偿付债券本息或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补充披露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五、 公

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二）16怡亚 01增信机制、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3、偿债保障措施：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息，公司为16怡亚

01的按时、足额偿付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

保障措施，包括：（1）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2）制定《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3）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4）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5）

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7）作出发行



人承诺，在预计不能偿付债券本息或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

少采取如下措施：不向股东分配利润、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

出项目的实施、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与16怡亚01相关

的公司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4、偿债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公司已为 16怡亚 01开立偿债保障金专户，报

告期内，偿债保障金专户不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 

二、补充披露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五、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三）18 怡亚 01、18怡亚

02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1、公司债券增信机制：18怡亚01、18怡亚02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新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补充披露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五、 公

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三）18怡亚 01、18怡亚 02

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1、公司债券增信机制：18怡亚01、18怡亚02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新投”）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口径）如下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056,178.42 

总负债（万元） 876,388.58 

净资产（万元） 1,179,789.84 

资产负债率 42.64% 

流动比率（倍） 6.13 

速动比率（倍） 6.13 

项目 2018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208,124.75 

利润总额（万元） 152,079.30 

净利润（万元） 114,357.56 

净资产收益率 9.69% 

2016 年 9月 1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高新投主体评定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16年 9月 27日，鹏元资信将高新投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由 AA+上调至 A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2016年 10月 27日，联合信用对高新

投进行首次信用评级，评定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18 年 5月 25日，

联合资信评级有限公司对高新投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高新投对外提供担保本金余额为 1,092.39 亿元，

占 2018 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925.91%。” 

三、更正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八、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营业收入 7,007,206.60 6,805,930.61 2.96% 

” 

更正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八、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营业收入 6,969,172.50 6,805,930.61 2.4% 

” 

四、更正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 

7、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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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7、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上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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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正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三、公司基本

情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系于

2004年2月经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股[2004]4号文件批准，由深圳市联合

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合

精英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周丽红、周爱娟

和周伙寿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98406U，并于2007年11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过历年的转增股本及增发新股，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发

行股本总数 2,122,697,819股，注册资本为 2,122,697,819元，注册地址：深圳

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座 1713，总部地址：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下李朗路(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母公司为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周国辉先生。” 

更正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三、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系于

2004年2月经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股[2004]4号文件批准，由深圳市联合

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合

精英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周丽红、周爱娟

和周伙寿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98406U，并于2007年11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过历年的转增股本及增发新股，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发

行股本总数 2,122,697,819股，注册资本为 2,122,697,819元，注册地址：深圳

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座 1713，总部地址：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下李朗路(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母公司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更正前：《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

报表项目附注，30、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应付票据分类列示 

单位： 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5,987,245,345.00 1,358,155,919.00 

银行承兑汇票 125,590,079.00 5,522,289,887.00 

合计 6,112,835,424.00 6,880,445,806.00 

” 

更正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附注，30、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应付票据分类列示 

单位： 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139,472,006.00 1,358,155,919.00 

银行承兑汇票  5,973,363,418.00 5,522,289,887.00 

合计 6,112,835,424.00 6,880,445,806.00 

” 

除上述内容补充更正外，《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以上补

充更正不会对公司披露的上述公告造成实质影响，公司就以上补充更正事项给投

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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