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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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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方嘉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东方嘉盛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光焰物流有限公司、武汉

嘉泓永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东方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昆山市嘉泓

永业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汇丰银行申请授信，授信额度为 1.8 亿人民币，由公司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并授权董事长（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协议或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1、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方嘉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汇

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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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东方嘉盛物

流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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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光焰物流有限公司向汇丰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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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嘉泓永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汇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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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方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汇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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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市嘉泓永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汇

丰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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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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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10 号东方嘉盛大厦

6楼 

法定代表人：孙卫平 

成立时间：2001 年 7月 9 日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

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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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提供展览服务（不含

限制项目）；网上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仪

器、实验室设备的批发、零售及进出口；生物技术制品的生物技术制品的批发、

零售及进出口；肥料、农药的销售；体育设备、体育用品及零配件的销售。^普

通货运；仓储物流；家畜冷冻制品的销售；乳制品的批发和零售；酒类、药品的

销售。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13810.1429 万元，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日，东方嘉

盛的总资产为 670,930.80 万元，净资产为 128,233.97 万元，总负债为

542,696.82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0.88%。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东方嘉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松牌路 139 号鼎祥·风华美锦 3幢 14-4 

法定代表人：田卉 

成立时间：2015 年 8月 26 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Ⅲ类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核定的有效期限和范围从

事经营）；普通货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计

算机软件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电力设备、环保设备、节能设备、电子元器件、化工产品、防腐材料、保温材料、

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以上五项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机电设备及

配件、消防设备及配件、智能化设备及配件、通信设备及配件、钢材、五金、交

电、办公用品、劳保用品、塑料制品、普通机械及设备、数码产品、Ⅰ类医疗器

械、Ⅱ类医疗器械；仓储服务（不含国家禁止的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货运代

理；展览展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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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重庆科技的总资产为 430,098.20 万元，净资产

为 2,388.30 万元，总负债为 427,709.9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9.44%。 

2、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东方嘉盛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亚路 1号 A幢 5 层 B 座 

法定代表人：孙卫平 

成立时间：2004 年 7月 15 日 

经营范围：区内仓储（除危险品）、物流业务；从事海上、陆路、航空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商业性简单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区内商品展示；物流与贸易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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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992.3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上海嘉盛的总资产为 1,319.53 万元，净资产

为 1，244.76 万元，总负债为 74.7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5.67%。 

3、公司名称：重庆光焰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综保大道 26号附 15 号 

法定代表人：田卉 



成立时间：2011 年 8月 25 日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国际航空、陆路、水路货物代理(不含国

际船舶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

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后经营),货物包装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报关服务、代理

报检服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重庆光焰的总资产为 540.05 万元，净资产为

539.88 万元，总负债为 0.1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0.03%。  

4、公司名称：武汉嘉泓永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 777 号 A 办公楼 4层 402-318 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成立时间：2019 年 08 月 10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道路货物运输；货

物运输代理；物流信息咨询；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不含

电子出版物）、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网络设备的维修及检测服务；

初级农产品、食品的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新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 

5、公司名称：重庆东方嘉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 C12-1仓库 

法定代表人：孙卫平 

成立时间：2011 年 04 月 01日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品），国际航空、陆路、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不含国际船舶代理），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货物包装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重庆东方嘉盛的总资产为 1,818.58 万元，净资

产为 1,827.73 万元，总负债为 9.1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0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0.50%。 

6、公司名称：昆山市嘉泓永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昆山开发区第三大道 1 号房 313 室 

法定代表人：彭建中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19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货物搬运装卸服务；打

包包装服务；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信产

品（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电子产品、安防用品的销售；展览展示

服务；物流信息咨询；道路货物运输(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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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的新成立

全资子公司。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上述担保额度，有利于提高子公司的

融资能力，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需求，推动其业务更好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上述担保事项中，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

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力或重要影响，公司为此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在上述担保额

度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

资金需求，有利于其更好拓展生产经营业务，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



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为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担保合同最高额）为

2,213.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73%，主要为公司对公司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其中：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2,213.6 万元。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2003〕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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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