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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担保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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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公司应参加会议

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会议具体内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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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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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敞口金额 8,5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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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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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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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不超过两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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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松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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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怡亚通松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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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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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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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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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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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电器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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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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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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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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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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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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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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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最终以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安徽

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大禹怡亚通”）股东协商，对安徽大禹怡亚通向其大股东蚌埠禹投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蚌埠市禹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通过蚌埠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青支行委托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作为

安徽大禹怡亚通股东，按照所持股权比例承担担保责任，公司为其提供 49%比例

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45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安

徽大禹怡亚通将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合并报表内的担保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1 

长沙怡亚

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 

2009年02

月 18 日 

20,000 万元

人民币 

李亮 

 

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

红中路 5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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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份，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重庆怡飞

酒类营销

有限公司 

2013年05

月 15 日 

6,000 万元人

民币 
任烨宇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

道 1 号 34-2 

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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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

般项目：供应链管理及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业务；批发：酒具、工艺品、

电器；销售：日化产品、日用百货、文化办公用品、展览展示服务；货运

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货运信息咨询；人力搬运、装卸服务，

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55%

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3 

上海怡亚

通松立供

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15年09

月 21 日 

7,375 万元人

民币 
孙胤琦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

路 2993 号 1308 室 

供应链管理，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安装（除特种设备），五金交电、家用

电器、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金属材料、日用百货、机电设备、汽摩零部

件、摩托车及零部件、建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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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4 

浙江百诚

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 

2002年02

月 01 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龚小平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228 号 3 幢 C 座 1 楼

101-104 室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网络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制冷、空调设

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家居用品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销

售；地板销售；门窗销售；灯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平面设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通信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日用杂品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卫生陶瓷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

电零售；办公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日用品销售；

食用农产品零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安防

设备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酒店管理；办公设备租赁

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日用电器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食品销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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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 司 持 有 其

66.91%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5 

浙江信诚

电器有限

公司 

2007年06

月 26 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邵彬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 1

号楼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及易制毒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

美术品、照相器材、贵金属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

经营进出口业务，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务（不含承兑等银行

核心业务），网路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创意策划。 

公 司 持 有 其

66.91%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6 

成都市怡

亚通仙湖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2013年05

月 15 日 

3,000 万元人

民币 
冯华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

一路 3 号 2 栋 2 单元

10 层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日

化用品、办公用品、医疗器械（一、二类无需许可项目）；展览展示服务；

国内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农产品收购与销售；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销售：建材、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道路货

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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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0年度财务数据 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

润 

资产负债

率 

1 
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

限公司 
41,584.89 21,143.43 20,441.46 2,651.60 432.48 50.84% 42,317.10 21,152.91 21,164.18 1,649.72 722.72 49.99% 

2 
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

限公司 
31,235.28 24,388.74 6,846.54 15,025.71 -179.35 78.08% 28,284.16 21,386.00 6,898.17 7,228.03 51.63 75.61% 

3 
上海怡亚通松立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2,102.30 5,653.66 6,448.64 17,341.41 -11.59 46.72% 10,577.99 4,124.72 6,453.27 7,408.64 4.63 38.99% 

4 
浙江百诚家居科技有

限公司 

3,513.80 

 
2,599.35 914.45 6,275.35 28.96 73.98% 3,287.23 2,370.65 916.58 2,400.87 2.13 72.12% 

5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

司 
2,951.47 1,682.02 1,269.44 2,935.51 19.20 56.99% 3,781.88 2,500.34 1,281.55 4,394.63 12.10 66.11% 

6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6,552.13 13,698.72 2,853.42 39,750.11 -25.50 82.76% 14,304.31 11,383.24 2,921.06 23,867.69 67.65 79.58% 



（二）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1 

安徽大禹

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

公司 

2020年 12 月

16 日 

2,000万

元人民

币 

周传奇 

安徽省蚌埠市禹

会区冠宜大厦 2#

楼 21-22 层 

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信息技术处理及咨询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货运

代理（代办）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放射性物质）；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钻石、珠宝首饰、汽车、初

级农产品、食品、酒水饮料、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肥、电

子产品及配件、石油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不含煤炭及其制品）、

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健身器材、卫浴用品及配件、仓储物流设备、计算机和

电子设备、通信产品（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

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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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家具、工艺美术

品（不含象牙及象牙制品）、五金制品、纸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消防器材、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金属材料、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易制毒

化学品）、金属制品、智能机器人的销售及互联网零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网上贸易代理；物业管理；物业服务；粮食、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受托档案

管理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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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禹投集团有 

限 公 司 持 有 其 

51% 的股份,公司

持有 其 49%的股

份。实际控制人：

蚌埠市禹会区财

政局（区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0年度财务数据 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1 
安徽大禹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 
- - - - - - 4,064.47  3,035.12  1,029.36  19,823.33  29.36  74.67%       

注：上述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为新设立的公司，无2020年度财务数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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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5,601.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109,777.02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54,8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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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344.94 万元的 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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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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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05.95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45,112.66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8,7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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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344.94 万元的 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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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独立董事、保荐人对公司为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均基于参股公司的正常业

务发展需要，是公司作为其股东所应履行的正常职责，体现了公司对参股公司业

务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参股公司更好的开展业务。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要求被担保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将相关担保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公司本次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被担保人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

定的关联方，但属于会计准则中规定的关联方。本次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审议程序完备；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上

 

 



述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也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要求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被担保对象也将提供反担保措施，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

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为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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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