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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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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本次

被担保对象怡亚通、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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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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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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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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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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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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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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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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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

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

限公司 

1997 年 11

月 10 日  

259,700.90

91 万元人民

币 

周国辉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

道海旺社区 N26 区海

秀路 2021 号荣超滨

海大厦 A 座 2111   

一般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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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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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

销；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的购销；会议服务；健身器材和康复

设备的销售；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安装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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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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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购销；经营电信业务。 

-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 

深圳市怡

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2008 年 08

月 13 日 

230,000 万

元人民币 
周国辉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

道下李朗社区怡亚通

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第 1 栋办公楼 519 

一般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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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进出口业务;一类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从事广告业务;会

议服务;初级农产品、农副产品、生鲜、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家居用品、数码产品及配件、纺织用品、化妆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

及器材、玩具、珠宝首饰（毛钻、裸钻除外）、工艺品（文物、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五金建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音像制品除外）、母

婴用品、礼品花卉、宠物用品、宠物饲料、宠物玩具的销售（店铺零售

限分支机构）;钟表的批发和零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许可经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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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

品）批发零售业务。 

公司持有其 100%的

股份，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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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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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1年度财务数据 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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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

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

限公司 

3,293,695.

00 
2,581,123.54 712,571.46 2,987,434.46 44,865.33 78.37% 3,438,154.64 2,727,705.55 710,449.09 2,165,279.12 7,761.79 79.34% 

2 

深圳市怡

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342,038.12 92,247.36 249,790.77 106,815.51 6,475.35 26.97% 347,589.60 98,155.19 249,434.41 63,122.57 -356.36 28.24% 

3 

重庆怡飞

酒类营销

有限公司 

27,516.55 20,655.64 6,860.91 14,820.71 14.37 75.07% 26,130.27 20,058.38 6,071.89 7,372.74 -789.02 76.76% 

3、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拓展其

融资渠道，促进子公司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法律、

法规相违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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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886.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16,378.69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329,3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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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36.08万元的 2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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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592.11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53,312.77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75,2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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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36.08万元的 20.44%。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证上〔2022〕13号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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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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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