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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合并报表内的担保 

1、担保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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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

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2,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

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20）。 

（2）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 2023 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

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部分

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1,050 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授信期限

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9日召开的 2022年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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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2023年度授信额度进

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7）。 

2、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下属十三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

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福建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授信

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 3,000 万元。 

福建省中银兴商贸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

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000万元。 

厦门迪威怡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授信额度

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福建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上述融资

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

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500万元。公司与徽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成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小天竺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成都市怡亚通仙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签订《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000万元。 

山东省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签订《统一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柳州市友成合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南支行签

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柳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度授

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 5,000万元。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度授信合

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 2,000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

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

度授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度授信合

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 500万元。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额度授

信合同》，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 1,500万元。 

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万元。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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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建省怡

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2013年07

月 08 日 

10,000 万

元人民币 
郑信荣 

厦门市思明区宜兰

路 9 号康利金融大

厦 2101之 2 单元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日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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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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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福建省中

银兴商贸

有限公司 

1996年11

月 07 日 

1,800万元

人民币 
黄伟明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

区塔头路 122 号 3#

综合楼 18层 22 号 

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母婴用品销售;玩具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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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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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厦门迪威

怡欣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5年07

月 30 日   

3,400万元

人民币 
罗练枝 

厦门市思明区台东

路 66号宝业大厦 12

楼 D 区 

供应链管理；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批发；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零售；糕点、面包类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

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调味品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食盐）；粮油类预包

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零售；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

冷冻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

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

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五金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通信设

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珠宝首饰批发；工艺品及收藏品

批发(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



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其他日用品零售；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五金

产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互联

网销售。 

4 

安徽怡成

深度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4年05

月 23 日 

2,250万元

人民币 
李建伟 

合肥市庐阳经济开

发区清河路 868 号

庐阳大数据产业园

10 号楼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日用化工品（除危险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酒具、工艺品、电

器、针纺织品、服装、玩具、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商务咨询；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

疗器械（二类）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在许可证有效

期内经营）；图文设计；摄影服务；舞台设备租赁；农产品、蔬菜、水果、水产品、家禽、粮食、

农副产品、饲料原料的收购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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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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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

服饰批发；服装辅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会议及展

览服务；品牌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

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广告发布；初级农产

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建筑材料销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电器辅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

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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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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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山东省怡

亚通医疗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2005年05

月 11 日 

1,000万元

人民币 
孙如英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

区华山街道渔洋路

286号 2号楼华山国

际广场 7 层 701 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品批

发;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

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

理咨询;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

国内贸易代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

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广告设计、代理;文具用品批发;文具

用品零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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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批发;保健

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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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柳州市友

成合业供

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15年11

月 02 日 

1,325万元

人民币 
蓝晓雯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

端 2 号阳光壹佰城

市广场 2 栋 22-6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礼仪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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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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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浙江百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985年03

月 01 日   

10,800 万

元人民币  
叶惠忠 

浙江省杭州市惠民

路 56 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制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照相机及器材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珠宝首饰批发；金银制品销

售；电器辅件销售；电器辅件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材制造；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货物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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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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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浙江国大

商贸有限

公司 

2001年07

月 17 日   

800万元人

民币   
陆剑波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

区天水街道武林新

村 104 号 1 幢二楼

2379 室 

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料、金属材料、计算机软硬件、检测

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电器、制冷设备、电子设备的安装及维修，计算机

软硬件、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安防工程、建筑智能工程的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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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浙江百诚

未莱环境

集成有限

公司 

2006年04

月 13 日   

1,500万元

人民币  
程伟华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

3 号楼三楼 

建筑楼宇给排水系统、安防系统、智控系统、暖通系统及相关新产品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相关集

成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采暖设备、制冷设备、中央吸尘、智能家居、电脑、通信器材、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家用电器、采暖及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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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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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浙江卓诚

数码电器

有限公司 

2004年07

月 01 日   

1,500万元

人民币 
郭昌炉 杭州惠民路 56 号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手机、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13 

深圳市安

新源贸易

有限公司 

1998年10

月 15 日 

1,621.621

6万元人民

币 

邹艳妮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

街道大新路 198 号

创新大厦 B 座 5 楼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装卸搬运;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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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保健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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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1、担保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公司

部分参股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相关参股公司拟向其股东及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止，由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9,680 万元

的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1月 20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登的《关于 2023 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2）。 

2、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下属三家参股公司融资事宜与相关机构签订了担保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参股公

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 490万元。 

（2）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为参股公司河北交投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4,900万元。 

（3）公司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250万元。 

（4）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 490 万元。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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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路 966 号冠宜大

厦二号楼（禹会投资大

厦）21 层（仅作为市

场主体通讯联络功能

使用）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代理；采购代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材

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添加剂

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化肥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木材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

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

发动机销售；电车销售；电池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信

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皮

革制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粮食收购；初级农产

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

联网销售；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

输（网络货运）；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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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2a854a8a60eef7c1178e01c9ffd171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2a854a8a60eef7c1178e01c9ffd171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2a854a8a60eef7c1178e01c9ffd1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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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河北交投

怡亚通供

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2020年04

月 09 日 

10,000 万元

人民币 
李占国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定片区石家

庄综合保税区空港北

大街办公楼 1304-4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总质量４．５吨及以下普通货

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珠宝首饰零售、批发；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移动终端设

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批发；日杂用品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批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

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化学危险品）；五

金产品零售、批发；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批发；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化肥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农

副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自行车及零配

件零售、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批发；机械设备销售；电线、电缆

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园区管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

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批发；电池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批发；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

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

动机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泥制品销售；

河北交投物流有

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份，公司

持有其 49%的股

份。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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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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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珠海航城

怡通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3 日 

5,000 万元人

民币 
马珂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

镇大学路 101 号 3 栋

801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选矿；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

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智能仓储装备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服务；成品油

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建筑材料销售；特种劳动防

护用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渔需物资销售；电线、电缆经

营；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

备销售；门窗销售；五金产品制造；食用农产品零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日用家电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农副

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珠海航空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其 55% 的 股

份,公司持有其

45%的股份。实际

控制人：珠海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办公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航空运输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

售；水上运输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母婴用

品销售；电子办公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机床功

能部件及附件销售；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工

器材销售；地板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

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

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软件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劳保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疗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汽车

新车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

砖瓦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建筑砌

块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风机、风扇销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隔

热和隔音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隔热和隔音材

料销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物联

网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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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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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886.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07,161.28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350,3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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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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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97.11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43,661.78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72,9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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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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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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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授

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 

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5、《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6、《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2023年度授

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 

7、《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8、《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9、《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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