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公告编号：2021-07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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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
的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
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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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广
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1,800 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
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主。
各子公司具体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申报授信金额

1

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

太原吉百佳商务有限公司

3

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4

新乡市怡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800

5

河南省一马食品有限公司

1,000

6

郑州日日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7

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8

濮阳汇诚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9

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10

广州怡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1

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12

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

13

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

14

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5

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21,800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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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祥安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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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祥安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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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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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尊美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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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尊美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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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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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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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赣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东湖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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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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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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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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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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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中联宝田贸易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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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中联宝田贸易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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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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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省中银兴商贸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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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中银兴商贸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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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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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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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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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国际商业机器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赊销信用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国际商业
机器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赊销信用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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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银行保函，用于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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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市怡惠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固定
资产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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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
款，贷款期限为十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十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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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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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人民币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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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两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外币业务（包括贸易
项下外汇资金收付、海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性收支、外币融资风险敞口、海外外币
净资产风险敞口等）。在全球经济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公司必须进行合理有效的
风险管理才能确保实际业务的稳健发展。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利用金融衍生工
具（包括但不限于远期、掉期、期权合约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对上述业务进行
汇率及利率风险管理。
公司预测 2021 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量不超过 20 亿美元（包括但不限于
国际、国内产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远期、掉期合约等）。如超过 20 亿美元，则
须依据《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内控制度》，上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同
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
预测的公告》。
十五、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购
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随着公司各类业务的稳步增长，公司日常经营收付的资金量随之增加，为进
一步提高运营资金的使用效率，综合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效益，回报广大股
东，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公司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
司拟于 2021 年度内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累计总量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低
风险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二年。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周国辉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并
授权韦兰女士办理上述额度项下具体事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购买银行低风险
理财产品的公告》。
十六、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重庆市
怡海庆物流有限公司进行资产划转的议案》
重庆市怡海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海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怡海庆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为进一
步提升重庆怡海庆的综合实力，促进其业务发展，落实公司构建供应链生态圈的
发展战略，更好的发挥公司的资源优势，打造专业化、扁平化、市场化管理运作
平台。公司拟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 1 号 25 层至 34 层共计 100 套房产划
转至重庆市怡海庆物流有限公司，同时，与该 100 套房产有关的债权债务和相关
人员一并转入重庆市怡海庆物流有限公司。
十七、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湖南
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为快速寻求创新和突破，拥抱内地产业发展新蓝海，保证原有业务变现
能力，协同内地政府打造内地供应链区域服务总部，公司拟在湖南长沙芙蓉区自
贸片区出资设立湖南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审批为准，以
下简称“湖南怡亚通”），围绕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核心，以支撑
湖南自贸区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平台经济，服务先进制造产业为导向，打造互联
网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与外贸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产业孵化及投资
服务平台。湖南怡亚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
湖南怡亚通管理团队拟成立的持股平台持有其 1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八、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