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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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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下属十六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

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北京市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

行签订《额度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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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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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债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与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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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京怡佳永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右安门支行签

订《综合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600万元。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右安门支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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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万元。 

3、河北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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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950万元。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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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万元。 

5、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签订《额度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福建海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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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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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 

7、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中

信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4,500万元。公司与中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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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万元。 

8、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中信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200万元。公司 



与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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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

高债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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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

订《综合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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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中

信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与中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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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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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综

合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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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万元。 

10、浙江百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中

信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与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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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百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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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 

11、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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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

高债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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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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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

高债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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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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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杭州汉倍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

高债权额度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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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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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怡

亚通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1年11

月 28日 

20,000万元

人民币 
李崇喜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

济核心区融慧园 15-3

号楼 2-01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厨房用具、日用品、文化用品、

工艺品（不含文物）、照相器材、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

砂石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

讯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排队服务、

对外劳务合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经济贸易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装卸服

务；会议服务；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北京怡佳

永盛电子

商务有限

公司 

2017年01

月 17日 

500万元人民

币 
孙金领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

道 月 华 大 街 1 号

A7-11 

网上经营办公用品、日用杂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中介除外）；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化妆品、清洁用品；销售食品。（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河北怡亚

通深度供

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15年11

月 03日 

1,000万元人

民币 
秦克功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

区建华北大街 7 号半

岛国际 B座 1723 

供应链管理；企业营销策划；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地面卫星接收

设备除外)的安装、维修及租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凭

许可证经营）、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艺美术品（古玩字画除外）、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除外)、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办公用品、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弩除外）、家具、家居用品、家用电器、五金产品、针纺织品、玩具、

箱包、钟表、乐器、珠宝首饰、装饰材料、眼镜(角膜接触镜除外)、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

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水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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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西怡亚

通馨德供

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13年08

月 20日 

2,500万元人

民币 
李雪梅 

山西示范区太原阳曲

园区府东街东段 68

号(园区总部基地)19

层 11室 

日用品、化妆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陶瓷制品、家用电器、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可的）、

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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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岩市精

博亚通贸

易有限公

司 

2016年12

月 12日 

5,500万元人

民币 
林远洪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

区北城北星中兴路北

五街 4号 101 室 

建材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日用杂货批发；日用家电批发；其他日用品零售；日用

家电零售；日用杂品零售；其他通讯设备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构

商务代理服务；科技会展服务；旅游会展服务；文化会展服务；通用仓储（不含危险品)；其

他未列明的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国境口岸）；其他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国境口岸）；其

他未列明的农牧产品批发；百货零售；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酒、饮料及

茶叶零售（不含国境口岸）；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果品、蔬菜零售；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6 

深圳市安

新源贸易

有限公司 

1998年10

月 15日 

1,500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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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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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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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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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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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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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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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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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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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浙江五星

电器有限

公司 

2001年08

月 20日 

2,000万元人

民币 
毛江峰 

  浙江省杭州市惠民

路 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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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照相器材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

冷设备的安装、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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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诚

音响工程

有限公司 

2003年08

月 21日 

1,000万元人

民币 
李玉娟 

  浙江省杭州市惠民

路 56号 

音响器材的销售及工程安装；实业投资；电子产品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通信器材、电脑、

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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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黄金饰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母线槽、桥架、滑触线、电控

柜及相关电器配件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文化创意策划，出版物批发、零售（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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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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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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

区体育场路 3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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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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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诚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07年07

月 31日 

1,500万元人

民币 
喻焕 

  浙江省杭州市惠民

路 56号 1号楼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批发（凭许可证经营），空调、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日用百货、五金工具、贵金

属的销售，家用空调的安装、维修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

务（不含承兑等银行核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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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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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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杭州汉倍

智能家居

有限公司 

2009年08

月 19日 

500万元人民

币 
程一宏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惠民路 56号 1号楼

204室 

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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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家居用品销售；家居用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卫生陶瓷制品制造；计算器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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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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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8,395.00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82,190.49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71,6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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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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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00.65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34,971.35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4,0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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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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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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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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