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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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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4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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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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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
一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一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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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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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的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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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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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申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锦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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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申杰国际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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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
市邗江鹏程百货有限公司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市邗江鹏程百货有限公司拟向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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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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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怡亚通新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怡亚通新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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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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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
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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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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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运作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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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予识供应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合作供应链金融服务，并由公司
为下属分子公司的采购服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深圳市予识供应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我
司参股公司，以下简称“予识科技”）、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银行”）就质押货物融资项目合作达成一致意向。由上海银行为由公司及予识科
技推荐的客户提供货物质押融资服务，由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提供货物采购服务
及下属物流公司提供在仓货物监管服务。公司为下属分子公司采购服务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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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配股方案及<股权激励方案>的
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议
案》，现拟对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如下变更：由股东出让部分股权变更为由员工持
股平台-合伙企业向深圳前海信通建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信
通”）增资购买其部分股权，拟合计购买 5,000 万股，占增资后深圳前海信通 20%
的股份。

十、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
限公司作为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原始权益人和资产服务机构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宇商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
商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原始权益人和资产服务机构协助
发行碧桂园 ABS 项目。
宇商保理作为原始权益人有权向本专项计划出售基础资产，并收取基础资产
购买价款。本专项计划中，原始权益人不存在风险自留的情况。
宇商保理作为资产服务机构，当忠实地执行回收基础资产现金流、对基础资
产进行质量监控和催收、追偿、保全等义务。
本专项计划基础资产的直接债务人为碧桂园下属公司，并由碧桂园控股有限
公司、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碧桂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出具《付款
确认书》的方式成为各笔入池应收账款债权的共同债务人。
该专项计划拟采取储架发行的模式，预期规模 100 亿，发行期数不超过 10
期。该专项计划的具体金额、期数、管理人、承销机构、律所等交易细节以深交
所的最终批复为准。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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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泉州怡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
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设立“泉州怡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暂定，以
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泉州怡创供应链”），泉州怡创供
应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 万元，福建省公司持股比例为 60%,自然人黄福麟
持股比例为 40%。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该名自然人及其团
队在当地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
人才优势，对经销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
经销成本，提高项目收益。泉州怡创供应链的经营范围以食品、酒饮的批发兼零
售为主。(具体以工商实际注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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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贵州和怡田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省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设立“贵州和怡田商贸有限公司”
（暂定，以注册

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贵州和怡”），贵州和怡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500 万元，贵州省公司持股比例为 60%,自然人何永强持股比例为 40%。
该名自然人与怡亚通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该名自然人及其团队在当地有一定的
销售渠道和品牌合作基础，希望借助公司的资金、系统管理及人才优势，对经销
品牌和渠道进行整合，扩大销售区域及渠道，规范操作，降低经销成本，提高项
目收益。贵州和怡的经营范围以母婴产品的批发兼零售为主。(具体以工商实际
注册为准)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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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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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深度公司”）拟向其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公司”）增加投资人民币 9,000 万元，湖北省公司目前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湖北省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
至人民币 10,000 万元，深度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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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怡华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常熟市好景来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怡华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苏州怡华”）拟以零对价方式全资收购“常熟市好景来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常熟好景来”）的自然人股东胡萍所持有的常熟好景来 100%
的股份。收购完成后，苏州怡华持有常熟好景来 100%的股份。本次对外投资不构
成风险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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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其所持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顺聚商贸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东莞市顺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顺聚商贸”）为公司 控股子公
司，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度公
司”）持有东莞顺聚商贸 60%的股份。东莞顺聚商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00 万元，深度公司已实缴人民币 900 万元。经东莞顺聚商贸双方股东协商，
深度公司于近期拟将所持有东莞顺聚商贸 60%的股权按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900 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东莞顺聚商贸的自然人股东陈代锋及其配偶俞珠英，其中
深度公司拟将所持有东莞顺聚商贸 50%的股权转让给东莞顺聚商贸的自然人股东
陈代锋，剩余 10%的股权拟转让给东莞顺聚商贸的自然人股东陈代锋的配偶俞珠
英。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六、最终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1、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和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议案中涉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即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9 日、2016 年 4 月 27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7 日、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和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上述议案中涉及公司本次延长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相关事宜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即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8 日、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鉴于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续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工作仍需继续实施，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及授权有效期即将到期，为保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公
司拟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将上述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拟延长外，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现提请各位董事审议，关联董事周国辉回避表决。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最终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或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召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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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