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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3         证券简称：*ST 易见        公告编号：2021-092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融资提供

担保并由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支持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股份”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供应链”）经营发展需

要，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

南工投集团”）拟为滇中供应链总额不超过 4.40 亿元的融资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

保证担保，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融资利率不超过 7.7%/年。融资利率、融

资期限以及融资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易见股份拟为云南工投集团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与云南

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提供的担保金额一致。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云南工投集团发生此类关联担保

余额为 112,000.00 万元，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72,557.77 万元，均履行了相

应的审议程序，未发生超过股东大会批准额度的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滇中供应链因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富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新民支行（以下简称“富滇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40 亿元人民

币的融资额度，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融资利率不超过 7.7%/年。上述融资

利率、融资期限以及融资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为保障融资的顺利开展，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拟为本次融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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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易见股份拟为云南工投集团的上述担保提供信用反担

保。具体担保金额、反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最终以担保合同为准。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云南工投集团、易见股份 

被担保人：滇中供应链 

保证合同内容及金额：滇中供应链向富滇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40 亿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担保金额最终以担保合同为准。 

融资利率：不超过 7.7%/年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融资期限：自债务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高额项下实际发生的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易见股份 

被担保人：云南工投集团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担保期限：担保人为债务承担保证起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与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提供的担保金额一致 

担保范围：滇中供应链本次融资本金及利息，以及因滇中供应链违反融资合

同而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利息、罚息，以及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

本次融资承担的担保责任或实现担保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等费用。 

具体反担保合同将根据滇中供应链融资业务的进度，由公司安排签署。 

三、被担保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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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16238605J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建涛 

住所：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云水路 1 号 A1 栋 605-2 号办公室 

注册资本：33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供应链的管理和相关配套服务；物流综合服务及咨询、物流

信息平台建设、物流网络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物流节点建设、货物存储、装卸、

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项目投资管理和咨询服务；广告；珠宝首饰零售；润滑油、煤炭、焦炭、水泥、

钢材、有色金属、矿产品、化肥、化工原料（不包括易燃易爆、易制毒品及危险

化学品）、混凝土、沥青、塑料制品（塑料购物袋除外）、生铁、铁合金、废旧

金属的收购、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套设备、五金交电；农产品、农副产

品、粮油大米；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饲料

添加剂分销；电线电缆、建筑材料、非金属矿石及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及

制品、包装材料、农膜、鲜花、合成纤维、橡胶制品、针织品、纺织品、服装、

鞋帽、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

品、汽车及配件的销售；农业机械、家用电器、通信设备、计算机、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教学设备销售

及安装；物流；普通货运；代理采购；受托非金融性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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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中供应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89.39%，云南省滇中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6.06%，上海优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4.55%。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滇中供应链经审计总资产 566,268.50 万元，净资

产 122,664.13 万元，负债总额 443,604.3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2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95,047.20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26,782.38 万元，

利润总额-311,810.94 万元，净利润-312,468.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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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滇中供应链未经审计总资产 548,233.23 万元，净资

产 124,282.27 万元，负债总额 423,950.9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28,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73,890.97 万元，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831.16

万元，净利润 1,618.14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73637348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栋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顺通大

道 50 号 

注册资本：64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各类产业和行业的投融资业务、资产经

营、企业购并、股权交易、国有资产的委托理财和国有资产的委托处置；国内及

国际贸易；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经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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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工投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3,728,925.03 万元，

净资产为 1,063,573.7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1.48%。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698,753.4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80,355.47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024,588.61 万元，利润总额为 31,044.22 万元，归母净利润为 26,092.8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云南工投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883,227.32 万

元，净资产为 1,292,832.41 万元，负债总额 3,590,394.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3.53%，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832,273.1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616,849.45 万元。

2021 年上半年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583,810.46 万元，利润总额为 352,985.13 万

元，归母净利润为 270,699.08 万元。 

云南工投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4,795,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

其一致行动人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2,040,55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8.00%，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6,836,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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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云南工投集团为公

司关联法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提供的此类担保余额为 112,000.00 万元，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72,557.77 万元，均履行了相应的

审议程序，未发生超过股东大会批准额度的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体现了公司及控股股东对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满足子公司经营需求，补

充流动性。公司基于子公司银行融资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符合国资对外

担保的相关规定，云南工投集团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2021 年度综合融资额度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本次滇中供应链向银行申请授信、公司对滇中

供应链的担保已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9 月 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董事杨复兴先生、邵凌先生、史顺先生、

丁加毅先生回避表决，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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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子公司滇中供应链不

超过 4.40 亿元的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的事项。

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子公司业

务发展的支持，符合子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符合国

资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行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担保风险可

控，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和独立性，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交董事会的《关于公司及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

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核，同意将此次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

下： 

本次公司及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子公司滇中供应链总额不超过 4.40 亿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滇中供应链的经营发展；云南工投集团为公

司控股股东，公司基于本次银行融资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处于

可控范围之内。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本次向关联方提供

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次事项，并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9 月 2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云南工投集团为滇中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反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该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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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及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

持公司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为云南工投集团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

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