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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6              证券简称：汉嘉设计            公告编号：2019-127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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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

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

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预计按要求时间基本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 

3、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签订两个建设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分别为：1、公司和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与杭

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就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商业综合用房设计-采购

-施工（EPC）总承包事宜，签订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阮

家桥合同”）；2、公司和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与杭州市拱墅区

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就康桥健康产业园康桥单元 FG03-A5-01、

FG04-A5-02 地块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事宜，签订了《建设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康桥合同”）。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已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18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了《关于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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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7、2019-120）。根据相关规定，本次

签订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二、阮家桥合同基本情况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1、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04247810Y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成立时间：1998-04-09 

注册资本：18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国庆 

经营范围：为本社所属企业采购原材料及推销产品。 

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为拱墅区祥符镇阮家桥村村委会的全资

公司。具备良好的信用和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9967243X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07-04-12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计志超 

经营范围：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服务：承接市政公用工

程、钢结构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园林建筑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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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装饰工程、城市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体育场地建筑工

程、土石方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建筑设备

租赁（除拆装）；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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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双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的购销金额 

无 

4、履约能力分析 

发包人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为拱墅区祥符镇阮家桥村村委会

的全资公司。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险较小。 

（二）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 

承包人（全称）：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

合同双方就项目工程总承包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商业综合用房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

包 

工程内容及规模：地块建设用地面积 8615.70 ㎡，拟建总建筑面积为 

34642.6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21961.46 ㎡，地下建筑面积为 12681.19 ㎡。

最终建设规模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项目概算总投资 21920 万元。 

工程所在省市详细地址：项目位于拱墅区庆隆小河单元内。 

工程承包范围：招标范围为本项目全部内容的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材料设

备采购与安装、竣工验收、备案、移交和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保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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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内容，以及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

控制。 

2、工程主要生产技术（或建筑设计方案）来源 

经批复的。 

3、主要日期 

EPC 总工期：900 日历天  

1) 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历天内完成七通一平及临时设施搭设；  

2) 签订合同之日起 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  

3) 签订合同之日起 900 日历天内完成项目整体五方竣工验收；  

以上时间包含节假日，因本项目为公共建筑，承包人须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对

项目推进干扰的因素，要求中标人在投标时自行考虑风险。  

4、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设计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规范，达到《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规定（2016 版）》。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合格”标准。 

5、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壹亿玖仟捌佰叁拾贰万零叁佰伍拾元(小写金额：

19832.0350 万元)。  

其中：设计费：429.8800 万元； 

设备购置费：711.2560 万元； 

建筑安装工程费：18324.4068 万元； 

总承包管理及其他费用： 366.4922 万元； 

不可预见费： 0 元。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 13 条变更和合同价格的调整，以及合同中其

它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调整。  

6、定义与解释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款中赋予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7、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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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本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 

三、康桥合同基本情况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1、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676782962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8-07-31 

注册资本：5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阳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建筑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企业管理；规划设计

的策划；投资管理；景观设计；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

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的全资公司，具备良好的信用和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2、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25896844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1997-05-05 

注册资本：2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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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水电安装[除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建筑装璜；园

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技术服务；建筑设计技术、互联网技

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建筑设计；建

筑工程设计；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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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双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的购销金额 

无 

4、履约能力分析 

发包人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为为杭州市拱墅区城

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的全资公司。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

面的风险较小。 

（二）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

合同双方就项目工程总承包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康桥健康产业园康桥单元 FG03-A5-01、FG04-A5-02 地块工程设

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工程内容及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 39376 平方米（以实测为准），总建筑

面积 17289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02377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0520 平

方米。最终建设规模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工程所在省市详细地址：本工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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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范围：招标范围为本项目初步设计批复范围内全部内容的工程设

计、工程前期、工程施工、材料设备采购与安装、医用设施工程采购与安装、竣

工验收、备案、移交和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保修服务等内容，以及对

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 

2、工程主要生产技术（或建筑设计方案）来源 

经批复的图审过的施工图图纸、经发包人认可的专项施工图纸及工程变更联

系单等。 

3、主要日期 

EPC 总工期：1270 日历天 

1）60 日历天内完成施工许可证申领并开始进场施工； 

2）1180 日历天内主体结构工程、室内外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室外工程等

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 

3）1270 日历天内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完成并整体移交。 

4、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设计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规范，达到《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规定（2016 版）》。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合格”标准，确保“西湖杯”。。 

5、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壹拾贰亿壹仟零壹拾捌万肆仟肆佰玖拾伍元(小写

金额：1210184495 元)。 

其中：设计费：9810000 元；设备购置费：7113670 元；建筑安装工程费：

1115621090 元；总承包管理及其他费用：13741735 元；不可预见费：63898000 

元。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 13 条变更和合同价格的调整，以及合同中其

它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调整。  

6、定义与解释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款中赋予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7、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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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本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1、阮家桥合同的总金额为 19832.035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 94,460.59 万元的比例为 21%。康桥合同的总金额为 121018.4495 万元，占

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94,460.59 万元的比例为 128.12%。上述合同实施

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如项目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市场竞争

力，为后续市场开拓和项目承接打好基础。 

3、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合同对交

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已对工程内容、合同工期、合同总价、费用支付等做出明确约定，合同

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

的不确定风险，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

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阮家桥项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2、康桥项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