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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0-063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关于中标及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公司于近日收到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5 份《中标通知书》，分别为

编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1、编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3、编

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4、编号：210101TP001007195001001、编号：

210101TP001006961001002，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信息 

1、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60062562U 

法定代表人：卢春峰 

成立日期：2004 年 04 月 09 日 

注册资本：86,48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地铁、轻轨工程建设；地铁、轻轨运营管理、物业管理服务；地

铁、轻轨综合技术开发，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

批准的项目除外），机械设备租赁，房屋场地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外各类广告，机电设备安装、调试（持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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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338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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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公司与招标人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中标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如下： 

年度 金额（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 

2017 1,386.93 1.18% 

2018 9,792.35 7.93% 

2019 1,551.22 1.92% 

4、履约能力分析：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其综合实力强，信誉优良，具有较好

的履约能力。 

二、中标项目情况概况 

2.1《中标通知书》编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1 

项目名称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包一） 

建设地址 沈阳市 

中标内容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望花街、劳动路、望花屯、上园路、北大营街、沈阳

北站 81 台扶梯及 1台轮椅升降机的供货及安装项目，均由投标人作为一项整体

工作来完成，即所谓的“交钥匙工程”。包括所要提供的扶梯及轮椅升降机，以

及（但不限于）设计、制造、试验、运输、吊运、仓储、提供所需的附件、工

具、测试仪器（表）和备品备件；安装、装修、调试、与其他相关系统的联合

调试、试运行、向政府有关机构报检、验收等工作；培训、工程实际验收合格

且问题整改完毕、24个月的质保和维保服务、8 年的维保服务。 

承诺事项 
2020年10月

15 日 
开工 

2023年12月

31 日 
竣工 

日历

工期 
1172 

质量

标准 

符合国家

验收标准 

中标金额 伍仟肆佰伍拾捌万贰仟元整 小写  54,582,000.00 元 

2.2《中标通知书》编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3 

项目名称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包三） 

建设地址 沈阳市 

中标内容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砂阳路、长白北、长白岛、长白南、王士屯 52台扶梯

及 1 台轮椅升降机的供货、安装及服务等工作，均由投标人作为一项整体工作

来完成，即所谓的“交钥匙工程”。包括所要提供的扶梯及轮椅升降机，以及（但

不限于）设计、制造、试验、运输、吊运、仓储、提供所需的附件、工具、测

试仪器（表）和备品备件；安装、装修、调试、与其他相关系统的联合调试、

试运行、向政府有关机构报检、验收等工作；培训、工程实际验收合格且问题

整改完毕、24 个月的质保和维保服务、8年的维保服务，详见招标文件。 

承诺事项 
2020年10月

15 日 
开工 

2023年12月

31 日 
竣工 

日历

工期 
1172 

质量

标准 

符合国家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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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金额 叁仟捌佰陆拾壹万捌仟柒佰元整 小写  38,618,700.00 元 

2.3《中标通知书》编号：210101TP001006961001004 

项目名称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包四） 

建设地址 沈阳市 

中标内容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南五马路、上河村、红椿路、城建学院、沈阳南站、

创新路 63台扶梯的供货、安装及服务等工作，均由投标人作为一项整体工作来

完成，即所谓的“交钥匙工程”。包括所要提供的扶梯以及（但不限于）设计、

制造、试验、运输、吊运、仓储、提供所需的附件、工具、测试仪器（表）和

备品备件；安装、装修、调试、与其他相关系统的联合调试、试运行、向政府

有关机构报检、验收等工作；培训、工程实际验收合格且问题整改完毕、24个

月的质保和维保服务、8 年的维保服务。 

承诺事项 
2020年10

月 15 日 
开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竣工 

日历

工期 
1172 

质量

标准 

符合国家验

收标准 

中标金额 肆仟陆佰贰拾肆万陆仟捌佰伍拾陆元整 小写 46,246,856.00 元 

2.4《中标通知书》编号：210101TP001007195001001 

项目名称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包一） 

建设地址 沈阳市 

中标内容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望花街～太原街站 12 座车站 24 台无机房电梯（以下

简称电梯）的供货及安装，即所谓的“交钥匙工程”。包括所要提供的电梯，以

及（但不限于）电梯的设计、制造、试验、运输、吊运、仓储等工作，并提供

所需的附件、工具、测试仪器（表）和备品备件等；安装、装修、调试、与其

他相关系统的联合调试、试运行、向政府有关机构报检、验收等工作；培训；

开通试运营后 24 个月质保和维保服务及质保期结束后 8 年的维保服务；其他各

类技术服务等，以及与其他相关系统的接口、技术协调等工作。 

承诺事项 
2020年10月

15 日 
开工 

2023年12月

31 日 
竣工 

日历

工期 
1172 

质量

标准 
 

中标金额 陆佰捌拾叁万贰仟捌佰元整 小写  6,832,800.00 元 

2.5《中标通知书》编号：210101TP001007195001002 

项目名称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包二） 

建设地址 沈阳市 

中标内容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砂阳路～创新路站 11 座车站 22台无机房电梯（以下

简称电梯）的供货及安装，即所谓的“交钥匙工程”。包括所要提供的电梯，以

及（但不限于）电梯的设计、制造、试验、运输、吊运、仓储等工作，并提供

所需的附件、工具、测试仪器（表）和备品备件等；安装、装修、调试、与其

他相关系统的联合调试、试运行、向政府有关机构报检、验收等工作；培训；

开通试运营后 24 个月质保和维保服务及质保期结束后 8 年的维保服务；其他各

类技术服务等，以及与其他相关系统的接口、技术协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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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2020年10月

15 日 
开工 

2023年12月

31 日 
竣工 

日历

工期 
1172 

质量

标准 

符合国家

验收标准 

中标金额 陆佰贰拾陆万柒仟捌佰元整 小写  6,267,800.00 元 

三、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中标金额共计

13,944.755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7.22%；沈阳地铁四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中标金额共计 1,310.0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62%。 

上述项目合计中标金额 15,254.815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18.84%，对公司 2020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已收到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但尚未正式签订合同，

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