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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0-07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履行期间可能遇到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 

及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因此存在一定 

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来不存在签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 

达预期的情况。 

一、合同签署概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2 日、2020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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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近日公司与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地铁”）在沈阳市签订

了 5 份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元）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 45,170,0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三合同包）合同 32,670,0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四合同包）合同 39,139,7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 5,392,8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二合同包）合同 4,947,800.00 

合计 127,320,300.00 

注：上述合同的签订金额为设备采购及安装投标总价，不含 8 年维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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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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合同的签署为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行为，本合同的签订及执行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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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3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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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同主要内容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沈

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三合同包）合同》、《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四合同包）合同》、《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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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

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二合同包）合同》，主要签订内容如下： 

买方：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价格 

合同名称 设备数量 合同金额（元）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

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第一合同包）合同 

望花街、劳动路、望花屯、上园

路、北大营街、沈阳北站 81台扶

梯系统及 1 台轮椅升降机系统的

供货及安装 

设备总价 38,757,350.00 

安装费 6,412,650.00 

合计 45,170,0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

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第三合同包）合同 

砂阳路、长白北、长白岛、长白

南、王士屯 52台扶梯系统及 1 台

轮椅升降机系统的供货及安装 

设备总价  28,358,414.00 

安装费 4,311,586.00 

合计 32,670,0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

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第四合同包）合同 

南五马路、上河村、红椿路、城

建学院、沈阳南站、创新路 63 台

扶梯系统的供货及安装 

设备总价 34,019,564.00 

安装费  5,120,136.00 

合计 39,139,7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

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第一合同包）合同 

望花街～太原街站 12 座车站（不

含车辆段、停车场）的 24 台电梯

设备的供货及安装 

设备总价 4,412,808.00 

安装费 979,992.00 

合计 5,392,800.00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

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第二合同包）合同 

砂阳路～创新路站 11座车站（不

含车辆段、停车场）22台电梯设

备的供货及安装 

设备总价  4,036,978.00 

安装费  910,822.00 

合计 4,947,800.00 

总计 127,320,300.00 

2、付款 

2.1 合同价格全部以人民币支付 

2.2 合同设备价格支付 

2.2.1 预付款 

支付设备总价的 10 %，卖方需提供预付款同等金额的预付款保函。买方于

合同生效后在买方收到卖方的支付申请、预付款保函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

二（42）天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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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投产付款 

支付设备总价的 20%，将于买方向卖方发出生产通知后，卖方开始生产之

前，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2.3 货到付款 

支付设备总价的 40%,将于设备运到买方指定交货地点后，在买方收到卖方

提交的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由买方按每批到货

设备价的 40%支付给卖方。 

2.2.4 安装就位付款 

支付设备总价的 15%，将于设备运到买方指定交货地点并安装就位后，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由买

方按每批到货设备价的 15%支付给卖方。 

2.2.5 初步验收付款 

支付设备总价的 5%，将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

后四十二（42）天内，由买方按通过初步验收的货物设备价的 5%支付给卖方。 

2.2.6 竣工验收及结算付款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进行结算审核完毕后，支付至最终结算价的

97%，将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

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2.7 质保金 

最终结算价的 3%作为质保金，质保金期结束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支付申

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一次性支付。 

2.3 安装合同支付 

2.3.1 预付款 

支付安装总价的 30%，卖方需提供预付款同等金额的预付款保函。将于买

方向卖方发出生产通知后，卖方开始生产之前，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支付申请、

预付款保函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由买方按安装价的 30%

支付给卖方。 

2.3.2 安装就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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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安装总价的 55%，将于设备运到买方指定交货地点并安装就位后，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支付申请以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由买

方按每批到货货物安装价的 55%支付给卖方。 

2.3.3 竣工验收付款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进行结算审核完毕后，支付至最终结算价的

97%，将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支付申请，并附下列单据后四十二（42）天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3.4 质保金付款 

结算价的 3%作为质保金，质保金期结束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支付申请以

及买方要求的单据后一次性支付。 

3、开工和完工 

3.1 开工 

合同生效后，卖方应抓紧做好设计、采购、设备制造及其它相关准备工作，

并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准时开工。 

3.2 完工 

卖方应按照双方约定的进度计划进行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性能检验等

工作任务，如果卖方未能按时完成任务，则应按该附件的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赔

偿。 

4、合同生效和签约地 

4.1 本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且买方收到卖方提供的履

约保证金后本合同生效。 

4.2 合同签约地 

本合同签约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 

5、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终止之日止。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沈阳地铁签订的合同金额共计 12,732.0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5.72%，其中：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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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项目合同金额共计 11,697.9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4.45%；沈阳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合同金额共计

1,034.06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28%。上述合同的签订及

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合同中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

任归属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公司产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原材料价格

波动的风险，公司将做好相关风险控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七、备查文件 

1、《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 

2、《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三合同包）合同》； 

3、《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四合同包）合同》； 

4、《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一合同包）合同》； 

5、《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第二合同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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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