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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2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规定，东华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东华科技”）现公告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一、关于生产经营整体情况 

项目 

类型 

第一季度 

新签约订单 

第一季度 

中标未签约订单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备注 

数量 

（个） 

金额 

（万元） 

数量

（个） 

金额 

（万元） 

数量

（个） 

金额 

（万元） 

设计 

技术性 

服务 

56 10,065.81 0 0 672 111,736.90 
即咨询、 
设计项目 

工程 

总承包 
4 36,433.35 1 13,435.85 72 1,539,447.52 

含 EPCM

等 

合计 60 46,499.16 1 13,435.85 744 1,651,184.42   

二、关于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1、刚果(布)蒙哥 1200kt/a 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3 年 7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

本合同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 36 个月。本合同价格

分为固定部分和非固定部分，其中固定部分价格为 497,391,000 美元，

非固定部分价格为 24,462,000 美元，上述款项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

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0,813.83 万元人民

币，累计收款折合人民币 13,494.69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13,975.93

万元人民币。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同时鉴于该项目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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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发生变更，且该项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及建设条件等可能发生重

大变化，该总承包合同履行具有不确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存在一定风

险。本公司对该项目累计计提了 31,742.89 万元人民币资产减值准备。

同时，一方面稳妥处置该项目的已采购设备合同，另一方面密切关注项

目进展情况，加大与相关方的沟通力度，以期推动项目的重组、重启。 

2、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 万吨/年乙二醇 EPC 总

承包工程合同 

本合同于 2011 年 1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 2013 年 7 月

签订补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

开车服务）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 50 个月。本合同金额为

315,602.84 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目前正在办理竣工结算工作。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75,448.44 万元，累计收款 278,981.53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277,868.66 万元。业主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

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3、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书 

本合同于 2014年 3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 2014年 6月、

2015 年 6 月签订补充协议书；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 22 个月。本合同金额为

369,628.13 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由于业主长期拖欠工程款，本公司于2017年5月向内蒙古康乃尔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2018年5月，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项诉

讼作出一审判决（详见东华科技2018-018号公告）。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于2018年7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详见东华科技2018-037号

公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对内蒙古康乃尔上诉案进行判

决，并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32号】，判决结果

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东华科技2018-064号公告）。该项诉讼已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由内蒙古通辽中院执行。2019年12月，通辽中院指

定的评估机构已完成对项目装置的评估工作，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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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价值为 28.28 亿元人民币。2020年9月、10月、11月，通辽中院分

别组织了对上述资产2次拍卖、1次变卖工作，但均已流拍（详见东华科

技2020-047号、2020-052号、2021-001号公告）。 

2020年4月，本公司向通辽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即“二次诉讼”），

请求解除该项目的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判令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支付合同解除后应付款项及利息等，通辽中院已受理该项诉讼，

详见东华科技2020-019号公告。2020年9月，二次诉讼在通辽中院第一

次开庭审理，目前未判决。 

一方面，本公司继续加强与通辽中院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动该项目

后续执行事项，稳步推进二次诉讼工作，以期收回工程欠款等。另一方

面，持续加强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项目业主及控股股东、相关单位之间

的交流，以期推进该项目的重组、重启工作。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13,267.50万元，累计

收款211,994.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94,095.30万元。目前该项目

已处于停工状态，业主方的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对该项

目累计计提了5,751.66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 30 万

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6 年 1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

本合同项目的采购、施工、“三查四定”、培训、试车、工程验收、竣

工结算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 22 个月；本合同金额为 165,800 万元人

民币，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30,410.11 万元，累计收

款 121,624.35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103,646.16 万元。该项目业主

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5、四川泸天化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 2×10 万吨/年聚碳酸酯工业化

示范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6 年 8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

本合同项目的设计管理、采购、施工、项目管理直到工程中交以及后续

的试车、质量保修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 22 个月（业主方调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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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本合同金额为 58,669.24 万元人民币，其中：

设备购置费、主要材料费和工程建设管理费等固定总价为 41,816.16 万

元；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等暂定总价为 16,853.08 万元，由业主根

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58,426.26 万元，累计收款

35,707.97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39,948.04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6、瓮安东华星景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瓮安县草塘“十二塘”景

观工程（一期）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7 年 5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本公司主

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景观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业主人

员培训，以及协助完成项目验收的技术指导、支持和服务等工作，建设

工期约为 19 个月，合同金额为 87,449.17 万元人民币（暂估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71,979.48 万元，累计收款

67,083.69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72,059.16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7、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

程 6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锅炉装置、脱盐水及污水处理装置

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7 年 12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

本合同项目界区内土建、给排水、设备、管理、仪表与自控、电气等为

完成本合同装置建设并实现中间交接的全部工作，在联动试车和投料试

车中为业主提供指导与支持服务；建设工期约为 26 个月，合同金额为

108,448.57 万元人民币（暂定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95,530.79 万元，累计收款

94,847.78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90,045.94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8、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含黑臭水体治理）标段三项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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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8 年 5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

明镜湿地、白龙湿地施工图设计及该项目的部分施工任务，包括绿化工

程、园林工程、水环境工程、湿地工程、景观工程及配套市政管线、道

路、管理用房等工程。建设总工期为 1095 天（约 3 年），合同金额暂定

人民币 120,527.00 万元，具体以竣工结算政府部门审计价为准。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目前政府方正在办理项目建设的相关前期工

作，项目实际进度较计划进度有一定滞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

项目未确认收入，累计收款 5,722.85 万元，未确认工程结算。该项目

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9、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总

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8 年 12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由本公司与上海

华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谊”）作为承包人。本公司和上

海华谊主要负责乙二醇装置的设计、采购、施工，负责单机试车、机械

完工直到工程中间交接前的全部工作，并在联动试车、投料试车和性能

考核阶段对业主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服务。上海华谊与本公司按照本合

同明确各方承担的工作范围。同时，本公司作为承包人的牵头人，负责

本合同项目的全面实施和管理。本合同建设工期约 24 个月，合同金额

为 94,638.88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对应的部分）。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66,923.70 万元，累

计收款 61,633.44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60,902.74 万元。该项目业

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0、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尾气制 30 万吨/年乙二

醇联产 LNG 项目 PC（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及 PMC 项目管理合同 

本合同于 2019 年 4 月签订，为总承包及 PMC 项目管理合同。本公

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目部分装置的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

工、投料试车直至项目机械竣工的全部工作；同时，本公司作为管理商，

负责本合同项目中剩余部分装置或主项（即本公司 PC 总承包范围内的

除外）在建设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工作。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 178,900 万

元人民币（含税），建设工期约为 16 个月；PMC 合同总价为 2,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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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服务时间约为 20 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09,251.54 万元，累计收款

109,465.60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96,814.77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1、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19 年 8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

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以及单机试车、机械完工直至

装置中间交接前的全部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136,690.19万元人民币，

建设工期约为 22 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72,096.85 万元，累计收款

97,161.83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92,139.35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2、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

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目草酸二甲酯装置建设工程总承

包合同 

本合同于 2020 年 5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

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工程采购、施工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

价款为 243,630.46 万元人民币，建设工期约为 15 个月。根据工程总承

包合同的相关约定，2020 年 10 月补充签订了关于设备采购的系列协议，

签订后的合同总价款为 329,100.76 万元。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19,166.20 万元，累计收款

150,455.36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44,793.17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3、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

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目乙二醇装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

同 

本合同于 2020 年 5 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

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工程采购、施工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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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为 138,218.9 万元人民币，建设工期约为 15 个月。根据工程总承

包合同的相关约定，2020 年 10 月补充签订了关于设备采购的系列协议，

签订后的合同总价款为 169,512.99 万元。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47,840.16 元，累计收款

82,392.80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38,392.46 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以上签约主体为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重大项目是指项

目金额占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以上的项目。 

2、以上重大合同具体签约情况可查询本公司发布于《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上的日常重大经营合同公告。 

3、鉴于以上有关数据存在阶段性，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

最终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同时，由于受客户情况变化、财务核算

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未来确认的营业收入与合同金额并不完全

一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