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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1-58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5G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5G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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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

利润的初步预测，不代表对利润实现的保证和承诺。工程施工不确定

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性，请以最终审计

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1、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在中标及签署合同时，尚无设

计成果，业主方仅出具工程投资控制总价，故工程总造价尚无准确数

据，可能存在工程收入偏差变动较大的风险。 

2、工程总承包模式对成本控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要通过完整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形成规模化成本优势，公司目

前尚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工程全周期成本。 

3、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

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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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

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 5G 互联

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具体详见 2021

年 5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确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中国建筑

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西南设计院）组成

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近日，联合体与项目业主成都互联新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川科技）、代建业主中新（成都）创新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新创新）正式签订了《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合同》和《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倍特建安分别承担 73,593.58 万元、117,245.39 万元的施

工工作。由于项目业主新川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控股孙公司，代建业主中新创新为公

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均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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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

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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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业主基本情况（关联方） 

1、成都互联新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业主）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2）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中

段 88 号 19 楼 1912 号 

（3）主要办公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

城大道中段 88 号 19 楼 1912 号 

（4）法定代表人：李福金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AYF951G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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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科技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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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川科技为高投集团的控股孙公司。 

（9）公司与项目业主存在关联关系，新川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高

投集团的控股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10）履约能力：新川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

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1）主要业务发展状况：产业园区开发运营项目公司。 

（12）主要财务数据：新川科技注册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尚无已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 

2、中新（成都）创新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代建业主）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2）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中

段 88 号 

（3）主要办公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

城大道中段 88 号 

（4）法定代表人：李小波 

（5）注册资本：188,000 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97263195W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含土地整理）；

基础设施投资及管理；科技中介服务；科技成果的技术推广服务；投

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劵、期货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和项目管

理；商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环境科技的开发；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养护及咨询；污水处理；环境治理设施建设经营；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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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凭资质证

书经营）；房屋租赁；园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工程

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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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

外）。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新创新为高投集团控股子公司。 

（9）公司与代建业主存在关联关系，中新创新为公司控股股东高

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10）履约能力：中新创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

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1）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园区开发及

综合运营、国际化产业园区综合运营。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13,963,935.81 7,098,094,597.00 

负债总额 4,550,476,124.79 3,195,105,066.84 

净资产 2,163,487,811.02 3,902,989,530.16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084,418.89 138,979,186.92 

净利润 498,280.86 83,732,6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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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祝庆 

（2）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

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

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

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龙卫国 

（2）注册资本：38,331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建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咨询与技术服

务；市政公用给水、排水、燃气、热力、桥梁、隧道、道路工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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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园林等工程设计及相关咨询与技术服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

幕墙工程设计、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

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咨询与技术服务；商物粮行业、

通信铁塔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咨询与技术服务；城市规划设计及相应的

咨询与技术服务；建筑、公用工程科研实验项目；工程总承包及项目

管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建筑专业工程咨询、评估咨询、工

程项目管理，涵盖相应的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内容；压力管道设计；

境外建筑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对外派遣上述项目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

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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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西路 8 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西南设计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

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 

1、工程名称：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2、工程地点：成都市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第四组团内 

3、工程内容：主要包括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范围内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及整

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等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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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工期：870 个日历天（含设计、施工工期）。 

5、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

73,593.58 万元 

6、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①按双方约定的工程节点支付至该节点累计完成产值的 75%； 

②工程完工且完成节点结算后，支付至节点结算金额的 80%。 

（2）结算款： 

①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

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以及已支付的农民工工资。 

②工程竣工验收、规划验收并终审完成后承包人将全套合格资料

移交给发包人并配合发包人将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接管单位及发包

人档案室等并取得移交审查意见书后支付至终审金额的 97%，剩余 3%

作为质保金，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履行完维修义务后三个月内无息返还

承包人。 

（二）《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合同》 

1、工程名称：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2、工程地点：成都市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第四组团内 

3、工程内容：主要包括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范围内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及整

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等全部工作。 

4、合同工期：870 个日历天（含设计、施工工期）。 



9 

 

5、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

117,245.39 万元 

6、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①按双方约定的工程节点支付至该节点累计完成产值的 75%； 

②工程完工且完成节点结算后，支付至节点结算金额的 80%。 

（2）结算款： 

①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

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以及已支付的农民工工资。 

②工程竣工验收、规划验收并终审完成后承包人将全套合格资料

移交给发包人并配合发包人将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接管单位及发包

人档案室等并取得移交审查意见书后支付至终审金额的 97%，剩余 3%

作为质保金，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履行完维修义务后三个月内无息返还

承包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4 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

控制价为 199,419.46 万元。倍特建安的中标价为 190,838.97 万元，其

中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为 73,593.58 万元，5G 互联

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为 117,245.39 万元，下浮 5.03%。本次

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标

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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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 

五、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市

高新区的建设施工项目，符合公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

展规划。本项目预计将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工，项目一标段、二标段总

工期均为 870 天。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2021 年度

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20,000 万元（已扣除暂列金及税金影响），其中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15,000 万元，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预计确认营

业收入约 5,000 万元。本项目一标段、二标段预估毛利率均为 5%，系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预计

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影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

利的准确性。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

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

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新川科技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不存

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

新川科技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076.62 万元。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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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 

（二）《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