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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0          证券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业务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按照合同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生效，但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

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3、若合同顺利履行，预计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看，预计将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4、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签订重大合同情况详见本公告具体内容“六、其他

相关说明”。 

近日，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分别与浙江金睿冠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睿冠”）、宿迁荣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宿迁荣慧”）、宿迁荣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荣礼”）、

双鸭山荣智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鸭山荣智信”）签署了《锂电

池储能系统销售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 1,064 万元）、《江苏泗阳海环一期污

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计

1,000 万元）、《江苏泗阳海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

成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计 1,000 万元）、《双鸭山市宏大矿业“光储

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计 3,114.8 万元），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冠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新能源”）与苏欣新

能源科技（宜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欣新能源”）签署了《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744.58 万

元），前述合同含税金额合计为 6923.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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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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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现自

愿披露上述业务合同相关信息如下： 

一、合同签署情况 

（一）公司与浙江金睿冠 

近日，公司与浙江金睿冠签署了《锂电池储能系统销售合同》，浙江金睿冠

拟向公司购买磷酸铁锂储能集装箱系统，合同含税金额 1,064 万元。 

（二）公司与宿迁荣慧 

近日，公司与宿迁荣慧签署了《江苏泗阳海环一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

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鉴于发包人宿迁荣慧拟建设江苏泗阳海

环一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委托公司承担上述项目的总承包

工作，合同金额暂计 1,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

计算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 

（三）公司与宿迁荣礼 

近日，公司与宿迁荣礼签署了《江苏泗阳海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

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鉴于发包人宿迁荣礼拟建设江苏泗阳海

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委托公司承担上述项目的总承包

工作，合同金额暂计 1,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

计算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 

（四）公司与双鸭山荣智信 

近日，公司与双鸭山荣智信签署了《双鸭山市宏大矿业“光储充”综合能源

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鉴于发包人双鸭山荣智信拟建设双鸭山市宏大矿业

5.99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委托公司承担上述项目的总承包工作，合同金额

暂计 3,114.8 万元，最终以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计算“光储充”综合

能源系统集成价款。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冠华新能源与苏欣新能源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冠华新能源与苏欣新能源签署了《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总承包合同》，发包人苏欣新能源委



3 

 

托冠华新能源承担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项目，合同总金额

744.58 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浙江金睿冠 

1、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金睿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云济源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软件开发；电力测功电机销售；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测功电机制造；电气设备销售；发

电技术服务；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子专用

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

设施器材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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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新材料科技城贵驷街道镇骆西路 1268 号 755 幢 2 楼

263 室 

2、公司与浙江金睿冠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与浙江金睿冠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浙江金睿冠信用状况良好，项目经验丰富，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 

（二）宿迁荣慧 

1、基本情况： 

名称：宿迁荣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光辉 

注册资本：1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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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推广服务；

环境应急治理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

仪器仪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

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租赁服务（不含

出版物出租）；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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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泗阳县众兴镇詹庙社区闸塘组 51 号 

2、公司与宿迁荣慧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与宿迁荣慧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宿迁荣慧信用状况良好，已运营新能源历史业绩盈利能

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宿迁荣礼 

1、基本情况： 

名称：宿迁荣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光辉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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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节能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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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泗阳县文城路新城首府 14#S101 

2、公司与宿迁荣礼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与宿迁荣礼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宿迁荣礼信用状况良好，已运营新能源历史业绩盈利能

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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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鸭山荣智信 

1、基本情况： 

名称：双鸭山荣智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光辉 

注册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

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许可项目：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夹信子镇四新村北宝清县西山煤矿院内

（自主申报） 

2、公司与双鸭山荣智信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与双鸭山荣智信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双鸭山荣智信信用状况良好，已运营新能源历史业绩盈

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五）苏欣新能源 

1、基本情况： 

名称：苏欣新能源科技（宜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国福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

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气设备销售；风电场相关 s 装备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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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宜兴市官林镇韶巷村 588 号 101-2 室 

2、公司及子公司与苏欣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及子公司与苏欣新能源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苏欣新能源信用状况良好，项目经验丰富，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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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锂电池储能系统销售合同》 

甲方：浙江金睿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采购产品： 

合作期间内，甲方拟向乙方购买的磷酸铁锂储能集装箱系统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型号 
数量

（MWh） 
税率 

单价

（元） 

项目总价

（元） 

宁波市联诚电镀有

限公司储能项目 

2150.4KWh 电池系

统 3 套+2150kW 升

压变流一体机 l 套 

6.45 13% 1.65 10640000 

合计 10640000 

总价款（含税）：¥10640000（大写：一千零陆拾肆万元整） 

技术要求：以双方确认的《分布式储能项目建议书》为准 

2、支付期限及进度： 

（1）甲方收到用户预付货款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款的 10%作为预付款。 

（2）设备安装调试并网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供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款的 85%。 

（3）合同总价款的 5%作为质保金，质保周期 1 周年。 

3、交货： 

（1）交货时间：双方确定本合同产品交货时间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

任何情况下，合同的交货时间未能满足以上条件的，交货时间应作相应的延长。 

（2）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3）因产品的运输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标准包装，甲方没有要求的，采用本行业通用

的方式进行包装。 

4、产品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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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收检验：甲方接收产品前，应先对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包装、外观等进行检验。 

（2）正式验收 

甲方应在正式验收期限内，对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文件、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等

一切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产品的正式验收标准均以技术文件为准，正式验收结果需经双方均认可后方

生效。 

产品正式验收期限：甲方应在 EPC 并网完成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启动正式

验收。 

（3）检验标准 产品的检验标准均以技术文件为准。 

（二）《江苏泗阳海环一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

目总承包合同》 

发包人：宿迁荣慧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江苏泗阳海环一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

集成项目。 

2、总承包合同价格： 

本合同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的固定单价为 5 元/瓦（不含无功补偿装置），

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5 元/瓦*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本工程暂

定总容量 2 兆瓦，暂计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10000000 元），最终以本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计算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 

3、合同款项的支付节点： 

（1）合同签订完成后，承包人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 

（2）承包人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的，发包人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除工程尾款外的全部款项的支付。最终结算金额的 3%为工程尾款。工

程尾款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次日起三个月支付。付款金额经发包人确认并收到承

包人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后按合同约定付款日予以付款。 

4、工期目标： 

合同生效后，承包人 2023 年 6 月 30 日完成本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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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网工作（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延误并网时间除外）。 

5、项目进度计划： 

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项目进度计划（含工程

建设总进度计划、设计进度计划、采购进度计划、施工调试进度计划），其中施

工期限须符合合同约定。项目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方可实施，发包人于收到

项目进度计划的 5 日内提出批准意见，但发包人的批准并不能解除承包人的合同

责任。 

6、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

章或公章后生效。 

（三）《江苏泗阳海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

目总承包合同》 

发包人：宿迁荣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江苏泗阳海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

集成项目。 

2、总承包合同价格： 

本合同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的固定单价为 5 元/瓦（不含无功补偿装置），

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5 元/瓦*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本工程暂

定总容量 2 兆瓦，暂计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10000000 元），最终以本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计算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价款）。 

3、合同款项的支付节点： 

（1）合同签订完成后，承包人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 

（2）承包人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的，发包人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除工程尾款外的全部款项的支付。最终结算金额的 3%为工程尾款。工

程尾款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次日起三个月支付。付款金额经发包人确认并收到承

包人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后按合同约定付款日予以付款。 

4、工期目标： 

合同生效后，承包人 2023 年 9 月 30 日完成本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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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网工作（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延误并网时间除外）。 

5、项目进度计划： 

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项目进度计划（含工程

建设总进度计划、设计进度计划、采购进度计划、施工调试进度计划），其中施

工期限须符合合同约定。项目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方可实施，发包人于收到

项目进度计划的 5 日内提出批准意见，但发包人的批准并不能解除承包人的合同

责任。 

6、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

章或公章后生效。 

（四）《双鸭山市宏大矿业“光储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 

发包人：双鸭山荣智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双鸭山市宏大矿业 5.99 兆瓦“光储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项

目。 

2、总承包合同价格 

本合同“光储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的固定单价为 5.2 元/瓦（不含无功补偿

装置），“光储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价款=5.2 元/瓦 ×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

装机容量（本工程暂定总容量 5.99 兆瓦，暂计人民币大写：叁仟壹佰壹拾肆万捌

千元整（¥ 31148000 元），最终以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装机容量计算“光储充”

综合能源系统集成价款）。 

3、合同款项的支付节点 

（1）合同签订完成后，承包人在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 

（2）承包人在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的，发包人在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除工程尾款外的全部款项的支付。最终结算金额的 3%为工程尾款。

工程尾款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次日起三个月支付。付款金额经发包人确认并收到

承包人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后按合同约定付款日予以付款。 

4、工期目标 

合同生效后，承包人 2023 年 10 月 30 日完成本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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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并网工作（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延误并网时间除外）。 

5、项目工期计划 

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项目进度计划（含工程

建设总进度计划、设计进度计划、采购进度计划、施工调试进度计划），其中施

工期限须符合合同约定。项目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方可实施，发包人于收到

项目进度计划的 5 日内提出批准意见，但发包人的批准并不能解除承包人的合同

责任。 

6、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即行生效。 

（五）《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总承包合

同》 

发包人：苏欣新能源科技（宜兴）有限公司 

承包人：江苏冠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位于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

项目。 

2、合同总价：人民币元∶￥7445790.00 元（含税价）（大写：人民币柒佰

肆拾肆万伍仟柒佰玖拾元整）。 

3、支付期限及进度： 

（1）预付款：合同总金额的 50%计：¥3,722,895.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佰

柒拾贰万贰仟捌佰玖拾伍元整），在合同生效后，当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等

值金额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经发包人审核无误后不迟于 5

个工作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承包人。 

（2）工程进度款：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设备全部到货，发包人及项目管理人

在合同现场经清点无误并验收合格，发包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作为第一笔

进度款，计：¥2,233,737.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佰贰拾叁万叁仟柒佰叁拾柒元整）。 

（3）项目调试并网验收合格后，发包人总计支付合同款至合同总价的 97%

给承包人。 

（4）合同余款 3%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系统正常运行一年后由发包人退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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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人。 

4、工程期限： 

本合同总工期为设备进厂后 75 天内完工。如遇下列情况，工期作相应顺延。

（1）施工现场不符合安全施工；（2）设计范围内重大设计变更；（3）人力不

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及战争）而影响工程进度；（4）发包人不能

按合同规定支付工程款。 

承包人在以上情况发生的十天内，就延误的内容和因此发生的经济支出向发

包人提出报告。发包人代表在收到报告后，在十天内予以确认和答复，逾期不予

答复，承包人可视为要求已被确认。 

5、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的生效日期以下列事件最晚发生者为准：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合同文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合同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均已完成合同项下各自的义

务为止。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业务合同，符合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发展规划，若合同顺利

履行，预计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从长

期看，预计将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签订的合同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

对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合同

虽已正式签署并生效，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

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披露的签订重大合同情况：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对外

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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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外那仁太能源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那仁太”）签

署了《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中海外那仁太拟向公司采购锂电池储

能系统，金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但由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公司与中海外那仁

太正在技术对接，上述合作事项推进延缓。目前，公司仍在积极与中海外那仁太

相关方联络沟通，后续一旦双方合作有实质性进展，或发生其他重大变化，公司

将及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

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次签订合同的履

行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锂电池储能系统销售合同》 

（二）《江苏泗阳海环一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

目总承包合同》 

（三）《江苏泗阳海环二期污水处理厂 2 兆瓦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项

目总承包合同》 

（四）《双鸭山市宏大矿业“光储充”综合能源系统集成项目总承包合同》 

（五）《江苏东超电缆 1.962MW 屋顶分布式光储一体化系统集成总承包合

同》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