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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0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28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5年、2016

年 1-6月，公司关联人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招投标等方式向公司提供建筑安装

劳务、工程设计和工程监理等服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为 8,859.11 万元和   

4,873万元。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衢州巨新氟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新氟化”）将其 35kt/a HFC（制冷剂）技改及产品

储运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建设工程采用（EPC）工程总

承包方式，发包给联合体（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浙江

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合同总价为

人民币 7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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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新氟化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承包方的控股股东均为巨化集团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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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交易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0年 11月，注册资本 98,014.1018 万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雷俊，注册地址为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内，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二氟甲烷、1，1，1，2-四氟乙烷、氯化氢（副产）、12-14%氢氟酸（副

产）生产（凭有效的《衢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经营）；货物进

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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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巨化股份 100% 

合  计 100%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巨新氟化公司总资产 111,607.96万元，

净资产 102,953.52 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341.66 万元，净利润

6,652.30万元 

2、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年 2月，注册资本 2000万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汤月明，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江城路 395号，经营范围：工程设计（承接

业务范围详见《工程设计证书》）、城市规划设计、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电力工

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及相关业务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包装材料、服装的销售、咨询服务，建筑施工，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监理、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销售。***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巨化集团公司 45% 

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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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杭州金联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 

4 杭州创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9.5% 

5 合计 100% 

经审计，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5068.35万元，净资产为 4590.97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122.98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309.94 万元。 

3、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注册资本壹亿捌仟万元，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施国有，注册地址为衢州

市巨化集中央大道 197 号 1 幢一楼，经营范围：高压容器 A1 级、第三类低、中

压容器 A2 级、焊接钢瓶 B2 级、罐式集装箱 C3 级制造、修理（以上经营范围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高高压容器 A1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 A2级、焊接钢瓶 B2

级、罐式集装箱 C3 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非标设备制造、

修理、销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从事可重复充装焊接钢瓶、罐式集装箱、

高压储罐、有色金属制品、换热器、非标设备及金加工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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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巨化集团公司 100% 

合  计 100%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

38973.75 万元，净资产 11322.72 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59.45 万元，

净利润-4343.37万元。 

4、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企业性质

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杨建敏，注册地址为衢州市巨化集

团公司内中央大道，经营范围：桥式起重机（B级、C级）、门式起重机（C级）

制造；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 B级安装、改造、维修；轻小型起重设备安装、

维修；锅炉安装、改造、维修（1 级）；压力管道安装(GB1 级、GB2 级、GC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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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化工石油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工程测绘、地籍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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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巨化集团公司 100% 

合  计 100%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

10552.76万元，净资产 2590.01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587.80 万元，净

利润 132.75 万元。 

5、关联关系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巨化集团公司

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均为巨化集团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将其 35kt/a HFC（制冷剂）技改及产品储

运扩建项目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发包给联合体（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

为联合体成员）承包。 

2、工程承包内容和范围：工程内容包括装置技改、液化烃罐区、龙门吊扩

建、配套公用工程等。涉及总图、工艺、设备、外管、电气、仪表、消防、给排

水、建筑、结构、暖通等专业的工程设计、采购、土建、安装及试车。 

3、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款：本项目 EPC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7500

万元（含编制安全、消防等政府报批所需专篇费用）。该合同价低于已经衢州市

政府有关部门项目备案的项目总投资 10248.9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9927.97万元）。 

4、付款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具体付款条件和金额由发包方和承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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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予以约定。 

5、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满足国家相关的工程验收质量标准，并满

足合同技术附件、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性能保证要求。 

6、总工期：控制在 2016年 11月底前完工。 

7、工程质量保证及责任：由发包方和承包方依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约定。 

8、保密条款：承包人提供的设计文件，其设计版权属于承包人，仅适用于

本工程，发包人负有保密义务，不经承包人同意不得提供或转让给第三方，亦不

得用于工程以外的项目。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文件也负有保密义务。

若因扩散、失密所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泄密方承担责任。双方约定保密期限

为项目交工后十年内。 

以上以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计划 2016 年 11 月建成投产，预计达产后年均利税总额 7154 万元。

本项交易的目的是，落实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主体责任，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

进度，保护项目专有技术，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尽早发挥投资效益，形成公司新

的经济增长点。 

本项交易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项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表决情况为：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胡仲明、周黎旸、汪利民、童继红回

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帅新武、李根美、余伟平、全泽事先认可将该关联交易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为：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和表

决《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工程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发包给关联方承包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对

该项议案的表决。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护项目的专有技术，有利于降低项

目建设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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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该项议案。 

本项关联交易事先已根据《浙江省招投标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经衢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审核，衢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无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及有关部门批准。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无。 

七、上网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六届二十六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