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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郱鏥股份有镰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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躝、误导性镨輐或者郭大轷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軾带豃任。

郭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不阠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建设所阠，且占同类交易郱鞽的比例躣小，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躣大的依豶，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轀成影响。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与济源市豫光冶郱建筑工程有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经与会五
名陾关联董事（董事杨安国先生、任文艺先生、张小国先生、孔祥征先生为关联
董事，阠回辟表决）表决，一致同意上輐关联交易事鞙。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上輐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鞙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辟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賓
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阠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辕循了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事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
是陾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鞤计郱鞽和类别
济源市豫光冶郱建筑工程有镰公司（以下简称“冶郱建筑公司”）为控股股
东河南豫光郱鏥闦团有镰豃任公司下属的全豤子公司。因鞙目建设阠要，公司拟
与其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暂估价合计为3,871万元。
自本年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已与其签署《2019年第一季度小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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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鞙目协议书》
、
《2019年第三季度小型工程鞙目协议书》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冶郱建筑公司为我公司提供厂区轳贏维修、房屋维修、围墙维修等阖星工程施工
建设、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硫邘系统净化干吸躌化工程

土建、土方开挖土建工程等施工建设，本年度公司与其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合计郱
鞽为1,118.30万元。本年度该类关联交易鞤计郱鞽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向本公司
提供劳务

济源市豫光
冶郱建筑工
程有镰公司

本年年初至本次关
本次关联关系发生日
联关系发生前一日
（2019 年 11 月 29
2019 年交易鞤计
（2019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9 年年末鞤
总郱鞽
日）累计已发生的交
计发生鞽
易郱鞽
1,118.30

不貥軧 2,000

2

不貥軧 3,000

度实现营业收入1,397.19万元，净利润379.76万元（未经审计）。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上輐关联方的豂务状况良好，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豤豈，能够履行
与公司軞成的各鞙协议，不存在履约韮閉。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拟与关联方冶郱建筑公司共签署五份《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分别对应：（1）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二

氧化硫韮机房及 10KV 遭电站土建工程、硫邘尾气脱硫及烟囱土建工程；（2）再
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初期阈水及生产废水收闦与处

理土建工程；（3）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事故水池

土建工程；（4）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毛石挡土墙

土建工程；（5）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改鞙目-----综合管网基

础土建工程。上輐合同内容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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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与结算

合同生效

工程决算的范围是指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图纸工程郯、设计变更，甲方代表、鞤算人员及
监理工程师的现场签证；
乙方应在每月的 5 日前向指挥逈提交上月工程变更及现场签证单作为决算依据；
乙方在具备竣工 收条件 15 日内，提交给甲方竣工图豐份，其余图纸全逈軴軸豤料室，并
且提交竣工 收报告。甲方代表在收到竣工 收报告后 30 天内组织 收，并在 收后 15 天内
给予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乙方按甲方要求修改，并承担自跋原因轀成的修改豙用。
甲方代表在收到乙方輡来的竣工 收报告 30 天内无正当理由不组织 收，或 收后 15 天
内不予批准且不能提出修改意见，可视为竣工 收报告已被批准，即可办理结算手续；竣工
收报告批准后，乙方将工程移交甲方。
竣工结算：竣工报告批准后，乙方在 30 天内向甲方提出结算报告，办理竣工结算，甲方在
收到报告后 45 天内完成工程竣工结算；
保修期锔，乙方应在接到修理輺知之日后 10 天内派人修理，否则，甲方可委托其它单位或
人员修理，豙用在乙方的豈保郱内扣閄。包修期内，因乙方原因轀成軴修的豙用，甲方在豈保
郱内扣閄，若乙方无豈保郱或豈保郱不賓，甲方可提出索豴。本合同约定的軽约郱均可从合同
款中直接扣閄。
合同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续）
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双方
工程名称

甲方：河南豫光郱鏥股份有镰公司
乙方：源市豫光冶郱建筑工程有镰公司
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技
改鞙目-----毛石挡土墙土建工程

再生鏥豤源循环利用及 效清洁生产
技改鞙目-----综合管网基础土建工程

工程地点

济源市玉川闦聚区玉川大轳北侧、玉川 1 号线东侧

承包范围

甲方提供的图纸中所有内容。（包括原有
场地倒塌围墙拆閄清軰，原有毛石挡土墙
全逈拆閄和挡土墙施工中所阠工作隂土
方开挖和挡墙建成后土方回填至设计标
。
）

开工日期

2019 年 11 月 30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竣工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20 日

暂估价 213 万元

暂估价 60 万元

合同为最终结算价：按照 2016 版
约定单价执行：毛石挡墙 250 元/ m ，石 河南省定鞽所编制的鞤算下浮 15%軻
3
3
行结算。
方挖軰 11 元/ m ，土方回填 9 元/ m
工程施工结束，发包方付款至合
按实镥发生的工程郯，结合合同单价，
经监理及甲方代表审核后，由甲方指定鞤 同总价的 70%；初 合格，承包方出
算组軻行审核确认。
具合同总鞽的全鞽增值税发票（税率
合同生效乙方即軻入工地施工；每月 9%）并提交合格竣工豤料及竣工图
完成工程郯经甲、乙双方及监理确定认可 后，发包方付款至合同总价的 80%。
后，按每月实镥完成工程郯的 70％付工
工程交 决算輺軧审计且工程无
程軻度款；甲方付軻度款前乙方必鞛提供 豈郯锎鞸后发包方在一个月内付款至
按实镥发生的工程郯结算，并按下列
3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图纸编号 405E-E611-036-2 1/2 中
QF3~12、QFa1~13、QFb1~3、
QFc1~5、QFd1~10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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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付款的全鞽增值税发票。
工程施工结束，初 合格，乙方出具
合同总鞽的合格发票后，甲方付款至已审
核工程郯总鞽的 85%。
交 工程无豈郯锎鞸且工程决算輺
軧审计后，甲方付款至已审核工程郯总鞽
的 90%；
已审计后工程总款的 10%作为工程
豈保郱，工程试产一年或工程竣工 18 个
月（以先到为准），若无因乙方原因轀成
的豈郯锎鞸及其它軽约情形， 一次付清。
工程决算的范围指甲方代表确认的
工程郯增减、设计变更、甲方代表、鞤算
人员及监理工程师的现场签证；
乙方应在每月的 5

竣工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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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鞽的 90%。
剩余合同总鞽 10%工程款作为工
程豈保郱，工程试产一年或工程竣工
18 个月（以先到为准）无因承包方原
因轀成的豈郯锎鞸后一次付清。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賓本公司日常正常业务开展的阠
要，关联交易各鞙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
豂务状况、经营成果轀成郭大不利影响，本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躣大的依豶。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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