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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珠海宏昌二期年产 14万吨液态环氧树脂项目”

签订《全面咨询、管理及设备采购总包协议书》暨对

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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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书内容:关于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昌”） 二

期年产 14万吨液态环氧树脂项目与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台工程”）签订《全面咨询、管理及设备采购总包的协议书》 

 协议书金额：总价为人民币肆亿叁仟贰佰伍拾万元整(RMB432,500,000

元) 

 协议书有效期限：签约双方权利和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协议书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环氧树脂行业市场前景的判

断，但环氧树脂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投

资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预期效益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2、本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或建设资金筹措不

到位等，将导致项目的实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本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因各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项目效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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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出强度等不达《项目投资协议》约定而造成违约的风险。 

4、本协议书履行对项目顺利建设有直接影响，预计对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

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5月 13 日，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

昌电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项目投资

协议书>的议案》。为谋求长远发展，同意公司与珠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投资“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宏昌”）二期年产液态环氧树脂 14万吨”新建项目（详情请见公司 2021年 5

月 15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1-038号公告）。 

2021年 8月 18 日，公司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签署《项目

投资协议书》（详情请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1-057 号

公告）。 

2021 年 12 月 29 日，珠海宏昌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取得项目建设用地（详情请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于上交

所网站披露 2021-075 号公告）。 

2022年 8月 16 日，珠海宏昌取得由珠海市金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

本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0404202208160201）。本许可证的获得

表明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详情请见公司 2022年 8月 19日于上交

所网站披露 2022-046 号公告）。 

二、协议书签订暨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11月 7 日，公司召开了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珠海宏昌二期项目签订〈全面咨询、管理及设备采购总包协议书〉的议案》（9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协议书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签订协议书事宜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况。 

（三）协议书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仁宗 

地址：珠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化七路 1916号 

乙方：富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邬时祥 

地址：台北市南港区三重路 19-5号 6楼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乙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兹因 

珠海宏昌拟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兴建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委托富台工程承担本项目的技术咨询，以及对于本

项目后续之设备与材料采购、安装兴建管理与协助试运转等各分项工程的全面咨

询、管理（以下简称“本工作”），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

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爰此， 

鉴于 

富台工程于本项目为建设工程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应承担整个项目各分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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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责任，确保本项目依富台工程之详细设计施工图与珠海

宏昌之要求契合并顺利完成；且 

同时，富台工程及其子公司富台（厦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台厦门”）还将与珠海宏昌签署本项目之中国境内设备采购、境外设备采购、及

境内施工报建服务合同，且提供境外的技术咨询、管理、采购发包服务与施工管

理服务。 

甲、乙双方依上述认知与共识，同意订立本协议并按以下条件予以执行： 

一、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工作之总价为人民币肆亿叁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RMB432,500,000元) 。 

二、本项目之中国境内各项设备采购，将由珠海宏昌与富台厦门及经富台工

程选定的其他境内设备供应商分别签署本项目之中国境内设备采购合同。由富台

工程选定各项设备最合适出卖人，且富台工程有义务须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负责该

项设备生产、制作、质量及交货时程之全过程管理及安装作业中机电土建等各工

程接口之整合。签定内购合同前，富台厦门及经富台工程选定的其他境内设备供

应商资质须确定。 

富台工程选定的合格境内设备供货商，其中有静设备、盐水储罐、活性碳吸

附装置、盐水系统共 4项设备供应包，将由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直接签订合同

并依下列付款方式办理设备款支付，付款采 T/T电汇方式： 

1. 预付款 20%:境内设备供货的预付款为合同金额的 20%，设备供货商提供

等值的银行保函和请款发票后，珠海宏昌应于 30个工作日内给付设备供货商 20%

预付款。 

2. 主材料款 30%:设备供货商完成主材料采购，提供相关主材料采购的凭证

和材质证明后，经富台人员查验无误后，得申请合同金额的 30%。 

3. 交货款 40%:设备供货商可分批交货至工地，经现场人员点收无误后，得

分批申请交货款的支付申请合同金额的 40%。 

4. 保固尾款 10%:合同金额的 10%为保固尾款，珠海宏昌正式投料生产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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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使用正常，由设备供货商开立发票请款，珠海宏昌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给付设

备供货商 10%尾款，请领尾款时设备供货商应同时交付保固切结书和保固银行保

函予珠海宏昌，该保固银行保函于保固期满后无息返还设备供货商。 

由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签订合同的境内设备一览表如下： 

项次 内容 数量 备注 

1 静设备，含下列   

 a.储罐 26台  

 b.换热器 74台 含 2台利旧 

 c.容器 120台 含 2台利旧 

 d.篮式过滤器和漏斗 83台  

 e.静设备安装 199台  

2 盐水储罐 8台  

3 活性碳吸附装置 4套  

4 盐水系统成套设备 1套  

 

富台工程须对珠海宏昌与富台厦门及珠海宏昌与经富台工程选定的境内设

备供货商所签订的有关境内设备购销合同承担连带责任。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

签订的境内设备合同，合同内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付款除外），须由富台工

程承担一切该有的责任及负责审查请款等所有相关的文件，同时设备供货商请款

时须附上富台工程项目经理核签的请款估验单。 

三、本项目之境内施工报建服务(富台工程)合同、境外各项设备采购(富台

工程)合同、及本项目之中国境内各项设备采购(富台厦门)合同中所规定承包人

应提送之银行履约保证函，由富台工程委由台湾之商业银行开立并提送予珠海宏

昌作为合同履行的各项保证。在出具履约保函前，富台工程应先知会珠海宏昌其

所选定之配合银行。 

境外各项设备采购由珠海宏昌与富台工程及经富台工程选定合格的其他境

外设备供货商分别签署本项目之境外设备采购合同，其中有 DCS 系统、控制阀、

正位移流量计、气动式釜底球阀、气动开关球阀、搅拌机、真空泵、直立泵、生

产离心泵、公用离心泵共 10 项境外设备供应包，将由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直

接签订合同并依下列付款方式办理设备款支付，付款采 L/C信用状、或 T/T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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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 预付款 20%:境外设备供货的预付款为合同金额的 20%，设备供货商提供

等值的银行保函和请款发票后，珠海宏昌应于 30个工作日内给付设备供货商 20%

预付款。 

2. 交货款 70%:设备供货商须整批交货至工地，提供完整的装箱单、提货单

和请款商业发票后，经确认无误后，得申请合同金额 70%的交货款。 

3. 保固尾款 10%:合同金额的 10%为保固尾款，珠海宏昌正式投料生产且设

备使用正常，由设备供货商开立发票请款，珠海宏昌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给付设

备供货商 10%尾款，请领尾款时设备供货商应同时交付保固切结书和保固银行保

函予珠海宏昌，该保固银行保函于保固期满后无息返还设备供货商。 

由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签订合同的境外设备一览表如下： 

项次 内容 数量 备注 

1 DCS系统 1套  

2 控制阀 143台  

3 正位移流量计 37台  

4 气动式釜底球阀 26台  

5 气动开关球阀 483台  

6 防爆搅拌机 53台  

7 防爆真空泵 24台  

8 直立泵 16台  

9 生产离心泵 30台  

10 公用离心泵 28台  

 

签定境外设备采购合同前，经富台工程选定的境外设备供货商资质须确定，

同时富台工程还须对珠海宏昌与其选定的境外设备供货商所签订的境外设备购

销合同承担连带责任。珠海宏昌和设备供货商签订的境外设备合同，合同内约定

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付款除外），须由富台工程承担一切该有的责任及负责审查

请款等所有相关的文件，同时设备供货商请款时须附上富台工程项目经理核签的

请款估验单。 

四、本项目之境内各专业工程的安装及施工，先由富台工程提供发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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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珠海宏昌发包作业，经甲、乙双方共同询价、技术审标、商业审标等作业后，

珠海宏昌根据富台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履行签约之主体方权利，选定各最合适承

包人（以下简称“施工包商”）后，由珠海宏昌分别与施工包商签署各项专业工

程之安装及施工合同，并由各施工包商提送银行保证函予珠海宏昌作为合同履行

的各项保证。 

五、富台工程对于本项目之境内安装及施工的全面管理服务，应包含本项目

各专业（各施工包商）之施工物料催货、现场验收、物料储存、领料管理、施工

管理、验收决算及配合试车运转作业。 

六、对于本项目上述各分项合同之付款，均依各合同之工程进度及付款规定

分别拨付至各设备供货商和施工包商指定之银行账户。惟基于富台工程管理之责

任，各设备供货商和施工包商之请款文件先经富台工程出具意见同意付款后，再

由珠海宏昌批准付款。 

七、富台工程为珠海宏昌提供具体落实本项目整体实施的质量管理的咨询服

务并承担服务范围内的责任，确保本项目依富台工程之设计与珠海宏昌之要求契

合并顺利完成。富台工程承诺并承担整个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至保固期满为止。

富台工程还不可撤销地承诺，遇有任一分项设备供货商和施工包商发生违约行为

时，珠海宏昌除依各分项合同规定向承包人或出卖人求偿外，富台工程应监督设

备供货商和施工包商对未依合同履行之工作进行无偿整改，直到符合该合同及本

项目之质量要求为止，或配合珠海宏昌重新选定接续之新设备供货商或施工包商。

对于各设备供货商或施工包商造成的工程进度延后及质量不符等，富台工程及富

台厦门要负连带责任，详细之责任条款于合同中明确。 

八、关于本项目全面咨询、管理以及设备采购总包服务的内容，详细如工作

划分表的说明。 

九、本项目之境内安装及施工包含下列分项合同： 

1.土建施工合同 

2.管线工程包(主制程区) 合同 

3.管线工程包(公用区)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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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气安装合同 

5.10kV供电安装施工合同 

6.自控安装合同 

7.保温施工合同 

十、静设备的保温及吊装为富台工程的负责范围。 

十一、其它要求与规定依各合同之规定内容办理。 

十二、富台工程将全盘考虑珠海宏昌建厂整体工程，从设计合理、预算控制、

发包厂商筛选、工程进度及质量、界面整合等方面做好管控，以整体工程结算费

用控制在人民币 6.8 亿(未税)以内为目标。 

十三、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不含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对因本协议的解释或执行而

产生的任何争议，本协议各方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其它各方，并应首先本着友好

协商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都可将争议提交位于深圳的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深圳市进

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 

十四、本协议共正本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环氧树脂行业市场前景的判

断，但环氧树脂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投

资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预期效益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2、本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或建设资金筹措不

到位等，将导致项目的实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本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因各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项目效益、投

资产出强度等不达《项目投资协议》约定而造成违约的风险。 

4、本协议书履行对项目顺利建设有直接影响，预计对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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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

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