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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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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近期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国内重大工程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中标金额

（万元）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四局 

中铁六局 

中铁大桥局 

中铁上海局

中铁武汉电

气化局 

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站前工程

FX-1 标、FX-5 标、FX-8 标、FX-9

标 

1,095,868 60 个月 

2 

中铁四局 

中铁五局 

中铁隧道局 

中铁大桥局 

中铁上海局 

新建张家界至吉首至怀化铁路站

前工程 ZJHZQ-2 标、ZJHZQ-4 标、

ZJHZQ-5 标 、 ZJHZQ-7 标 、

ZJHZQ-8 标 

865,150 43 个月 

3 

中铁一局 

中铁四局 

中铁五局 

中铁上海局 

新建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站前工

程 MJZQSG-1 标、MJZQSG-2 标、

MJZQSG-7 标、MJZQSG-8 标 

780,257 1522 天 

4 中铁大桥局 

郑州至济南铁路郑州至濮阳段站

（含部分站后）工程施工总价承

包 ZPZO-Ⅶ标段 

263,214 1399 天 

5 中铁七局 

新建敦化至白河铁路工程站前工

程施工(不含白河地区相关工程)

施工总价承包 DBSG-1 标 

241,437 1460 天 



6 中铁上海局 
新建朝阳至秦沈高铁凌海南站铁

路联络线工程 
179,564 48 个月 

7 
中铁武汉电

气化局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站后“四

电”及相关工程 
167,291 1121 天 

8 中铁五局 
新建兴国至泉州铁路兴国至宁化

段站前工程 XQXN-3 标段 
164,452 52 个月 

9 中铁四局 

新建北京至唐山铁路宝坻至唐山

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JTZQ-7

标 

163,834 48 个月 

10 中铁四局 
西安铁路枢纽新建新筑物流基地

站后工程 XZSG-2 标 
64,104 12 个月 

公路工程 

11 中铁大桥局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鱼山石化疏

港公路）公路工程第 DSSG05 标

段 

176,689 42 个月 

12 中铁大桥局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浙江省

淳安段第 QHTJ05 标段 
132,026 851 日历天 

13 中铁大桥局 
国道 109 线那曲至拉萨段控制性

工程 KZTJ-2 标段 
124,960 30 个月 

14 中铁大桥局 
广佛肇高速公路广州石井至肇庆

大旺段佛山段施工 S4标段 
117,152 1066 天 

15 中铁大桥局 
东莞至番禺高速公路桥头至沙田

段工程施工第 1 合同段 
114,528 17 个月 

16 中铁大桥局 

广东省云浮罗定至茂名信宜（粤

桂界）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

工（C 类第 7 标段） 

93,717 33 个月 

17 中铁四局 
广东省大丰华高速公路丰顺至五

华段土建工程 TJ4 标段 
59,299 28 个月 

18 中铁六局 
甘肃省平凉至天水公路土建工程

5 标段 
50,162 914 日历天 

市政及其他工程 

19 中铁四局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蔡厝

车辆基地施工工程 
246,214 1132 日历天 

20 中铁六局 太原市新店街建设工程三标段 152,302 160 日历天 

21 中铁九局 
赣州市中心城区东江源大道快速

路工程 
110,777 540 日历天 

22 中铁七局 
合肥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土建施工

总承包 4 标 
110,695 928 日历天 

23 中铁建工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片区秦家

楼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101,951 756 天 

24 中铁建工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锦龙花园二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 
100,880 22 个月 



25 中铁建工 
南京市扬子科创中心三期项目

EPC 总承包施工合同 
85,799 900 天 

26 中铁四局 
南京国际健康城市市政道路建设

项目工程 EPC 一标段 
79,724 852 天 

27 中铁七局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2017 年度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花鼓大道背后

坪、孟溪镇三脚岩安置点 EPC 总

承包项目 

77,000 540 天 

28 中铁一局 
郑州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

通）工程土建施工 11 标 
73,286 1816日历天 

29 中铁北京局 
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南延工程

土建施工 03 合同段 
63,857 1218日历天 

30 中铁建工 东莞市寮步香市孵化链项目一期  58,037  537 天 

31 中铁五局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

程土建施工 03 标段 
52,577  853 日历天 

二、海外重大工程 

序

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

币金额

（万元） 

工期 

1 

中铁二院与

其他第三方

联合体 

孟加拉多哈扎里经拉姆

至考克斯巴扎新建套轨

单线铁路项目（第 1 标

段） 

268.8 亿塔

卡 

108,976

（中铁二

院份额） 

1092 天 

2 中铁二院 

中巴经济走廊铁路通道

既有ML1线升级改造和

哈维连陆港设计、规划、

勘测项目 

104.78 亿巴

基斯坦卢比 
65,546 300 天 

3 中铁三局 
马里卡伊市 -萨焦拉金

矿公路 

424.78 亿西

非法郎 
45,634 24 个月 

4 
中铁大桥局 

中铁建工 

坦桑尼亚新建姆特瓦拉

港口泊位设计和建造工

程 

1373.9 亿坦

桑先令 
40,295 21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6,427,254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

计准则下 2016 年营业收入的 10.05%。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