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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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三局 

中铁四局 

中铁六局 

新建赣州至深圳铁路赣粤省界至

塘厦段（不含先期开工段）站前

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 GSSG-2

标段、GSSG-5 标段、GSSG-3 标

段 

744,609 1431日历天 

2 
中铁三局 

中铁上海局 

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安徽段）

工程施工总承包 AJSG-3 标段、

AJSG-2 标段 

485,811 1825 天 

3 中铁大桥局 
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湖北段）

工程施工总承包 AJZQ-3 标段 
292,535 45 个月 

4 中铁三局 
新建赣州至深圳铁路客运专线

（江西段）GSJXZQ-4 标站前工程 
270,603 48 个月 

5 中铁四局 安徽淮安高铁东站交通枢纽工程 212,900 1064 天 

6 中铁一局 
新建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铁路宝

坻北辰段站前工程 
176,450 48 个月 

7 
中铁电气化

局 

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商

丘至合肥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

关工程 

149,543 36 个月 

8 中铁四局 
新建安庆至九江铁路（江西段）

AJJXZQ 标站前工程 
140,266 58 个月 



9 
中铁八局 

中铁建工 

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

段站房及相关工程 CGZFSG-2 标

段、CGZFSG-1 标段 

109,777 26 个月 

10 
中铁电气化

局 

新建南昌至赣州铁路客运专线

“四电”（含防灾）系统集成及相

关工程 

105,905 27 个月 

11 
中铁电气化

局 

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四电”

系统集成、防灾安全监控及相关

工程 

105,018 804 天 

12 
中铁电气化

局 

渝怀铁路增建第二线秀山至同田

湾站后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施工 
104,637 540 日历天 

公路工程 

13 中铁四局 
贵州省都匀至安顺公路路基、桥

隧工程施工 T30、T31 标段 
176,669 913 日历天 

14 中铁七局 

甘肃省甜水堡（宁甘界）经庆城

至永和（甘陕界）公路土建工程

12 标 

98,928 914 天 

15 中铁大桥局 
珠海市鹤洲至高栏港高速公路一

期工程 HGTJ2 标段项目 
82,376 36 个月 

16 中铁五局 
甘肃省甜水堡（宁甘界）经庆城

至永和（甘陕界）公路土建工程 
54,430 914 天 

17 中铁四局 
张家口市崇礼城区至红旗营公路

工程 CLSG 标段 
50,126 2 年 

市政及其他工程 

18 中铁建工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安置房项目

设计采购施工 EPC 总承包 
181,152 547 天 

19 中铁七局 
合肥市裕溪路一二标（钟油坊路-

影香亭路）工程 
107,171 360 天 

20 中铁七局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涉铁项目

包工程一标段 
100,000 730 天 

21 中铁四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土建

工程 TJ5119 标段 
64,286 58 个月 

22 
中铁电气化

局 

郑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供电系统

安装施工 
62,417 606 日历天 

23 中铁七局 
湛江铁路西站客运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一期） 
57,908 300 日历天 

24 中铁七局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

道～梅华立交）T2 标 
52,706 3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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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期 



（万元） 

1 中铁国际 

摩 洛 哥 NOOR 

TAFILALT 120MW太阳

能电站工程项目总承包

合同 

13262.13 万

美元 
89,232 12 个月 

2 中铁建工 

阿 尔 及 利 亚 奥 兰 省

Misserghin镇 1区 2区 6

区 3000套租售住房设计

与施工项目 

8514 万美

元 
56,536 28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4,131,991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

计准则下 2016 年营业收入的 6.46%。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