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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轨道交通市场重要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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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共计九个重要项目，其中铁路市场三个，分别为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

黄高铁连接线站后“四电”及相关工程HHLJXSD-1标段，中标金额4.25亿元；

乌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甘泉堡至将军庙段SD2标段，中标金额1.95亿元；晋城

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专用铁路工程EPC总承包项目，中标金额5.14亿元；

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六个,分别为苏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

目，中标金额4.57亿元；西安地铁16号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集成采购招标项

目，中标金额1.91亿元；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B部分工程信号系统招标项目，

中标金额3.89亿元；杭州机场轨道快线专用通信设备采购及服务项目，中标

金额1.18亿元；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系统集成项目，中标金

额1.16亿元；杭州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弱电系统（通信、综合监控、AFC、气

体灭火及导向）安装工程I标，中标金额1.21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

式生效（以及满足双方约定的其他条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以及满足双方约定的其

他条件）。 

 风险提示：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

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因以上项目需跨年分期实施，对2021年

当期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1年3月至4月，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轨道交通市场共中标九个重要项目，其中在铁路市场

中标：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黄高铁连接线站后“四电”及相关工程HHLJXSD-1标段，乌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甘泉堡至将军庙段SD2标

段，晋城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专用铁路工程EPC总承包项目三个重要项目；在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中标：苏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工程

信号系统采购项目，西安地铁16号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集成采购招标项目，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B部分工程信号系统招标项目，杭州

机场轨道快线专用通信设备采购及服务项目，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系统集成项目，杭州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弱电系统

（通信、综合监控、AFC、气体灭火及导向）安装工程I标六个重要项目。本次公告中标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一、铁路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一 项目二 项目三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黄高铁连接线

站后“四电”及相关工程 HHLJXSD-1标

段 

乌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甘泉堡至将军

庙段 SD2 标段 

晋城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专用铁

路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 

2.招标人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亿元） 4.25 1.95 5.14 

4.项目概况 本项目共新建长度 135.788km，线路设

计行车速度 350km/h，将装备 CTCS-3级

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本公司将负责

本项目全线通信、信号等工程的设备采

购、系统调试等系统集成工作，并配合

乌将线线路全长 257.035km，准东线线

路全长 7.005km。本公司将负责乌将线

北三台至将军庙段（其中：北三台至准

东段为增建二线、准东至将军庙段为既

有线改造）、准东线增设二线、新建准东

新建园区站至阳城电厂站西侧铁路专

用线，正线全长 4.707 公里，铁路等

级为Ⅳ级；既有阳城电厂专用铁路适

应性改造，改造后铁路等级为Ⅲ级。本

公司将负责本项目通信、信号、电力等



联调联试、试运行等工作。 下行疏解线范围内通信、信号等工程的

设备采购、系统调试，并配合联调联试、

试运行等工作。 

全部工程的设备采购、系统调试、联调

联试、试运行等工作。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市国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3.法定代表人 张扬 高金阳 靳志明 

4.注册资本 2,419,260.01万元 11,185,298万元 15,000万元 

5.成立日期 2010-01-08 1995-08-23 2013-09-10 

6.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 319号蕙沣

大厦 B 座 10楼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南西路 2号 山西省晋城市开发区北留周村园区 

7.主要股东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国投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 

洛阳铁路运通集团有限公司 

8.主营业务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杭州-浙赣省界段的

建设，铁路建用物资销售，铁路运营管

理，物业管理，旅游服务（不含旅行社

业务），旅游开发，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票务代理（不含航

空机票销售代理）。 

铁路客货运输；货物运输保险代理；普

通道路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铁路物资招投标、

采购与供销；本系统铁路及专用线、城

市轨道交通的勘测、设计、施工和基建

项目的发包与管理；铁路运输设备、汽

车租赁；合资铁路、地方铁路、专用线、

专用铁路的受托管理；铁路技术及管理

咨询服务；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

货运代理、货物配载、仓储理货、搬运

装卸、物流信息服务。 



程建筑。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

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4.25 1.95 5.14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验收款、

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验收款、

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项目按照进度款、竣工验收款、质保款

等流程进行支付。 

3.履行地点 浙江省境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 晋城市 

4.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16 个月，质保期为 12

个月，共计 28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24 个月，质保期为 12

个月，共计 36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

项目执行周期约为 30个月，质保期 12

个月，共计 42个月。 

5.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

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 杭州市 乌鲁木齐市 晋城市 

 

二、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四 项目五 项目六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苏州市轨道交通 8号线工程信号系统采

购项目 

西安地铁 16 号线一期工程信号系统集

成采购招标项目 

长沙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B 部分工程信

号系统招标项目 

2.招标人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亿元） 4.57 1.91 3.89 

4.项目概况 苏州 8 号线线路全长 35.6km，设 28座

地下站；工程初期配属列车 41 列/246

辆；1 座控制中心；1座备用控制中心；

1 座车辆段；1座停车场；1条试车线；

1 处维修中心；1处培训中心。本公司将

负责本项目信号系统设备采购和集成

等工作。 

西 安 16 号 线一期工程正线全长

15.051km，设 9座地下站；工程初期配

属列车 13 列/78 辆；1 座控制中心；1

座备用控制中心；1座车辆段；1条试车

线；1 处维修中心；1处培训中心。本公

司将负责本项目信号系统设备采购和

集成等工作。 

长沙 6号线线路全长约48.11km,设34

座地下站；工程初期配属列车 51 列

/306 辆；1 座控制中心；1 座车辆基

地；1 座停车场；1条试车线；1处维

修中心；1 处培训中心。本公司将负责

本项目信号系统设备采购和集成等工

作。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3.法定代表人 金铭 张建军 刘伟 

4.注册资本 3,157,714.2988万元 85,000万元 175,535.2697万元 

5.成立日期 2012-05-30 2013-11-15 2001-09-30 

6.主要办公地点 
苏州市干将西路 668号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征和四路

2168 号自贸产业园 5 号楼 A、D 栋 3-5

层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宾路 832 号番

禺节能科技园内番山创业中心 1 号楼

2 区 306房 

7.主要股东 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

有限公司 

陕西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8.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增值电信业

务。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轨道交通运输

服务，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及自有物业管

理、租赁、广告位租赁，轨道交通工程

设备、通信设施租赁，轨道交通技术开

发、服务，轨道交通经济与商务信息服

务、业务咨询，轨道交通相关业务的设

计、教育培训，房屋租赁，实业投资，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互联网

商务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资（限以自有资

产投资）、开发建设；轨道交通的营运、

维护与管理；轨道交通项目沿线和相关

地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建设及相应配套

物业开发和经营管理；轨道交通沿线及

周边广告、通讯、停车场的建设经营；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经西咸新区管委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人工智能算法软件的技术开发与技术

服务；物联网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硬

件的研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通信线

路和设备的安装；技术进出口；网络技

术的研究、开发；广播电视及信号设备

的安装；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计算机网

络系统工程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

服务等。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

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4.57 1.91 3.89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设备到货付

款、竣工验收款、合同结算款、质保款

等流程进行支付。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设备到货付

款、竣工验收款、合同结算款、质保款

等流程进行支付。 

项目按照预付款、设计联络款、设备

款、竣工验收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

付。 

3.履行地点 苏州市 西咸新区 长沙市 

4.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39 个月，质保期为 24

个月，共计 63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22 个月，质保期为 36

个月，共计 58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

项目执行周期约为 13个月，质保期为

24 个月，共计 37个月。 

5.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 

本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并分别加盖双方



单位的公章，并且买方已收到卖方提

交的履约保证金后，合同正式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 苏州市 西咸新区 长沙市 

 

 项目七 项目八 项目九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杭州机场轨道快线专用通信设备采购

及服务项目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

系统集成项目 

杭州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弱电系统（通

信、综合监控、AFC、气体灭火及导向）

安装工程 I 标 

2.招标人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金额（亿元） 1.18 1.16 1.21 

4.项目概况 本项目线路全长 59.13km，设 11座地下

站、4 座高架站、2 座区间风井预留车

站；1 座车辆段；1座停车场；6座区间

风井（不含 2 座风井预留车站）；1座控

制中心。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专用通信

系统设备采购和集成等工作。 

本项目正线全长 52.396km，设 7座地下

站、8 座高架站，台州中心站和温岭城

南镇分别设置停车场，项目初期配车数

31 列/124 辆。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专

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和集成等工作。 

本项目线路长约 29.83km，本公司将负

责本项目包括 19个车站及区间、小和

山停车场、仓前停车场、良睦主变电

所、地铁公安分局、控制中心等范围内

的通信系统、综合监控系统、气体灭

火、AFC 等专业的设备安装、配合调试、

线缆敷设等工程内容。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3.法定代表人 邵剑明 刘德欣 邵剑明 

4.注册资本 8,885,021.46万元 7,500万元 8,885,021.46万元 

5.成立日期 2002-08-22 1996-12-26 2002-08-22 

6.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90号14层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银胜路 115号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90 号 14

层 

7.主要股东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 

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 

8.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

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

系统装置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制造；软件销售等。许可项目：轨道交

通建设、运营与管理；房屋拆迁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地产开发

经营。 

承接道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市政

管道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通用工业与

民用建筑工程及相关设备的安装；土石

方工程；河道整治；水利设施建设；地

基与基础工程；环保、绿化工程；机械

施工；土工试验；自有房屋、机械设备

的租赁服务；销售：机械设备、建筑材

料；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及服务；工

程项目管理服务等。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

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制造；软件销售等。许可项目：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与管理；房屋拆迁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地

产开发经营。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

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1.18 1.16 1.21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按照预付款、到货款、预验收款、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如有）到货款、

项目按照预付款、初步到货款、初步验

收款、竣工验收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验收

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合同结算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支付。 

3.履行地点 杭州市 台州市 杭州市 

4.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16 个月，质保期为 24

个月，共计 40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

目执行周期约为 17 个月，质保期为 24

个月，共计 41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

项目执行周期约为 14个月，质保期为

24 个月，共计 38个月。 

5.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且买方收到卖方递交的

履约保证金后正式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且卖方已按本合同约定

向买方提交了履约担保后正式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 杭州市 台州市 杭州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 

1.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25.26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

下2020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6.30%。因为上述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2021年当期

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如以上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预

计对本公司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本公司与上述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

同，存在不确定性。上述项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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