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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其其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所所载载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

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

性性负负个个别别及及连连带带责责任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序号号  中中标标单单位位  中中标标项项目目  
本本公公司司中中标标

金金额额  
工工期期  

铁铁路路工工程程  

1 
中铁八局、中铁

建工 

新建渝黔铁路重庆东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 CQDZZF 2 标段、3 标段 
636,633 1096 日历天 

2 中铁一局 新建柳沟至红沙梁铁路专用线工程 242,288 730 日历天 

3 中铁九局 
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通化地区普速铁路

外迁工程施工 
124,569 1096 日历天 

4 中铁电化局 

新建包头至银川高铁内蒙段站后工程（强电

集成、弱电集成、客服系统）施工单价承包

BYSD-1 标段 

182,289 1340 日历天 

5 
中铁设计、中铁

建工 

京张高铁运行服务保障基地（张家口动车所）

项目初期工程 
110,000 28 个月 

市市政政及及其其他他工工程程  

6 中铁七局 
浙江、江苏省区域内 5G 新基建通信工程项

目 
456,000 -- 

7 
中铁一局及其

他方 

东盟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设计施工总

承包 
369,963 712 日历天 

8 中铁九局 
牡丹江干流莲花以下河段水电站（龙山湖、 

曙光、长江屯、凤山、望江水电站）项目 
341,000 2280 日历天 



9 
中铁建工及其

他方 

广州市海珠赤沙车辆段开发项目二期、三期

1 标设计施工总承包 
286,677 -- 

10 中铁八局 贵阳市南明区贵棉地块城市更新项目  266,000 4 年 

11 
中铁八局及其

他方 

阳泉市年产 320 万只锻造镁合金汽车轮毂及

2.5 万吨镁合金板材深加工项目工程总承包

（EPC） 

256,710 1100 日历天 

12 中铁二局 

临沂市沂南县东高庄乡村振兴项目（管网、

道路、酒店、光彩、绿化、红色主题文化打

造等）施工总承包 

220,001 485 天 

13 
中铁五局及其

他方 

绵阳市三台县琴泉片区文旅康养综合体及城

市有机更新项目一期--三台县琴泉片区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194,000 3650 日历天 

14 中铁大桥局 

三峡能源阳江青洲五、六、七海上风电场项

目 EPC 总承包工程青洲六、七(部分)海上风

电项目风电机组基础建造、施工及风电机组

安装（标段 2） 

191,000 -- 

15 中铁建工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鄠邑基地工程 183,000 -- 

16 
中铁建工及其

他方 

海辰园城市大脑智慧中枢项目（一期、 二期、

三期、四期）与海辰园未来科创（青年社区、

活力社区）（工程总承包） 

177,351 780 日历天 

17 中铁四局 兰州金刚轮胎有限责任公司二期扩建项目 176,857 2 年 

18 
中铁大桥局及

其他方 

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境鄂豫界至军山段改扩

建工程 JGATJ-5 施工工程 
176,748 -- 

19 
中铁建工及其

他方 

重庆市协同创新区-五期创新空间一标段、一

期路网-西湖路三标段等四个 EPC 项目 
168,296 720 日历天 

20 
中铁建工及其

他方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165,105 900 天 

21 中铁四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安置房沣美居 EPC 项目 160,752 730 日历天 

22 中铁建工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樟坑社区土地整备利

益统筹项目 
156,000 1095 日历天 

23 
中铁三局及其

他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育才九年一贯制学

校新建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 
153,600 1158 日历天 



24 中铁四局 
马鞍山市博望高新区产业重塑高质量发展项

目（EPC）工程总承包（一期） 
152,122 912 天 

25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实验学校工程项目工程

总承包 
143,823 1460 天 

26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宝清镇城中村管网工程等子项目工

程总承包（EPC) 

140,251 609 日历天 

27 中铁二局 贵州毕节乾麟龙翡翠华城项目（二期）工程 139,896 -- 

28 
中铁上海局及

其他方 

深圳市南山水厂扩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EPC）（二次） 
139,362 1270 日历天 

29 中铁四局 
沪昆高速梨园(赣浙界)至东乡段改扩建工程

项目主体土建工程施工 C4 标段 
138,854 48 个月 

30 
中铁一局及其

他方 

无锡市大成路快速化工程新华路~走马塘西

路（K1+600~K3+890）标段 
129,359 715 天 

31 
中铁武汉电气

化局及其他方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体系创新发展先行先

试公路铁路口岸（EPC 项目）一标段 
128,589 -- 

32 中铁一局 
西安三兆村安置房建设项目 DK3 工程总承

包一标段 
125,093 1095 日历天 

33 
中铁北京局及

其他方 

国家超算西安中心（二期）建（构）筑物及

配套工程 EPC 总承包 
125,002 730 日历天 

34 中铁建工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第一工业区及老

围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01-05 地块施工总承包

工程 

122,185 -- 

35 中铁一局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土建工

程施工二标 
114,095 1461 日历天 

36 中铁大桥局 
肇庆金利高新技术开发区（含蚬岗镇）、活

道横江产业园基础设施施工总承包 
112,800 1095 日历天 

37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合肥市瑶海区彭大郢复建点设计采购施工工

程总承包 
109,528 810 天 

38 中铁四局 
长春至深圳国家高速公路河源热水至惠州平

南段改扩建工程土建工程施工 T5 标段 
107,417 -- 



39 中铁二局 贵州关岭县京东数智农商产业园二期 107,000 720 日历天 

40 中铁华铁 
江苏八字桥农业观光度假旅游项目二期项目

总承包 
106,660 24 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7,536,875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

会计准则下 2021 年营业收入的 7.04%。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