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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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四局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站前及

相关工程 HTZQⅡ-7 标 
377,280 1825 天 

2 
中铁电化局及

其他方 

新建杭州至温州铁路义乌至温州段站后四

电、站房、信息及相关工程 HWSD-1 标 
137,261 661 日历天 

3 中铁电化局 
新建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

威段站后工程 LZX-ZW-ZH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18,300 443 日历天 

4 中铁二局 
新建包头至银川高铁省界至惠农南段站前

工程 BHZQ 标段施工单价承包 
117,723 1229 日历天 

公公路路工工程程  

5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大理至攀枝花高速公路（大理段）、弥渡至

昌宁高速公路（大理段）施工总承包项目 
452,000 5 年 

6 中铁大桥局 
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

程施工 TJ3 标段 
137,037 -- 

市市政政及及其其他他工工程程  

7 

中铁开投、中铁

一局、中铁二

局、中铁三局、

中铁五局、中铁

七局、中铁八

云南省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

项目 
2,072,959 1795 日历天 



局、中铁隧道局

及其他方 

8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山西屯留 5G 智慧产业园总承包(EPC) 458,011 -- 

9 

中铁二局、中铁

四局、中铁隧道

局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 TJ-02、TJ-03、

TJ-04 标段 
416,828 51 个月/47 个月 

10 中铁北京局 
天邦股份全国生态养殖环保技改及产业链

项目 
395,000 1316 日历天 

11 
中铁二局及其

他方 

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设计、采

购、施工（EPC）总承包 
347,833 400 日历天 

12 

中铁上投、中铁

建工、中铁二

局、中铁四局、

中铁二院及其

他方 

青岛交通商务区停车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青岛创新创业活力区）东广场地下空间

及部分安顺路结建工程（工程总承包） 

306,900 1095 日历天 

13 中铁一局 

乌鲁木齐米东区丝绸之路.国际文旅大健康

创意产业基地、二道桥.米东产业服务邻里

中心施工总承包项目 

260,000 -- 

14 中铁建工 
吴川财富集团（一）（二）（三）期项目施

工总承包工程 
251,000 -- 

15 
中铁广州局及

其他方 

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区起步区二期（横沥岛

尖）土地开发项目-地下环路及公共地下空

间（二期）工程子项目 2 南段、综合管廊工

程子项目 2南段设计施工总承包 

250,000 -- 

16 
中铁上海局及

其他方 

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

厂及水资源再生利用项目（EPC 模式） 
208,680 470 日历天 

17 
中铁二局及其

他方 

西安高新区永安领汇中心项目一标段工程

总承包 
197,954 750 日历天 

18 
中铁五局及其

他方 

南阳市中科纳米科技创新产业集群综合示

范项目 
160,370 36 个月 

19 中铁北京局 海南•中和国际城一期施工项目总承包工程 157,541 -- 

20 中铁建工 长沙市中欣时代广场施工总承包工程 150,000 -- 

21 
中铁建工及其

他方 

江宁高新区天印智造谷高标准厂房及附属

配套设施工程 A 区项目 
143,322 1047 天 



22 
中铁七局及其

他方 

广东省廉江市石岭镇（合江村等）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项目 EPC 总承包 
142,652 -- 

23 中铁建工 肇庆市城市森林花园（第四代房产）项目 142,000 1200 日历天 

24 中铁四局 

陕西贝瑞纳米钡业有限公司 20 万吨高纯石

英、非金属材料科研中心与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运输通道与地方公路改扩建工程 

135,036 -- 

25 中铁十局 洛阳 100 处市民活动中心 EPC 项目 129,998 -- 

26 中铁建工 
江西岳峰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6 万吨/锂电池

电解液溶剂项目 
126,846 30 个月 

27 中铁建工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盖孜河东干渠水电梯

级项目施工总承包 
125,570 730 日历天 

28 
中铁一局及其

他方 

哈尔滨海凭高科产业园项目二期（华夏知青

城松北社区）EPC 工程总承包（第一标段） 
125,000 -- 

29 
中铁七局及其

他方 
聊城市冠县前后小化片区棚改项目（EPC） 123,903 920 天 

30 中铁七局 
武汉市高新五路（光谷大道--神墩一路）综

合改造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16,727 730 日历天 

31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合肥市滨湖新区义城安置点 A 地块工程 110,341 900 天 

32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 
105,949 1080 日历天 

33 中铁一局 
雄安启动区 EA4（NA8-NA11 段）市政道路、

综合管廊工程施工 
105,472 6 个月 

34 
中铁一局及其

他方 
汉中市箐英会 EPC 总承包项目 103,286 1080 日历天 

35 
中铁四局及其

他方 

武汉新建居住、商业项目（国博 D11 地块）

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 
103,107 700 日历天 

36 
中铁七局及其

他方 

茂名市茂南区水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茂南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02,903 -- 



37 中铁北京局 
福州启迪科技城南屿园二期项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 
102,000 42 个月 

38 中铁建工 
海口市东汇•西海岸二、三期施工总承包工

程 
101,000 1462 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9,117,789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

会计准则下 2021 年营业收入的 8.52%。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