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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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一局、中铁三

局、中铁四局、中

铁五局、中铁六局、

中铁七局、中铁隧

道局、中铁北京局 

新建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安康至重庆段陕渝省

界至合川及樊哙经开州至万州连接线站前工程

XYKYZQ-02、XYKYZQ-04、XYKYZQ-05、XYKYZQ-07、

XYKYZQ-08、XYKYZQ-10、XYKYZQ-14 标段施工总

价承包；陕西境内站前工程 KYZQ-2、KYZQ-4 标

段施工总价承包 

3,147,942 

2192 日历天

/2191 日历

天 

2 

中铁二局、中铁四

局、中铁五局、中

铁大桥局、中铁隧

道局 

新 建 成 渝 中 线 铁 路 重 庆 枢 纽 相 关 工 程

CYCQSNSG-1、CYCQSNSG-2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新

建成渝中线铁路（含十陵南站）（四川段）站前

及四电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CYZXZQ-2、CYZXZQ-3、

CYZXZQ-9 标段；新建成渝中线铁路重庆段站前

CYCQZQ-2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360,489 1826 日历天 

3 
中铁大桥局、中铁

隧道局 

新建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先开段站前及相关工

程施工总价承包 TYZQ-2、TYZQ-3 标段 
1,249,343 1826 日历天 

4 

中铁二局、中铁三

局、中铁五局、中

铁上海局 

新建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不含先期开工段）

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SSSG-2、SSSG-4、SSSG-6、

SSSG-8 标段 

1,204,042 1827 日历天 

5 
中铁四局、中铁大

桥局 

新建柳州至广州铁路柳州至梧州段施工总价承

包 LWZQ-2、LWZQ-3 标段 
444,124 48 个月 

6 
中铁二局、中铁七

局 

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天府至朝阳湖段站前、站

后“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 TCZQ-2、TCZQ-3 标
430,685 1277 日历天 



段施工总价承包 

7 中铁四局 
新建南宁至深圳铁路玉林至岑溪（桂粤省界）段

站前工程 YCZQ-2、YCZQ-3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357,149 42 个月 

8 中铁四局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NWZQ-2 标段 234,852 1642 日历天 

9 中铁三局 
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西安东站站房及相关

工程 XDZSG-1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226,589 36 个月 

10 
中铁电气化局及其

他方 

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四电”系统集成及相

关工程 YKYGSD-1 标段施工单价承包 
208,770 1733 日历天 

11 中铁七局 
新建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速铁路站前工程

PLZZQ-8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98,456 1259 日历天 

12 中铁五局 
新建瑞金至梅州铁路(江西段)站前工程 RMJX-1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76,970 1523 日历天 

13 中铁十局 
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南充北站、遂宁站相

关工程 CDWS-1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55,157 1750 日历天 

14 中铁七局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安新区

至商丘段商丘境内铁路站前工程 XSSQZQ-1 标段

施工总价承包 

155,112 1420 日历天 

15 
中铁六局、中铁设

计及其他方 

湛江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BMZYX-1 标段 
111,743 24 个月 

16 中铁四局 
沪渝蓉高铁江苏段“三电”及管线迁改工程施工

项目 JSQGSG-5 标段 
110,188 -- 

公公路路工工程程  

17 中铁四局及其他方 
徐州至淮北至阜阳高速公路阜阳段工程施工 01

标段 
167,000 900 日历天 

18 中铁隧道局 

浙江省台州市甬台温高速公路（G15 沈阳至海口

国家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三门麻岙岭至临海青

岭段（YL）第 SHSG01 标段 

134,782 1460 日历天 

市市政政及及其其他他工工程程 

19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分布式智能储能交换系统产业化项目 EPC 总承

包（一期） 
239,500 1080 日历天 

20 中铁广州局 
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

验场所建设项目 
160,441 420 日历天 

21 中铁四局 无锡地铁 5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06 标段 121,649 1525 天 

22 中铁隧道局 广东省狮子洋通道土建工程 T6 标段 139,298 -- 



23 
中铁广州局及其他

方 

徐州港徐州港区顺堤河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 SDH-ZQMT-EPC 标段 
122,090 24 个月 

24 中铁四局 
商丘市夏邑县中农耕缘现代化果蔬种植农业综

合示范园建设项目 
115,200 730 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10,971,571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

国会计准则下 2021 年营业收入的 10.25%。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