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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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中

标金额

（万元）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交通、中

铁一局、中铁

二局、中铁三

局、中铁四

局、中铁五

局、中铁广州

局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项目工程总

价承包 NoRZ2标 
 908,454  48个月 

2 
中铁三局、中

铁四局 

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黄高铁连

接线（不含先期开工段）站前工

程 施 工 和 监 理 HHLJXZQ-2 、

HHLJXZQ-5标 

500,225 1229天 

3 中铁二局 

新建汉中至巴中至南充铁路南充

至巴中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HBNZQSG-5标段 

 167,359  37个月 

4 中铁三局 

新建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工程

（不含先期开工段）站前工程施

工 JLZQTJ-4标段 

 113,901  29个月 

5 中铁二局 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三四   78,935  731天 



线工程施工 

6 中铁上海局 

新建南通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

区铁路专用线一期站前工程施工

THGTL-ZQSG2标段 

  61,194  30个月 

公路工程 

7 中铁十局 

黄冈市普通公路第七批“建养一

体化”（麻城市）（第二次）MCJY-1

标段项目 

 241,600  900 日历天 

8 中铁北京局 

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

段控制性工程大凉山隧道施工 K1

标段 

 119,037  54个月 

9 中铁十局 
G59 湖南省官庄至新化高速公路

项目第 4标段项目 
  68,339  1095日历天 

市政及其他工程 

10 中铁六局 
贵州市王府国际商业港还建安置

房居住商品房、酒店商业用房 
 400,000  1460日历天 

11 中铁上海局 

宿州市萧县凤北新区棚户区 A 地

块安置小区、龙山子棚户区 2 号

地 A地块安置小区 

 150,150  630天 

12 中铁十局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国博城

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施工 
 143,693  440 日历天 

13 
中铁上海局

及其他方 

重庆市万州区通镇乡公路升级改

造暨易地扶贫搬迁配套设施（交

通）建设 EPC 整体打包项目（整

体打包 2） 

 143,001  — 

14 
中铁上海局

及其他方 

汉中市汉台区植物园以西棚户区

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EPC总承包 
 135,000  36个月 

15 中铁四局 

南京市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

接线—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施

工三标 

 122,439  1461日历天 

16 
中铁四局及

其他方 

衡阳市商会大厦建设项目设计施

工采购总承包（EPC）项目 
 115,520  740天 

17 中铁十局 

济南市衔接“三桥一隧”的骨干

路网项目一期工程（济泺路穿黄

隧道北延项目-原 S101 改扩建）

工程施工总承包 

 114,285  540 日历天 

18 
中铁上海局

及其他方 

绵阳市碧驾玉庭一起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90,000  730 日历天 

19 
中铁七局及

其他方 

崇左市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城南

安置小区二期工程总承包 
  89,768  900 日历天 

20 中铁四局 惠州市檀香文化产业田园综合体   85,730  36个月 



项目 

21 
中铁五局及

其他方 

深圳市人才安居老坑 01-21 地块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程

（EPC) 

  85,366  987 日历天 

22 
中铁八局及

其他方 

绍兴市解放大道及北延伸（康宁

路、汤公路）建设改造工程 EPC

总承包 

  83,236  36个月 

23 中铁上海局 
天津市津塘路造纸五厂项目一标

段总承包工程 
  76,888  32个月 

24 中铁上海局 孝感市众大美誉广场项目   71,500  730天 

25 中铁五局 

义乌市机场路立交化改造工程三

标 段 （ 三 标 段 K9+620- 

K11+438.582） 

  68,380  1300日历天 

26 中铁设计 

济南市开源路（工业北路至涵源

大街）道路建设工程穿越铁路建

设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60,946  730 日历天 

27 中铁上海局 天津市格调石溪花园项目   57,961  
2019.12.6-

2021.11.19 

28 
中铁上海局

及其他方 

汉中市汉台区汤房社区区域棚户

区改造项目 
  55,000  36个月 

29 中铁十局 

淄博市文昌湖新型城镇化示范项

目一期（莲花山社区一期）施工

项目 

  52,733  730 日历天 

30 中铁七局 
西安市华衡集团“三供一业”物

业维修改造九标段施工项目 
  50,452  80 日历天 

31 中铁四局 鄂州梁子岛景区升级改造工程   50,000  1095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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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工期 

1 中铁七局 
埃塞俄比亚煤矿开挖一期工

程项目 

273,841

万埃塞比

尔 

 69,198 1095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4,630,290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

计准则下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6.28%。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