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0)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於2021年11月1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標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雲

2021年11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雲先生（董事長）、陳文健先生及王士奇
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文利民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瑞明先
生、張誠先生及修龍先生。



A股代码：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1-055 
H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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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铁三局、中铁

上海局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内蒙

段站前工程 JDYZQ-2 标段、山西段

站前工程 JDYZQ-3 标段、JDYZQ-4

标段 

 656,244 — 

2 中铁四局 

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云贵段

引入昆明枢纽相关工程站前工程

一标 YKYGZQ(DJ)-1 标段 

279,671 2160日历天 

3 中铁四局 
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站前工程

TYZQSG-2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248,726 1277日历天 

4 中铁九局 

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辽宁

段）沈阳枢纽改建工程（二标段）

施工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130,438 1430日历天 

5 
中铁上海局

及其他方 

南通港洋口港区至吕四港区铁路

联络线工程“投资+EPC”YLTLZCB2

标段 

122,582 961 日历天 

市市政政及及其其他他工工程程  

6 
中铁隧道局

及其他方 

洛阳市孟津区城镇一体化综合开

发项目 EPC 总承包 
1,022,838 10 年 

7 

中铁北方、中

铁一局、中铁

四局、中铁七

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创新产业

园二期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494,005 — 



局及其他方 

8 中铁六局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沙坝

采石场 EPC 项目 
420,622 — 

9 中铁十局 
安徽来安兴茂旅游度假区项目部

分施工总承包工程 
398,909 — 

10 中铁一局 温州阿尔勒小镇施工总承包项目 354,000 — 

11 中铁十局 泰山新闻出版小镇起步区项目 335,980 26 个月 

12 中铁七局 博乐市乡村振兴建设项目（EPC） 265,233 1803日历天 

13 中铁九局 
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国

际金融科技城项目 
260,000 — 

14 中铁一局 呼和浩特马鬃山滑雪场小镇项目    235,498 — 

15 中铁七局 

崇左市中泰合作区多式联运保税

仓储基础设施及多式联运（冷链）

综合物流枢纽信息化平台设施 EPC

项目 

  236,259 1090 天 

16 中铁七局 
荆州市湖北产业互联网总部园区

项目 
212,080 730 日历天 

17 中铁五局 
南京软件园26-02地块项目施工总

承包 
 207,384 1825 天 

18 中铁一局 
宁夏太阳山开发区集中式光伏发

电项目 
200,000 427 日历天 

19 中铁七局 
湖北省嘉鱼《中国诗经文旅小镇》

项目二期工程 
193,400 5 年 

20 中铁建工 深圳万丰海岸城瀚府总承包工程 163,500 2188日历天 

21 

中铁十局、中

铁上海局及

其他方 

济宁市引黄西线工程（一期）EPC  162,263 130 日历天 

22 
中铁四局及

其他方 

南通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

程幸福车辆段及平台建设工程施

工项目 01 标 

154,215 — 

23 中铁一局 
河北香河县北运河旅游通航安运

桥及配套路网改建前期工程 
146,000 — 

24 中铁一局 
平顶山市矿区生态综合整治及开

发项目 
143,634 48 个月 

25 中铁建工 贵州双龙物流商贸城（一期）工程 143,300 1095日历天 

26 
中铁四局及

其他方 

北屯市黄花沟公路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第一合同段 
138,624 1095日历天 

27 
中铁三局及

其他方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50GW（G12）

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慧工厂厂

房及相关配套项目动力设备及生

产工艺设备 EPC 总承包 

137,706 — 

28 中铁五局 
南京地铁 6 号线工程栖霞山车辆

段 D.006.X-TA04 标 
130,391 730 天 



29 
中铁四局及

其他方 

枣庄市西小社区四期棚户区改造

工程 EPC 总承包 
123,243 960 日历天 

30 
中铁电气化

局及其他方 

赣州市中心城区武陵大道快速路

（含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二标段 
123,135 1095日历天 

31 中铁四局 
合肥市金寨路（绕城高速-方兴大

道）快速化改造工程-2 标段 
116,181 550 日历日 

32 
中铁广州局

及其他方 

陕西省西成新区秦汉菀园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 
107,720 730 日历天 

33 中铁四局 

合肥市宿松路（南二环-深圳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总承包-3 标

段 

105,764 720 日历日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8,169,545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

会计准则下 2020 年营业收入的 8.40%。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