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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市场重要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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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共计四个重要项目，分别为新建鲁南高速铁路菏泽至曲阜段“四电”

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QHSD-1标段、菏泽至兰考铁路（山东段）“四电”系统

集成及相关工程HLSD-1标段（以下简称“鲁南高铁二期”），中标金额5.72亿

元，其中菏泽至曲阜段4.85亿元，菏泽至兰考铁路（山东段）0.87亿元；新

建赣深铁路广东段强电、弱电集成工程GSSG-14标段（以下简称“赣深高铁

广东段”），中标金额8.02亿元；深圳地铁16号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

中标金额4.01亿元；武汉市轨道交通16号线（汉南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

目，中标金额2.69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

式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 

 风险提示：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

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以上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2020年

当期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 3月至 4 月，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在轨道交通市场共中标四个重要项目，其中在铁路市场中标鲁南高铁二期、赣深

高铁广东段两个重要项目；在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中标深圳地铁 16 号线工程信号

系统采购项目、武汉市轨道交通 16 号线（汉南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两个



重要项目。本次公告中标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一、铁路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一 项目二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鲁南高铁二期 赣深高铁广东段 

2.招标人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 

3.中标金额（亿元） 5.72 8.02 

4.项目概况 鲁 南 高 铁 二 期 正 线 长 度

204.428km（其中菏泽至曲

阜段160.750km，菏泽至兰

考铁路43.678km），线路设

计行车速度350km/h，将装

备 CTCS-3级高铁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  

本公司将负责鲁南高铁二期

全线通信、信号等工程的设备

采购、系统调试等系统集成工

作，并配合联调联试、试运行

等工作。 

赣深高铁广东段正线长度

301.800km，线路设计行车速

度350km/h，将装备CTCS-3级

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本公司将负责赣深高铁广东

段全线通信、信号、信息等工

程的设备采购、系统调试等系

统集成工作，并配合联调联

试、试运行等工作。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3.法定代表人 王基全 武勇 

4.注册资本 3325000万元 24925403万元 

5.成立日期 2016-09-29 1992-12-05 

6.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号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

路151号 

7.主要股东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 

济宁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临沂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8.主营业务 鲁南高铁建设和旅客运输；房

地产投资开发、销售与租赁，

铁路建设设备物资采购及销

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

务；铁路运输设备、设施、配

件的制造、安装、维修、租赁；



售，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铁路

和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 

铁路专用设备及相关工业设

备的制造、安装、维修、销售、

租赁；组织管理铁路客货运

输、科技与其他实业开发；铁

路内外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

施工和维修；工程总承包及管

理；工程设计；铁路运输技术

领域技术开发、转让、服务、

咨询；铁路机械设备租赁；工

程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研发和服务。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5.72 8.02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

工验收款、质保款进行支付。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

工验收款、质保款进行支付。 

3.履行地点 山东省境内 广东省境内 

4.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

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16

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

40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

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17

个月，质保期为12个月，共计

29个月。 

5.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

式生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

式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 济南市 广州市 

 

二、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三 项目四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深圳地铁16号线工程信号系统

采购项目 

武汉市轨道交通16号线（汉南

线）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 

2.招标人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亿元） 4.01 2.69 

4.项目概况 深圳地铁 16号线工程全长

29.2km，全部采用地下敷设方

式，共设车站24座。 

本公司将为该线提供信号系统

解决方案Urbalis888。 

武汉市轨道交通16号线（汉南

线）工程正线全长约33.1km

（结构设计起终点），其中地

下段约12.8km，高架段长约

18.5km，全线设站12座，其中



高架站5座，地下站7座。 

本公司将为该线提供信号系

统解决方案Urbalis888。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3.法定代表人 辛杰 张军 

4.注册资本 4407136万元 880000万元 

5.成立日期 1998-07-31 2000-11-02 

6.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

地铁大厦27-31层 

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77号 

7.主要股东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8.主营业务 地铁、轻轨交通项目的建设经

营、开发和综合利用；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广告业务；自有物业管理；轨

道交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

训。 

轨道交通建设、营运及管理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

审批后方可经营）；设计、制

作、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

车票、车身广告业务；房地产

开发、商品房销售；市政道路

桥梁建设；物业管理；园林绿

化；工程项目的承建与总承

包；轨道工程咨询（国家有专

项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

经营）。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条

款 

  

1.合同金额（亿元） 4.01 2.69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到

货款、初步验收款、竣工验收

款、结算款、最终验收款进行

支付。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设

备到货款、预验收款、初步验

收款、最终验收款进行支付。 

3.履行地点 深圳市 武汉市 

4.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

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36

个月，质保期为36个月，共计

72个月。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

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20

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

44个月。 



5.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

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

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合同章后

正式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 深圳市 武汉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 

1.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20.44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

下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91%。因为上述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2020年当期

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如以上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预

计对本公司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本公司与上述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

同，存在不确定性。上述项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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