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一：云桂铁路云南段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OSN7500、OSN3500、OSN2500、OSN1500、UA5000、U2000 

项目名称 
新建云桂铁路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程 SD-1、SD-2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10,990,0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供货：传输接入设备一批 

此项目按时按量，保质保量顺利开通 

备注 -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

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

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1传输接入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项目二：沪昆客专四电集成工程(贵阳西段)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OSN7500、OSN3500、OSN2500、UA5000、U2000 

项目名称 沪昆客专四电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18500007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约

情况 

供货：传输接入设备一批 

此项目按时按量，保质保量顺利开通 

备注 -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

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

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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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7.3.1新建石家庄至济南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四电集成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新建石家庄至济南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四电集成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105套传输设备、52套接入网设备供货、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1传输接入包件第二候选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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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原平西至西安北段四电集成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原平西至西安北段四电集成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321套传输设备、40套接入网设备供货、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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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四电系统及相关工程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四电系统及相关工程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佛肇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3590556123 

签约合同价 729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传输设备 47 套，接入网设备 15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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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厦深铁路（广东段）客运专线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厦深铁路（广东段）客运专线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厦深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1968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145套传输设备、139套接入网设备供货、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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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京九传输、数据网改造工程物资设备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京九线传输、数据网改造工程物资设备 

买方名称 南昌铁路局工程管理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571-81987489 

签约合同价 146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ZXMP   S385 30 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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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柳南客专传输接入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柳州至南宁段站后四电物资设备 

买方名称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南及南黎铁路四电联合体项目经理

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8603416838 

签约合同价 62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传输设备 71 套，接入网设备 32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广州昊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68                                                 投标文件 

7.3.7京九铁路向塘西至东莞段(南昌局管段)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京九铁路向塘西至东莞段(南昌局管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建管

甲供物资 

买方名称 南昌铁路局京九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91－7023379 

签约合同价 1587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传输设备 183 套，接入网设备 39 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广州昊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71                                                 投标文件 

7.3.8郑西客专四电集成传输接入网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郑西客专四电集成传输接入网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电气进出口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470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传输设备 175 套，接入设备 162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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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合宁铁路四电集成传输接入网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合宁铁路四电集成传输接入网项目 

买方名称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新建合肥至南京铁路四电系统集

成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210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此项目是我国第一条建成投入使用的 250km时速等级的客运

专线，传输接入项目供货，其中传输设备 87套，接入设备

72套。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合宁铁路四电集成传输接入网项目合同协议书及用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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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广州至珠海城际轨道交通传输接入设备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广州至珠海城际轨道交通传输接入设备项目 

买方名称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51865267 

签约合同价 210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传输设备 38 套，接入网设备 32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广州至珠海城际轨道交通传输接入设备项目合同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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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胶济客运专线传输接入设备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胶济客运专线传输接入设备项目 

买方名称 北京超现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68945566 

签约合同价 60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传输设备 26 套，接入网设备 23套，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胶济客运专线传输接入设备项目合同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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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合福客运专线安徽段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合福客运专线安徽段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MSTP光传输设备 10Gb/s；MSTP光传输设备 2.5Gb/s；MSTP

光传输设备 622Mb/s；接入网设备 OLT；接入网设备 ONU；

传输、接入网管设备；综合配线设备，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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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合福客运专线传输及接入网项目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合福客运专线传输及接入网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MSTP光传输设备 10Gb/s；MSTP光传输设备 2.5Gb/s；MSTP

光传输设备 622Mb/s；接入网设备 OLT；接入网设备 ONU；

传输、接入网管设备；综合配线设备，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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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新建长沙至昆明客运专线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程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新建长沙至昆明客运专线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

套工程 

买方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建长沙至昆明客运专线云南段

（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经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874-3335782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建长沙至昆明客运专线云南段

（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经理部设备采备，良

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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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 

买方名称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有限公司宁安铁路四电集成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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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6哈大高速铁路客运专线 

设备名称 传输接入 

规格和型号 ZXMP S385、ZXA10 

项目名称 哈大高速铁路客运专线 

买方名称 北京国铁华晨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签约合同价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良好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一：长株潭城际 

设备名称 
数据网 

规格和型号 
NE40E-X8、NE20E-S8、交换机 

项目名称 长株潭城际 

买方名称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27-87570862 

合同价格 6,642,6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长株潭城际铁路，是连接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的城际铁

路，城际铁路全长 104.36公里，共设 24站，设计目标时速为 200

公里。双线轨道，区段最高设计行车速度 200km/h；采用电力牵引，

自动控制。 

备注 -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

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

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2数据网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项目二：长昆客运专线(云南段) 

设备名称 
数据网 

规格和型号 
NE40E-X8、NE20E-S8、交换机 

项目名称 长昆客运专线（云南段）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2151230356 

合同价格 1190922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约

情况 

长昆客运专线（长沙—昆明段）系沪昆客运专线西段，位于湖南、

贵州和云南境内。是我国“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区段列车最高时速 250公里/小时，基础设施预留提速条件，

正线全长 1169公里。 

备注 
应附中标通知书（含合同协议书）或合同协议书的复印件，具体

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

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

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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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7.3.1宝兰客运线数据网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8S、ZXR10 M6000-6800、ZXR10 5952E 

项目名称 
宝兰客运线数据网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有限公司宝兰客专（甘肃段）项目经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赵友清、010-51871580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设计时速 250km/h，设备已安装完毕，正式上线运行。 

备注 
后附合同协议书及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2数据网包件第二候选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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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湖南段两网融合车间班组数据通信接入建设项目 1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M6000-5S 设备 

项目名称 
湖南段两网融合车间班组数据通信接入建设项目 

买方名称 
广铁电务处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20-61328066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项目目前顺利进行中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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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湖南段两网融合车间班组数据通信接入建设项目 2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M6000-2S10  

项目名称 
湖南段两网融合车间班组数据通信接入建设项目 

买方名称 
广铁电务处 

买方联系人及电

话 

020-61328066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

人履约情况 

项目目前顺利进行中。 

备注 
附中标通知书，合同扫描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广州昊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28                                                 投标文件 

 

7.3.4商合杭铁路河南段数据网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数据设备 

项目名称 
商合杭铁路数据网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有限公司商合杭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项目经

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51871580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良好 

备注 
后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广州昊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30                                                 投标文件 

 

7.3.5南宁铁路局通信基础网网络设备黔桂线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2 台 ZXR10 M6000-8S ，56 台 ZXR10 M6000-2S10 

项目名称 
南宁铁路局通信基础网网络设备黔桂线项目 

买方名称 
南宁铁路局南宁通信段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71-2734556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完成安装调试。 

备注 
合同协议书、用户报告复印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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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广铁（集团）公司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甲供物资采购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2S10、ZXR10 M6000-8S 

项目名称 
广铁（集团）公司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甲供物资采购 

买方名称 
广铁集团工程管理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20-61327353 

合同价格 
2098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正在施工。132 台 ZXR10 M6000-2S10 和 8 台

ZXR10 M6000-8S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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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西安铁路局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8S、 ZXR10 M6000-2S10  

项目名称 
西安铁路局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 

买方名称 
西安铁路局 

买方联系人及

电话 

029-82321852 

合同价格 
2795 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

标人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正在施工。陇海线(宝鸡-天水段)、西康

线、阳安线、襄渝线、宝成线、宝中线数据网改

造，汇聚路由器 ZXR10 M6000-8S 共 68 台，接入路

由器 ZXR10 M6000-2S10 共 216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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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郑州铁路局数据网优化设备项目 

设备名称 
郑州铁路局数据网优化设备项目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 ZXR10 6800 

项目名称 
郑州铁路局数据网优化设备项目 

买方名称 
郑州铁路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371-68324728 

合同价格 
1295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路由器 333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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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2014年第一批中国电信统谈统签类 BRAS设备集中采购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M6000 系列路由器 

项目名称 

2014 年第一批中国电信统谈统签类 BRAS 设备集中采购

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58501245 

合同价格 
4012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完成。M6000 系列路由器 137 套及其它扩容设备等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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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2014年第一批中国电信统谈统签类 MSE设备集中采购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M6000 系列路由器 

项目名称 

2014 年第一批中国电信统谈统签类 MSE 设备集中采购项

目 

买方名称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58501245 

合同价格 
5184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完成。M6000 系列路由器 174 套及其它扩容设备等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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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南昌铁路局会议电视系统数据网更新改造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8S、ZXR10 3950、ZXR10 2950  

项目名称 
南昌铁路局会议电视系统数据网项目 

买方名称 
南昌铁路局招标采购办公室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91-86119016 

合同价格 
1149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完成。ZXR10 M6000-8S 汇聚层路由器 18 台、三层交换

机 ZXR10 3952E 36 套、ZXR10 3950 19 套、ZXR10 2950 

51 套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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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鹰厦线数据网接入路由器设备采购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2S4，ZXR10 M6000-2S10  

项目名称 

南昌铁路局基础网数据设备柜等设备项目包件 246 鹰厦线

数据网接入路由器设备采购项目 

买方名称 
南昌铁路局工程管理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91- 87023747 

合同价格 
1056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供货完成，正在施工。本项目包括 M6000-2S4 路由器 158

台，M6000-2S10 路由器 33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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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南昌通信段调度指挥中心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5S、 ZXR10 ZXR10 2950 

项目名称 
南昌通信段调度指挥中心项目 

买方名称 
南昌通信段 

买方联系人及电

话 

0791-87024416 

合同价格 
166 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

人履约情况 

完成。本项目包括 M6000-5S 路由器 1 台，ZXR10 

2950 13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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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京石武客运专线北京至石家庄段 

设备名称 
京石武客运专线北京至石家庄段 

规格和型号 

ZXR10 8902、ZXR10 5950、2950 接入交换机、 

ZSR1822E 

项目名称 
京石武客运专线北京至石家庄段 

买方名称 
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

电话 

010-82393535 

合同价格 
人民币 310 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

标人履约情况 

完成。ZXR10 8902 核心交换机 2 台，ZXR10 5950

汇聚交换机 10 台，2950 接入交换机 10 台， 

ZSR1822E 接入路由器 10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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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沪昆线百亩井至大龙段自动闭塞改造工程数据网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8S 、ZXR10 M6000-5S 、ZXR10 5952E 、

ZXR10 2950-28TC 

项目名称 
沪昆线百亩井至大龙段自动闭塞改造工程数据网项目 

买方名称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工程管理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20-61327353 

合同价格 
859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正在施工。本工程 ZXR10 M6000-8S 汇聚层路

由器 4 台，接入路由器 ZXR10 M6000-5S 47 台、三层交

换机 ZXR10 5952E 47 套，ZXR10 2950-28TC 83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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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6 沪昆线（含皖赣线、醴茶线、张塘、张建、分文等线）传输、数据

网改造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5S 、 ZXR10 2950 

项目名称 

沪昆线（含皖赣线、醴茶线、张塘、张建、分文等线）传

输、数据网改造 

买方名称 
南昌铁路局工程管理所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91-87030653 

合同价格 
883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正在施工。ZXR10 M6000-5S 汇聚、接入层路

由器 22 台 ZXR10 2950 118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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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青藏铁路格拉红段数据网项目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系列设备 

项目名称 
青藏铁路格拉红段数据网项目 

买方名称 
青藏铁路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931-4809938 

合同价格 
400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完成。本工程数据网部分新建核心路由器 3 台，汇聚路由

器 4 台，接入层路由器 87 台，网络交换机 108 台。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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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8北京铁路局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天津地区） 

设备名称 
数据网设备 

规格和型号 
ZXR10 M6000-5S 、ZXR10 6812 

项目名称 
北京铁路局通信基础网设施改造工程（天津地区）数据网 

买方名称 
北京铁路局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3811820925 

合同价格 
1500 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供货完成。ZXR10 M6000-5S 路由器 50 台、6812 路由器

116 套 

备注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

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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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8.3.1 开关电源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8.3.1.1 娄底至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设备名称 
高频开关电源设备 

规格和型号 -48V开关电源 

项目名称 娄底至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买方名称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曾革新 0738-6515245 

合同价格 1639208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起点为娄底火车站中心，终点为邵阳站，设

计时速 200km/h。项目总投资 71.8 亿元，2010 年 10 月 27 日开工

建设，2015 年 12 月 28 日达到开通条件。全线设娄底、娄底西、

双峰北、廉桥、邵东、邵阳东、邵阳等 7 个车站。本工程提供了 36

套高频开关电源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5通信电源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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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设备名称 
高频开关电源 

规格和型号 -48V开关电源 

项目名称 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铁建电气化局云桂铁路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马丰高 0771-3395961 

合同价格 43356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云桂铁路正线全长 710公里，其中广西段 276公里，设计行车速度

250公里/小时，2015年 12月南宁至百色段正式开通运营。本工程

提供了 79套高频开关电源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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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UPS 电源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8.3.2.1 渝利客运专线铁路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电源设备 

规格和型号 220V/380V UPS 

项目名称 渝利客运专线铁路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渝利铁路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何云东 023-61881057 

合同价格 1311048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渝利铁路是沪汉蓉高铁的组成部分。设计时速为每小时 200千米，

是连接重庆市与湖北省利川市的高速铁路，一条以客运为主、兼顾

货运的国铁 I级电气化铁路干线。2013年 12月开通运营。本工程

提供了 40套不间断电源 UPS电源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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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广西沿海城际铁路 UPS 采购项目 

设备名称 
UPS电源设备 

规格和型号 220V/380V UPS 

项目名称 广西沿海城际铁路 UPS采购项目 

买方名称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沿海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马丰高 0777-2695099 

合同价格 1548132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广西沿海城际铁路，是我国沿海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三部分，

南钦高铁、钦防高铁、钦北高铁。是一条由以三条以钦州为中心的

沿海高速铁路高铁组成，速度 250 公里/小时，南钦线、钦防线于

2012年 12月开通，正线总长约 160公里，钦北线于 2013年 12月

开通，正线总长约 99 公里。本工程提供了 134 套不间断电源 UPS

电源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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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新建九景衢铁路江西段四电系统项目 

设备名称 
UPS电源设备 

规格和型号 220V/380V UPS 

项目名称 新建九景衢铁路江西段四电系统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景衢铁路江西段四电系统集成

项目经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范青尔 18824899641 

合同价格 3608627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新建九景衢铁路江西段四电系统项目，设计时速 200KM/H，线路全

长 333.264KM。该项目已开通运行。本工程提供了 75套不间断电源

UPS电源设备。 

备注 附合同一、合同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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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蓄电池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8.3.3.1 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设备名称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2V/12V铅酸蓄电池 

项目名称 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高军军 0757-87801239 

合同价格 2117815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新建佛山至肇庆城际轨道交通项目，设计时速 200KM，正线全长

79.717公里。该项目已开通运行。本工程提供了 87组阀控式铅酸

蓄电池组，其中 58组高开后备蓄电池组，29组 UPS电源后备蓄电

池组。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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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 娄底至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设备名称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2V/12V铅酸蓄电池 

项目名称 娄底至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买方名称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曾革新 0738-6515245 

合同价格 1639208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起点为娄底火车站中心，终点为邵阳站，设

计时速 200km/h。项目总投资 71.8 亿元，2010 年 10 月 27 日开工

建设，2015 年 12 月 28 日达到开通条件。全线设娄底、娄底西、

双峰北、廉桥、邵东、邵阳东、邵阳等 7 个车站。本工程提供了 72

组蓄电池组用于 36 套高开。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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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防雷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8.3.4.1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防灾安全监控及相关工程 

设备名称 电源防雷箱 

规格和型号 220V/380V 

项目名称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防灾安全监控及相关工

程 

买方名称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贵广铁路四电工程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李杰 18235619663 

合同价格 28866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贵广高速铁路北起贵阳北站、南至广州南站，线路全长 857千米，

客运站点 23个，设计时速 250千米/小时。该项目已开通运营，本

工程提供了 1套防雷柜，6套防雷箱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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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 新建吉图珲铁路四电集成工程 

设备名称 电源防雷箱 

规格和型号 220V/380V 

项目名称 新建吉图珲铁路四电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吉图珲客专项目经理部一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闫英吾 18843373062 

合同价格 950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吉图珲铁路由长春站至珲春站，全长 471 千米，共设 13 个车站，

设计最高时速 250 千米/小时，该项目已开通运营，本工程提供了

2套范雷柜及 1套防雷箱设备。 

备注 附合同及用户证明文件 

注：1.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 投标人为代理经销商的，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设备的业绩的，投标人应

按照上表的格式提供投标物资的业绩情况并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

料。 

  



 

 

（三）近年完成的同类物资供货业绩表 

1、新建京石武客运专线通信电源系统 

项目名称 
新建京石武客运专线通信电源系统 

项目所在地 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 

采购人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燕饭店 

采购人电话 010-88779925 

合同价格 42,000,000.00 元 

交货起始日期 2010-12-10 

交货截止日期 2012-12-31 

合同履行情况描述 

京石武客运专线是我国“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网中“北京、广州、深圳”客

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与武广客运专线连成一体，组成全长

2120 公里的京广客运专线，形成一条与京广铁路并行、纵贯我国南北、辐

射范围最广的快速客运通道。该客运专线通车后，将使京广铁路实现客货分

离，从根本上缓解现有京广铁路旅客运输紧张状况。 

合同履行良好。 

备注  

说明：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的信息，并标明序号； 

2.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3.当投标人为制造商且同类供货项目是通过代理商签约并实施的，需注明代理商名称、地址、联

系人及电话； 

4.新型物资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件。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5通信电源包件第二候选人业绩：



 

2、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通信系统工程 

项目名称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通信系统工程 

项目所在地 新疆境内；乌鲁木齐-兰州 

采购人名称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 号楼 

采购人电话 010-83683366 

合同价格 12,000,000.00 元 

交货起始日

期 

2013-10-01 

交货截止日

期 

2014-10-31 

合同履行情

况描述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是中国西部最长的高标准铁路建设项目，是国内最长的客运专线，也是西

北第一条高速铁路。兰新铁路第二双线，走青海西宁，穿越祁连，过河西走廊，直抵新疆首府乌

鲁木齐，全长 1776公里，是我国首条在高原高海拔地区修建的高速铁路，被誉为高铁“新丝路”。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从兰州西站引出，经青海省西宁、甘肃省张掖、酒泉、嘉峪关、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哈密、吐鲁番，引入乌鲁木齐站，线路横跨新疆、甘肃、青海三省区，全长 1776公

里，共设 31个车站。2010年 6月 6日开工，计划 2014年 4月 30日竣工。这是新疆境内的第一

条高速铁路。 

合同履行良好。 

备注  

说明：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的信息，并标明序号； 

2.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3.当投标人为制造商且同类供货项目是通过代理商签约并实施的，需注明代理商名称、地址、联

系人及电话； 

4.新型物资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件。



 

3、新建盘营客专通信电源系统 

项目名称 
新建盘营客专通信电源系统 

项目所在地 辽宁境内；盘锦-营口 

采购人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燕饭店 

采购人电话 010-88779925 

合同价格 2,100,000.00 元 

交货起始日期 2012-07-01 

交货截止日期 2012-12-31 

合同履行情况描述 

新建盘锦至营口铁路客运专线位于辽宁省中南部，沿途经过锦州、盘锦和鞍

山市，西接京哈线秦沈通道及即将开工的京沈客运专线，东连在建的哈大客

运专线，是促进辽宁省“五点一线”区域经济建设，连接辽东半岛与辽西走

廊和关内的快捷便利的通道，是辽南铁路高速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

运营后将拉近关内与辽南的时空距离，提高铁路竞争力;极大地方便鞍山、盘

锦、营口等城市群众出行及货物运输，为辽中南城镇群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

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合同履行良好。 

备注  

 

说明：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的信息，并标明序号； 

2.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3.当投标人为制造商且同类供货项目是通过代理商签约并实施的，需注明代理商名称、地址、联

系人及电话； 

4.新型物资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件。 



 

4、沪昆客专四电集成工程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沪昆客专四电集成工程 

项目所在地 北京市石景山区 

采购人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 

采购人电话 0851-88552527 

合同价格 人民币 688000.00 元（大写：陆拾捌万捌仟元整） 

交货起始日期 2015.6 

最终交货日期 …… 

项目概况 防雷设备 

备注 后附中标通知书、合同扫描件、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5、上海局管内 83 处通信机房和 32 处 GSM-R 基站、42 处

光纤直放站综合防雷整治工程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上海局管内 83处通信机房和 32处 GSM-R基站、42处光纤直放站综合防雷整

治工程 

项目所在地 上海 

采购人名称 上海铁路局上海通信段 

采购人地址  

采购人电话  

合同价格 人民币 3149987.00元（叁佰壹拾肆万玖仟玖佰捌拾柒元整） 

交货起始日期 2015年 12月 

最终交货日期  

项目概况 综合防雷 

备注 后附中标通知书、合同扫描件、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6、 铜玉铁路四电工程物资采购合同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铜玉铁路四电工程物资采购合同 

 

项目所在地 成都 

采购人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号 12栋 

采购人电话 唐仕中 15678331962 

合同价格 人民币 542271.60元（大写：伍拾肆万贰仟贰佰柒拾壹元陆角） 

交货起始日期 2017年 

最终交货日期 ...... 

项目概况 电源防雷箱、良好 

备注 后附中标合同通知书、合同扫描件 



 

7、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

路四电及相关工程项目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四电及相关工程项目 

项目所在地 江苏 

采购人名称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连镇铁路项目经理部 

采购人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元辰路 1号 

采购人电话 寇亮 18729149992 

合同价格 人民币 483600.00元（大写：肆拾捌万叁仟陆佰元整） 

交货起始日期 2018年 

最终交货日期 ...... 

项目概况 防雷配电箱（项目进行中） 

备注 后附中标合同通知书 



8、新建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工程

MHSD-2 标段项目 

铁路建设项目名称 新建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工程 MHSD-2 标段项目 

项目所在地 北京 

采购人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29号 

采购人电话 吕京京 15268838002 

合同价格 人民币 1827500.00元（大写：壹佰捌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整） 

交货起始日期 2019.3 

最终交货日期 2019.9 

项目概况 电源防雷箱（项目进行中） 

备注 后附合同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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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7.3.1哈齐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68、ZXDU58、ZXUPS S610 

项目名称 

新建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和客运信

息系统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8628190139 

合同价格 
986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新建铁路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客运专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线

路东起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哈尔滨，向西北方向跨松花江经哈尔

滨北、肇东、安达、大庆东（龙凤）、大庆西、泰康终止齐齐

哈尔，线路全长 280.893km。全线共 9个中继站，新建哈尔滨

北、大庆东（龙凤）、齐齐哈尔南、大庆西站、肇东、安达、

泰康车、红旗营东站共 8个客专中间站，新建 1个动车组存车

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枢纽改造 4个站（场）。 

备注 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具体年

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新产品应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

件。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5通信电源包件第三候选人业绩：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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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津秦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68、ZXDU58 

项目名称 
津秦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 

买方联系人及电

话 

010-51865058 

合同价格 
1360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

人履约情况 

292 端电源设备。 

备注 
后附合同协议书及用户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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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68、ZXDU58 

项目名称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

话 

- 

合同价格 
2312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

人履约情况 

新建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原平西至西安北段自原平西站引出，向南经

忻州、阳曲后接入太原枢纽，自太原南站引出经介休、洪洞、临

汾、运城后，在永济跨越黄河进入陕西省，经大荔、渭南、新临潼

至西安北。本线自北向南经过恒山低中山区、忻定盆地、系舟山余

脉丘陵区、太岳山低山丘陵区、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渭北黄土台

塬及关中平原。 

全段设原平西、忻州西、阳曲西、太原南、晋中、太谷西、祁县

东、平遥东、介休东、灵石东、霍州东、洪洞西、临汾西、襄汾

西、侯马西、闻喜西、运城北、永济北、大荔、渭南北、西安北等 

21 个车站。 

全段正线全长 678.438km ，其中桥梁 487.745km ，隧道 

69.399km ，桥隧长度占线路总长约 82.12% 。线路设计行车速度

250km/h。 

备注 

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具体年份要

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新产品应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件。 

 

 

http://www.bing.com/knows/%E8%A1%8C%E8%B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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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沈丹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58、ZXUPS S610、 ZXUPS M630 

项目名称 
沈丹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

话 

--- 

合同价格 
539万 

项目概况及投标

人履约情况 

兰新二线甘青段通信电源项目 

 

 

 

 

 

 

 

 

 

备注 

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具体年份要

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新产品应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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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成渝铁路客运专线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68、ZXDU58、ZXUPS S610 

项目名称 
新建成渝客专电源项目新建成渝客专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新建成渝客专电源项目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3657681329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设计速度 350km/h。 

起于成都东站，途经成华区、龙泉驿区、简阳市、雁江区、

资中县、东兴区、隆昌县、荣昌区、大足区、永川区、璧山

区、沙坪坝区、渝中区，止于重庆站，全长 307.931km。 

项目需求设备：11 套 ZXDU68、129 套 ZXDU58、31 套

ZXUPS、280 套蓄电池 

备注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4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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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丹大铁路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通信电源 

规格和型号 
ZXDU68、ZXDU58、ZXUPS S610、 ZXUPS M630 

项目名称 
丹大铁路通信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合同价格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应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用户证明的复印件，具体年

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新产品应提供技术合格的证明文

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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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郑徐高铁“四电”系统集成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 不间断电源、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MP3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MP11 系列通信用不间

断电源、蓄电池 

项目名称 
新建郑徐高铁“四电”系统集成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10- 51862345 

合同价格 
846 万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新建郑州至徐州铁路客运专线位于河南省、安徽省和

江苏省境内线路西连郑州枢纽郑州东站，与郑西客运

专线及京广客运专线衔接，途径河南省开封、兰考、

民权、商 丘、永城、安徽省砀山、萧县，东接江苏省

徐州枢纽，与京沪高速铁路衔接。线路全长 361 公

里。全线设郑州东、开封北、兰考南、民权北、商

丘、砀山南、永城北、萧县北和徐州东 9 个车站。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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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云桂铁路客运专线云南段通信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 不间断电源、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MP3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MP1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

蓄电池 

项目名称 
云桂铁路客运专线云南段通信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中铁建电气化局、通号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良好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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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湘桂铁路永州至柳州段（即衡柳线永州至柳州段）提速扩能改造工程通信系统配套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 不间断电源、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MP3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MP1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

源、蓄电池 

项目名称 湘桂铁路永州至柳州段（即衡柳线永州至柳州段） 

买方名称 南宁铁路局湘桂线提速扩能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72-3924082 

合同价格 ￥5,463,378.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合同已履行完成，设备已投入运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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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段四电集成工程配套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 不间断电源、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MP3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MP1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蓄电

池 

项目名称 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段四电集成工程配套电源项目目部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桂铁路（广西段）YGZH-1 项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71-3395961 

合同价格 ￥4,335,600.00 元；￥711,800.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合同已履行完成，设备已投入运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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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新建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工程配套电源项目 

设备名称 
UPS 不间断电源、蓄电池 

规格和型号 

MP3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MP11 系列通信用不间断电源、蓄电

池 

项目名称 新建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工程配套电源项目 

买方名称 中铁山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 

合同价格 ￥1,100,003.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合同已履行完成，设备已投入运行。 

 

备注  

 



（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一：新建云桂铁路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 

设备名称 GSM-R 无线基站设备 

规格和型号 BTS3900 BSC6000 DBS3900 

项目名称 新建云桂铁路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杨志/姚春明/王晓强/韩树明/封稀可 

18627786648/021-51230356/15038608303/ 

18687570727/18633033936 

合同价格 /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中止、纠纷、

争议、仲裁和诉讼，能够按期保质履约，无任何法律纠纷事件发生。 

备注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07基站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项目二：新建张家口至呼和浩特铁路工程 

设备名称 GSM-R 无线基站设备 

规格和型号 BTS3900 BSC6000 DBS3900 

项目名称 新建张家口至呼和浩特铁路工程 

买方名称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张云/李旺旺 

13545906267/022-58096806 

合同价格 4，856，647.96元/4,743,119.28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中止、纠纷、

争议、仲裁和诉讼，能够按期保质履约，无任何法律纠纷事件发生。 

备注  

 
  



项目三：九景衢 

设备名称 GSM-R 无线基站设备 

规格和型号 DBS3900 BTS3012 BSC6000 

项目名称 
九景衢 

项目所在地 
长沙 

买方名称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731-85627000 

合同价格 
8,950,000元、1,962,415.76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中止、纠纷、

争议、仲裁和诉讼，能够按期保质履约，无任何法律纠纷事件发生。 

备注  

  



 

9.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9.3.1 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甘肃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新建宝兰客专(甘肃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江涛 

合同价格 8350354.7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179.666km 

              卡具：189657 套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12通信漏缆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9.3.2 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甘肃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新建宝兰客专(甘肃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周建栋 

合同价格 2640970.9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54.538km 

              卡具：63316 套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3 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陕西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等 

项目名称 新建宝兰客专(陕西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项目所在地 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周建栋 

合同价格 1858994.3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等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42.33km 

              卡具：38808 套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4 成都至重庆铁路客运专线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等 

项目名称 
新建成都至重庆铁路客运专线“四电”系统及设备房屋等相

关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冯大立 13657681329 

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2825306.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等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68.89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5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段四电系统集成、防灾检

测、信息系统建安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杨志坚 021-51230356-6458 

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9717266.76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81.3km 

              卡具：81300套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6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贵州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四电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0855-88552527 

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9882125.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180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7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云南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96) 

项目名称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云南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

按照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最终采购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3782656582 

合同价格 4746303.85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96)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69.852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8 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96) 

项目名称 新建京沈客专辽宁段“四电”系统集成自购物资设备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李工 

合同价格 3009447.29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96)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57.649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9 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段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96) 

项目名称 新建京沈客专辽宁段“四电”系统集成自购物资设备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江涛 

合同价格 1297295.26元 

合同履行情况描述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96)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24.851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10 西安至成都铁路客运专线西安至江油段（陕西境内）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西安至江油段（陕西境内）四电

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寇震 029-62671497 

合同价格 总价：8280627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201.8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附后 



 

9.3.11 贵阳至广州高速铁路 

设备名称 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规格和型号 WDZ-SLYWY-50-42 

项目名称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 GGSD-1标段通信、信号系统集成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吴志华 022-60555737 

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20137683.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为：漏泄同轴电缆及相关配件 

产品供货型号为：WDZ-SLYWY-50-42 

产品供货数量：漏缆：216.17km 

漏缆卡具：216170套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用户证明文件及合同协议书附后 

 

 



 

9.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9.3.1 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甘肃和陕西段 

 

设备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WDZC-HEYFLT23 

项目名称 新建宝兰客专(甘肃和陕西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最终采购人：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罗培新 13782656582 

合同价格 总价：7979864.58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WDZC-HEYFLT23 

产品供货数量：343.832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用户使用报告、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XBG-TX-14通信电缆包件第一候选人业绩：



 

9.3.2 兰新铁路、西宁站改、宝兰客专兰州枢纽 

 

 

物资设备材料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WDZ-HEYFLT23 

项目名称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和西宁站改及宝兰客专兰州枢纽（满足

兰新第二双线引入）通信、信号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江涛 18622153632 

合同价格 总价：3235908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WDZ-HEYFLT23 

产品供货数量：207.43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用户使用报告、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3 重庆至利川铁路 

 

 

设备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HEYFLT23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重庆至利川线站后 2标工程 

买方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渝利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吴明华 15607273511 

合同价格 总价：1013080.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HEYFLT23 

产品供货数量：62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用户使用证明、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4 海南西环铁路 

 

 

物资设备材料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HEYFLT23、HYAT23 

项目名称 新建海南西环铁路“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最终采购人：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吴志华 13782656582 

合同价格 总价：512048.27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HEYFLT23、HYAT23 

产品供货数量：36.222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用户证明及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5 东莞至惠州城际轨道 

 

 

设备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HEYFLT23、HYAT53 

项目名称 
新建东莞至惠州城际轨道“四电”（含防灾、客服）系统集成

建安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最终采购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吴金领 13782656582 

合同价格 总价：3169183.35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HEYFLT23、HYAT53 

产品供货数量：132.75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6 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湘黔省界至贵阳北段 

 

设备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ZR-HEYFLT23 

项目名称 
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湘黔省界至贵阳北（不含）段

“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最终采购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吴金领 13782656582 

合同价格 总价：7358754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ZR-HEYFLT23 

产品供货数量：89.23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7 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西安至江油段（四川境内） 

 

 

物资设备材料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DWZB-HEYFLT23、HYAT53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西安至江油段（四川境内）四电

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王小坤 13453113219 

合同价格 总价：3899978元 

交货起始日期 2015年 9月 

最终交货日期 2015年 12月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DWZB-HEYFLT23、HYAT53 

产品供货数量：148.4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9.3.8 哈尔滨至大连铁路客运专线 

 
 

物资设备材料名称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规格和型号 HEYFL23、HYPV29 

项目名称 哈尔滨至大连铁路客运专线 

买方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哈大客专沈阳枢纽项目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张福祥 13613395670 

合同价格 总价：155315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供货产品名称：长途对称通信电缆 

产品型号：HEYFL23、HYPV29 

产品供货数量：10.8km。 

 

产品运抵现场，经测试验收使用，全部符合标准。目前产品处

于稳定运行中。 

 

 

备注 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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