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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设备名称 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WJQ900 

项目名称 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站后工程建管甲供物资(通信)招标 

买方名称 北京铁路局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赵东 0315-7753149 

合同价格 2148191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张唐线地处我国冀北、冀东地区，位于张家口、承德、唐山三个市境

内。线路起自张家口地区的孔家庄站，经张家口市的万全、宣化、赤

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滦平、兴隆县；唐山市的遵化、丰润、丰南、

滦南、唐海县，至曹妃甸北站站前，正线全长 528.5 公里，共设 16

个车站。配套建设京通、京承、京哈联络线工程。线路技术等级为国

铁Ⅰ级、双线电气化。站后工程于 2014年 3月 1日开工，2015 年 11

月 30日竣工，总工期共 640天。 

 

备注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第一候选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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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WJQ900 

项目名称 赣龙扩能工程通信专业第二批自购物资设备采购招标 

买方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赣龙铁路 GL-7标工程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王卫锋 0797-7261115 

合同价格 9866520元 

合同履行情况描述 

赣龙铁路自京九线赣县站引出，沿既有赣龙单线通道新建双

线，途经江西、福建两省，引入龙岩站。正线长度 249.42公里，

其中江西境内 113.728公里，福建境内 135.854公里，桥隧比为

77.8％，其中桥梁 76.51 公里，隧道 122.297 公里。 

设有赣县、于都、西江、瑞金、长汀南，冠豸山、上杭北、龙岩 8

个车站，其中赣县站拆除既有京九线车站，重建京九线、赣龙线共

用车站；瑞金站、冠豸山站拆除既有赣龙单线车站，新建赣龙双线

与既有赣龙单线三线引入车站；于都、西江两站在既有赣龙单线车

场旁并列新建赣龙双线车场；长汀南站新设赣龙双线车场及既有赣

龙单线车场；上杭北站新设赣龙双线车场；龙岩站在龙厦铁路工程

基础上改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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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WJQ900 

项目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景衢铁路浙江段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物资设备采购竞争性谈判 

买方名称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景衢铁路浙江段四电系统集成项目

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新区新中心粮库北行 100米 

采购人电话 安道喜 13817567470 

合同价格 64800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九景衢铁路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浙江省西南部，西起江西省九

江市，东至浙江省衢州市，途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都昌县，上

饶市鄱阳县，景德镇市，上饶市婺源县、德兴市，浙江省衢州市开

化县、常山县。 

新建九景衢铁路浙江段自沪昆线衢州站引出，经衢州市柯城

区、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至江西省境内，正线全长 88.379公

里(其中常山至衢州段为既有线增建二线，长 42.476 km)。其中正

线特大桥 8座共 8.72km，大中桥 35座共 6.29km，小桥 14座共

0.18km，占正线总长的 17.2％，主要有框架桥、连续梁桥、简支

梁桥几种类型 ；正线隧道共计 28座共 32.90 km，占正线全长的

37.3％。杨林隧道为本线浙江段的控制工程。浙江段共设车站 5

个，其中衢州站为既有站，常山、辉埠、开化、杨林 4个车站为新

建车站。预留航埠会让站。本项目计划工期为：2015 年 12月 10

日开工， 2017年 7月 9日竣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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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WJQ900 

项目名称 

京通铁路朝阳地至通辽段、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

站、通辽至让湖路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叶柏寿至赤峰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基站、光纤直放站招标 

买方名称 沈阳铁路局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徐部长 024-31500251 

合同价格 593380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本招标项目京通铁路朝阳地至通辽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四平

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程、通辽至让湖

路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叶柏寿至赤峰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已由铁

路总公司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沈阳铁路局，建设资金来自铁路

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建设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沈阳铁路局电

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备注  

 

 

 

 

 

 

 

 

 

 

 

 

 

 

 

 

 

 

 

 

 



(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1. 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工程直放站设备采购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近端机，数字光纤直放站远端机，网管系统

规格和型号 WJBJ-I；WJBY-I；CSZW

项目名称 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怀邵衡铁路项目经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蔺晓军 0739-5251593

合同价格 ￥4,030,000.00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本项目设计时速为 200km/h，运用数字光纤直放站近端机 28 套，远

端机 105 套，详见《用户报告》，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1、2018 年 5 月 29 日完成全部合同物资的交付；

2、2018 年 6 月 30 日完成设备安装;

3、2018 年 9 月 30 日完成上电调试、网优；

4、2018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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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候选人业绩：



2. 沪昆线 GSM-R改造升级工程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近端机，数字光纤直放站远端机（区间）、（车站），

车站双极化定向天线，OMC-T 服务器及终端

规格和型号 WJBJ-I；WJBY-I；SCT-TX；CSZW-I

项目名称 沪昆线 GSM-R 改造升级工程

买方名称 云南宇恒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夏辉 0871-66138350

合同价格 ￥14,880,000.00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本项目设计时速 160km/h，采用 GSM-R 数字光纤直放站产品，近端

机 15 套、远端机 104 套，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通运行，详见《用

户报告》

1、2018 年 8 月 30 日完成合同物资的交付工作；

2、2018 年 11 月 20 日完成设备安装；

3、2018 年 12 月 10 日完成上电调试、网优；

4、201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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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昆线昆广段达速扩能改造工程直放站设备采购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近端机，数字光纤直放站远端机，OMC-T 网管系统

规格和型号 WJBJ-I；WJBY-I；CSZW-I

项目名称 成昆线昆广段达速扩能改造工程

买方名称 中国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杨国灿 010-51859281

合同价格 ￥13,314,800.00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履

约情况

本项目为全路第一条 GSM-R 数字光纤直放站开通项目，开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详见《用户报告》

1、2018 年 1 月完成合同设备交付；

2、2018 年 4 月 30 日完成设备安装；

3、2018 年 6 月 23 日完成上电调试、网优；

4、2018 年 6 月 30 日正式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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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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在供货和新承接的项目情况表 

1. 京沈高铁京冀段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TDZ-R 

项目名称 

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工程京冀段“四电”系统集成

相关工程数字直放站设备 

买方名称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京沈客专京冀段四电标项目

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5311886025、18630226066 

签约合同价 
21585200.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京沈客专京冀段四电集成及相关工程范围：自星火站起，至

京沈客专京冀公司与辽宁公司分界（DK283+961）止，包括星

火枢纽、动车走行线、东北环改造、到达疏解线、星火动车

所、京沈正线 DK12+200 至 DK283+961 四电及相关工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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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候选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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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张客专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TDZ-R 

项目名称 
新建大同至张家口高速铁路四电系统集成工程 

买方名称 

通号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8630226066、18010260525 

签约合同价 
900000.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大同至张家口高速铁路位于华北北部，东接京都“北大门”张家

口，西连晋北“煤都”大同，呈东西向连结了晋北和冀北地区，

直接沟通张家口和大同二市。 

本线东端衔接京张铁路和呼张铁路，西端连接新建北同蒲四线

进而连通大西客专（远期直接与大西客专贯通），是晋北地区

旅客对外交流的主通道，以及蒙西、冀北与山西、陕西、西南

旅客交流的主通道和与中南、华东旅客交流的辅助通道，建成

后将形成华北北部的快速客运网。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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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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柳铁路 G 网改造（广铁段） 

设备名称 
数字光纤直放站 

规格和型号 
TDZ-R 

项目名称 

焦柳铁路怀柳电气化改造工程第三批物资设备联合采购二次招

标 

买方名称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怀柳电气化改造工程Ⅲ标项目

经理部 

买方联系人及电话 
18073358608 

签约合同价 
5499743.00 元 

项目概况及投标人

履约情况 

焦柳铁路怀化至柳州段位于湖南省怀化市、广西自治区柳州

市、河池市辖区。线路自湖南省怀化市怀化西站引出，向南经

过中方县、洪江市、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

自治县，随后进入广西自治区，经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柳城县、柳江县，至终

点柳州南站，线路全长 442.667 公里。其中湖南境内线路长

188.1 公里，广西境内线路长 254.567 公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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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