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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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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新增项目情况汇总

2019 年度，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项目中标

情况如下：

（一）施工及设计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施工

业务

订单总个数 5261 中标合同量
业务占比

（%）

较上年同期

增减（%）

按空间类型

分类

地下业务 2,803,892.44 48.11 -2.05

地上业务 3,024,133.47 51.89 13.05

按地域分类

上海市内业务 2,466,607.01 42.32 24.84

上海市外业务（不含海外） 2,807,331.29 48.17 -12.46

海外业务 554,087.61 9.51 56.20

按订单类型

分类

轨道交通类（包括轨道交通车站、

区间、有轨电车及机电安装）
958,226.23 16.44 -19.51

市政工程类（包括越江隧道、深隧、

顶管工程、污水处理厂、综合管廊、

桥梁等市政工程）

2,168,709.68 37.21 14.42

能源工程类（包括电厂取排水、泵

房、燃气工程、沥青供应等）
506,076.45 8.68 5.07

道路工程类（包括市区城市快速道、

高速公路、大中修等）
968,271.60 16.61 -4.90

房产工程类（包括地基基础、房屋

建设等）
1,137,134.64 19.51 41.11

其他工程类（混凝土构件、机械制

造、机场工程、土石方工程等）
89,607.31 1.54 -38.60

合计 5,828,025.92 100 5.25

设计

业务
订单总个数 2363 358,648.56 100 1.76

合计 6,186,674.48 100 5.04

注：1、上述施工业务订单不含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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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施工业务订单中由投资业务带动的施工部分总金额约为

64.57 亿元。

（二）投资业务

项目名称 中标金额（亿元）

S317 线郑州境新郑机场至新密改建工程 PPP 项目 22.42

富阳区秦望隧道与广场地下空间开发及配套工程 BOT 项目 29.37

融资租赁业务 17.40

合计 69.19

二、重大项目情况汇总

已中标的重大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进展情况 查询索引

深圳妈湾跨海通道

(月亮湾大道-沿江

高速)工程施工总承

包 1标

38.0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施工总

承包合同已签订，现项目各工区处

于建设阶段，各施工部分有序进

行。

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01）。

新加坡南北交通廊

道 N109A 项目
30.8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已签订，项目处于建设初期，正

在进行地质勘探及管线排查工作。

详见公司 2019 年 2 月 1 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03）。

新建莘庄镇222号地

块（莘庄地铁站上盖

综合开发项目）三期

工程总承包工程

34.4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已于 11 月签订，目前桩基围护

工程施工中，工程进展正常。

详见公司 2019 年 5月 28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21）。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

线机场联络线工程

（西段）JCXSG-3 标

施工招标

25.23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施工总

承包合同已于 2019 年 6 月签订完

成，现项目各工区处于建设阶段，

各施工部分有序进行。

详见公司 2019 年 6月 26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24）。

S317 线郑州境新郑

机场至新密改建工

程 PPP 项目

22.4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PPP 合

同签订中，项目施工准备工作有序

进行中。

详见公司 2019 年 8月 10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26）。

新加坡裕廊区域线

J102 项目
23.91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已于 2019 年 9 月签订，目前正

在进行前期临时围护结构设计阶

段。

详见公司 2019 年 9月 12日披露的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公告》（临 2019-032）。

富阳区秦望隧道与

广场地下空间开发

及配套工程BOT项目

29.37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正在谈判中，项目施工准备工作

有序进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9日披露

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提示性公告》（临 2019-038）。

银都路越江隧道新

建工程
23.8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正在谈判中，项目施工准备工作

有序进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披

露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提示性公告》（临 2019-039）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

路太仓至四团段吴

淞口长江隧道越江

段及外高桥集装箱

作 业 站 站 前 工 程

HTZQⅡ-1 标

24.9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合

同正在谈判中，项目施工准备工作

有序进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披

露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提示性公告》（临 2019-039）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

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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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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