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标人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招标方式
合同预估金
额（万元）

预计招标时间

1
张家港市交通工程建设服务中

心
张家港市西二环涉铁段改造工程施工项目（监

控等）
本项目路线起于福新路以北120m，向北下穿南沿江铁路与晨丰公路，终于晨阳
路以南220m，路线全长0.726km。

公开招标 230 2022年10月

2
张家港市交通工程建设服务中

心
西二环—杨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保通道路施

工项目
本项目起点位于福新路以北130m，终点位于晨丰公路平交口桩板桥处。道路等
级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道路功能，改造长度约0.256km。

公开招标 1020 2022年10月

3
张家港市交通工程建设服务中

心
通苏嘉甬铁路地方道路配套工程施工项目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有沿江公路、张杨公路等下穿通苏嘉甬铁路地方配套道
路。

公开招标 470 2022年10月

4 张家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张家港市国省县道公路小修工程及突发

事件处置项目

（1）张家港市管养的国、省、县道路基、路面、桥梁与涵洞、沿线设施、标志
、标线、护栏等日常小修工程；（2）张家港市国省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处置工
程：每天备有5人以上可以随时抽调，备有一台双排汽车、一台装载车可以随时
调配，接到电话1小时响应到达指定地点。（3）甲供场地、设备、物资等管理
。

公开招标 2000 2022年11月

5 张家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张家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工程施

工监理项目

监理范围包括：2023年度张家港市国省道、县道公路小修养护工程、交通安全

设施维修项目、大中修工程项目、公路桥梁整治工程、中分带防护完善提升工
程等工程项目（施工项目超过1500万元的项目不在此次监理范围内）。

公开招标 80 2022年11月

6 张家港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3-2024年度张家港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检测服务（区镇工程）
乡镇农村公路检测服务 公开招标 100 2022年11月

7 张家港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张家港市新泾东路—苏虞张—南二环快速化改

造工程试验检测

本项目东起东三环（东渡大道），对接规划西二环。沙锡路、金港大道、港城
大道设置互通。实施长度8.35公里。本项目快速化改造采用高架快速路+地面快
速路形式，高架系统采用城市快速路标准，地面系统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
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公开招标 250 2022年11月

8 张家港海力码头有限公司
张家港海力码头有限公司浦沙码头及海力2#码

头改扩建工程
浦沙码头及海力2#码头3个5千吨级泊位改扩建成2个7万吨级泊位 公开招标 20000 2022年11月

9
张家港市苏通智慧交通有限公

司

张家港市智慧交通及周边配套设施PPP项目-东
二环快速化改造工程（福新路-东南大道）信

息化服务项目

包含张家港市智慧交通及周边配套设施PPP项目“工程管理软件”、及东二环快
速化改造工程（福新路-东南大道）“工地视频监控”、“环保监控系统”、“
智慧工地”、“质量管控”等内容，信息化系统满足智慧工地的要求和项目实
际需求。

公开招标 400 2022年11月

10 江苏省江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粮油产业园内河码头提升改造工程
现有内河码头改造7座雨棚基础承台、1座码头扩建平台、1座雨棚基础平台和1
座钢网架结构雨棚，以及1#泊位后沿、2#引桥上游侧与雨棚基础平台上游端的
防撞桩。

公开招标 5832.74 2022年12月

11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常熟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

升工程
中央分隔带完善 公开招标 2000 2022年10月

12 常熟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苏虞线（唐家宅基河-界泾河）航道整治工程

监理招标
整治里程1.0公里，新建护岸1092米，疏浚土方约3.96万方 公开招标 40.85 2022年10月

13 常熟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苏虞线（唐家宅基河-界泾河）航道整治工程

施工招标
整治里程1.0公里，新建护岸1092米，疏浚土方约3.96万方 公开招标 1654.54 2022年10月

14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常熟市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日常维护项目 设施维护 公开招标 900 2022年11月

15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2024年常熟市国省干线公路日常小修

保养工程
日常养护、保洁 公开招标 3000 2022年11月

苏州市交通工程项目招标计划表



16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2024年常熟市快速路日常养护工程施工

项目
日常养护、保洁 公开招标 3900 2022年11月

17 常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2024年常熟市国省干线公路、快速路日

常养护及专项工程施工监理项目
日常养护、专项工程 公开招标 8000 2022年11月

18 常熟市交通工程管理处 扬子江改扩建工程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公开招标 380 2022年11月

19 常熟市恒翔建设有限公司
新世纪大道北延（向阳路-盛虞大道）景观绿

化工程
2.2公里绿化工程 公开招标 150 2022年11月

20
苏州尚瑭数字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G524改造保通道路（西南公路、锡东路、长瑞

路）大修工程施工项目
5.12公里道路施工 公开招标 1698 2022年11月

21
苏州尚瑭数字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G524改造保通道路（西南公路、锡东路、长瑞

路）大修工程施工监理项目
5.12公里道路监理 公开招标 34 2022年11月

22 太仓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太仓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升工程

施工
对太仓市内国省道及县道中央分隔带护栏进行完善提升。 公开招标 7670 2022年10月

23 太仓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太仓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升工程

及太仓市2022年四好农村路工程监理

太仓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升工程：对国省道、县道中央分隔带护
栏进行完善提升。
太仓市2022年四好农村路工程：岳鹿线、南鹿线等部分路口、桥头大中修工
程，对路面老化、裂缝、破碎、沉陷等病害进行修补；新泾线提档改造。

公开招标 300 2022年10月

24 太仓市沙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太仓市沙溪镇项桥中心线南延农路提档

升级工程施工
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改建道路约814米；拆除新建桥梁2座，计划投资额850万元
。

公开招标 700 2022年10月

25 江苏长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泊位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施工
1#泊位由一座工作平台、6座系缆墩及钢便桥组成。本次改造对水工结构、消防
设施、靠泊辅助设施、供电等进行改造。

公开招标 5100 2022年10月

26 太仓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港太仓港区四期工程41t轮胎式集装箱门
式起重机（ERTG）半自动远程操控改造项目

TCG4-ERTGGZ标段

苏州港太仓港区四期工程41t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ERTG）半自动远程操控
改造项目，本次升级改造的1台RTG大车行走通道两端总长度461米，分别为两个
箱区：4I箱区298米（其中有5个大贝位、2个小贝位冷藏箱电源架）、5I箱区
138米、中间相隔道路宽度25米。

公开招标 390 2022年10月

27 太仓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太仓市2022年四好农村路工程施工
岳鹿线、南鹿线等部分路口、桥头大中修工程，对路面老化、裂缝、破碎、沉
陷等病害进行修补；新泾线提档改造。

公开招标 7600 2022年11月

28 太仓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太仓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升工程
及太仓市2022年四好农村路工程试验检测

太仓市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完善提升工程：对国省道、县道中央分隔带护
栏进行完善提升。
太仓市2022年四好农村路工程：岳鹿线、南鹿线等部分路口、桥头大中修工
程，对路面老化、裂缝、破碎、沉陷等病害进行修补；新泾线提档改造。

公开招标 300 2022年11月

29 太仓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太仓市2022年公路养护工程监理
太仓市2022年度国省县道小修保养、保洁、交安设施维护及其他养护项目的施
工监理及缺陷责任期的监理服务。

公开招标 70 2022年11月

30 太仓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苏浏线航道（沪通铁路桥~浏河水闸桥段）护

岸修建整治工程施工
在太仓苏浏线航道（沪通铁路桥~浏河水闸桥段），按五级航道标准，对护岸进
行修建整治，整治航道两岸岸线总长4954米。

公开招标 5500 2022年11月

31 太仓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苏浏线航道（沪通铁路桥~浏河水闸桥段）护

岸修建整治工程监理
苏浏线航道（沪通铁路桥~浏河水闸桥段）护岸修建整治工程监理工作。 公开招标 110 2022年11月

32 太仓市沙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太仓市沙溪镇洞星路提档升级工程施工
改造道路全长约2.5公里，道路宽度6米，新建桥梁1座，改造桥梁2座，计划投
资额2000万元。

公开招标 2000 2022年11月

33 太仓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龙江路快速化工程（二期）施工
北段为乃德路至协鑫路，全长3.55公里。南段为新塘河至太浏快速公路，全长
3.84公里。

公开招标 207500 2022年11月



34 太仓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龙江路快速化工程（二期）监理
北段为乃德路至协鑫路，全长3.55公里。南段为新塘河至太浏快速公路，全长
3.84公里。

公开招标 2500 2022年11月

35 太仓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604省道沙溪镇段建设工程【S604(通港路-双

浮路)】施工

604省道沙溪镇段工程（通港路-双浮路）拓宽改造道路全长4.14公里，起于
S256（双浮公路）交叉处，路线沿着老路向北，与沙南公路等相交叉，跨越戚
浦塘，终于S359（通港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实施，路基宽度28
米，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公开招标 22350 2022年11月

36 太仓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604省道沙溪镇段建设工程【S604(通港路-双

浮路)】监理

604省道沙溪镇段工程（通港路-双浮路）拓宽改造道路全长4.14公里，起于
S256（双浮公路）交叉处，路线沿着老路向北，与沙南公路等相交叉，跨越戚
浦塘，终于S359（通港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实施，路基宽度28
米，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公开招标 400 2022年11月

37 太仓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604省道沙溪镇段建设工程【S604(通港路-双

浮路)】检测

604省道沙溪镇段工程（通港路-双浮路）拓宽改造道路全长4.14公里，起于
S256（双浮公路）交叉处，路线沿着老路向北，与沙南公路等相交叉，跨越戚
浦塘，终于S359（通港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实施，路基宽度28
米，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公开招标 250 2022年11月

38
海通（太仓）汽车码头有限公

司
苏州港太仓港区浮桥作业区滚装码头工程（先

导段）项目施工
708米码头下游3个结构段（约200米）的码头结构和相关附属设施。 公开招标 22950 2022年11月

39
海通（太仓）汽车码头有限公

司
苏州港太仓港区浮桥作业区滚装码头工程（先

导段）项目监理
708米码头下游3个结构段（约200米）的码头结构和相关附属设施。 公开招标 230 2022年11月

40
苏州市吴江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2022年苏州市吴江区公路泵房维护保养工程

南北快速干线一个泵房、东西快速干线四个泵房、230省道六个泵房的泵房以及
配套设施的维护保养

公开招标 140 2022年10月

41 苏州盛新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
长三角（盛泽）现代供应链产业园配套码头改

造项目
码头后方堆场改造（约5.5万平方米） 公开招标 13000 2022年10月

42 苏州市吴江区交通工程建设处
318国道吴江区水乡客厅段工程用地报批项目

G318-YDBP

（1）项目概况
本工程西起 G318老路（水乡客厅规划三十三路东侧），东至 G318沪青平公路
方厅水院段（青浦段）项目起点，全长791.87m，双向4车道规模，设计车速
60km/h，建设标准为一级公路（集散型），估算总投资：25000万元。
318改线工程所需建设用地总面积68.08亩，涉及基本农田14.1亩。根据相关规
定，本项目用地手续需部级审批，同时太浦河范围为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需
办理不可避免论证。
（2）招标内容
本次项目招标共设1个标段，即G318-YDBP标段，招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征地风险评估；
征地材料组卷及完成部级用地报批等工作。

公开招标 45 2022年10月

43 苏州市吴江区交通工程建设处
318国道吴江区水乡客厅段工程试验检测项目

（G318-JC标段）

本次318国道吴江区水乡客厅段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共设1个标段，即G318-JC标
段，招标范围主要是对工程各原材料、混合料、结构物成品、半成品、工程实
体等所有项目按规定频率进行试验检测；对标准试验进行抽查复核抽检，检查
关键工程的工艺性试验；对监理和施工单位工地试验室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和
指导；对工程质量缺陷、质量事故配合业主进行检查、报告；配合上级主管部
门、业主日常检查等检测工作等

公开招标 75 2022年10月

44
苏州市吴江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2023年苏州市吴江区乡村公路大中修改造工程

勘察设计项目
乡村公路、桥梁大中修勘察设计，包括勘察（测）、施工图设计（含预算文件
编制）及后续服务以及有关的专题研究（如需要）等工作

公开招标 356 2022年11月

45
苏州市吴江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2022年苏州市吴江区国省道绿化补种项目 吴江范围内国省道绿化补种 公开招标 200 2022年11月



46 苏州市吴江区交通工程建设处
江陵路快速化改造一期（仲英大道以东段）绿

化施工项目

仲英大道以东段施工图设计范围内的道路绿化工程施工、景观绿化工程施工、
景观照明亮化、地形处理、管养 （灌溉、施肥、治虫、除草、修剪等）以及为
完成以上工程所需的临时工程等的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绿化养护期）修复管理
。

公开招标 3000 2022年11月

47
苏州市吴江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苏州市吴江区公路泵房维修工程 吴江区内公路泵房及配套发电机房墙体、地面的维修，并增设监控设备 公开招标 120 2022年12月

48
汾湖高新区城乡发展局、黎里
古保办、芦墟产城办、北厍制

造办，南站新城办

汾湖高新区农村公路大中修施工项目 改造农路8条8.45公里，桥梁4座 公开招标 4178 2022年12月

49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交通管理所 2022年胥口镇阡陌农路建设工程

一、2022年胥口镇阡陌农路建设工程（顾巷路）范围北起现状顾巷路，南至孙
武路，全长约220米。现状道路为断头路，本次设计打通断头路，将顾巷路延伸
至孙武路，由标准段双向两车道渐变至渠化段双向六车道，为后期顾巷路拓宽
预留空间。包含道路工程、交安工程、管线工程、景观工程。
二、2022年胥口镇阡陌农路建设工程（东丽路）范围北起吉祥路，南至时进
路，全长约655米。现状道路沿中央河道两侧布置，西侧双向通行，东侧为南向
北单向通行，现状道路总宽34.5m（包含中央河道12.5m），现状沥青路面出现
路面病害，影响行车舒适性。拟改建道路总宽38.75m（包含中央河道12.5m），
改造后道路沿河道两侧单向通行。
三、2022年胥口镇阡陌农路建设工程（藏中路）范围北起苏福路，南至茅蓬
路，道路全长约1.6km，道路全宽26m双向四车道。现状路面加铺稀浆封层后，
脱落严重，平整度较差，行车不舒适，拟对整体路面进行铣刨，重新铺筑沥青
面层，改善路面状况。包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公开招标 2139.7 2022年10月

50
苏州市吴中区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
吴中区三级航道水面保洁垃圾上岸点（西片

区）建设项目
新建垃圾上岸点1座 公开招标 180 2022年11月

51
苏州市吴中长润交通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吴中区尹山大桥改扩建工程-ZMLH

吴中区尹山大桥改扩建工程为城市主干路，桥梁荷载标准为“城-A级”。双向
六车道规模，道路全长约 1.35km（其中桥梁跨径为： 2×28m+140m+5×

28m+35m+2×28m）,本次招标主要涉及的是夜景亮化照明

公开招标 930.36 2022年12月

52
苏州市相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相城区太阳路连接线望亭鹤溪大桥维修加固施

工标

相城区太阳路连接线望亭鹤溪大桥建成于2003年，桥梁最大跨径为86米，所在
道路为二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经多年使用，望亭鹤溪大桥存在主要构件
有较大缺损，严重影响桥梁使用及承载能力的情况，现拟对望亭鹤溪大桥实施
维修加固施工

公开招标 2390 2022年11月

53
苏州市相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相城区太阳路连接线望亭鹤溪大桥维修加固监

理标

相城区太阳路连接线望亭鹤溪大桥建成于2003年，桥梁最大跨径为86米，所在
道路为二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经多年使用，望亭鹤溪大桥存在主要构件
有较大缺损，严重影响桥梁使用及承载能力的情况，现拟对望亭鹤溪大桥实施
维修加固施工

公开招标 51 2022年11月

54
苏州市相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
2022年应急抢修项目

对区管道路因高温热毁、汛期水毁等原因产生的突发道路病害，以及路域环境
整治等情况进行应急处置。

公开招标 600 2022年11月

55 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2024年苏州市张家港大桥等桥梁健康监

测系统运营维护（2年）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运维服务，主要是系统运行维护、人工现
场检查、监测数据分析管理、出具阶段分析报告（每季度人工检查之后提交，
一年4次）

公开招标 260 2022年11月

56 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3-2024年苏州市普通国省道养护情况及安

全工作第三方咨询项目
开展全市管养的普通国省道小修保养与养护质量、交安设施维护质量、服务设
施管养等检查考核；公路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检查

公开招标 180 2022年11月

57 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苏州市2023年-2024年普通国省干线养护工程

施工监理项目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相关养护工程的施工监理工作及缺陷责任期监理服务；阳澄
西湖隧道管养项目监理服务；路网监测设施及交调点建设等工程的施工监理工
作及缺陷责任期监理服务

公开招标
费率招标（2
年预算约600

万元）
2022年11月



58 苏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
苏州市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协同

管控和改造试点实施工程

选取苏州境内2个具有代表性的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快速路衔接过渡区
域，通过交通组织优化、信息化引导强化、协同管理机制完善等手段进行优化
改造，从而优化改善这些试点区域的交通运行组织及通行效率，加强不同区域
管理者的协同管理，均衡路网流量分布，疏通节点“肠梗阻”，为市民出行提

供更优质的出行引导服务，

公开招标 500 2022年10月

59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高速2023年日常养护及专项工程监理

项目
2023年日常养护及专项工程监理工作。 公开招标 160 2022年10月

60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公司2023年全线桥涵经常性及定期检

查项目
为客观评定桥梁技术状况，根据《公路桥涵养护规范》及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桥梁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及特殊检查。

公开招标 840 2022年10月

61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苏州高速公司投诉段增设声屏障施工项

目
根据苏高速沿线噪音投诉情况，结合现场勘查及设计文件，实施苏州高速投诉
段增设声屏障项目。

公开招标 772 2022年10月

62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公司交通安全设施（护栏）提升（先

导段）施工项目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提升苏州高速中分带交通安全防护能力，开展实施
苏州高速护栏提升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路桥搭接段、中分带路基段和桥梁
段护栏、标线施划、标线水切割及中分带绿化硬化等，根据项目建设程序要求
及设计文件，实施苏州高速护栏提升改造工程施工项目。

公开招标 3700 2022年10月

63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2022年桥面雨水收集系统改造施工项

目

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澄湖水环境功能区划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目标（2030年）为Ⅲ级；白蚬湖水环境功能区划为工
、农业用水区，水质目标（2030年）为Ⅲ级。为避免桥面水污染水体，结合目
前澄湖特大桥和白蚬湖特大桥排水现状，拟对两座桥的排水系统进行改造。

公开招标 1200 2022年10月

64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G1522北互通-
尹山枢纽）段及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尹山枢纽-石湖互通）段照明工程项目

根据市政府、交投集团总体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市管高速“亮灯为民”工程，
进一步改善高速道路夜间通行环境，提升城市对外形象，拟在苏州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范围的G1522北互通-尹山枢纽路段及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范
围的尹山枢纽-石湖互通路段进行亮化照明施工。
①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G1522北互通-尹山枢纽段一标段范围为K46+722
至K53+945中央分隔带安装11m双悬挑道路灯87套，两侧护栏外安装10m单悬挑
道路灯221套，10m补角灯9套；二标段范围为K53+945至K61+462两侧路基上安
装11m单悬挑道路灯397套，5m庭院灯38套，11m补角灯19套。
②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尹山枢纽至石湖互通段约9公里主线道路两侧安装
12米高照明路灯524基、6米高路灯18基，尹山枢纽及石湖约12.3公里匝道单侧
安装8米高路灯441基，同时建设尹山斜拉桥的景观亮化。

公开招标 4200 2022年10月

65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石牌服务区内部业态及景观工程
对石牌服务区综合楼内部业态以及办公区域等进行装修，同时对石牌服务区建
筑周围铺设路沿石、人行道板、草坪等，对绿化景观重新修剪、补栽和整理等
。

公开招标 662.69 2022年10月

66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城区、盛泽、吴江、吴江南、相城、阳
澄湖收费站变电所供配电系统改造及收费站全

程电力监控项目

周庄收费站、莘塔收费站、芦墟收费站设备均为2016年底设备，设备情况较
好，技术较新，功能完备，无需改造。常熟东、董浜、黎里、沙家浜、吴中收
费站前期已完成供配电设施及电力监控改造，目前全线仅剩盛泽、吴江、吴江
南、城区、相城、阳澄湖6个收费站的供配电设施及电力监控仍未改造。为了全
面提升收费站区用电可靠性、安全性及稳定性，同时实现全程电力监控，营运
分公司今年拟对盛泽、吴江、吴江南、城区、相城、阳澄湖6个收费站的供配电
设施及电力监控进行全面改造和建设。

公开招标 700 2022年11月



67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收费通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苏州高速收费系统升级改造内容包括：对苏嘉杭分中心、收费站服务器进行升
级改造；对15套防火墙事件库、病毒库及2个安全网关进行更新；新增收费系统
密码动态管理平台。
通信系统升级改造内容包括：对苏州高速SDH通信系统及内线电话采用全网集中
式部署，在苏州指挥中心部署一台U1981，负责苏嘉杭高速、绕城高速、苏锡高
速的语音控制和路由功能，同时通过E1中继与本地电信运营商、骨干语音网等
实现互连互通。

公开招标 468 2022年11月

68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苏州高速三大系统备品备件采购项目

苏州高速2022年度三大系统备品备件采购项目合同和常昆分公司2022年度三大
系统备品备件采购都即将于2022年12月底到期，为了保证苏州高速全线三大系
统日常维护所需备件，结合备品备件库存情况，营运分公司拟对2023年度苏州
高速三大系统备品备件采购项目组织招标。

公开招标 250 2022年11月

69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2023年公路技术状况调查评价及路面

养护处置设计项目

为客观评定公路技术状况，根据《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检测内容及频率等
相关要求，开展路面技术状况定期调查评价工作，及时了解路面整体状况并发
现路面存在的问题，为2023年路面养护处置开展施工图设计。

公开招标 130 2022年11月

70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速2023年-2025年造价咨询服务项目

苏州高速公司原3家造价咨询服务单位的合同将于2023年6月11日到期，为保障
公司各项营运、经营、管理等工作业务的顺利开展，拟选定新一轮公司造价咨
询单位。咨询服务期限为：2023年6月～2025年6月（两年）；服务内容为：建
设工程、养护工程等项目的概算、预算、结算、竣工结(决)算的编制、审核，
以及货物采购和咨询服务类项目的概算、预算的编制、审核等工作。

公开招标 360 2022年12月

71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2022-2023年综合养护设计

项目

进行高速公路路基路面、桥梁、声屏障、沿线交通安全设施、房建设施、景观
、照明等养护工程、专项工程、应急工程相关的勘察、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及后续服务；以及与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相关的前期咨询、评估等服务。

公开招标 216 2022年10月

72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2022年路面专项维修项目
对沥青路面龟裂、横纵缝、松散、坑槽、拥包、沉陷、火烧、桥头跳车等病害
进行维修处治。

公开招标 1002 2022年10月

73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加强型护栏增设工

程

对绕城高速全线不符合现行规范的路桥搭接段、路侧安全净区内存在不可穿越
障碍物段、中分带存在不可跨越障碍物段、以及小桥、通道段路侧护栏高度不
足的路段进行护栏提升。

公开招标 3500 2022年11月

74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2023年保洁绿化养护项目 对绕城全线公路用地范围进行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 公开招标 1522 2022年11月

75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声屏障新建工程 对绕城高速沿线噪音超标路段新建声屏障 公开招标 2170 2022年11月

76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桥梁检查项目 对绕城高速公路全线桥梁、涵洞、通道等进行经常检查、定期检查 公开招标 300 2022年11月

77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尹山枢纽-石湖互通照明工

程
对绕城高速尹山枢纽至石湖互通段道路主线两侧，以及尹山枢纽及石湖互通匝
道安装照明路灯。

公开招标 1860 2022年11月

78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星塘街南延（车坊大桥~苏同黎公路段）机电

项目XTJNY-JD标段

项目包括监控工程：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电子警察等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系
统集成、设备供货、安装、调试、试运行、培训及缺陷责任期服务；照明工
程：高架照明、地面照明以及相关配套的照明控制、设备供货、安装、调试、
试运行、培训及缺陷责任期服务等

公开招标 447 2022年10月

79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星塘街南延（车坊大桥~苏同黎公路段）绿化

工程XTJNY-LH标段
包括施工图范围内的绿化种植、养护及缺陷责任期（绿化养护期2年）修复管理
等工作

公开招标 117.63 2022年10月

80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预算编制项目

提供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预算编制服务，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
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
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
。

公开招标 180 2022年10月



81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桐泾路北延工程照明工程
包括图纸范围内的照明以及相关配套的照明控制、设备供货、安装、调试、试
运行、培训及缺陷责任期服务等

公开招标 1900 2022年10月

82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桐泾路北延工程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包括施工图范围内的绿化种植、养护及缺陷责任期修复管理等工作 公开招标 363 2022年10月

83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湿地咨询

项目路线起自东山大道与606省道交叉口，顺接现状东山大道线位后折向东入
湖，采用隧道形式下穿滨湖大道、东太湖水域及苏州湾大道，终点衔接吴江大
道线位，路线全长约10.8公里。项目穿越太湖隧道（堰筑法），其中隧道全长
约10.1公里。

公开招标 25 2022年11月

84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保通工程施工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施工期间需对项目范围内635国道（苏州湾大道）、吴江大
道等道路交通进行保通。新建保通道路平行于635国道（苏州湾大道），北起纬
一路北侧，南至文旅路南侧，路线全长约4公里，项目投资匡算为8400万，主要
建设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标段范围内的道路、钢便桥、排水、交安、监控、照明
等工程。

公开招标 8400 2022年11月

85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监理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
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
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监理标段工作内容主要为：主体土建、照
明、监控、交安、绿化等标段监理。不含试验检测工作。

公开招标 2300 2022年11月

86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检测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
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
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监测标段工作内容主要为：主体土建、照
明、监控、交安、绿化等所有标段检测，含监理的试验检测工作。

公开招标 1200 2022年11月

87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施工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
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
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将根据工程情况划分招标标段。

公开招标 230700 2022年12月

88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保险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
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
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保险标主要工作内容为：工程一切险和第
三者责任险

公开招标 600 2022年12月

89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一期监测招标

苏州湾隧道一期工程主要包含苏州湾隧道主线约1.3公里、635国道（苏州湾大
道）改造约3.5公里、635国道互通枢纽。全线设特大桥1座、大桥9座、中小桥4
座，涵洞1道，项目投资估算25亿元。监测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隧道基坑监测
及特大桥监测。

公开招标 220 2022年12月

90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湾隧道项目管理系统招标

项目路线起自东山大道与606省道交叉口，顺接现状东山大道线位后折向东入
湖，采用隧道形式下穿滨湖大道、东太湖水域及苏州湾大道，终点衔接吴江大
道线位，路线全长约10.8公里。项目穿越太湖隧道（堰筑法），其中隧道全长
约10.1公里。

公开招标 1000 2022年12月

91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台高速房建工程 完成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收费站建设等的施工和缺陷责任期维护工作 公开招标 10132 2022年12月

92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苏台高速房建监理
对施工范围内施工阶段的工程质量、安全、环保文明、费用、进度、合同及其
他事项管理等监理工作

公开招标 200 2022年12月

93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南湖路快速路东延工程景观亮化

南湖路快速路东延工程吴中区西段：西起东环南延尹山立交终点，以高架形式
跨越常台高速、通达路后以隧道形式穿越尹山湖西路、尹山湖、尹山湖东路、
依湖路、问湖路及吴淞江大道后起坡接现状苏申外港大桥，设计终点接东方大
道园区段起点， 吴中区东段：西起苏申内港西侧接东方大道园区段高架桥，向
东以高架形式跨越苏申内港线、中环东线，与中环东线设置吴淞江立交，继续
以高架形式延伸至设计终点

公开招标 2000 202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