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7年第四阶段获得甲级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服务能力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业务范围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华夏邮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通信铁塔 

17991005 

17991006 
三年 

2 河北华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通信铁塔 

17031003 

17031004 
三年 

3 福建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17141004 三年 

4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通信铁塔 

17181003 

17181004 
三年 

5 四川钧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通信铁塔 

17231005 

17231006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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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业务范围 证书编号 有效期 

6 
中瑞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通信工程 

通信铁塔 

17251003 

17251004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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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第四阶段获得甲级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17199005 三年 

2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级 17199006 三年 

3 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 甲级 17199007 三年 

4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甲级 17101007 三年 

5 河北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7103008 三年 

6 河北华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03009 三年 

7 中建龙泰通信有限公司 甲级 17104005 三年 

8 内蒙古昕海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17104006 三年 

9 兴安盟通宇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17104007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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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0 呼伦贝尔市宏源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甲级 17104008 三年 

11 大连邮电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甲级 17106015 三年 

12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17107003 三年 

13 黑龙江省能通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甲级 17108012 三年 

14 黑龙江省伟航网络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17108013 三年 

15 上海老南汇通信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甲级 17109010 三年 

16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0 三年 

17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1 三年 

18 浙江浙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2 三年 

19 浙江科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3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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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 

20 浙江逸畅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4 三年 

21 杭州威力克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5 三年 

22 和勤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6 三年 

23 电联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17111017 三年 

24 安徽永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12008 三年 

25 安徽恒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7112009 三年 

26 唐人通信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17113010 三年 

27 福建省枢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14008 三年 

28 青岛阳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15022 三年 

29 山东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15023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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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 

30 广东阿尔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17116022 三年 

31 广州通和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甲级 17116023 三年 

32 广西中人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17118009 三年 

33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甲级 17119014 三年 

34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19015 三年 

35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17119016 三年 

36 武汉宇兴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19017 三年 

37 湖南银泰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17120024 三年 

38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级 17122006 三年 

39 重庆五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22007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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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核准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 

40 四川元朗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7123007 三年 

41 云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甲级 17124003 三年 

42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级 17125006 三年 

43 陕西通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17127004 三年 

44 兰州双合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甲级 17128005 三年 

45 甘肃博通网格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28006 三年 

46 甘肃乐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28007 三年 

47 甘肃信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17128008 三年 

48 新疆万德隆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17130004 三年 

49 新疆胜华天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17130005 三年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