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获奖等级

1

中国铁塔海南省分公司
2015年西环高铁公众通
信网络覆盖基础设施工
程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海南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金

2
2016年中国联通河南
IPTV扩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金

3
中国电信西宁-格尔木-
吐鲁番干线光缆线路工
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
司                        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有
限公司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金

4
湖北移动省干光传送网
15期设备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鼎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安徽博达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金

5
中国移动4G网络三期山
东无线网络主设备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山东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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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移
动核心网扩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7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
LTE FDD无线网扩容一
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信宇通信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银

8
中国移动省际骨干传送
网十一期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
2015年中国联通黑龙江
省省内干线传输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公司

国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通信监理有限公司 银

10
中国电信陕西公司智慧
云服务基地一期通信网
络工程电源系统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
司

陕西通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陕西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中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银

11
国际博览中心室内分布
系统集成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浙江逸畅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荣瑞信诚监理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

银

12
观澜锦绣IDC机房2#楼
项目

深圳市盘古数据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13
2014年深圳城域网优化
扩容工程骨干层单项工
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
有限公司

深圳市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都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14
2015年东莞城域网优化
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公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三
分公司

银

15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
FDD-LTE无线网新建
（第二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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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IP
城域网主体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17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曲靖
分公司2016年4G四期第
一批无线网基站建设工
程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
曲靖分公司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18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城域
传输网十三期建设项目
设备单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浙江华讯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银

19
中国电信移动网络建设
（2014年）浙江公司
CDMA无线网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浙江沸蓝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银

20
2015年中国电信广东公
司省网波分建设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21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
公众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工程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
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
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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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都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四川公众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22
2015年中国联通河北省
IP城域网主体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23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2016
年4G无线网郑州本地网
（南区）农村重点区域
覆盖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河南国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银

24
上海电信2015年配合
IDC网络OTN建设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吉林省荣瑞信诚监理有限公
司

银

25
2016年湖南电信CDN及
IPTV平台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湖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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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家海洋局“县级海域
动态监视测管理系统远
程视频监控及无线基站
”通信工程建设项目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山东省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
司

山东正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银

27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GPRS
核心网十六期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28
湖南省高速公司信息化
建设一期工程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湖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瑞华赢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银

29
天津地铁6号线一期公
网通信工程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
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银

30
东莞移动GSM16期无线
基站主设备及配套电源
设备安装调测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31
2015年东莞IDC扩容优
化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
司

中睿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32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
FDD-LTE实验网新建工
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北京华信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33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3G
广覆盖配套传输接入工
程(二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利德世普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34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南阳
分公司4G网络三期增补
无线网主设备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南阳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银

35
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
2014年省干传输
WDM/SDH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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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绍兴移动4G网络三期主
设备建设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绍兴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银

37
2015年中国联通河北
LTE FDD无线网第二期
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38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
LTE FDD无线网扩容三
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信宇通信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银

39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
LTE FDD无线网扩容二
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信宇通信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银

40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
LTE网络室内覆盖三期
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信宇通信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银

41
山东济南数据中心一期
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普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银

42
4G网络一期工程无线主
设备项目（东莞分公司
部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43
2014年广州电信光网建
设FTTH光覆盖一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中睿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44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
LTE室内覆盖新建（第
二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45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南阳
分公司4G网络二期（增
补）传输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南阳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第四分公司

河南省广通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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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南阳
4G三期无线网主设备工
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南阳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银

47
2016年中国联通湖北
FDD-LTD无线网扩容工
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公司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48
2014年中国联通长途传
输网南宁-贵阳光缆线
路新建工程（广西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银

49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4G三
期二阶段宏站主设备扩
容工程徐州业务区设备
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徐州分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银

50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4G三
期宏站主设备盐城业务
区主设备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盐城分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华夏邮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银

51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龙岩
4G三期四阶段主设备扩
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龙岩分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长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银

52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
LTE FDD无线网扩容三
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

山东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华夏邮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银

53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TD-
LTE（混合组网）试验
网工程二期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浙江沸蓝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银

54

中国铁塔江西分公司南
昌市2016年南昌地铁二
号线一期民用通信工程
新建室分项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华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博达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银

55
2015年中国联通河北
CDN网络扩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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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山东移动2015年VOLTE
核心网及固网IMS扩容
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山东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57
随州地区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58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2016
年有线宽带襄阳接入工
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襄阳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第三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59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南阳
分公司2014年通信管道
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南阳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第四分公司

河南省长通光电技术维护有
限公司
河南瑞源通信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等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60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省干
传输系统12.2期扩容工
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银

61
2015年中国联通黑龙江
本地传送网扩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公司

国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同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通信监理有限公司 银

62
国际公司2015年国际
OTN网络建设工程

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银

63
中国铁塔江苏分公司南
京市2016年南京地铁四
号线新建室分项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银

64
2014年中国联通河北省
内干线传输网扩容（第
一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65
广州分公司2014年传送
网城域骨干网设备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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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东莞分公司广东移动
TD-LTE网络一期扩容工
程无线配套建设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67
中国电信移动网络建设
（2015年）湖北公司
LTE核心网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湖北冠达通信科技网络咨询
有限公司

银

68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2015
年有线宽带襄阳接入工
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襄阳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第三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69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4G三
期一阶段宏站主设备扩
容工程徐州业务区设备
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徐州分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银

70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省干
传输系统十一期（11.1
、11.2和11.3）扩容工
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银

71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统一
DPI省内二期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银

72
私有云资源池（呼和浩
特数据中心）一期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73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4G三
期二阶段宏站主设备工
程连云港业务区第七批
主设备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安徽博达通信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银

74
武汉地铁3号线一期公
用移动通信网络共建项
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
公司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冠达通信科技网络咨询
有限公司

银

75
2015年中国联通湖北
LTE室内覆盖新建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公司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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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5年中国联通北京IP
城域网主体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
市分公司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电信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光环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网桥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银

77
2014年中国联通河北本
地传送网扩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78
2015年惠州移动网主干
道协同覆盖6批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79
深圳4G网络主干道协同
覆盖8批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
有限公司

深圳市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都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80
梅州分公司2014年无线
配套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梅州分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81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4G网
络四期三阶段随州本地
网宏站设备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随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82
2014年中国联通河南中
原数据基地网络一期扩
容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83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2016
年4G无线网南阳本地网
（东区）农村重点区域
覆盖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
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第四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分公司

银

8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
公司4G网络二期工程融
合核心网项目工程徐州
业务区设备安装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徐州分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深圳市都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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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中国移动省际骨干传送
网十期工程山西传输系
统工程一阶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86
中国铁塔内蒙古分公司
乌兰察布市2016年呼张
高铁隧道新建室分项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
治区分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
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87
2015年中国联通河北
LTE室内覆盖新建（二
期）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

河北电信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银

88
2016年中国联通河南传
送网本地主干光缆新建
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89
中国电信移动网络建设
（2015年）新疆公司
LTE核心网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新疆怡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公众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0

中国铁塔四川省分公司
2015年成都地铁三号线
一期民用通信工程新建
室分项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银

91
2013年佛山移动网室内
外协同覆盖1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
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2
2014年福建公司云资源
池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公司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银

93
泉州2014年全业务配线
引入光缆二期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泉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银

94
2015年中国联通河南本
地传送网工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利德世普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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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上海电信2014年IP城域
网优化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上海贝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贝电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吉林省荣瑞信诚监理有限公
司
上海信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6
2017年乐山市800M LTE
无线网峨眉新联村等基
站建设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公
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公众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7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2015
年MSAP建设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吉林省荣瑞信诚监理有限公
司

银

98
15年四川电信省网七期
波分系统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公众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银

9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2015年IP城
域网核心路由器扩容工
程

中国电信湖北公司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冠达通信科技网络咨询
有限公司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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