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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2〕82 号

关于开展信息通信行业第十二批和第十三批

信用企业 2022 年度复查的通知

各信用企业：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

部等八部委<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

（民发〔2014〕225 号）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33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我会开展了信息通信行业企

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根据《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行业信用评价工作实施管

理办法》关于“企业信用等级有效期为三年，在有效期内被评主

体要接受年度复查”的规定。我会将开展第十二批和第十三批信

用企业 2022 年度复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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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查企业范围

（一）第十二批信用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3；

（二）第十三批信用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4；

二、信用企业复查流程

（一）填写复查类型确认表

复查企业根据参评领域及级别情况，按照要求填写《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 2022 年度信用企业复查类型确认表》（附件 1），并在

提交截止时间 2022 年 8 月 31 日之前将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行业信用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信用办”）或

省行业协会联系人处。

（二）接收受理通知函

信用办或省行业协会收到复查确认表后，以邮件的形式回复

《受理通知函》。企业收到后 5 个工作日内交纳复查费用至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账户，并发送付款凭证至联系人邮箱，确认后由信用

办或省行业协会根据复查类型确认表向企业发送复查申报书或复

查升级评审申报书至企业联系人邮箱。

（三）申报书的填写及提交方式

本次复查采用无纸化方式，企业请按要求填写复查申报书，

完成后将电子版申报书（Word 版本）、加盖公章和骑缝章的申报

书扫描件（PDF 版本）及电子复查申报材料发送至信用办或省行

业协会邮箱，无需提供纸质版材料。具体复查程序详见附件 2。

三、复查费用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年度复查收费标准：

（一）单领域信用企业复查，复查费用 6000 元；（二）多领域信

用企业复查，第一个领域按照 6000 元，其他每增加一个领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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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收取。

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银行帐号：0200 0033 0900 5403 113

请在汇款前认真核对，并在付款凭证上标注“2022 复查费”，

请勿向此账号以外的任何账号汇款。

四、复查时间安排

（一）提交确认表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31 日

（二）提交复查资料截止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

附件：1.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2 年度信用企业复查类型确认表

2.信息通信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复查程序

3.第十二批信用企业名单

4.第十三批信用企业名单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用办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 涛，010-68200108，13810392949；

雷皎洁，010-68200133，13671232190；

郑京京，010-68200130，15611036635；

邮 箱：xinyong@ccace.org.cn）

mailto:xinyong@cc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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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2 年度

信用企业复查类型确认表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联系人姓名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职 务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联系电话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手 机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传 真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电子邮箱 若有变更请填写此项

行业信用评价参

评领域

企业参与领域注 1

（请在参与领域对应

处“”）

复查类型（请选择一种类型参与复查）注 2

正常复查注 3 申请复查升级评审注 3

01 设计咨询领域

02施工领域

03监理领域

04招标代理领域

05系统集成领域

06用户管线领域

07增值服务领域

08产品制造领域

09运维服务领域

10 网络安全领域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 ： 1. 若 需 查 询 参 评 领 域 ， 请 登 录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信 用 信 息 平 台
（http://www.ccace.org.cn/）查询。

2.因申请复查升级评审和正常复查（不申请复查升级评审）的申报书不同，请在对
复查类型进行选择时，选择一种类型进行复查，并在对应处“”。

3.此次复查主要考核企业 2021 年度情况，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正常复查或申
请复查升级评审；①正常复查主要核查企业是否符合现有级别；②申请复查升级
评审主要是核查企业是否符合更高级别要求（或现有级别），如符合上一级别，
将按照管理办法对级别进行调整。

http://www.cc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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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息通信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复查程序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将依据管理办法，按照复查程序进行评

审，具体如下：

一、复查（含复查升级评审）

收到复查材料后，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联同专业第三方机构

对复查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形成复查结果。

二、复查反向调查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过向各基础运营企业发送协助调查函，

核查企业在 2021 年是否存在生产安全事故及其他不良记录。

三、社会信用记录核查

第三方评价机构通过自有渠道核查企业的社会信用记录等情

况。

四、终审、公示、发布

信用办将综合上述情况报信工委评审，确定企业的复查结果

（含复查升级评审结果）在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官方网站

(www.cace.org.cn) 、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信 用 信 息 平 台

（www.ccace.org.cn）和微信公众号（cace-xinyong）等媒体进

行公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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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二批信用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33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34 中通顺昌建设有限公司

3 同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5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原中睿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36 山东省信宇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 宁夏通信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37 浙江华讯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6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38
北京诚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诚公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7 湖北君信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8 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0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 天津市邮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41 宁夏信友监理咨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11 中时讯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43 海逸恒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44 山东中移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3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5 憬奂科技有限公司

14 江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 银川市天马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15 中瑞浩祥科技有限公司 47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6 壮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48 诺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7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49 天童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18
中云永腾技术有限公司

（原安徽永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0 中通服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9 波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1 新疆德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 福建省枢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2 河南正华电讯有限公司

21 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3 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2 海南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54 华龙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3 和勤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南京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上海乐通通信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58 杭州东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7 赛尔通信服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9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 苏州市电讯工程有限公司 60 浙江明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9 唐人通信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1 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30 天博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2 鸿腾科技有限公司

31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3 新疆鑫科来科技有限公司

32 中润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64 石家庄市鑫汇隆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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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三批信用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2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
锐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武汉锐城信息管网工程有限公司）
33 云南奋进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 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4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4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5 云南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5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北京多联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37 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

7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38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8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9 山东省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9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40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10 成都思维世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1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11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42 中徽建技术有限公司

12 广西中汇通建设有限公司 43 星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13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44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大庆恒天通信网络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45 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5 江西绿鸿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46 深圳市光联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 甘肃信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7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48 北京宏达隆和科技有限公司

18 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49 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 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20 长沙市鼎焱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51 昆明云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1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52 湖南美联通通信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22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53 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3 北京谷安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54 天津电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4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 55 广州天越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5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兴迈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原长沙兴迈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57 河南国信工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7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58 北京华麒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8

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

（原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公司）

59 内蒙古祥宇通信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29 浙江鸿顺实业有限公司 60 湖南润迅通信有限公司

30 长沙城通基础管网建设有限公司 61 甘肃中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31 沈阳华铁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62 北京千禧维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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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63 天津市智博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3 湖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64 北京中福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84 恒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65 惠远通服科技有限公司 85 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66 河北润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86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67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87
河南省通信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原河南省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8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88 鼎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9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89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70 四川公众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90 四川华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1 北京安诺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 广州瀚信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 山西顺达胜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92 重庆信科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3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3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74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94 贵州正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75 贵州瑞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95 中国通信建设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76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96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77 贵州烨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7
迅通建设有限公司公司

（原贵州迅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78 上海信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8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79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中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80 卓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
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81 太原理工齐诺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1 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82
中玖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湖南申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2 深圳市都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5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