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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申请指南 

 

在准备申请材料前，请熟悉下列文件： 

1、《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办法》 

2、《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标准》 

3、《综合代维服务能力评定企业申请说明》（申请综合代维时） 

 

一、 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 

申请服务能力评定时，需要提交以下申请材料（表中打“√”为必须提交的

材料）： 

序

号 

代

号 
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 初评 监督 复评 升级 

1 A 服务能力等级申请表 √    

2 B 监督通知书回复  √   

3 C 复评申请表   √  

4 D 变更申请表    √ 

5 E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效副本复

印件 
√  √ √ 

6 F 企业简介 √  √  

7 G 
从事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能力及

绩效介绍 
√  √  

8 H 
主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身份证

复印件、履历表 
√  √  

9 I 相关从业技术人员清单 √ 可选 √ √ 

10 J 
维护用仪器、仪表、车辆、计算机

等设备清单 
√  √ √ 

11 K 维护点统计清单 √ √ √ √ 

12 L 年代维绩效统计表 √ √ √ √ 

13 M 代维绩效证明表 √  √ √ 

14 N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甲、乙级） 
√  √ 可选 

15 

 
O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保持有效的证

据 
√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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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 质量手册和必要的文件（甲、乙级） √   可选 

17 Q 
与代维相关的管理、作业等文件的

清单 
√    

注：如申请甲、乙等级的企业没有获得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可

同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泰尔认证中心提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申请，泰

尔认证中心将把 ISO9000 认证的现场检查和代维服务能力等级评定的现场检查

合并进行，做到一次审核，多张证书。 

如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认证范围不包含“代维服务”或“网络

维护”等内容时，应向 ISO9000 证书所属的认证机构申请扩项。 

二、申请总要求 

1、企业在准备申请材料时使用 A4纸，准备完善后不要装订。 

2、除签字部分外，表格中需填写的部分均应采用打印的方式。 

3、所有申请材料应认真准备、一律不得涂改，应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4、所有申请材料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5、申请材料中需要法人签字的，应由营业执照中注明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由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人签字，但应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或在授权书复印件

上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被授权人才可以签字。 

6、当申请单位的通信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及传真发生变化时应以书面

形式通知我中心。 

7、没有日常维护，只负责故障抢修的企业申请暂不受理。 

8、申请基站专业时，甲级企业必有维护宏基站全专业的能力；不能单独申

请室内分布系统甲级，但可单独申请室内分布系统乙级、丙级及临时级。 

9、申请综合代维专业时，应同时申请同等级或以上基站、线路服务能力等

级证书。例如，申请综合代维乙级，应同时申请基站、线路乙级或甲级。 

10、 国外维护业绩不属于业绩认可范围。 

11、 申请材料代号为 A～D、H～M 的材料，按规定表格要求填写,相关表格

从泰尔认证中心官方网站下载，填写示例见本文第六部分。 

三、申请材料的要求（与材料代号相对应） 

A、初评申请表（参考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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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表除签字处可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外，其余部分一律采用电脑打印方

式，不得涂改。对申请表中的每项内容（包括表中“□”处需要划“√”加以确

认的内容）均应填写完整并保证真实有效。 

2、申请表第三页右下角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第三页“法定代表人（签字）”

应是申请单位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如不是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

章的，要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或在授权书复印件上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被授

权人才可以签字）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表中“注册地址”指营业执照上的地址，由于该地址要体现在服务能力等

级证书中，因此请注意填写正确。 

4、基站专业涵盖设备很多，等级标准中按宏基站主设备（指收、发信机）、

宏基站配套设备（包括传输设备、天馈线）、宏基站附属设备（包括环境监控系

统、照明、空调、铁塔、电源设备）、室内分布系统（包括微蜂窝站、直放站、

RRU、室内部分）等对基站专业进行了分类。企业申请基站专业的服务能力等级

证书时，必须明确要申请的具体分专业，在基站专业申请上，有以下几个规定： 

a) 企业维护宏基站的传输设备、天馈线中的任一种或多种设备时才能申请

宏基站配套设备服务能力等级； 

b) 企业维护宏基站的环境监控系统、照明、空调、铁塔、电源设备中任一

种或多种设备时才能申请宏基站附属设备服务能力等级； 

c) 企业维护宏基站的配套设备中的一种或多种设备，同时也维护宏基站的

附属设备中的一种或多种设备，企业才能申请宏基站配套设备和宏基站附属设备

服务能力等级； 

d) 企业维护微蜂窝站、直放站、RRU、室内部分中的一种或多种设备，企业

才能申请室内分布系统服务能力等级； 

e）申请甲级服务能力的企业，必须具备宏基站全专业维护能力，且相应业绩

也必须是宏基站全专业的维护业绩；对乙级及以下服务能力，可以允许企业申请

其中某一个分专业或某两个分专业的代维服务能力； 

在服务能力等级证书上将予以注明维护设备的种类，如：企业只是维护了配

套设备，其获证后证书上将以“基站专业【配套设备】”的方式予以注明。 

5、综合代维覆盖了线路、基站、装维三个专业，其中基站应至少包括宏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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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专业、室分或 WLAN。 

6、铁塔专业一般指通信铁塔。铁塔专业中的铁塔与基站专业附属设备中的铁

塔是同一事物，后续铁塔将不再纳入基站专业附属设备。过渡期内，暂维持基站

专业不变。 

B、监督通知书回复 

代维企业获证 2 年内实施监督，在证书副本中有监督日期。获证企业应提前

关注监督的要求，在监督日期前做好接受监督的准备，并完成监督审核。 

一般情况下，评定中心在监督日期前 4 个月会以“监督通知书”的形式发送

传真通知。企业在接到监督通知后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填写，并盖章确认后以

传真（或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扫描件）形式回复。 

如监督的同时有变更（如：升级、扩项）时，应同时提交变更申请表和相应

材料。 

C、复评申请表（参考示例 2） 

甲、乙、丙级证书有效期 4 年，有效期到达前实施复评，获证企业应提前关

注复评的要求，以做好接受复评的准备。 

一般情况下，评定中心在证书有效期到达前 5 个月会以“复评通知书”的形

式发送传真通知。企业在接到复评通知后，应及时提交复评申请书和相关申请材

料。代维企业应在获证证书有效期前 3个月完成复评合同的签订。如不能按期签

订复评合同，获证企业的申请按初次申请对待。 

如复评的同时有变更（如：升级、扩项）时，应同时提交变更申请表和相应

材料。 

D、变更申请表（升级申请参考示例 3） 

有如下几种情况时，提交变更申请表以及其它必要的申请材料： 

a) 专业扩项/减项 

b) 注销 

c) 升级/降级 

d) 变更企业名称 

e) 变更法人 

f) 变更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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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变更注册资金 

E、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效副本复印件 

1、应提供营业执照有效副本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2、应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办理服务能力等级申请手续。 

F、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包括企业的基本概况、企业的成立时间、企业从事的业务范围、企

业现行的组织结构图以及各职能部门职责介绍等相关内容。 

双面打印，加盖企业公章。 

G、从事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能力及绩效介绍 

介绍企业从事网络代维服务的年限、年维护量、人员能力的介绍，以及对代

维效果的评价等相关内容。此部分内容应和代维绩效统计表以及代维绩效证明表

中所写内容相吻合，不能彼此矛盾。 

本内容可和企业简介合并，加盖企业公章。 

H、主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履历表 

1、主要技术负责人至少 1人，提供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 

2、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线路或基站或装维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

工作 8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职称证书（甲乙级要求为高级职称证书，丙级

及临时级为中级职称证书）或等同职称的资格证书，等同的职称证书的说明见附

录 1。 

3、提交主要技术负责人的履历表（参考示例 4）。 

4、加盖企业公章。 

I、相关从业技术人员清单（参考示例 5） 

1、相关从业技术人员指从事具体维护工作的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2、相关从业技术人员人数要满足服务能力等级标准要求，初次申请时有效持

证人员的数量应不少于标准要求数量的二分之一；监督时不少于标准要求数量的

75%；复评时不少于标准要求数量的 90%。 

3、目前认可的证书范围如下： 

⚫ 国家、部委颁发的与代维专业相关的技术证书，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通

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线务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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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的线路专业人员培训证书、基站专业人员培训证

书、装维专业人员培训证书（盖章单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或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运营专业委员会）。 

⚫ 省级运营商或设备厂家颁发的与代维专业相关的培训证书等。 

⚫ 工程师、项目经理、建造师、电工证、登高证、概预算等证书不算做有

效证书。 

对于没有持有任何有效证书的情况，“资格证书信息”请空白填写。 

4、同时申请线路/基站/装维其中的两个或三个专业的企业，相关从业技术人

员清单应分开提供。人员可重复申报，但重复申报的人员比例不能超过评定办法

中的规定（各专业均不得超过 20%的人员持有双证或三证），重复申报的人员应

备注（如某专业技术人员持有基站、线路专业证书，应在在基站人员清单的备注

栏中标注“线路”，在线路人员清单的备注栏中标注“基站”。 

申请综合代维的企业（包括同时申请综合代维及基站/线路/装维等专业的），

仅提供一个从业技术人员清单，备注栏中标注该人员所属的专业（基站、线路、

装维）。 

5、表格中的“所属区域”指技术人员所服务的市级代维点或公司总部，并按

各维护点的实际技术人员配置填写。 

6、表格的填写顺序按技术人员姓名的拼音顺序 A~Z排列。 

7、加盖企业公章。 

J、维护用仪器、仪表、车辆等设备清单（参考示例 6） 

1、设备清单根据标准要求的设备种类进行填写，且应填报该设备的所有数

量，标准中没有要求的设备不必填写。 

2、同时申请线路/基站/装维其中的两个或三个专业的企业，分专业提供设

备清单，线路、基站、装维共用的设备、车辆不可重复申报。同时申请综合代维

与其他专业时，只需填写表格《设备清单-综合代维》。综合代维要求的设备数，

详见《综合代维服务能力评定企业申请说明》附录 2. 

3、设备种类和数量要满足服务能力等级标准要求。 

4、若申请基站全专业的服务能力，标准要求的仪器应全部具备；申请基站

专业中的一类或两类设备服务能力时，可不具备全部仪器，应按基站标准附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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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配备相应仪器（参看基站—标准附表“备注”里的说明）。申请基站配套设

备专业时，应具备维护传输设备、天馈线的所有仪器（例如，企业只维护传输设

备设备，申请配套设备服务能力，但企业应同时具备维护传输设备和天馈线时所

需仪器）；同样，申请基站附属设备专业时，应具备维护环境监控系统、照明、

空调、铁塔、电源设备的所有设备，具体情况见下表。 

基站专业 需配备的维护用仪器仪表种类 

全专业 所有设备 

主设备 天馈线测试仪、便携式计算机、维护生产车辆 

附属设备 经纬度测试仪、GPS、便携式计算机、维护生产车辆 

配套设备 电池测试仪（活化仪）、地阻仪、天馈线测试仪、光源、光功率计、

2M 测试仪、GPS、倾角测试仪、红光测距仪、便携式计算机、维护

生产车辆 

室内分布 天馈线测试仪、地阻仪、光功率计、频谱仪、测试手机、便携式计

算机、维护生产车辆 

   若单独申请室内分布系统，设备配备要求见下表。 

序号 名称 乙级 丙级 临时 

1 天馈线测试仪 10 4 4 

2 光功率计 10 4 4 

3 频谱仪 10 4 2 

4 测试手机 100 30 4 

5 便携式计算机 60 18 15 

6 维护生产车辆 30 13 10 

 

5、申请线路维护服务能力的企业若没有直埋管道光缆业务，可以不具备光

缆线路路由探测器和金属护套对地绝缘故障探测仪。 

6、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选择其中一种填写，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不

能用设备型号代替。 

7、表格中的“使用地点”指设备所在的市级代维点或公司总部，并按各维

护点的实际设备配置填写。 

8、若设备为租用，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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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每台设备填写一行，序号代表每种设备的数量情况。 

10、 加盖企业公章。 

K、维护点统计清单（参考示例 7） 

1、市级维护点指公司总部下设在地（市）级城市或区域的分公司（作业实

施机构）。县级维护点指隶属于地市级公司的维护作业机构。 

2、市级维护点和县级维护点的详细地址都要填写。 

3、专业/领域只局限于线路/基站/室分/装维；申请综合代维的，也按实际

维护的内容，填写线路/基站/室分/装维。 

4、加盖企业公章。 

L、年代维绩效统计表（参考示例 8） 

1、同时申请线路/基站/装维专业的企业，分专业统计年代维绩效情况；申

请综合代维专业的企业（包括同时申请综合代维与基站、线路、装维等其它业务

的），分别填写基站、线路、装维的绩效统计表。。 

2、初次申请时，本统计表统计近几年的维护量（甲级近三年，乙级近两年，

丙级近一年，临时级近一年/若没有不填写）；监督、复评时，本统计表填写近 2

年的维护量（甲乙级近两年、丙级近一年的维护业绩要满足标准要求）。 

3、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4、年代维绩效统计表中的数据应和代维绩效证明表中的数据相对应。 

5、本表中的“市级委托单位”是指与代维企业有代维业务关系的运营商或

企业，按市级单位填写。 

6、维护量按县(区)维护点填报。 

7、注意：线路专业的统计单位是皮长公里。 

8、加盖企业公章。 

M、代维绩效证明表（参考示例 9） 

1、 填写本表一律采用电脑打印方式，手写无效。对申请表中的每项内容（包

括表中“□”处需要划“√”加以确认的内容）均应填写完整并保证真实有效。 

2、 本表中的“委托单位”是指与代维企业有代维业务关系的运营商或企业。 

3、 本表要求由委托单位分别填写，须加盖委托单位公章，并由委托单位联

系人的签字；委托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应正确、有效，以便我中心电话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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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维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对于线路专业，仅负责排障抢修的情

况，不计入代维业绩；对于基站专业，仅负责抢修，不负责日常维护的情况也不

计入代维业绩；对于装维专业，仅负责业务开通不负责维护的，或仅负责维护不

负责业务开通的，不计入代维业绩。 

5、 国外维护业绩不属于业绩认可范围。 

6、 初次申请时，提供近年的维护量（甲级近三年，乙级近两年，丙级近一

年，临时级近一年/若没有不填写）；复评时，提供近 2年的维护量（甲乙级近两

年、丙级近一年的维护业绩要满足标准要求；临时级若没有可不提供）。 

7、 代维业绩仅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如果企业把某个区域的维护业务整

体外包出去，那外包单位维护的业绩不能记入总业绩。 

8、 填写基站专业代维数量时，按维护基站设备种类分别填写；对于同时维

护同一个物理站点内多种设备的情况，应按一个物理站点统计，不能重复计算。 

9、 “代维时间”中填写的时间范围应覆盖“代维数量”中填写的时间范围。 

10、 代维考核指标应满足委托方的考核要求。 

11、 对同一委托单位，基站、线路、装维、综合代维专业的绩效证明表可合

成一张表。 

12、 无法提供绩效证明表的代维业绩，可用合同复印件代替，合同复印件中

应有代维内容、代维数量、代维时间、合同章所在页等内容。 

13、 绩效证明表应提供原件,并加盖申请企业的公章。 

14、 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 号文的附件

1，187 号文的附件 1的内容见本文的附录 2。 

15、 本表打印成一页，不得打印成 2页及以上页数。 

N、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甲、乙级） 

1、对申请服务能力等级甲、乙级的企业，应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

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2、应在证书有效期内办理服务能力等级申请手续。 

3、质量管理体系证书覆盖范围应包括 “代维服务”或“网络维护”等类似

字样。 

4、丙级及临时级企业若持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时，也应提交。 



TLC-DW-GKCX008 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申请指南 VA.0 

 

10 

O、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保持有效的证据 

提交 9000证书持续有效的证据，如：监督报告。 

P、质量手册（甲、乙级） 

对持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企业，应同时提供质量手册，并加盖企业公章。 

Q、与代维相关的管理、作业等文件的清单 

1、与代维相关的管理、作业等文件指代维服务过程中使用到的相关文件。可

以是质量手册中和代维过程相关的控制程序文件，也可以是诸如：《维护规程》、

《维护管理办法》、《维护作业规范》、《维护作业记录表》、《维护检查登记表》等

文件。 

2、提供代维管理作业文件清单，清单指以目录形式列出代维相关的管理、作

业等文件名称及版本。 

3、加盖企业公章。 

 

四、升级申请材料要求 

取得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的企业，从事相应专业/领域通信网络代维服

务跨年度后，方可申请升级。 

1. 变更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有效副本复印件； 

注册资金应满足申请级别的要求，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 从业技术人员清单 

人员数量及持有的有效证书数量要满足申请级别的要求。 

4. 维护用仪器、仪表、车辆、计算机等设备清单 

设备种类和数量要满足申请级别的要求。 

5. 年代维绩效统计表和证明表 

维护业绩要满足申请级别的要求 

6. 维护点清单。 

7.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证书持续有效的证据和质量手册（必要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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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申请甲级、乙级时，需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证书持续有

效的证据和质量手册。 

五、其它变更申请材料要求 

1、专业扩项 

专业扩项指基站专业的扩项。 

对于有扩项要求的企业，需提交的申请材料有： 

⚫ 变更申请表 

⚫ 维护用仪器、仪表、车辆、计算机等设备清单 

设备种类和数量要满足申请级别及扩项的要求 

⚫ 年代维绩效统计表和证明表 

维护业绩要满足申请级别及扩项的要求 

⚫ 维护点清单 

⚫ 代维作业文件清单 

⚫ 其它必要材料 

申请扩“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维护业绩和仪器/仪表设备要求如下 

级别 维护业绩 设备 持证人员 

甲级 
近三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

物理站点不少于 3000个。 

配置频谱仪 4台 

测试手机 20台 
30 

乙级 
近两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

物理站点不少于 1500个。 

频谱仪 2台 

测试手机 10台 
15 

丙级 
近一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

站点不少于 500个。 

频谱仪 1台 

测试手机 4台 
5 

临时级 无业绩要求 
频谱仪 1台 

测试手机 4台 
5 

注：上表中持证人员指与维护室内分布系统相关的持证人员。 

 

2、专业减项 

获证企业如不能继续满足原基站专业的全部要求，但能满足基站某分专业的

标准要求时，提交变更申请表，提出减项申请，并寄回已获证书的正本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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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新证书。 

提交的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证书正本及副本的原件 

经评定，批准后换发证书，同时收回原证书。 

 

3、注销 

获证企业如不愿继续持有证书时，提交变更申请表，提出注销申请，并寄回

证书正本及副本的原件。 

提交的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证书正本及副本的原件 

 

4、降级 

获证企业因服务能力等级条件改变不能保持原等级应具备的能力或在监督审

查中发现企业已不能满足该服务能力等级条件且无法改善时,但能满足下一个等

级的标准要求时，提交变更申请表，提出降级申请，并寄回已获证书的正本及副

本，换发新证书。 

提交的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证书正本及副本的原件 

经评定，批准后换发证书，同时收回原证书。 

5.变更企业名称 

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工商局的相关变更证明或证明变更前的企业名称和变更后的企业为同一

企业的证据。 

经评定，批准后换发证书，同时收回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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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更法人 

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此变更不涉及换证。 

7、变更注册地址 

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经评定，批准后换发证书，同时收回原证书。 

8、变更注册资金 

申请材料： 

⚫ 变更申请表 

⚫ 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若注册资金变更不影响等级标准的符合性，此变更不涉及换证。若由于注册

资金降低使代维企业不再满足等级标准要求，需要提出降级申请。 

 

六、表格示例 

说明：示例仅作参考，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示例双击打开。 

示例 1：初次申请表 

通信网络运维企业
资质等级申请表.doc

 

示例 2：复评申请表 

通信网络运维企业
资质等级复评申请表.doc

 

示例 3：变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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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运维企业
资质等级变更申请表.doc

 

示例 4：主要技术负责人履历表 

主要技术负责人履
历表.doc

 

示例 5：从业人员获证清单 

从业人员清单（线
路）.doc

 

从业人员清单（基
站）.doc

 

从业人员清单（综
合代维）.doc

 

注：申请综合代维时，无需再提供基站、线路、装维等专业的人员清单。 

示例 6：设备清单 

设备清单 - 
线路.doc

 

设备清单 - 
基站.doc

 

设备清单－装维.do
c

 

设备清单－综合代
维.doc

 

注：申请综合代维时，无需再提供基站、线路、装维等专业的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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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7：维护点统计 

维护站点统计.doc

 

示例 8：代维绩效统计表 

代维绩效统计表（
线路）.doc

 

近年代维绩效统计
表(基站）.doc

 

年代维绩效统计表
（装维）.doc  

示例 9：代维绩效证明 

代维绩效证明（线
路）.doc

 

代维绩效证明（基
站）.doc

 

通信网络代维绩效
证明表(综合代维).doc 

 

运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中心 

2015年 1 月 4日     



TLC-DW-GKCX008 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申请指南 VA.0 

 

16 

 

附录 1：同等专业水平 

未取得职称的人员，可按照下列条件，提供国家认可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

件（经核对原件），审查合格后，可视同达到同等专业水平相应职称： 

（1）初级职称：中专毕业 7 年；大专毕业 3 年；本科毕业 1 年；硕士以上学

位毕业。  

（2）中级职称：大专毕业 7 年；本科毕业 5 年；硕士学位或双学位 3 年；博

士学位毕业。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建设时，讲师、助理研究

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中级职称。  

（3）高级职称：本科毕业 12 年；硕士学位或双学位（学士）6 年；博士学

位毕业 3 年。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建设时，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以上职称的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高级职称。 

（4）技术员按初级职称，技师及以上按中级职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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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划分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  

（一）3 条以上国际通信陆海光（电）缆中断，或通达某一国家的国际电话通

信全阻持续超过 1 小时； 

（二）5 个以上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 1 小时； 

（三）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 5 小时； 

（四）省际长途电话通信 1 个方向全阻持续超过 2 小时； 

（五）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50 万户，且持续超过 1 小时； 

（六）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50 万户，且持续超过 1 小时； 

（七）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 5

小时； 

（八）省级以上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企

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断。 

二、重大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的情况： 

（一）1 条以上国际通信陆海光（电）缆中断； 

（二）1 个以上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 1 小时； 

（三）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 2 小时或者直

接影响范围 5 万（用户×小时）以上； 

（四）长途电话通信 1 个方向全阻超过 1 小时； 

（五）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10 万户，且持续超过 1 小时； 

（六）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10 万户，且持续超过 1 小时； 

（七）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 1

小时； 

（八）地市级以上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

企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断； 

（九）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活动期间等相关通信中断。 

三、较大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重大事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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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 20 分钟； 

（二）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 20 分钟或者直

接影响范围 1 万（用户×小时）以上； 

（三）长途电话通信 1 个方向全阻持续超过 20 分钟； 

（四）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3 万户，且持续超过 20 分钟； 

（五）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3 万户，且持续超过 20 分钟； 

（六）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

20 分钟； 

（七）地市级以下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

企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断。 

四、一般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事故的情

况： 

（一）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 

（二）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 

（三）长途电话通信 1 个方向全阻； 

（四）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1 万户； 

（五）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 1 万户； 

（六）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 

 

注：“网络运行事故划分”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所称“以下”不包括本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