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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19-003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为中选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于 2019年 1月 18日发布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19年至

2021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多个省份的中选候选人公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格怡创”）为四川、湖南、广西等七个省份中选候选人之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海格怡创中选候选人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19年至 2021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网络综合代维服务 

3、服务周期：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具体代维服务起始日期以省

公司实际代维执行日期为准）。 

4、海格怡创中选候选人情况：海格怡创为本项目四川、湖南、广西等七个省份中

选候选人，项目中选金额合计约 84,512.18万元。 

5、海格怡创为中选候选人项目明细 

序

号 
省份 项目名称 合同服务周期 

中选

排名 

中选 

份额 

服务周期预

计中选合同

额（万元） 

中选结果 

公示链接 

1 四川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四川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5 12.0% 21,716.91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24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4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4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4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4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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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省份 项目名称 合同服务周期 

中选

排名 

中选 

份额 

服务周期预

计中选合同

额（万元） 

中选结果 

公示链接 

2 湖南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 14.0% 14,984.35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447 

3 广西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广西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 16.0% 14,309.64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263 

4 河北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河北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 17.0% 10,737.67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408 

5 河南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河南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8 8.0% 9,922.53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378 

6 山东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10 5.5% 7,006.62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358 

7 北京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北京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项目 

2019年4月1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3 20.0% 5,834.46 

https://b2b.1008

6.cn/b2b/main/v

iewNoticeConte

nt.html?noticeB

ean.id=535395 

整个服务周期预计中选合同额合计 84,512.18  

注：上表中，“服务周期预计中选合同额”数据均为含税金额。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本次中选事项如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在本期项目中，部分网优业务被纳入集采，这是中国移动推进“维优一体化”服务

的重要举措。成为项目中选候选人意味着运营商已选择海格怡创作为其未来网络维护的

重要合作伙伴，将有利于海格怡创紧跟运营商运维服务标准演进和业务延伸拓展，彰显

了运营商对于海格怡创的信任和实力的认可。 

此次项目中选金额合计约 84,512.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总收入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47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47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47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47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47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63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63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63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63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263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0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0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0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0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40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7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7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7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7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7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5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5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5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5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58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95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95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95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95
https://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53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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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21%，若海格怡创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及海格怡创在通信

服务行业的地位和 2019年至 2021年业绩增长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截至本公告日，2019 年海格怡创累计已公告成为中标/中选候选人的项目金额（预

计）达 12.7 亿元，突显海格怡创在通信服务行业中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 

2、本次交易突显海格怡创在通信服务行业中优势，是公司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公司自上市以来，借助国防信息化建设和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契机，

紧紧围绕“军民融合”、“两个高端”（高端高科技制造业、高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战

略，坚持“产业＋资本”双轮驱动，加大军民应用领域的拓展力度，进一步提升行业应

用和大众应用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14年 2月公司成功

收购海格怡创，由此从专网进入公网，进一步拓展通信服务领域，是公司高端服务业既

定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19年至 2021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中，海格怡

创成为 9个业务优质省份中选候选人。在巩固广西、四川、湖南等传统省份业务的同时，

进一步挖掘华北地区优质业务市场，新中选北京、河南、山东三省网络综合代维服务，

对拓展全国性业务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海格怡创为中国移动提供综合代维服务的

省份已达到 15个，体现公司在军民融合战略布局方面取得有效实施。 

三、风险提示 

1、本公告涉及的中选金额为项目招标文件载明的标段预估金额，最终结算金额以

签订的项目合同相关商务条款为准。 

2、上述项目目前处于中选候选人公示期，在公示期内，海格怡创仅为中选候选人，

能否最终中选，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海格怡创若收到上述项目的《中选通知书》，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中选的有关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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