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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综合实

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公司

对本次发行可转债（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800.00万元（含71,8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

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113,899.87 71,800.00 

1.1 广东省 32,337.55  20,384.89  

1.2 湖北省 22,531.08  14,203.10  

1.3 浙江省 10,003.23  6,305.82  

1.4 江苏省 6,821.90  4,300.38  

1.5 辽宁省 5,470.15  3,448.26  

1.6 北京市 14,952.39  9,425.66  

1.7 安徽省 10,331.83  6,512.96  

1.8 上海市 5,545.21  3,495.58  

1.9 内蒙古自治区 5,906.53  3,723.35  

合计 113,899.87 71,800.00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

事会将会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

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有资

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程序予以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文件

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募投项目均为通信网络建设项目。公司作为通信网络建设项目承包方无

需就本次募投项目单独履行备案审批程序。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巩固公司市场领先地位 

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赋能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已成为重要国家战略。

作为数字技术的底层基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关注焦点，以 5G 为代表的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被放在首位，加快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必然趋势。

同时，随着通信网络的日益复杂化，通信运营商对通信网络系统的高可靠性、高

稳定性以及不间断运行能力要求也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出于对产品质量可靠

性和服务稳定性的考虑，通信运营商更倾向于选择市场信誉好、管理到位、技术

力量强，服务质量良好、经验丰富、过往业绩显著的通信技术服务商。因此，打

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标杆性案例，提高市场影响力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关键。

本项目是公司通信网络建设业务中的代表性项目，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有利于

公司把握市场发展契机，推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行业影

响力，巩固公司市场领先地位。 

2、夯实资金保障，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通信网络建设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资金要求高，资金实力已成为制

约通信技术服务企业开展大型通信网络建设项目施工、提高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大部分工程项目投标时和中标后需要缴纳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在项目施工阶段，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材料采购和劳务支出等大量支出一般需要由

通信技术服务企业先期垫付，在工程竣工后，需经过竣工验收、结算审计后才能

进行工程款的结算，这使得企业在项目开展周期内需要储备充足的项目资金以保

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此外，通信工程，尤其是大型通信网络建设工程，存在工期

长、投入大、付款周期长等特点，资金周转率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资金压

力。本项目成功实施后，公司将获得充足的资金，夯实资金保障，为公司业务开

展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确保公司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 

3、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程交付质量 

通信网络对运行安全性要求极高，一旦通信网络的运行出现故障，极有可能

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通信网络建设的质量至关重要。影响通信网络工程施

工质量的因素众多，项目人员的自身能力是决定性因素之一。通信网络建设工程

项目的实施往往跨越多个组织，对项目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要求较高；同时，项

目工作往往是一次性完成，工作内容重复性低，不可控因素多，项目管理难度大，

只有高素质的项目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才能保证项目的一次性合格。因此，优化



人才团队结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是保证项目高质量交付的关键。本项目成功实

施后，公司拟通过多种途径引进更多行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深厚、素质全

面的专业项目管理人才及技术人才，确保项目交付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客户

满意度。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齐备的业务资质为项目实施奠定重要基础 

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从事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在承接对应项目时应

具备相应等级的专业资质。具备相应的资质对获取参与项目竞标、扩大市场份额、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公司深耕行业多年，已较早获得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信息通信网

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甲级资质、电子与智能化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安防工程

壹级资质、对外通信工程承包资质等多项资质认证。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是参与电信运营商集团干线项目和国家重点通信项目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凭借

齐备的业务资质，公司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增强承揽业务的竞争力，同时有利于控制项目建设成本，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提

升客户满意度。 

2、专业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项目经验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网络建设服务涵盖通信网络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其中通信网络建设包

括核心网、传输网及无线网等项目。复杂的网络环境对通信网络技术服务提出了

较高的专业技术和行业经验要求。目前国内能够经营一体化业务，涵盖核心网，

传输网，无线网的企业并不多，而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以网络建设服务为

主，专业涵盖核心网、传送网、无线网与通信配套等全部专业，并在通信与信息

化集成领域，形成了通信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机电系统集成、计算

机网络系统集成等全专业覆盖，打造了一支能够在复杂网络环境条件下为客户提

供通信网络服务的专业技术团队，展示了公司技术服务的综合专业能力。公司也

是三大运营商集团与南水北调国家干线项目的主要服务商之一，连续中标三大运

营商的一级干线传输设备项目、移动集团一级干线光缆项目等项目，多次中标国

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中线与东线光缆、通信系统集成、实体环境等技术服务

项目，项目经验丰富。公司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专业的技术能力为本项目的实施提



供了有力支撑。 

3、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保障项目高效实施 

公司在不断研究行业内外不同项目管理模式与项目管理理论基础上，通过管

理知识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以项目关键节点过程控制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项目管

理体系，实行对项目预算管理、实施进度、竣工验收、决算审计与客户满意度进

行结果控制和项目质量与安全管理过程控制的项目闭环管理。全生命周期项目管

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使公司上下各级都能以项目为根本进行项目清单问题管

理，针对项目问题制订解决方案，达到快速、准确解决问题的目的，提高项目管

理效率，保障项目高效实施。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 2022年至 2023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实施主体：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中国移动 2022年至 2023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属于通信网络建设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助力公司可持续发展，而且作为支撑数字技术的

关键新型基础设施，将能够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高效赋能数字中国建设。本

项目覆盖广东、湖北、浙江、江苏、辽宁、北京、安徽、上海、内蒙古等 9个省、

市、自治区及直辖市，项目计划总投资 113,899.87万元。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广东）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32,337.55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

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广东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

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31,620.91 20,384.89 

1 外购劳务 22,920.53 
20,384.89 

2 材料成本 1,328.61 

3 间接成本 7,371.77 
- 

二 其他费用 716.64 

合计 32,337.55 20,384.89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9.68%，经济效益良好。 

2、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湖北）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22,531.08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

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湖北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22,011.66 14,203.10 

1 外购劳务 15,175.59 
14,203.10 

2 材料成本 1,096.54 

3 间接成本     5,739.54  
- 

二 其他费用 519.4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合计 22,531.08 14,203.1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21.92%，经济效益良好。 

3、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浙江）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10,003.23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

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浙江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9,791.19 6,305.82 

1 外购劳务 8,232.08 
6,305.82 

2 材料成本 311.82 

3 间接成本 1,247.29 
- 

二 其他费用 212.04 

合计 10,003.23 6,305.82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9.80%，经济效益良好。 

4、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江苏）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6,821.90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审

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江苏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6,676.50 4,300.38 

1 外购劳务 5,576.49 
4,300.38 

2 材料成本 207.71 

3 间接成本 892.30 
- 

二 其他费用 145.39 

合计 6,821.90 4,300.38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7.89%，经济效益良好。 

5、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辽宁）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5,470.15 万元，项目预计开工时间为

2022年 6月 1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31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

包人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辽宁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5,352.65 3,448.26 

1 外购劳务 4,369.00 
3,448.26 

2 材料成本 167.86 

3 间接成本 815.79 
- 

二 其他费用 117.50 

合计 5,470.15 3,448.26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8.53%，经济效益良好。 

6、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北京）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14,952.39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



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北京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14,646.99 9,425.66 

1 外购劳务 12,235.20 
9,425.66 

2 材料成本 401.38 

3 间接成本 2,010.41 
- 

二 其他费用 305.40 

合计 14,952.39 9,425.66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4.32%，经济效益良好。 

7、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安徽）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10,331.83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

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安徽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

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10,113.91 6,512.96 

1 外购劳务 8,203.94 
6,512.96 

2 材料成本 333.28 

3 间接成本 1,576.69 
- 

二 其他费用 217.92 

合计 10,331.83 6,512.96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9.40%，经济效益良好。 

8、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上海）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5,545.21 万元，项目预计开工时间为

2022年 6月 1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31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

包人审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上海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5,429.68 3,495.58 

1 外购劳务 4,569.29 
3,495.58 

2 材料成本 167.91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3 间接成本 692.48 
- 

二 其他费用 115.53 

合计 5,545.21 3,495.58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7.44%，经济效益良好。 

9、中国移动 2022 年至 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内蒙古） 

①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按项目成本估算为 5,906.53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年

5 月 7 日，预计完工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竣工时间以发包人审

批工期为准）。 

序号 省份 标段专业 发包人 实施主体 

1 内蒙古 设备+管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中贝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投资成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一 工程施工成本 5,776.05 3,723.35 

1 外购劳务 4,394.87 
3,723.35 

2 材料成本 207.58 

3 间接成本 1,173.60 
- 

二 其他费用 130.48 

合计 5,906.53 3,723.35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方案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

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



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投资总额，具体数额明细安

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

的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支出。 

④项目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20.33%，经济效益良好。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通信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公

司经营业绩，提高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扩大市场影响

力，为公司日后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推动公司健康、稳定的

运营及发展，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资金储备将

进一步增强。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持

续降低，财务结构更趋优化，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将逐步提升；此外，由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效益释放均需要一定时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带来的

盈利增长速度短期内可能会低于公司股本及净资产的增长速度，从而对公司即期

回报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募投项目实施完成，公司收入

和利润水平均将得到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盈利稳定性将不断增强，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时，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

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