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无线电台站设置和频率使用审核许可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决定书文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1
津秦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公司
国铁准字〔2013〕第00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用于津秦铁路客运专线天津-秦皇岛段，设
台98座、光纤直放站44套。

2023年10月10日

2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3〕第07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用于盘锦至营口铁路客运专线盘锦北
（含）-下夹河线路所（含），设台31座。

2023年11月4日

3
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0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成都至绵阳至乐山铁路客运专线
江油至乐山（不含成都枢纽）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

基站计20座。

2023年12月28日

4
成都市域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0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彭州支线郫县
西（不含）至彭州（含）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

计6座。

2023年12月28日

5 南宁铁路局 国铁准字〔2014〕第00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湘桂线永州（不含）至柳州（含
柳州枢纽）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82座、光纤

直放站84套。

2023年12月28日

6 南宁铁路局 国铁准字〔2014〕第00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广西沿海铁路钦州北（不含）至
防城港（含）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13座、光

纤直放站4套。

2023年12月28日

7 南宁铁路局 国铁准字〔2014〕第00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广西沿海铁路南宁东（不含）至
钦州北（含）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16座、光

纤直放站22套。

2023年12月28日

8 南宁铁路局 国铁准字〔2014〕第00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广西沿海铁路钦州北（不含）至
北海（含）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20座、光纤

直放站2套。
2023年12月28日

9 柳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0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湘桂线柳州（含）至南宁（含）
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54座、光纤直放站51套

。

2023年12月28日

10 南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0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南宁至广州铁路黎塘西（不含）
至梧州南至局界段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54座

、光纤直放站66套。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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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茂湛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0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茂名至湛江铁路茂名东站（含）
至塘口站（不含）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19座

。
2023年12月28日

12
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广高铁北京西至安阳（不含）
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180座。

2024年1月21日

13 准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韩原线韩家岭至原平相关铁路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计29座。
2024年1月21日

14 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新铁路第二线甘青段兰州至红

柳河南，设台185座、光纤直放站216套。
2024年4月27日

15 宁杭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于南京至杭州客运专线南京南
（不含）至杭州东（不含），设台84座、光纤直放站46套。

2024年4月27日

16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铁路客运专线省界（江西省
与湖南省）至醴陵北至长沙南（不含），设台23座。

2024年4月27日

17
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长吉城际铁路长春站（不含）至
吉林，设台28座、光纤直放站4套。

2024年4月27日

18 广珠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1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广珠铁路大田站至高栏港，设台

37座、光纤直放站28套。
2024年4月27日

19
西兰铁路客运专线陕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6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西宝客运专线咸阳西（不含）至
宝鸡南站间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6座、光纤直

放站2套。

2024年6月3日

20
湖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6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武石城际武汉（不含）至大冶北
站间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6座、光纤直放站26

套。

2024年6月3日

21
湖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7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武咸城际汤逊湖至咸宁南站间相
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1座、光纤直放站4套。

2024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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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湖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7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武冈城际葛店南站（不含）至黄
冈东站间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座、光纤直放

站2套。

2024年6月3日

23 兰新铁路新疆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7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新二线红柳河南至乌鲁木齐站
间相关铁路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24座、光纤直放站44

套。

2024年6月3日

24
青海地方铁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7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锡铁山至北霍布逊铁路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座。

2024年6月3日

25 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9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厦深铁路闽粤省界至饶平至深圳
北（不含）铁路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2座、光纤直

放站132套。

2024年7月7日

26 山西侯禹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09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黄陵至韩城至侯马铁路（山西

段）铁路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7座。
2024年7月7日

27
衡茶吉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准字〔2014〕第10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吉安南（不含）至颜家垄铁路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9座、光纤直放站82套。

2024年7月7日

28
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10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广客运专线冀豫省界至（安阳
东至信阳东至）豫颚省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及郑州枢纽设置GSM

－R基站191座、光纤直放站42套。

2024年7月7日

29
鄂尔多斯市东铜铁路物

流有限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11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铜匠川铁路专用线东胜西至王家
塔站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座。

2024年7月23日

30
京福闽赣铁路客运专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18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福铁路（闽赣段）皖赣省界至
婺源站至福州站（不含）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

116座、光纤直放站142套。

2024年12月31日

31 贵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21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贵广铁路贵阳北站至从江站间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7座、光纤直放站37套。
2024年12月31日

32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26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福铁路姚花店至皖赣省界间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05座、光纤直放站50套。

2024年12月31日

33 兰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28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渝铁路渭沱至重庆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座、光纤直放站34套。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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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33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广高铁豫鄂省界至武汉站（不
含）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2座、光纤直放站43套

。

2020年12月24日

35
山西太兴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37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太兴铁路西张站至白文东站间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8座、光纤直放站101套。

2024年12月31日

36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江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37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江西省境内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74座、光纤直放站104套。

2024年12月31日

37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准字〔2014〕第42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长沙南（不含）至湘黔
省界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96座、光纤直放站323

套。

2024年4月27日

38 贵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01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贵广铁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和
广东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2座（广西壮族自
治区境内51、广东省境内31）、光纤直放站205（广西壮族自治区

境内144、广东省境内61）套。

2024年12月31日

39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01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石太线太原铁路局管内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6座、光纤直放站44套。
2024年12月31日

40 吕临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10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吕临支线铁路吕梁至三交（不
含）及联络线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座、光纤直

放站25套。
2025年1月30日

41
格尔木藏格钾肥股份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1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格尔木藏格钾肥股份有限公司铁
路专用线察尔汗至藏格二站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

4座。

2025年4月10日

42
成渝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1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成渝客运专线成都东（不含）至
重庆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94座、光纤直放站141

套。

2025年4月10日

43 海青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1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海青铁路海天至芝兰庄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7座、光纤直放站1套。
2025年4月10日

44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贵州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4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新晃西（不含）至贵阳
东至贵阳北（不含）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2座、

光纤直放站262套。
2025年5月2日

45 南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4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南广铁路（广州与南宁铁路局）
局界至肇庆东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3座、光纤直

放站76套。
2023年12月28日

46
鄂尔多斯沿河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大马何铁路大塔（不含）至何家
塔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5座、光纤直放站4套。

2025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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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鄂尔多斯沿河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6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大四铁路大塔（不含）至四眼井
及高关支线吴四圪堵至高头窑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20座、光纤直放站2套。
2025年5月18日

48
鄂尔多斯沿河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6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乌锡线乌拉山至锡尼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7座。
2025年5月18日

49 渝利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29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渝利铁路重庆北至凉雾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4座、光纤直放站118套。
2025年6月30日

50 宁安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3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安铁路南京南至安庆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1座、光纤直放站16套。
2025年6月30日

51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3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沈丹铁路沈阳南至丹东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5座、光纤直放站135套。
2025年6月30日

52
金丽温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0座、光纤直放站120套。
2025年6月30日

53 兰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8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渝铁路兰州东至广元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7座、光纤直放站296套。
2024年12月31日

54 兰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9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渝铁路广元至渭沱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5座、光纤直放站158套。
2024年12月31日

55 赣韶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9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赣韶铁路赣州至韶关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6座、光纤直放站39套。
2025年12月31日

56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9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抚州电厂专用线设置GSM－R基站

2座。
2025年12月31日

57 海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39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海南西环铁路海口至三亚间相关

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3座、光纤直放站20套。
2025年12月31日

58
哈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45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哈齐客专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南间

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8座。
2025年12月31日

59
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47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长珲城际铁路吉林至珲春间相关

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6座、光纤直放站149套。
2024年4月27日

60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58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大西铁路原平至西安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12座、光纤直放站96套。
2025年12月31日

61 津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58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津保铁路天津至保定间相关车站

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2座、光纤直放站2套。
2025年12月31日

62 津滨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63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津城际天津至于家堡间相关车

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座、光纤直放站9套。
2025年12月31日

第 5 页，共 19 页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决定书文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63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65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中煤大牛地铁路专用线、中煤尿

素图克铁路专用线设置GSM－R基站4座。
2025年12月31日

64 郑州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5〕第65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西二线郑州铁路局管内间相关

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3座、光纤直放站47套。
2025年12月31日

65 蒙冀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69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张唐铁路孔家庄至曹妃甸北间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06座、光纤直放站200套。
2025年12月31日

66
丹大快速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69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丹大快速铁路丹东至大连北间相

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8座、光纤直放站43套。
2025年12月31日

67
赣龙复线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77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赣龙铁路（250.2公里）赣县至
龙岩、东南联络线铁山洋至东南线路所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

GSM－R基站56座、光纤直放站127套。
2025年12月31日

68
哈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77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滨绥线（138.8公里）牡丹江至
绥芬河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8座、光纤直放站53

套。

2025年12月31日

69 临策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5〕第77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额济纳至哈密（628.8公里）间

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07座。
2025年12月31日

70 渝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2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渝万铁路（247.409公里）重庆
至万州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7座、光纤直放站64

套。

2026年6月30日

71
云桂铁路广西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2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云桂铁路（223公里）南宁至百
色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8座、光纤直放站66套。

2026年6月30日

72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2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洛湛铁路（100.457公里）娄底
至邵阳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4座、光纤直放站36

套。

2026年6月30日

73 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郑机城际（43.02公里）郑州东
至新郑机场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座、光纤直放

站4套。

2026年6月30日

74 武汉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西二线武汉铁路局管内

（234.768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6座、光纤
直放站1套。

2026年6月30日

75
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瓦日铁路（1277.876公里）瓦塘
至日照、魏家滩至瓦塘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

256座、光纤直放站453套。
2026年6月30日

76 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郑焦铁路（77.8公里）郑州至焦
作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8座、光纤直放站3套。

2026年6月30日

77
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莞惠城际（99.841公里）东莞至
惠州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0座、光纤直放站70套

。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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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09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佛肇城际（79.717公里）佛山至
肇庆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5座、光纤直放站6套

。

2026年6月30日

79 武汉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19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小厉联络线（73.523公里）宁西
铁路小林站至汉丹铁路厉山站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9座、光纤直放站8套。
2026年6月30日

80 昆明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29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昆明枢纽（69.7公里）（成昆铁
路温泉至读书铺、读书铺至昆明东、读书铺至昆阳）设置GSM－R基

站21座、光纤直放站31套。
2026年6月30日

81 昆明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29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昆明枢纽东环线（45.9公里）
（渠东至昆明南、昆阳至宝兴）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

基站7座、光纤直放站11套。
2026年6月30日

82
云桂铁路云南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29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云桂铁路（431.239公里）云南
省境内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3座、光纤直放站

251套。

2026年6月30日

83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云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29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184公里）云南省境
内（富源北至昆明南）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0座

、光纤直放站110套。

2026年6月30日

84
鄂尔多斯南部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29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陶利庙至额托克前旗（104.63公
里）间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8座、光纤直放站1套

。

2026年6月30日

85 昆明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30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运专线引入昆明枢纽铁路
（8.966公里）昆明南站至昆明经开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

－R基站3座、光纤直放站2套。
2026年6月30日

86 昆明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30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云桂铁路引入昆明枢纽铁路
（20.802公里）昆明经开站至昆明东站、王家营西至昆明东站、羊
堡站至金马村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座、光纤直

放站17套。

2026年6月30日

87
湖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34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武汉至孝感城际铁路（61.8公
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5座、光纤直放站7套。

2026年6月30日

88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贵州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34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289公里）贵阳北至
富源北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7座、光纤直放站249

套。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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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沈阳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37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秦沈客运专线（391.155公里）

山海关至沈阳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4座。
2026年6月30日

90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浙江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40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客专（295.185公里）杭州
东站至浙赣省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91座、光纤直

放站73套。
2026年6月30日

91 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41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昆玉铁路（49.3公里）昆阳至玉
溪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座、光纤直放站20套。

2026年12月31日

92
云桂铁路广西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45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云桂铁路（53公里）百色至省界

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座、光纤直放站40套。
2026年6月30日

93 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50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郑开城际铁路（50.08公里）郑

州至宋城路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0座。
2026年12月31日

94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51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长株潭城际铁路（95.513公里）
长沙至株洲至七斗冲、暮云至湘潭、长沙至雷锋大道站相关车站和

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4座、光纤直放站54套。
2026年12月31日

95 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56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三南铁路（62.105公里）三江至
南川及三江东货车联络线、万盛西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

GSM－R基站12座、光纤直放站37套。

2026年12月31日

96 北京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6〕第5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石太线（117公里）北京局管内
石家庄至赛鱼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4座、光纤直放

站43套。

2026年12月31日

97 贵阳市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2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白云站至龙里北站、小碧至贵阳
客车外绕线联络线（60.66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

基站4座、光纤直放站29套。

2026年12月31日

98 贵阳市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2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贵阳东枢纽至开阳、贵阳北站至
贵阳东站联络线（62.83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14座、光纤直放站37套。

2026年12月31日

99 黄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2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织毕铁路（79.968公里）毕节东
站至织金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6座、光纤直放站

45套。

2026年12月31日

100 黄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2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织纳铁路（56.656公里）织金至
纳雍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9座、光纤直放站37套。

2026年12月31日

101
山西世忻铁路运销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5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兴保铁路（18.281公里）瓦塘冯
家川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座、光纤直放站12套。

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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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6〕第65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湘桂铁路衡阳至永州（161.197
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8座、光纤直放站28套

。

2026年12月31日

103
西成铁路客运专线四川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1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西成铁路客运专线（165.836公
里）四川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1座、光纤直

放站76套。

2026年12月31日

104
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铁路

专用线（6.656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6年12月31日

105 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宝兰客运专线（354.88公里）甘
肃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9座、光纤直放站

178套。

2026年12月31日

106 西安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黄韩侯铁路（128公里）陕西省
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0座、光纤直放站24套。

2026年12月31日

107 西安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西二线（240.138公里）陕西
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9座、光纤直放站136

套。

2026年12月31日

108
呼准鄂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呼准鄂铁路（105.185公里）准
格尔地区大路西站至鄂尔多斯地区东胜东站、东胜东站至格德尔盖
站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4座、光纤直放站19

2026年12月31日

109
呼准鄂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7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呼准鄂铁路（139.48公里）呼和
浩特枢纽前朱堡站至准格尔地区大路西站、前朱堡站至呼和浩特东
站联络线、前朱堡站至呼和浩特南站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

2026年12月31日

110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09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肖家洼煤矿铁路专用线（16.694

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光纤直放站9套。
2026年12月31日

111
新疆北阿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1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北阿铁路（66.518公里）北屯至

阿勒泰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3座。
2026年12月31日

112
石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1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石济客专（185.4公里）河北省

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7座。
2026年12月31日

113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1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原线（184.67公里）太原铁路
局管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3座、光纤直放站13套

。

2026年12月31日

114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2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中天合创烯烃铁路专用线

（7.837公里）设置GSM－R基站2座。
2026年12月31日

115
呼张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4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呼张客专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210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8座、光纤直放

站47套。

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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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准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17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准朔铁路（224公里）店坪南站
至红进塔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46座、光纤直放站

61套。

2026年12月31日

117
西成铁路客运专线陕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0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西成铁路客运专线（342.922公

里）陕西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7座。
2026年12月31日

118
九景衢铁路江西有限责

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0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九景衢铁路（242.59公里）江西
省境内（含九景衢铁路江西段、铜九线增建二线及利用铜九线既有
双线、东南联络线、西南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

基站47座、光纤直放站84套。

2026年12月31日

119
九景衢铁路浙江有限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1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九景衢铁路（88.379公里）浙江
省境内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14座、光纤直放站35套

。

2026年12月31日

120 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1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成昆铁路（100公里）成都至峨
眉段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1座、光纤直放站1套。

2026年12月31日

121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1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巴彦高勒矿井铁路专用线
（12.925公里）沙母巴站至巴彦高勒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

GSM－R基站2座。

2026年12月31日

122 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1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启铁路（268公里）南京站至

南通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5座。
2026年12月31日

123 沈阳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24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通霍铁路（401.197公里）通辽
至霍林河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3座、光纤直放站11

套。

2026年12月31日

124 沈阳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24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大郑线（250.782公里）通辽至
大虎山及新北联络线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9座。

2026年12月31日

125 沈阳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24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大郑线通辽至郑家屯和平齐线郑
家屯至四平（合计189.27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35座。

2026年12月31日

126 包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7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包满铁路（26公里）巴音花至满

都拉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6座。
2026年12月31日

127
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27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瑞昌至九江铁路（45.865公里）
鄂赣省界至庐山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7座、光纤直

放站20套。

2026年12月31日

128 哈尔滨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33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哈尔滨和谐型大功率机车检修基

地（4.21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6年12月31日

129 上海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34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合芜铁路（146.185公里）合肥

东站至芜湖站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5座。
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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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34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渝黔铁路重庆至贵阳、川黔铁路
遵义地区（合计401.054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55座、光纤直放站213套。

2026年12月31日

131
柳林县孟门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342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孟门煤炭铁路专用线（6.535公

里）设置GSM－R光纤直放站1套。
2026年12月31日

132 沈阳铁路局
国铁许准字〔2017〕第37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高台山至阜新至锦州铁路
（106.34公里）高台山至新邱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

14座。

2027年6月30日

133
武九铁路客运专线湖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37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武九铁路客运专线（69.124公
里）大冶北至阳新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8座、光纤

直放站10套。

2027年6月30日

134
西兰铁路客运专线陕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41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西兰铁路客运专线（45.741公
里）宝鸡南（不含）至陕甘省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

站8座、光纤直放站29套。

2027年6月30日

135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47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长沙至益阳城际铁路（9.022公
里）雷锋大道至黄金镇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座。

2027年6月30日

136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51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中化泉州石化铁路专用线

（3.136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7年6月30日

137 滇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51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广大铁路（174.629公里）广通
至大理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26座、光纤直放站70套

。

2027年6月30日

138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54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南同蒲铁路（173.448公里）电
气化改造侯马至风陵渡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36座。

2027年6月30日

139
内蒙古伊泰厂联煤化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61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红庆河煤矿专用线（8.901公

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7年6月30日

140
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65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深圳至茂名铁路江门至茂名
（265.111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53座、光纤

直放站24套。

2027年6月30日

141
哈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73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哈佳客运专线哈尔滨至佳木斯正
线、宾西联络线（合计358.391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

－R基站75座、光纤直放站10套。

2027年6月30日

142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76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连云港至盐城铁路连云港市赣榆
县拓汪镇至新长（234.024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

基站49座。

2027年6月30日

143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761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省境内
（406.751公里）相关车站和沿线区间设置GSM－R基站99座、光纤

直放站126套。

2027年6月30日

144
霍州煤电集团吕临能化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7〕第7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临县北煤炭铁路专用线（24.096

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光纤直放站8套。
202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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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湖北江汉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2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天门至仙桃铁路及潜江铁路支线

（119.338公里）设置GSM－R基站21座。
2027年12月31日

146
贵州铜玉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2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铜仁至玉屏铁路（47.711公里）

设置GSM－R基站12座、光纤直放站43套。
2027年12月31日

147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5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邱站至义县站（99.8公里）设

置GSM－R基站16座、光纤直放站3套。
2027年12月31日

148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5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薛家站至义县站（46公里）设置

GSM－R基站7座、光纤直放站1套。
2027年12月31日

149
蒙辽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5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民北站至通辽站（196.934公

里）设置GSM－R基站9座。
2027年12月31日

15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6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成昆铁路昆明至广通段﹝温泉站
至广通站（单线，123.155公里，设置基站51座）、温泉站至广通
北站（复线，82.259公里，设置基站23座、115套光纤直放站）﹞

设置GSM－R基站74座、光纤直放站115套。

2027年12月31日

151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6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柳州至进德（含）至邕宁站（不

含）（217公里）设置GSM－R基站28座、光纤直放站20套。
2027年12月31日

152 中川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6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兰州西站至中川机场（61公里）

设置GSM－R基站12座、光纤直放站12套。
2027年12月31日

153
石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6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齐河站至济南东站（45.888公

里）设置GSM－R基站11座、光纤直放站5套。
2027年12月31日

154
甘肃朱中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朱家窑站至高家庄站（33.319公

里）设置GSM－R基站8座。
2027年12月31日

155 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93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川藏铁路成都（朝阳湖）至

雅安段（41.184公里）设置GSM－R基站7座、9套直放站。
2027年12月31日

156
成都市域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19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成都至蒲江铁路及成都枢纽
西环线,成都西站至朝阳湖站、成都枢纽西环线（124.5公里）设置

GSM－R基站28座、直放站9套。
2027年12月31日

157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14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大同至西安铁路岗上线路所

站至原平西站（18.766公里）设置GSM－R基站5座。
2028年6月30日

158 安徽庐铜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1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庐江至铜陵铁路柯坦站至铜

陵站（112.6公里）设置GSM－R基站18座、直放站1套。
202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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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1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宁启铁路南通至启东段南通

站经南通东站至吕四站（107.8公里）设置GSM－R基站19座。
2028年6月30日

160
唐山唐曹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1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唐山至曹妃甸铁路七道桥站至曹
妃甸商务区站及曹妃甸新城支线（107.8公里）设置GSM－R基站9座

。

2028年6月30日

161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4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东乌至包西铁路联络线格德

尔盖站至根皮庙线路所（47.33公里）设置GSM－R基站4座。
2028年6月30日

16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65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哈线沈阳至毛家店段及沈阳枢
纽沈阳北站至毛家店站及沈阳枢纽（216.554公里）设置GSM－R基

站18座,直放站14套。
2028年6月30日

163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6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京哈线四平至蔡家沟段四平站至

蔡家沟站（294.137公里）设置GSM－R基站16座,直放站19套。
2028年6月30日

164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6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沈大线沈阳至他山段分水站至沈

阳北站（153.672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直放站6套。
2028年6月30日

165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6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沈大线大石桥至大连段（含金窟
线）大连机务段至大石桥客场，金马站至一分区运转室（242.139

公里）设置GSM－R基站22座,直放站28套。
2028年6月30日

166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69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沈山线及沟海线新民站至高岭
站，沟帮子站（不含）至海城站（441.773公里）设置GSM－R基站

39座,直放站8套。
2028年6月30日

167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70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增建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二线
江西村站至百色站（209.426公里）设置GSM－R基站21座,直放站29

套。

2028年6月30日

168
山西豫能兴鹤铁路联运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86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兴县铁路专用线（14.68公

里）设置GSM－R基站1座,直放站4套。
2028年6月30日

169
福建福平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87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南龙铁路南平北站至龙岩站
及南平北联络线、铁山洋联络、龙岩西北联络线（278.71公里）设

置GSM－R基站53座,直放站226套。
2028年6月30日

170 成贵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288

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站至贵
阳东站（不含）及白云至贵阳北客车联络线（527.69公里）设置

GSM－R基站77座,直放站223套。
2028年6月30日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4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在辛泰、礠东、东莱铁路电气化
改造临淄（东风）站至泰山站、磁窑站至东都站、东都站至莱芜东

站（280.203公里）设置GSM－R基站46座,直放站15套。
202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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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萧甬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4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穿山港铁路大碶站至中宅站

（29.29公里）以及北仑铁路宁波东站至北仑站（30.16公里）设置
GSM－R基站11座，直放站14座。

2028年6月30日

172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5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沪昆铁路金马村至凤凰山段金马
村站至凤凰山站（264.451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直放站100

座。

2028年6月30日

173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5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芜湖至广德铁路芜湖站（不含）
至广德站（146公里）设置GSM－R基站25座。

2028年6月30日

174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5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符离集至夹河寨铁路符离集站至
夹河寨站（85.15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

2028年6月30日

175 茂湛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7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湛江东海岛铁路黄略至湛江
西；湛江西至钢厂（不含）；塘口南端疏解线；湛海线至湛江西客
车联络线；既有湛海线改线；湛江西（客）至湛江西（货）联络线

（70.543公里）设置GSM－R基站11座。

2028年6月30日

176
府谷县富昌煤焦有限责

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8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油坊坪煤炭集运站铁路油坊
坪站（不含）至富昌集运站（6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8年6月30日

177
德龙烟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9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龙烟铁路龙口西站（不含）
至珠玑站、珠玑站至福山站及烟台西港区进港铁路（130.167公

里）设置GSM－R基站28座,直放站11套。
2028年6月30日

178
德龙烟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9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龙烟铁路龙口西站（不含）
至珠玑站、珠玑站至福山站及烟台西港区进港铁路（130.167公

里）设置GSM－R基站28座,直放站11套。
2028年6月30日

179
怀邵衡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8〕第39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怀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怀化
南编组站至颜家垄站（318.456公里）设置GSM－R基站49座,直放站

105套。
2028年6月30日

180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京冀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1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北京至沈阳客专（京冀段）
承德南站至平泉北站（68.094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直放站

53套。

2028年6月30日

181 杭黄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杭黄铁路杭州南至黄山北

（264.785公里）设置GSM－R基站45座,直放站213套。
2028年12月31日

182 滇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大理至丽江铁路大理东至丽
江、大理至大理北联络线（166.596公里）设置GSM－R基站12座,直

放站120套。
2028年12月31日

183
福建湄洲湾南岸铁路支

线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福建湄洲湾南岸铁路支线铁
路肖厝站至斗尾站（39.32公里）设置GSM－R基站5座,直放站1套。

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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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福建湄洲湾港口铁路支

线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铁路莆
田东站至东吴站（37.47公里）设置GSM－R基站5座,直放站3套。

2028年12月31日

185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安徽
浙江段豫皖省界DK46+195至合肥北城DK360+326.24、合肥东
DK401+418.92至芜湖DK511+870、宣城DK584+831.89至湖州

DK714+450（569.946公里）设置GSM－R基站140座,直放站22套。

2028年12月31日

186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州至周口至阜阳铁路安徽
段豫皖省界DK212+946至商合杭铁路DK184+169（65.671公里）设置

GSM－R基站16座。
2028年12月31日

187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泗安至杭州铁路泗安站至乔
司信号楼站及煤山铁路（159.153公里）设置GSM－R基站26座,直放

站8套。
2028年12月31日

188
福建可门港铁路支线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可门港铁路透堡站至可门站
（20.45公里）设置GSM－R基站3座,直放站5套。

2028年12月31日

189
福州江阴港铁路支线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06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江阴港铁路渔溪站至江阴港
站（19.26公里）设置GSM－R基站4座。

2028年12月31日

190 银西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11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银西客专银川至吴忠

（75.956公里）设置GSM－R基站25座、直放站16套。
2028年12月31日

191
宁夏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11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吴忠至中卫铁路吴忠站至中
卫南站（136.05公里）设置GSM－R基站19座、直放站1套。

2028年12月31日

19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13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克拉玛依至塔城铁路铁厂沟
至塔城段铁厂沟至塔城（172.39公里）设置GSM－R基站22座,直放
站20套。

2028年12月31日

19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13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乌鲁木齐铁路枢纽乌西至乌
北联络线乌鲁木齐西至乌鲁木齐北（13.052公里）设置GSM－R基站
4座。

2028年12月31日

194
哈牡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18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哈尔滨至牡丹江客专太平桥
站至牡丹江站（293.854公里）设置GSM－R基站86座,直放站68套。

2028年12月31日

195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京冀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0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北京至沈阳客专（沈阳局管
段）平泉北站至冀辽省界（30.69公里）设置GSM－R基站7座,直放
站25套。

2028年6月30日

196
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1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白阿铁路白城至乌兰浩特
（84.23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直放站3套。

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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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1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长春至白城铁路长春至白城
（含白城枢纽）（350.335公里）设置GSM－R基站53座,直放站1套
。

2028年12月31日

198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2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兰新线安北站至阿拉山口站
（1432.772公里）设置GSM－R基站49座,直放站100套。

2028年12月31日

199
湖北汉十城际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2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汉十城际铁路孝感东至十堰北
（399.126公里）设置GSM－R基站120座,直放站129套。

2028年12月31日

200
新疆克塔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24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克拉玛依至塔城铁路克拉玛
依至铁厂沟（99.735公里）设置GSM－R基站17座。

2028年12月31日

201
赣州市南康区口岸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1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赣州国际港铁路南康站(不
含)至赣州国际港站（5.012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8年12月31日

202 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3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济青高铁济南至青岛、济青
胶济联络线、济青青连联络线（314.6公里）设置GSM－R基站86座,
直放站35套。

2029年6月30日

203
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3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青春塔煤矿铁路马栅站（不
含）至青春塔站、青春塔站装车环线、罐子沟站装车环线（44.07
公里）设置GSM－R基站4座,直放站23套。

2029年6月30日

204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3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湘桂线蓝家村至柳州
（385.512公里）设置GSM－R基站107座,直放站8套。

2029年6月30日

205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3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大同至张家口高速铁路山西
段大原客专起点至晋冀省界（124.748公里）设置GSM－R基站22座,
直放站2套。

2029年6月30日

206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8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青连铁路江苏段山东江苏省界至
连盐铁路赣榆北站（7.888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9年6月30日

207 青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8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青连铁路山东段青岛北至山东江
苏省界，青连线相关联络线和胶黄线胶州至黄岛段（256.971公
里）设置GSM－R基站42座,直放站3套。

2029年6月30日

208
青岛董家口铁路有限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8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青岛董家口港区疏港铁路董
家口站至董家口南至肖家贡站、草桥村至李家庄联络线（15.198公
里）设置GSM-R基站4座。

2029年6月30日

209
武九铁路客运专线湖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8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湖北段先期
开通段鄂豫省界至南漳（86.605公里）设置GSM－R基站20座, 直放
站4套。

202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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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8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造成昆铁路永仁至广通段永仁
站至甸尾站（120.439公里）设置GSM－R基站18座,直放站69套。

2029年6月30日

21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9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新疆博州支线博乐站至博乐
市主城区（49.528公里）设置GSM－R基站8座，直放站2套。

2029年6月30日

212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9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鲁南高速铁路日照至临沂至
曲阜（246.649公里）设置GSM－R基站64座，直放站16套。

2029年6月30日

213
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增建广梅汕铁路龙湖南至汕头段
新增第二线及厦深联络线（44.1公里）设置GSM－R基站6座。

2029年6月30日

214
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9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皇后
园站至中鼎物流园站（53.64公里）设置GSM－R基站42座。

2029年6月30日

215
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3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龙泉铁路专用线静游站至龙
泉（5.525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直放站1套。

2029年6月30日

216
广东梅汕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39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梅州至潮汕铁路梅州西站至
潮汕站（122.412公里）设置GSM－R基站26座，直放站65套。

2029年6月30日

217
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河南
段商丘南站至豫晥省界（46.195公里）设置GSM－R基站16座。

2029年6月30日

218
郑万铁路客运专线河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州至周口至阜阳铁路河南
段郑州南站至界首南站（201.522公里）设置GSM－R基站49座,直放
站4套。

2029年6月30日

219
郑万铁路客运专线河南

有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河南段郑州
东站至鄂豫省界（340.613公里）设置GSM－R基站108座,直放站6套
。

2029年6月30日

220
贵州瓮马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瓮安至马场坪铁路瓮安站至
马场坪站（72.595公里）设置GSM－R基站6座,直放站43套。

2029年6月30日

221 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大张高铁(河北段) 怀安站
至晋冀省界（15.095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直放站8套。

2029年6月30日

222 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崇礼铁路太子城站至下花园
北站（52.205公里）设置GSM－R基站12座，直放站29套。

2029年6月30日

223 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6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新建京张铁路张家口南站至
北京北站（173.946公里）设置GSM－R基站60座，直放站70套。

2029年6月30日

224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7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徐盐高铁徐州东站至盐城站
（313.7公里）设置GSM－R基站59座，直放站4套。

2029年6月30日

225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47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扎泥河露天专用铁路扎罗木
得站至扎泥河装车站（15.439公里）设置GSM－R基站2座。

202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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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京冀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3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京雄城际铁路李营站至京冀
省界（40.88公里）设置GSM－R基站14座。

2029年6月30日

227
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3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西客专郑州站至西安站
（459.534公里）设置GSM－R基站162座,直放站132套。

2029年6月30日

228
兴安盟兴中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3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葛北线葛根庙至葛根庙北站
（19.295公里）设置GSM－R基站4座。

2029年6月30日

229
山西阳大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3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阳泉至大寨铁路阳泉北站至
阳泉东站（38.92公里）设置GSM－R基站9座,直放站13套。

2029年6月30日

230 江苏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8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连镇线董集站至丹徒站
（304.88公里）设置GSM－R基站60座，直放站6套。

2029年6月30日

231
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8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郑徐客专郑州东站至徐州东
站（361.937公里）设置GSM－R基站121座，直放站3套。

2029年6月30日

232
新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8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包西铁路包头至蒙陕省界
（176.923公里）设置GSM－R基站33座。

2029年6月30日

23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8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精伊霍线精河站至霍尔果斯
站（286.037公里）设置GSM－R基站113座。

2029年6月30日

234
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586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昌赣客专南昌至赣州
（415.2公里）设置GSM－R基站134座，直放站130套。

2029年6月30日

235
青荣城际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2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青岛至荣城城际铁路青岛北
站至荣成站（340.025公里）设置GSM－R基站65座，直放站46套。

2029年6月30日

236
济宁矿业集团物流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2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济宁矿业铁路专用线梁山北
站至济宁矿业厂（4.797公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9年6月30日

237
湖北荆州煤炭港务有限

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0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湖北荆州煤炭铁水联运储配
基地铁路专线江陵站至荆州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地站（7.751公
里）设置GSM－R基站1座。

2029年6月30日

238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大连枢纽旅顺线、南甘线
（旅顺线：周水子至旅顺；南甘线：南关岭至甘井子）（62.48公
里）设置GSM－R基站17座。

2029年6月30日

239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锦承线凌源站至局界
（K335)（82.8公里）设置GSM－R基站19座。

2029年6月30日

24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苏抚线苏家屯站至抚顺北站
（45.561公里）设置GSM－R基站8座。

202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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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田五铁路瓦房店站至长兴岛
站（77.794公里）设置GSM－R基站16座。

2029年6月30日

242
黔张常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63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黔张常铁路黔江至张家界至
常德（339.42公里）设置GSM－R基站211座。

2029年6月30日

243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777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福厦铁路福州南站至厦门北站、
厦门北站至厦门站（275.13公里）设置GSM－R基站48座，直放站49
套。

2029年6月30日

244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778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温福铁路福建段及福厦铁路引入
福州枢纽浙闽省界至温福线路所至福厦线路所至福州南站至
DK9+560、福州站至温福线路所及福州站至福州南站（246.997公
里）设置GSM－R基站53座，直放站122套。

2029年6月30日

245
内蒙古呼铁银宏物流有

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19〕第779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泊江海子铁路专用线高头窑
北站至泊江海子煤矿装车站（37.19公里）设置GSM－R基站6座。

2029年6月30日

246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20〕第001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北同蒲线朔州至梅家庄
（90.5公里）设置GSM－R基站42座。

2029年12月31日

247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20〕第002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宁岢线宁武至岢岚（95.2公里）
设置GSM－R基站33座。

2029年12月31日

24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20〕第003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改建滨绥线哈尔滨至牡丹江
（350.159公里）设置GSM－R基站69座，直放站11套。

2029年12月31日

249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
国铁许准字〔2020〕第004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阿富准铁路阿勒泰至富蕴至
准东（418.719公里）设置GSM－R基站86座。

2029年12月31日

250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

责任公司
国铁许准字〔2020〕第005号

核准使用GSM－R网络频率，核定在新建衢宁铁路闽浙省界至宁德正
线及宁德新建上行客车疏解线、仓西至宁德北新建货车联络线
（186.005公里）设置GSM－R基站35座,直放站121套。

202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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