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XJ2017-02-200009(包号：夜视视频侦查及无人机设备)比价采购
北京市水文总站防汛应急监测设备购置公开招标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玉门市森林资源管理站重点公益林巡护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二次
广东工业大学旋翼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采购项目（重招）（GZSW16156HG4198C）招标
衡水市2017年飞机防治美国白蛾项目公开招标
2017年飞机防治租赁飞机公开招标
河南正阳县农业局粮食烘干设备、喷雾机、植保机项目采购
梁山县农业局燃油型单旋翼植保无人机采购需求
榆树市农业局长春市财政局2016年度市级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榆树市现代农业水田试验区建设项目、长春市财政局2016年度市级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榆树市现代农业综合实验区建设项目采购公开招标
玉溪旅游航拍宣传片拍摄制作项目竞争性磋商
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曲靖市沾益区林业局数字基站设备、数字对讲机、背负式风力灭火器（进口）、无人飞机、防毒面具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长葛市农林局农技推广、信息中心及高标准粮田仪器设备购置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无人机侦测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广西云龙招标有限公司植保专用设备采购YLLBJ20171003-XB竞争性谈判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海域无人机遥感数据处理软件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陕西安康市公安局治安防爆装备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考核与评价重点变化区域无人机航空遥感数据项目
江苏公安消防部队士官学校无人机采购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2017年高空移动视频采集服务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人民政府无人机护林防火工程单一来源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广播电视台高清摄像设备项目竞争性谈判
辽源市林业局多旋翼无人植保机第五次询价采购项目 
超高压输电公司南宁局2017年输电线路无人机（固定翼）航拍项目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
奈曼旗公安局其他货物（四旋翼无人机系统）第二次询价采购
陕西白河县广播电视台高清数字化升级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招标
龙开口水电站工程建设区无人机航拍和影像图制作项目
施甸县农业技术推广所农用物资询价采购招标
广东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协助城市管理工作采购项目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A包
河南鲁山县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主题开展重大技术推广补助资金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武警山东边防总队无人机、办公电脑、摄录器材、简易心理行为训练箱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气候与水资源变化科研设备采购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治安支队采购反无人机系统(17A0152)
陕西宝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执法执勤无人机”竞争性磋商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单旋翼喷洒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新疆阿克苏市无人机询价采购
百色供电局2016年生产技改项目-10kV配电线路检修工器具购置等17个标段物资采购
包钢西创勘察测绘研究院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及航测系统招标
大唐滨州无人航拍飞机采购询价
2016TY075工程、材能、后勤处及生命学院等单位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1371-1741GDGH1005）
2016年福建省地质测绘院测绘专用仪器采购项目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B/C/D包二次招标）采购公告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2017年度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遥感数据获取与处理以及基于无人机航拍的土地复垦遥感监测项目公开招标
河南濮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谈判
兰州市红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智能监控项目设备购置及安装项目公开招标
长江大学创业中心设备采购（二次）
辽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单一来源



黑龙江工程学院_实践平台等采购
安徽省饮用水源地现状调查六翼无人机购置项目网上询价
梅州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框架采购招标
上海市消防局、上海市各公安消防支队2017年上海市消防总队（含各支队）器材和2016-2017年新建站点项目器材采购（第四批）公开招标
扬中市第一中学智慧校园项目招标
张家口市森林公安局无人机监测森林火灾和林区禁毒服务政府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内蒙伊金霍洛旗新闻中心采购设备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本部广东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无人机航拍测量技术服务
重庆采购无人机测试维护及数据处理工作站(17A0312)采购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前端500路高清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工程信息化技术服务采购竞争性磋商
甘肃省玉门市红柳泉北滩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项目（二次）公开招标
江西嘉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贵溪市森林公安局2016年警用装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JX2017-YTXJ001）询价采购
喀什地区政府采购倾斜摄影无人机项目采购
2016年安徽大学生物药物研发创新平台项目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无人机采购项目
甘肃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用多旋翼无人机项目部门采购公开招标
广东珠海横琴新区智慧市政（一期）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项目招标
江苏南京技师学院无人机实训项目公开招标采购
武警河南省总队无人机、便携图传设备、热成像仪等装备采购项目招标
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西安特检院）检验检测专用设备购置项目招标
贵州输电所线路巡视无人机购置招标
招远市环保局两套六翼环保监察用途无人机采购需求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天津市公安局巡警总队）警用装备项目 (项目编号:TGPC-2017-A-0095)公开招标
广西南宁供电局220kV智城（上林）送变电工程等项目（非中央投资）所需物资公开询价采购（标段2、10、16第二次采购）
重庆多旋翼电动力无人机及功能模块采购(17WT003)采购
2016年草原防控体系建设政府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河北邢台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7年度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项目（项目编号：GZQS1701FG01032）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四川警察学院学生警航无人机应用技术创新实验中心等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阿克苏市城管监察大队无人机项目询价
中国矿业大学多旋翼无人机飞控平台招标
厦门市公物采购招投标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关于泉州市森林公安局（GWCG2016-628）无人机采购及服务项目的竞争性谈判
物资采购
张掖市甘兰水利水电建筑设计院固定翼无人机及无人机航测数据处理系统公开招标
广西创建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民用小型无人机采购（cjzb2017-tx-1002j）竞争性谈判
淮阳县公安局警用摩托车、无人机采购项目询
南通职业大学电子学院无人机训练设备招标
江西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大学机器人开发平台等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大石桥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公告二次
上海市消防局器材采购招标公告（国际招标）
桂林理工大学教学实训设备采购
濮阳市测量队所需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项目公开招标
平武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输电线路微型无人机设备购置结果
中共金昌市金川区委宣传部等单位摄像机、照相机、航拍无人机等询价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需审判、执行设备项目竞争性谈判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机动大队电台与无人机等项目（招标编号：JXQL-NC-201705）电子化公开招标
阳泉市第十七中学校无人机项目询价
内蒙古农业大学专用仪器仪表
中国移动安徽滁州2016年4G无人机图传设备第二次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无人机航测应用系统采购
高唐县城市管理局挖掘机及无人机飞行器采购项目询价
滁州市 无人机二次询价采购
广西桂林网区输电线路巡视无人机购置等项目购置无人机招标
独山县2016年退牧还草工程项目设备采购采购
输管理所多旋翼无人机购置等4个项目招标
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抢险救灾、遥感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
招远市环境保护局两套六旋翼环保监察用途无人机采购
伦教城建局无人机采购电子反拍（编号：20170308FP011）
武警山东边防总队无人机、办公电脑、摄录器材、简易心理行为训练箱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淮南市建设活动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小型无人机及机械车辆采购项目 招标
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抢险救灾、遥感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
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森林防火无人侦察机采购项目招标
汕头大学 - 竞价公告 
深圳( 无人机及配套设备 )需求
古田县国土资源局无人机的网上竞价
泉州市公安边防支队无人机飞行器设备及服务采购公开招标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婺源县规划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河南开封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无人机航测系统采购项目
安徽省土地勘测规划院采购测绘级无人机及数据处理工作站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购无人机(第二次)
河源市源城区防汛防旱防风办公室定制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广西振弘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贺州市消防支队2016年度应急通信装备采购招标公告（第二次）
张家港市民防局6轴多旋翼专业级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古建工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和3D打印机设备采购
莱芜市无线电管理局无线电监测设备采购
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无人机采购项目
吉林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防汛无人机采购公开招标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政法、检测专用设备项目
保税区消防设施采购项目招标
山东广播电视台计算机、服务器、软件等信息类产品公开招标
沈阳铁路局辽阳工务段机具采购招标
石河子大学国防生综合素质拓展训练中心设备采购项目
鲁木齐晚报社硬件设备、车辆改造、软件开发项目（第一包)招标
云南省国家移动防疫中心通讯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云南省基础测绘技术中心云南省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竞争性谈判
财购网竞[PNCGZX2017-(J)014]地质灾害应急设备网上竞价
智能航拍无人机(津滨热电)
湘西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用装备询价采购项目
颍上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采购项目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分局飞行器
2017年度佛山供电局输电专业无人机及配件框架招标项目招标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2017年度海洋仪器设备采购项目（二）公开招标
屯昌县公安局-安保装备无人机采购-询价
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土地所有权确权数据建库及管理系统项目招标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吴忠市红寺堡区2017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测量单位采购竞争性磋商
日照市岚山区民政局防灾减灾采购项目
南通职业大学电子学院无人机训练设备招标公告(二次)



合肥市城市管理局智能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网上询价
宁国市1:1000航测地形服务机构招标
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抢险救灾、遥感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武警河南总队无人机、便携图传设备、热成像仪等装备采购
警院战术系购无人机
毕节市公安消防支队2016年度消防装备项目采购（二次）采购
2017年常德城区巡线承包管理项目招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省边防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招标
南京大学无人机平台公开招标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航拍数据、遥感数据招标
蒙自市水利勘测设计队六轴航拍无人机设备询价采购
无人机巡查取证拍摄项目的公开招标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婺源县规划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GZ2017-X013询价采购项目
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公开招标
江西移动2016年全省应急装备配置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CB444102017000056)采购
武汉大学多用途面阵成像光谱仪和多载荷遥感观测无人机重新采购
培训无人机购置
河北省草原监理监测站草地保护项目设备及药品采购招标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玉门市红柳泉北滩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项目公开招标
梅州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框架采购招标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批工程服务类招标采购项目
多旋翼无人机飞控平台项目
鄂尔多斯市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局采购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二次）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州市农村发展局崇州市农村发展局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包含飞机）采购项目（第二次）
利津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横琴新区智慧市政（一期）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无人机红外吊舱购置招标
金沙县县中等职业学校拍摄设备项目自行询价采购
窗口服务平台矿山技术专用设备采购项目（三次）竞争性谈判招标
武警8720部队无人侦察机采购项目询价
国土局办公用品家具电脑等设备1
烟台理工学校无人机等专业实训设备购置项目竞争性磋商
晋城技师学院所需自动化工程系实训设备招标
威海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无人机信息采集和无人机视频管理及综合显示系统采购需求
张掖市甘兰水利水电建筑设计院固定翼无人机及无人机航测数据处理系统公开招标
宜春市公安消防支队抗洪救灾物资（第四包）公开招标
2017 年高性能旋翼无人机购置项目招标
2017 年输电线路多旋翼无人训练机设备购置招标
2017 年输电线路轻型无人机设备购置招标
2017 年输电线路特殊巡检设备动力电池购置项目招标
永昌县公安局等办公设备、教育系统考试用具及教学设备询价采购
无人机动态监测违法用地项目
2017 年微型作业无人机设备购置招标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水环境监管仪器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侦查机采购
YCWSJJ2017032-1办公设备期竞价采购
重庆市铜梁区公安消防支队采购
无人机教学及培训基地建设、材料物理实验室设备



肇庆市高要区林业局高要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专用设备竞争性谈判
建邺区少年宫STEM创新体验中心公开招标采购
宿迁市公安局遥控飞行器采购项目招标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机动大队电台与无人机等项目第二次电子化公开招标
镇巴县林业局防火电子设备采购询价
卫辉市广播电视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2017年无人机飞控网飞控平台（一期）开发及业务规范研究技术服务项目
东莞市长安新区无人机航摄遥感监测项目
安顺市规划测绘院倾斜摄影无人机摄影系统采购项目采购
武汉科技大学嗅视觉一体化无人机监控系统采购、透气度测定仪、热线导热仪及平板导热仪采购
衡阳市林业局森林消防无人机系统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崇义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崇义县林业局、江西省崇义中学、江西省崇义县人民医院、崇义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电动城管执法车、无人机及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JJJS2017-CY-X012）的询价采购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招标公告-机载红外热像仪等设备采购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摄影摄像器材采购项目竞价
卢氏县林业局关于河南省熊耳山森林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建设项目、视频监控前端及控制系统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如东高新区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购置无人机框架招标项目招标
中铁十四局广佛环线GFHD-2标项目无人机询价
济宁市勘测院测绘仪器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无人机信息采集和无人机视频管理及综合显示系统公开招标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无人航拍摄像机询价
河南城建学院全景相机、无人机平台等设备采购项目磋商性谈判
广西华诚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警用办公设备采购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松辽流域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措施）实施情况核查(2017年度)竞争性磋商
宜昌市禁烧秸秆、城区垃圾无人机巡查项目
2017年无人机巡线服务项目招标
漳县公安局警用飞行器（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防城港供电局2017年生产维护材料费项目7个品类物资框架公开招标招标
警用办公设备采购竞争性谈判
澄迈县公安局-无人机（天眼）-竞争性谈判
邯郸市永年区公安局六翼无人侦察机采购项目招标
丹江口市公安局警用设备采购竞争性谈判
吉林省地震局伊通-舒兰断裂西支双阳段活动断层探察-浅层人工地震勘探及无人机航拍地貌研究技术服务招标公告公开招标
大唐环境特许经营分公司宣传工器具采购询价公告
国家统计局聊城调查队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办公设备采购
南通大学无人机项目
中铁十四局集团5公司:金华至舟山项目部航拍无人机采购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组装调试实训室（分项一）采购
陕西科技大学机电学院、职教学院等教学设备采购项目
浦江县林业局无人机采购安装项目
安岳县广播电视台专业航拍系统采购项目
永州市公安局应急通讯指挥车-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谈判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公开招标
南宁供电局横县～安城220kV第二回线路工程等项目（非中央投资）物资公开询价采购
汉中市地质灾害防治装备能力建设项目招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 竞价
武警成都市支队无人机采购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执法装备
阜阳市颍州区无人机及配套云台相机设备询价采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无人机半实物仿真与实物实验平台项目公开招标



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佛山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工作运行（2017-2018年）公开招标
天生桥局购置零器件自行组装多旋翼无人机采购
泗阳县水利局无人机采购询价
抚顺县公安局采购影视器材项目询价
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侦查机采购公开招标
曲靖局购置零器件自行组装无人机公开竞争性谈判
利辛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禁毒无人机及系统单一来源采购
肇庆市高要区林业局采购高要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专用设备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2017年第二批服务类专项集中招标项目
湖北省省级政府采购
阿勒泰地区森林公安局无人机询价采购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貌、地表变形及深部结构观测项目公开招标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办公设备及无人机采购（KWDZ2J2017061）竞争性谈判
四川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017年防汛物资采购项目公开招标采购
柳州供电局低值易耗品购置-生产类低值易耗品项目购置无人机配件采购
盱眙县城市管理局无人飞行器询价采购
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询价
土右旗森林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输电管理所对多旋翼无人机进行维修
上海市消防局专项器材采购（包件十六无人机(大型)）
广铁集团怀化车务段关于松下单微相机摄像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价
贺州市林业局森林防火物资采购竞争性磋商
三河市国土资源局打击盗挖盗采盗运无人机监测影像数据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西藏自治区测绘院无人机系统采购公开招标
昌吉州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智能航测系统项目竞争性谈判
应急通讯设备采购项目
高空无人侦察机系统建设项目采购
广西华诚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警用办公设备采购（项目编号：GLZFCG2017D0054）竞争性谈判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集中招标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新增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
重庆市荣昌区清升镇古佛山社区土地整治项目测绘
萧县广播电视台无人机系统询价
宁德市公安边防支队2017年无人机驾照考证项目询价
道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询价项目询价
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山东省减灾中心（山东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中心）无人机采购
尼勒克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单一来源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2017年第一批工程、服务类招标采购项目
中牟县天宇规划测绘队固定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通讯指挥车、基地信息数据库与小型卫星平台采购项目招标
宜兴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石棉县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上海市消防局专项器材采购国际招标公告(2)
第1批物资类招标项目
河南省外贸学校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无人机航拍监测项目谈判
超高压输电公司南宁局购置10台无人机零配件项目
九原区森林公安《购置警用无人机》
太原理工大学科研用仪器设备
青海省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应急设备物资购置项目
长春长江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航拍服务项目询价
江西省德安县森林公安局无人机及配件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JTPZB2017-016）询价



菏泽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化城管提升项目采购
GJBS工程显控系统采购
昭通市电视台业务用设备公开招标采购项目招标
嘉政采招（2017）第41号-电子化航道数据信息应用采购项目招标
上虞区民兵常态应急大队无人机采购
无人机及倾斜摄影图形软件采购项目
吉林省监狱戒毒警用装备处警用装备采购项目招标
福建省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窗帘、家具和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 走进电网 ” 巡线品牌活动项目 
广东海洋大学货物询价采购
北镇市公安局无人机及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延安市宝塔区金盆湾中学航模设备
淄博市公安局DNA专业检案耗材采购项目
中南大学 - 竞价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2017年第二批物资类竞争性谈判采购
北滘职校无人机采购网上竞价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住房和建设局10个美丽小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服务采购项目采购
哈尔滨理工大学_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设备采购
新平公司无人机线路巡视培训采购
砚山县人民检察院办公电子设备采购项目
建德市龙源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度无人机巡线及展放导引绳服务采购招标
亳州汽车工业学校教师办公计算机、无人机操作实训室、报告厅及形体实训室、电梯维护实训室建设采购项目招标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专用无人机购置及培训项目公开招标
 2017年龙岩移动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顺市公安消防支队2016年度消防装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武汉市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多旋翼无人机采购询价
九江市林业局森林防火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第二次
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无人机采购项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竞价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无人机低空摄影航测设备采购询价
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监测设备采购
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电台与无人机等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
消防无人机采购项目 
指挥部装备选型项目招标
兴山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无人机采购招标
青岛 消防大队指挥中心改造项目招标
浙江水利水电工程审价中心关于省水利厅无人机巡查公开招标
无人机侦察视频的三维地形重建系统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等专业学校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虎林市环保局无人机项目询价采购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景德镇陶瓷大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BJ2016-J282）竞争性谈判采购
宁夏云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保护区界桩、界碑及裸露山体补植恢复与坡面砌护治理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方式招标
菏泽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立体巡查体系建设项目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采购飞行器项目招标
宜兴市公安局的警用无人机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2017年度三峡库区无人机作业飞行公开招标
2017年阳江供电局无人机框架招标
江永县公安局无人机侦查系统设备项目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天九镇人民政府办公设备项目（采购编号：DNSY2017-DN-X009）的询价采购
江西省科学院采购科研仪器设备项目
曲阜市农业局电动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2017年大化厂无人机等采购询价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室一期建设设备采购招标
广西正海招标有限公司无人机航拍及数据处理服务（GXZC2017-G3-3781-ZHZB）公开招标
三亚市国土资源和测绘地理信息中心关于三亚市2016年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航空无人机技术支撑服务项目询价
神农架林区民政局救灾应急物资采购项目询价
湖南六步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人机应用建设项目（单一来源）
2016交通事故现场还原技术实践基地
江西省龙南县东江乡人民政府电脑、打印机、单反相机、空调、航拍无人机等项目（项目编号：LNHL2017-LN-X033）的询价
清原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无人机、摄像机二次询价
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2015-2016年度农险防灾减损设备采购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2017年第一次国产设备招标项目公开招标
平顺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询价
浙江万里学院 - 竞价
六安市公安消防支队2017年灭火救援装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无人机低空遥感动态违法用地监测服务（单一来源）
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禅城区无人机高清模型制作与违建图斑筛查全覆盖（包括南庄、祖庙、石湾）公开招标
鄱阳县城市管理局航拍无人机及红外相机等采购项目（招标编号：SRHXZFCGPY-2017-001-1#）询价采购
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疆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华南理工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5612017000410)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项目编号：0628-156111147486）竞争性谈判
深圳大学-竞价 无人机双目立体测量系统
无人机应急通信实验测试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全椒县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宿州市水利局勘测队测绘型固定翼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采购
银川市金凤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无人机系统升级采购项目单一来源
古田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的网上竞价
夏河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梧州市应急指挥中心平台建设二期项目采购公开招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无人机等设备采购
包头工务段无人机航拍器采购二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2017年应急物资储备项目招标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矿业无人机招标
四川省成都市水务局成都市本级防汛应急度汛物资采购项目
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云南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试点工程设备采购项目（第二批）
江西南昌大学机器人开发平台等设备采购项目（竞标编号:JXNC2017J024）第三次竞争性谈判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手持无人机管制系统设备及移动警务终端设备购置项目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无人机租赁项目询价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分局2017年防汛应急抢险物资设备采购项目询价
齐齐哈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编号:QSXJ2017-026
中北大学多目高清成像系统等采购项目谈判
楚雄开发区规划局办公设备采购项目询价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1029)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2017年度修购项目--景观模拟与三维数据处理系统采购项目
康县公安局视频会议系统与无人机项目询价
广西广西经贸高级技工学校专用设备采购(GXZC2017-G1-4211-RNZB)招标
遵义市人防军标级国产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
赤壁市科技信息及指挥通讯装备购置项目竞争性谈判
瑞金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关于瑞金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等四个单位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RJJC2017-X022）的询价采购
北方工业学校无人机项目竞争性磋商
宁夏回族自治区遥感测绘勘查院无人机倾斜航摄系统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山东省减灾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
2016年安徽大学生物药物研发创新平台第2包：多旋翼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
碌曲县2016年中央财政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地震数据转储和测深仪、多旋翼无人机摄影系统租赁招标项目
侯马市国土资源局侯马市使用无人机巡查航拍对紫金山盗采易发区实时监控项目
华通讯社教育培训中心新华社2017年无人机飞行航拍（考证）培训班
福州市公路局闽侯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网上竞价
福建龙岩 空调、电脑、调速振动器等、车载洗消机、电梯外呼设备、生物除臭设备、无人机系统、空盒气压表等项目的网上询价
佛山市公安局佛山市公安局应急通信保障警用无人机建设项目采购
2017年5月巡线无人机（广西百色）询价
南宁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仪器柜、多媒体设备采购与安装【项目编号:HCA42017003GNN】公开招标
南宁市邕宁区“两违”办执法装备采购项目询价采购
 保定学院数学、信技、教育系教学专用设备项目招标
大唐安阳公司无人机询价
防汛调度中心工程巡查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诸城市公安消防大队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线路巡检无人机采购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 教学设备采购(kwgz2g2016229-2) 
广东珠海供电局斗门、金湾、香洲三区局购置无人机招标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2017年度工程抢险设备采购项目
新安县广播电视台专业套装飞行器等拍摄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高安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采购无人航拍机、摄像机竞争性谈判
环境应急监测车采购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教学实验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创新实践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办公及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GXZC2017-G1-4304-CGZX）公开招标
河北科技大学专项经费购置国产设备项目
淮阳县公安局2016年政法转移资金视频处理系统等业务装备项目公开招标
淄博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测量设备采购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水务局防汛抗旱物资采购项目（第二次）
大唐伊川新能源半坡项目固定资产采购询价
汉中市天然林保护中心等单位询价
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鲁班工坊新能源汽车购置安装项目
安吉县公路管理局公路应急航摄系统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国网河南杞县供电公司采购无人机项目
信息大学无人机设备公开招标采购
阳新广播电视台倾斜摄影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电动城管执法车、无人机及 办公设备项目招标
宝安交通运输局无人机服务项目采购
福海县鑫源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航拍无人机询价采购
乌沙山燃料部无人机和控制装置采购计划
广西大旺建设工程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扶绥县农业局无人机采购
江西省科学院采购科研仪器设备项目竞争性谈判
西安供电段2017年摄像器材采购
宁德公司2017年无人机外包巡视费用招标
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等无人机询价
长白山公安局警用无人机和警用望远镜采购
大坝电厂综合专业无人机采购
茌平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能力建设项目
安泽县林业局森林消防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兵团八师石河子市公安局无人机、警务通等通讯器材采购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执法勤务装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招标
武胜县水务局2016年抗旱设备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实训室建设项目公开招标
惠州供电局输电管理所输电专业无人机仪器设备日常维修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防灾减损物资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无人船载水成像探测仪及四旋翼查险无人机采购项目。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航拍无人机项目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政府采购项目
昆明局2017年购置零器件自行组装无人机招标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1159) 
福清市“两违”无人机监测服务项目
南宁市邕宁区“两违”办 执法装备采购项目询价采购
正大鹏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专用设备采购（LCX17-010）的询价采购
 阳新县规划局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采购网络安全设备、系统软件及无人机项目 
湖南省郴州市莽山国有林业管理局购买自然保护区无人机应用、科研和巡护管理设备项目
青藏铁路公司2017年第27批物资设备采购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三峡库区2017年度地面控制点测量及空三作业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无人机采购
周口市公安局文昌分局无人机及配件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江西省寻乌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7-XW-X032）的询价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GZRX2017-YD-J007）的竞争性谈判
新疆农业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招标
宁波物资采购站无人机系统的采购
国家海洋局汕尾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新闻中心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采购
南宁市华东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设备采购项目（GXZC2017-J1-4993-NNHD）竞争性谈判
武警黔南支队编携配装物资采购项目
行唐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荆门市环境保护局秸秆禁烧无人机巡查项目争性谈判
鹰潭市环保局环境监察设备（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采购项目
宁夏女子监狱巡逻应急指挥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秸秆禁烧无人机监测管理服务项目采购
济南市环境监察支队无人机采购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无人机采购
2017年电气技术系无人机模拟操控与系统开发实训室
2017年电气技术系无人机装调与维修实训室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多旋翼无人机辐射监测系统采购项目招标
滁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无人机采购
枞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无人机及配件采购项目
古田县国土资源局无人机配件网上竞价
临汾远大广电传媒有限公司单反相机与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佛山市天空领域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一台无人机
三河市国土资源局打击盗挖采盗运无人机监测影像数据采购项目（二次）
北京师范大学固定翼无人机及自动测图系统项目公开招标
福州市公路局连江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科研设备项目公开招标
西藏边防总队机动支队信息化装备项目招标
玉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购置（ylzc2017-j1-0838）竞标
保定市公安局保定市公安局无人机系统购置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无人机应用系统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河北海事局海空巡航项目——无人机海上监视监测公开招标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应急无人机设备采购询价
陕西师范大学物资设备采购
河北省保定地质工程勘查院探矿设备购置
宜昌市森林公安局巡逻侦查无人机系统
镇原县广播电视台购置高清摄像机等设备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220kV兴天线等线路无人机巡视招标
黔东南州消防支队2016年消防装备（无人机）采购
公主岭经济开发区大岭汽车物流产业园区筹备处采购无人机项目
 磐石市职业教育中心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询价
抚顺市水务局-防汛抗旱航拍系统（无人机）
大唐灞桥热电厂航拍飞行器无人机
深圳 ( 森林消防物资 )需求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1416) 
巴东县水利水产局单基站CORS项目建设及配套设备采购
大坝电厂综合专业无人机采购询价
固原市回民中学创客工作室办公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十堰市国土资源局应急中心无人机等配套设备及技术服务采购
新乡学院基于BIM的综合应用平台采购项目
2017年中国电信广西公司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国土资源测绘设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GXZC2017-G1-5112-JGJD）公开招标
梅州市公安局梅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警用无人机公开招标
庆丰分公司2017年办公用电脑、打印机、专业航拍无人机、叉车等询价采购招标
喀喇沁旗农牧业局农业服务（无人机投放赤眼蜂）询价采购
济南市长清区水务局无人机采购
利川市城区地形图测绘项目招标
2017年西双版纳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无人机配件物资采购
福州市公路局连江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网上竞价
四川省成都市水务局市本级防汛应急度汛物资采购项目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天津分局2017年度抢险设备采购
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无人机购置
石林彝族自治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森林防火无人飞机采购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人民政府无人机护林防火工程单一来源
水文调查仪器设备
郑州市建设安全监督站关于郑州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信息化建设项目
荆州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监测无人机设备采购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无人机培训技术服务项目招标
山西省地质调查院航测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及配套软件系统采购招标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沙漠公园建设项目 单一来源
水磨沟区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四旋翼无人飞行器采购询价
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测绘档案资料馆）无人机系统项目招标
新疆新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三次集中规模物资及服务非招标采购谈判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视频云存储
普洱市公安局公安专业设备及科技信息化设备无人机采购竞争性磋商
禹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系统项目谈判
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视频监控设备采购项目政府采
华池县广播电视台采编专用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无人船载水成像探测仪及四旋翼查险无人机采购项目



呼伦贝尔呼伦湖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设备公开招标招标
青海省有色地勘局测绘中心生产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晋中市公安局无人机拦截系统采购项目磋商
喀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基于高光谱的无人机航摄平台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无人机系统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北京分局2017年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
广西二轻高级技工学校 汽修设备采购(项目编号：GXZC2017-J1-5915-JHZJ)竞争性谈判采购
广西柳城县水利局六旋翼无人机系统及配件采购的竞争性谈判采购
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改善空气质量-无人机专项项目第1次公开招标
江西庐山市森林公安局无人机及执法记录仪等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江西省瑞金市水利局固定翼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JXRC2017-RJ-X021）的询价采购
榆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无人机采购项目
西藏自治区测绘院无人机系统采购公开招标
山东省农作物面积遥感无人机飞行测量服务采购项目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区无人机应用-单一来源
山丹县广播电视台办公设备采购项目询价
无人机及配套软件竞争性磋商
衡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设备、视频侦察设备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彭阳县城市管理局办公设备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江西省会昌县森林公安局、会昌县白鹅乡人民政府、会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会昌县地方税务局无人机测绘执法系统、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TX2017-HC-X020）
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无人机监测系统平台采购项目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无人机水面流速测验系统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广西瑞能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专用设备采购（GXZC2017-G1-4211-RNZB）
温岭市水利工程标准化建设划界定桩及无人机信息采集
天津市公安警卫局采购无人机项目
广西桂林市公安局治安巡逻警察支队无人机采购GLZFCG2017C0065询价
前郭县广播电视台购置设备及配件项目
江苏 涟水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及安装询价采购
灵武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柳州市2017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无人机航拍露天采石场储量动态监测采购
湖北省省级政府采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采购无人机航拍器项目）
温岭市水利工程标准化建设划界定桩及无人机信息采集采购采购
绵阳市水务局无人机监测系统
2017年宁夏遥感测绘勘查院地质专项设备无人机高精度航空地质测绘系统采购项目
海南省海域海岛2017年无人机航拍巡查竞争性谈判
寿光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铁道警察学院现场勘查设备购置项目招标
宜都市职业教育中心无人机询价
长沙市林业局森林消防林火监测无人机系统竞争性谈判
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无人机飞行器采购项目
济南市长清区水务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无人机采购
 临沂市公安局蒙山公安工作办公室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浦东海事局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吊舱系统、无人机系统公开招标
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防汛物资设备（六旋翼无人机）采购
 宁波市地质环境监测站采购工业级无人机及配套设备和软件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山市边防支队警械装备采购项目
贺州市国土资源勘查测绘院 无人机航飞设备及软件采购（项目编号：HZZFCG2017货字110号）公开招标
连云港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采购竞争性谈判招标
阿拉善左旗环境监察大队通用设备竞争性谈判采购



中卫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湛江市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建设项目
南宁供电局110kV凤岭变电站扩建工程等项目（非中央投资）物资
河南理工大学低空无人机数据采集系统
甘南广播电视台电视网络安全设施及高清航拍设备购置项目公开招标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2017年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第五批）公开招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监狱特警装备采购竞标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无人机航拍琼海全域现状-竞争性谈判
运城市水务局防汛物资采购项目采购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2017年双保管护工程林业防灾减灾无人机防火侦察费购置项目谈判
深圳 ( 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 )
深圳( 坝光银叶树湿地园监测 )
正大鹏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六旋翼无人机系统及配件采购
荆门市天门河荆门段污染源无人机遥测普查项目
湖北省省级政府采购项目询价公告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随岳高速公路管理处无人机设备采购） 
警用无人机询价
南丰县洽湾镇人民政府航拍无人机项目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三批安全监管执法专业装备采购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
江西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斜坡稳定性计算软件、地质灾害外业调查用测距仪及配件、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抚顺市森林公安局询价
岚皋县公安局刑侦技术室设备采购项目询价
和田边防支队无人机竞争性谈判采购
利用多旋翼无人机测量导地线覆冰的研究和应用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19422017001499)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A119422017001581)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1799)
福建宏友招标有限公司关于福清市城乡规划局福清市“两违”无人机监测服务项目
宜宾市城乡规划监察执法支队无人机及配件项目
 2017年无人机巡线服务项目招标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采购项目
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无人机、防火墙等（HXZC2017-080D）询价
福海县边境防控维稳综合一体化建设项目——维稳建设项目（无人机采购）询价采购
玉林供电局基于虚拟现实及全景视频的沉浸式飞行避障两栖无人机巡线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A119422017001623)
宁德市公安边防支队 2017年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黄冈市国土资源局购置无人机项目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及室内训练场地询价
东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系统采购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邹平分中心政府采购项目
泰顺县公安局无人机项目询价
实训基地可视化管理系统及无人机实训设备
永昌县文化广播影视局航拍无人机及平板电脑
基于无人机多源图像特征匹配的输电设备缺陷预警系统科技项目技术开发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GLZFCG2017C0065
紧急采购航拍无人机询价
福州市鼓楼区市容管理局采购六旋翼飞行器询价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台式计算机等办公物品采购项目
惠来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内蒙古康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采购招标
 银川市西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无人机购买服务项目公开招标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1913) 



河北省第二届园林博览会无人机表演服务采购项目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黄龙景区重要景点数字化建设项目单一来源
闽清县城建监察大队无人机航摄及卫星遥感影像服务采购项目
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所需旋翼无人机航测系统采购招标
张掖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规划勘测院工作站无人机设备 公开招标采购
江西省寻乌县防震减灾局可视化移动指挥系统、无人机与信息化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7-XW-X040）
永和县委宣传部摄影设备采购单一来源
 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无人机反制系统及无人机雷达侦测系统单一来源采购
荆门市掇刀区秸杆禁烧巡查无人机采购项目
乐安县城市管理局飞行器套装采购
2017年输电所材料购置（无人机配件购置）采购
无人机海洋区域用海监察和渔政巡查项目的公开招标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四旋翼工业级无人机购置项目
喀纳斯景区边境管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旋翼无人机询价采购
 一体机、无人机和对讲机竞价采购结果
安徽省渔船检验处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驿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JW17-GZ-027 2017年生产类低值易耗品采购（归口预算） 等项目无人飞行器等物资
广东省深圳监狱无人机及干扰仪采购
武警内蒙古总队装备处2017年度自购装备器材采购项目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用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微山县公安消防大队灭火抢险救援器材装备采购询价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无人机航拍执法服务采购竞争性磋商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教学设备采购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2017年电气技术系无人机装调与维修实训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无人机及配套软硬件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测绘队多旋翼倾斜摄影无人机系统及配套软件采购单一来源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培训项目招标
湖北汉东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工程220KV随姚线无人机巡检及缺陷处理项目竞争性谈判
绥中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山西省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实验局无人机航拍器及配套设施谈判
公安海警学院 - 竞价结果详情  (CB120022017000066) 
湖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5322017000122)
沛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询价
北京市公安局2017年业务技术装备项目侦查取证设备项目公开招标
三明市防汛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滇西北输电线路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贵州省消防总队2017年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服务采购
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古冶区分局古冶区无人机航拍工作 
陕州区公安局多轴旋翼无人机模块采购
滨州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全向微波传输系统及无人机航拍直播设备采购竞争性磋商
郑州市第三中学航模无人机采购项目
湖北省地震局重力室无人机采购项目
湖北省省级政府采购  （无人监测机） 
呼和浩特市农牧业局无人机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江西省鄱阳县水利局无人机及应急指挥系统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YXCG-2017-004#）的询价招标
鄂尔多斯电业局2017年输电管理处无人机配件单一来源
2017年安徽省测绘扶贫项目暨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金寨县数码航空摄影服务
肥西县委宣传部无人机采购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晋中供电公司2017年第三批公开招标项目（第八包）



扬州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11172017001861) 
恩施州国土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南平市公路局直属分局无人机项目询价采购
低速无人机平台及装配型架采购项目单一来源
辽源市地震局采集器等采购项目招标
江苏电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人机设备采购公开招标
江苏省气象信息中心无人机灾情调查及业务平台项目招标
临朐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购置项目竞争性磋商
滁州学院地信学院无人机摄影测量设备
输电线路多旋翼无人机智能巡检关键技术研究
区域土壤水分自动监测系统、高光谱无人机成像系统(17A2147)采购
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齐河县公安消防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武警遵义市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
西藏立信招标有限公司无人机系统采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刑侦侦查装备
金昌市无人机应用于环境监察、监测系统采购项目
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警用无人机设备及外包服务、培训采购项目
蓝山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询价
温州市公安边防支队无人机系统的公开招标
平凉市公安消防支队专业型无人飞行器设备采购项目
江西省龙南县森林公安局对讲机等项目
2017年度卫星遥感影像执法监察监管项目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监狱监狱特警项目
洛阳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全警眼360度全景视频采集设备项目
安徽省宣城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无人机采购项目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关于禁毒无人机的采购项目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无人机采购
广州局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固始县交警大队无人机项目询价采购
郑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购置无人机系统及相关取证设备项目
额尔古纳市林业局办公设备询价采购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环境保护局无人机环境监测及数据分析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手持云台相机、无人机采购采购
甘肃省公安厅兰州特警装备建设项目
包头市公安局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采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局厦门中实-竞争性磋商-2017-ZS743-海上无人机巡航系统
广西防城港市环境监察支队无人机采购YLFCX20171004-F询价
都江堰市环保局智能无人机采购
无人机托管服务(17C0385)
厦门市公安局无人机管制公开招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黑河市支队_侦查执勤及防护装备采购招标
荆门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采购
江西省兴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无人机实训设备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合成警务中心办公设备、网络设备等采购
山西省公安厅租用飞机进行航测铲毒采购项目
中山陵风景区森林防火无人机系统及应急通信终端设备采购项目
盘锦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设备采购招标
黄冈市国土资源局购置无人机项目（县、市用于地灾防治及监测预警）
2017年泉州网络部防汛抢修无人机配件采购



福州市公路局闽清分局无人机采购
环县公安局采购禁毒航拍仪设备项目询价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
吉林省航空护林中心 森林防火无人机分系统购置项目招标
江西上饶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及相关配件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XZCG-2017-008# ）竞争性谈判
天津市建筑工程学校工程测量无人飞行器及航测遥感系统采购项目
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全媒体采编发平台摄影摄像器材项目-无人机采购公开招标
福建省民政厅2017年省本级救灾物资采购招标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遥控无人机等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无人机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系统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神木县林业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系统采购
广铁集团关于娄底工务段无人机采购项目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无人机_01招标
唐山市公安消防支队曹妃甸区大队消防车与消防器材采购项目
大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无人机设备采购竞争性谈判
松原市公安局采购无人机干扰器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山东海事局无人机和除湿机项目
酒泉市公安消防支队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采购
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分局武鸣分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溧阳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器材装备采购项目的招标
南昌市公路管理局总工办无人机采购项目
天津市宁河区公安消防支队信息化建设项目
龙岩市环境监察支队应急物资和无人航拍设备采购
天津市测绘院六旋翼无人机航摄系统采购项目
广西建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无人航拍飞机及相机、录音工作系统采购
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分局购买无人机图像传输系统采购项目采购
 十堰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等配套设备及技术服务 采购询价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YLFCX20171004-F ）
陕州区公安局多轴旋翼无人机模块采购项目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_无人机采购及服务竞争性谈判
宜都市职业教育中心无人机询价采购
株洲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建设单一来源采购
 BIM应用技术中心项目无人机等设备
江西方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婺源县城乡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水政监察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杭州意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系统的的公开招标
关于凤台县水利局器材库无人机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淮北日报社无人机及摄影摄像器材采购
福建xh应急物资补充之无人机采购
禹州市公安局无人机干扰器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淮安市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
江苏省洪泽中等专业学校无人机实训室建设项目
绥中县平安绥中指挥中心无人机采购竞争性谈判
晋城市环境监察支队所需无人机项目磋商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学院无人机遥感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环县公安局禁毒航拍仪设备项目
马山县广播电视台无人航拍飞行器采购
江西九江天平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无人机采购项目



浙江大学无人机系统 QSZB-H-A17177ZJUGCSZ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航拍飞行器
江苏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无人机采购及安装项目竞争性谈判
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无人机采购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消防支队消防车辆和常规装备器材项目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郊区水务应急项目招标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禁毒无人机的采购项目
粤电光伏项目无人机、热成像仪、太阳能系统安全测试仪等运营设备采购项目
惠州工务段关于航拍无人机的项目
汕尾供电局无人机等工器具购置
广西地震局 专用设备采购项目（GXZC2017-J1-9634-CGZX）竞争性谈判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执法布控系统采购（GXWZZC2017-J1-0024-HJ）竞标
浙江大学无人机项目  QSZB-H-A17133ZJUGCSZ(CS)
吉林 SYSZFCGZX(采购二部)-2017037无人机干扰器
城北区城管局无人机指挥车采购项目
云南省抗震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建设
阳泉市国土资源局矿区分局专业级无人机采购
南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项目
沙坪坝区无人机违法建筑排查及违法建筑管理系统建设
无人机航拍器政府采购项目采购
水土保持预防与监管-无人机（水保中心）项目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市公路管理局总工办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编号：ZJDL2017-0004）
沈阳市林业局采购无人机及相关设备
礼泉县森林防火监测无人驾驶飞机采购项目
四旋翼航拍无人机（国产）采购项目采购
大方县地下管线普查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采购
警用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招标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无人机培训基地建设设备竞争性谈判
广州市南沙区2017年三防物资采购项目招标
江西省于都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巡查购买服务项目（项目编号：YCJS2017-YD-C001）的竞争性磋商采购
油田 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特警大队设备采购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用装备项目（项目编号：JXHC2017-GZ-G010）
凉山州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
金中直流工程后续项目采购无人机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无人机实训基地三期设备采购项目
北海市森林公安局2017年专用安全设备
2017年福建省公安厅应急装备物资采购项目
博白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监察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
华南师范大学多媒体采购项目（GPCGD171156HG179J）
光明日报全媒体采编发平台摄影摄像器材项目-无人机采购中标结果公示
广西梧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布控系统采购
浦东海事局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吊舱系统、无人机系统
广东 韶关供电局2017年（Ⅱ类无人机）框架招标项目
输电线路多旋翼无人机智能巡检关键技术研究
广西电网公司2017年省级物资集中采购第二批专项招标
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督管理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福建 四旋翼航拍无人机（国产）采购项目
广东 机巡作业中心购置输电专业2017年作业及培训无人机
广东 机巡作业中心购置输电专业2017年作业及培训无人机
广东 机巡作业中心购置输电专业2017年作业及培训无人机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教学实验设备采购
广州局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河北 香河县民政局无人机采购（援疆项目）成交公告
甘肃 彭阳县城市管理局办公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方式招标
山东 东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系统项目中标公告
东 东莞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巡查信息系统中标公告
W17-X-004）基于多旋翼无人机和激光的输电线路异物清除装置等项目无人机配件等物资第三次采购（招标编号：0006200000020868）成交结果
基于轻型固定翼无人机的输电线路快速立体航测技术及综合应用
株洲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建设单一来源成交公告
山西 蒲县农业林业委员会无人机采购项目成交
江西省公安厅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广西  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SHHCG20171001）中标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广州局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成交结果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公设备采购项目成交公告
湖南 株洲市天元区治违控违无人机采购项目谈判成交公告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人机应用项目
江苏 溧阳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器材装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上饶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及相关配件采购项目
山东 济南广播电视台无人机、手机成交公告
 山西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矿山测量实训基地测绘设备项目中标公告
陕西 礼泉县森林防火监测无人驾驶飞机采购项目
浙江 临海市公安局数据采集工作站、无人机、相机等设备采购预成交公示
浙江 文成县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项目成交公示
南昌市公路管理局总工办无人机采购中标结果
重庆 无人机、摄录器材采购(17A1525)结果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低空航拍应急调查设备采购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
唐山市公安消防支队曹妃甸区大队消防车与消防器材采购项目预中标
广东 韶关供电局2017年（Ⅲ类无人机）框架招标项目
陕西省 商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用无人机项目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2017年变电站智能无人机的自动化巡检技术研究项目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采购信息化设备及软件(17A1618)
广东 变电三所巡维班购置无人机3架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黑龙江 红兴隆分局红兴隆分局国土资源局无人机航测影像处理系统采购项目成交公告
湖南 靖州县公安局县庆安保装备－无人机采购项目谈判成交公告
上海大学无人机系统项目成交公告
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作物遥感测量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天津 武警天津市总队侦察、执勤、安检器材及文化用品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安徽 省长江局航空摄影测图系统预中标公示
安徽省渔船检验处无人机采购 项目中标
柳城县国土资源局无人飞机矿山三维影像监控系统应用一项
河北唐山市公安消防支队曹妃甸区大队消防车与消防器材采购项目中标
山东省公安厅财务装备处应急物资储备采购公开招标中标公告
安徽 凤台县水利局器材库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示
湖南 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无人机安装项目采购竞争性谈判成交结果
湖南 益阳市公安局特警搜查装备采购成交结果
吉林省航空护林中心森林防火无人机分系统购
吉林省航空护林中心森林防火无人机分系统购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系统设备框架招标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多旋翼无人机系统设备框架招标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多旋翼无人机系统设备框架招标
浙江 临海市公安局数据采集工作站、无人机、相机等设备采购采购成交公
福建 ZZCY(2017)TP304竞争性谈判成交结果
福州市公路局闽清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二次)中标结果
广东 都匀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县局自筹）采购项目(二次公告
吉林 长春市测绘院固定翼无人机竞争性磋商采购项目成交公告
北京 无人机护林防火工程单一来源采购成交结果公告
北京市公安局2017年业务技术装备项目侦查取证设备项目评审结果
福建 漳浦县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无人机反制系统及无人机（国产）采购项目成交
广东 生态广东视窗（一期）示范工程——东江流域水环境安全水质视频预警监控系统建设采购项目中标
湖南永州市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永州市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无人机应用项目单一来源中标
江西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结果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六旋翼无人机维修项目成交公告
山东 东营市公安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无人机及装备政府采购项目中标公示
山东 莒县公安局 禁毒装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江  温州市洞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办公自动化及其他设备（2017第11期）询价采购成交结果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无人机、红外热成像相机等设备采购项目
河北 沧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无人机系统及无线自组网设备采购项目 
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于都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巡查购买服务项目
内蒙 正镶白旗公安局警用物资、警用装备采购项目中标公示
山西 阳泉市国土资源局矿区分局专业级无人机采购成交
新疆  叶城县公安局采购无人机及作训服项目预中标公告
建 福州市马尾区“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
2017年茂名供电局购买无人机仓库配件一批(2)结果公示
贵州 都匀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县局自筹）采购项目(二次公告)（招标编号：0002200000014546）中标结果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林业局火情监测无人机采购项目成交结果
湖北 恩施州国土局无人机采购项目（二次）
辽宁 盘锦 无人机设备采购 中标公告
蒙 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会航拍飞行器及附属配件单一来源采购成交结果
福建 六鳌风电场车底凸面镜等询价采购询价结果公告
福建 长乐午山风电场车底凸面镜等询价采购询价结果公告
河南 郑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购置无人机系统及相关取证设备项目（二次）成交
江苏 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无人机采购及安装项目结果公示
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智能巡护系统平台采购项目
内蒙 赤峰市喀喇沁旗公安消防大队安全生产设备中标
内蒙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汛物资储备中标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分局
天津 供热管网无人机巡检红外热成像专家诊断分析系统中标公示
乐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广州市南沙区2017年三防物资采购项目
河南 梁园区城市管理监控无人机采购项目评标结果
吉林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无人机采购竞争性谈判成交
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无人机测量系统及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保执法监测无人机建设项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荆门无人机航测仪器评标结果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分局
广东 中山供电局购置输电专业无人机航拍装备等项目购置无人机等物资(2)（招标编号：0002200000012902）中标
广东 中山供电局购置输电专业无人机航拍装备等项目购置无人机等物资(2)（招标编号：0002200000012902）中标
江苏省基础测绘设施技术保障中心电动旋翼无人机应急测绘保障系统项目结果
武警山东总队车辆器材采购中标公示
黑龙江 鸡西市城子河公安分局采购无人机项目成交公告



黑龙江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防汛物资_SC[2017]2978中标公告
内蒙 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其他货物中标（成交）公示
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无人机航空摄影测绘系统中标公告
遂川县大汾小流域智慧防汛试点采购项目
信丰县西河小流域智慧防汛试点项目
广东省航道测绘中心无人机摄影测量设备采购项目中标
广西电网公司2017年省级物资集中采购第三批专项招标（gyzb2017-0526）（招标编号：0002200000016468）中标结果公示
湖北 襄阳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山西 沁水县公安局沁水县公安局
云南电网 大理局无人机购置
广东 惠州供电局无人机及配件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
广西 贺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
广西 南宁市公安局反恐处突装备及智能化系统无人机设备采购成交公告
广州开发区粤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无人机、热成像仪、PVcheck等运营设备采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荆门无人机航测仪器招标结果公告  
辽宁 锦州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采购
山东 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无人机项目成交公告
山东 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2017年双保管护工程林业防灾减灾森林防火器材购置－火场侦察机采购合同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2017年双保管护工程林业防灾减灾无人机防火侦察费采购合同
安徽 宣州区林业局（中央财政）湿地保护奖励试点补助监测设备采购安装（第二包）成交结果
福建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关于禁毒无人机的采购项目的成交公告
河北 饶阳县公安局侦查技术装备及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三批安全监管执法专业装备（专用摄像机等）、（无人监察机）采购项目
江西省水政监察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无人机执法监视监测系统项目中标公告
广东“平安海洋”气象保障工程项目—无人机系统（一）项目中标公告
河南 梁园区城市管理监控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江西省崇义县水利局防汛救援物资设备项目
辽宁 庄河市公安局航拍器及设备采购项目 成交公告
蒙牛乳制品（眉山）有限公司无人机项目比价结果公示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运维检修中心“巡检/喷火无人飞行器”购置竞争性谈判结果公告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2017年无人机框架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河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遥感监测项目成交结果公示
无锡市公安局惠山分局
西安市公安局沣东新城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浙江 武义县政府采购中心采购机构组织关于3D打印机，无人机教学设备的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湖北 荆门市汉江河道堤防管理处防汛物资采购项目
广西桂林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无人机设备采购
双鸭山市公安局-无人机及相关附属设备项目
吉林省航空护林中心专业林业防火无人机及配套系统购置项目招标结果公示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结果公告
浙江 象山县政法综治信息化系统采购的采购结果公告
青藏铁路公司2017年第42批物资设备中标结果公示
河北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合同公告
甘肃 甘南州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玉州万花园项目地形航拍及测绘（项目编号：YZCGF20170824BJ）
贵州 修文供电局输电巡线无人机购买
湖北 高新区综合执法局无人机询价采购结果公示
湖北 孝感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应急设备采购项目拟中标公告
内蒙 2017年购置森林防火应急设备（冲锋舟、通讯设备及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 额尔古纳市林业局通用设备中标（成交）公示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林业服务中心尧都区山林防盗防损无人机巡护设备采购成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靖西一、二线与靖西三线联络线工程及延能化至羊泉阀室供气专线航测评标结果公示
浙江 杭州意能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电力无人机安全防护研究设备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云南 利用多旋翼无人机测量导地线覆冰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物资采购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云南 曲靖局固定翼无人机购置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云南 文山市森林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2017年汕尾供电局购置无人机等应急装备采购(2)结果公告
广西南宁市华东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资源巡护及科研监测设备采购项目（gxzc2017-j1-11217-nnhd）成交结果公告
江苏 盐城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内蒙 额尔古纳市林业局通用设备中标（成交）公示
四川省攀枝花市林业局森林防火设备采购项目
辽宁 鞍山市林业局森林防火物资采购项目结果公告
天津市公安局图像侦查和技防监管总队（第十一处） 警用无人机飞行及信号传输系统
北京 高井热电厂-十九大反恐器材询价采购询价结果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安局直属二分局
山东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无人机供应及安装中标公告 
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航测遥感软、硬件测量系统中标公告
甘肃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甘肃省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无人机调查系统采购及服务项目
河北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预中标公告
吉林  辽源市西安区农林水利局多旋翼监察无人机采购项目
吉林 森林防火无人机分系统购置合同公示
辽宁 锦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青岛市测绘应急保障中心测绘装备与软件第一批中标公告
塔城地区水利局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询价采购中标公告
云南 滇西北输电线路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编号：0006200000012444）中标
2017年阳江供电局无人机框架招标(2)（2-1）（标包1
2017年阳江供电局无人机框架招标(2)（2-1）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警种设备及无人机设备采购GXWZZC2017-X1-0001-YL成交结果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山地质灾害监测及绿化覆盖率无人机遥感监测项目公开中标公告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无人机及配套设备购置预中标公告
山东省地震局机关山东省地震局省市指挥中心建设升级中标公告
云南 滇西北输电线路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专用无人机购置及培训
黑龙江 大兴安岭塔河航空护林站森林防火设备建设项目公开招标中标公示
黑龙江 大兴安岭塔河航空护林站森林防火设备建设项目公开招标中标公示
吉林 汪清县人民检察院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绥化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汪清县人民检察院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关于连云港市综禁办秸秆督巡查无人机的成交公告
蒙 勘察院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航测系统及处理软件项目招
湖南 蓝山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询价成交公告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一支队无人机航拍设备采购成交公告
湖南 靖州县公安局县庆安保装备－无人机采购项目合同公告
甘肃 庆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六旋翼无人机公开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河南 柘城县公安局卡口标准化改造、执勤车、无人机采购
辽宁 大石桥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安徽省渔船检验处无人机采购合同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航拍无人机询价采购询价结果公告
广东省天井山林场无人机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丰县城市管理局六翼无人机、飞控、地面站、挂载设备等项目竞争性谈判成交公告



内蒙 固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结果公示
浙江省测绘大队无人机项目的结果公告
内蒙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采购无人机培训基地建设设备合同公告
河北 平泉市公安局无人机、单兵侦查设备等中标公告
河南 襄城县公安局2017年和2013年下半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业务装备采购项目中标
江苏 徐州市城市管理局无人机反制装备项目公开招标中标
内蒙 达拉特旗公安消防大队采购消防器材装备公开招标中标公告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事故现场航拍无人机勘查系统采购中标公告
广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采购项目
国有济源市蟒河林场关于购买小型六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新余市公安局禁毒和国保专业侦查设备采购项目
包头市公安局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诱骗式民用无人机主动防御系统项目
石嘴山市环境保护空中监察取证设备采购项目
中宁县公安局四旋翼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山东省警卫局反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分局应急通讯指挥车和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二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2016年禁止开发区补助资金（标识、标牌建设和监测调查设备）项目采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扬州市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
福建省民政厅2017年省本级救灾物资采购招标
甘肃 临夏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车和无人机采购项目
韶关市测绘院无人机采购项目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2017年无人机智能航测工具购置项目无人机航拍采集装置询价采购项目
柳州供电局2017年7月份基建、修理、生产材料购置项目
临夏州国土资源局临夏省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区建设地质勘查工程钻探、无人机航空摄影系统项目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南宁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专用设备采购
广西邕政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巡查航拍无人机
河南省林业厅防火办采购应急物资
湖北 麻城工务段2017年站段管理更新改造零小项目及合武线应急临小设备购置
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防汛物资设备（六旋翼无人机）采购
赣州市景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赣州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超短波安远中继站采购项目
山西 同煤cors基站系统升级及低空无人机航测系统采购
扬州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浙江大学 无人机系统等
2017年福建移动无人机公开询价采购项目
甘肃 金塔县林业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广东 2017年清远市安全生产专家管理系统维护与隐患排查工作及无人机装备采购项目
广东 惠州供电局无人机及配件采购
广西 百色局2017年输电管理所考取ＡＯＰＡ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
辽宁 抚顺市消防支队无人机系统采购
山东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机关山东省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十三五”二期工程
临汾市公安消防支队执法记录仪及配套数据采集终端设备、空调冷却塔改造、无人机项目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无人机设备及相关服务询价
青河县完全中学摄像机、电脑、无人机、速印机、监控设备等办公设备询价采购
缙云县社会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森林资源管护及护林防火无人机采购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植物保护局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马鞍山市教育局中学生实践基地一批航空航海实验室设备供货与安装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测绘专用仪器项目
云浮供电局2017年输电专业架空线路巡视专用无人机(固定翼机)(红外、激光雷达作业机)



来宾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高速下载器采购
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河池市支队部分装备采购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装备建设项目-无人机激光雷达扫描系统
河北 南宫市公安局无人机、掌纹自动识别系统及人员标准化信息采集反馈系统采购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实训设备采购项目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购置视频拍摄设备项目
江苏 询价中标公示
关于景德镇市公安局陶瓷工业园分局警用及体能训练装备项目
龙南恒利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龙南县土地收储交易中心无人机及辅材设备项目
江西省宁都县林业局无人机、便携式火场影像传输设备项目
内蒙 鄂尔多斯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购消防装备
山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无人机]采购
淄博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处突装备购置项目
成都市国土规划地籍事务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消防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浙江省国际技术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理工大学无人机等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代采购硬件设备
山东 海阳市农业局无人植保机及杀虫灯采购
安徽 马鞍山市教育局中学生实践基地一批航空航海实验室设备供货与安装
安徽 颍上县广播电视台无人机及辅材采购项目
福建 公物投资-邀请招标-GW2017-QY275-无人机及配套系统
甘肃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无人机航拍技术勘查交通事故现场系统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广东 碧江中学2017年信息科采购飞客之家无人机及美科开源硬件
广东 肇庆北岭培训点输电线路专业实训场无人机仿真实训系统购置
广西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广西嘉华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桂林公路管理局冲锋舟及无人机采购
贵州 铜仁供电局2017年各县局巡线无人机购置
贵州 兴义供电局第六批物资专项招标
河北 平泉市公安局无人机、单兵侦察设备采购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部队河南省警卫局安保装备采购项目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高清视频信息采集与视频空中中继侦察系统（六旋翼无人机终端及其应用系统）
吉林省地矿测绘院无人机飞行系统采购项目
江西鑫荣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景德镇市公安局陶瓷工业园分局警用及体能训练装备项目
山东 莱西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农业大学实验教学设备采购
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水罐车、拖车炮、侦查救援无人机
山西 公安厅 高速一支队无人机航拍设备采购
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关于门头沟公安分局采购2017年度警用装备项目
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无人机监测重点区域违法用地项目
广东 云浮供电局10kV架空线路无人机巡视（云城、云安、郁南）
河南 内乡县广电中心演播室改造购置摄录编播设备项目
河南 郑州市商业技师学院关于郑州市商业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无人机教学设备购置
2017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项目
湖北 无人机项目采购
湖北 襄阳市公安局购置无人机反制枪采购
湖北  襄阳市公安局租赁部分无人机管控系统采购
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中央支持地方改革专项资金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 威海市文登区林业局无人机监测松材线虫病枯死木服务项目
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六轴无人机航拍器采购



深圳 自然灾害救灾物资装备-无人机采购 
云南省小龙潭监狱（监狱无人机监控系统）采购
浙江 杭州意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无人机直升机载激光雷达系统
赣州市南康区环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会昌县果业局无人机果树普查作业项目
福建 园林实训基地无人机及全自动生化仪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设备采购
广西鑫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警用物资采购
贵州 铜仁供电局2017年各县局巡线无人机购置
邯郸市永年区农牧局关于单旋翼电动无人机及多旋翼电动无人机采购项目
河北 文安县环境保护局执法用设备采购项目
平顶山市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管理项目
河南省测绘工程院2016年基础测绘专项项目
浏阳市环境保护局春雷行动执法装备购置
江山市林业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选取无人机培训班培训机构项目
宁夏大学2017年度“双一流” 民族学学科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输电所考取《中国民航局AOPA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合格证》（第二次采购）
云南 天保工程森林防火林火监测无人机购置（二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森林指挥部无人机动力电池采购项目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智能环保教学实验室建设与应用研究项目
 安保所需特殊装备
广西国泰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专用设备采购
航拍设备采购
业务装备采购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多媒体设备采购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中小学无人机课程设备采购项目
内蒙 莫旗消防队专用设备询价采购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警用无人机及设备采购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公安局警用无人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部队四川省警卫局防控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重庆市江北区政府办公室所需无人机违法建筑排查及违法建筑系统维护升级项目第二次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 无人机航拍器全套设备采购
尧都区山林防盗防损无人机巡护设备采购
闽侯县公安局飞行器采购项目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2017年多技术融合的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研究项目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局执法装备购置项目
江西省寻乌县林业局湿地监控、监测设备项目
平度市食品药品信息化智能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服务项目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河源市矿山救护队无人机购买及2017年秋冬两季劳保用品采购项目
江苏 高清专业级航拍无人机采购
内蒙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采购草原确权设备
无人机采购
广西振弘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慕课制作演播室建设项目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2017年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建设项目设备采购项目
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等
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寻乌县林业局森林防火装备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设备
宁夏大学档案馆硬件设备采购项目
梁山县环境保护局购买专业级无人机项目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无人机检测系统项目
武警警种学院单兵便携应急侦测评估无人机系统项目
无人机监控系统
甘肃 张掖市宣传文化中心文化宣传设备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反恐装备采购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7-2018年无人机维修框架项目
百色供电局2017年输电管理所低值易耗品等18个项目生产维护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物资采购
数字媒体类专业能力实践基地——摄影实训室项目
蒙牛乳业（尚志）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项目
栖霞市无人机河流航拍执法项目采购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航测遥感院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多旋翼无人机技术升级采购
无人机 应急包
沙湾县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原设计-20170405-赵建伟-王昆（固定翼无人机）
亳州学院音乐美术系实验实训设备采购项目
单反相机及专业航拍机及照相机采购
冲锋舟、无人机等防汛物资采购项目
广东 2017年肇庆供电局第二批配网类物资框架招标项目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设备采购项目
云浮供电局2017――2018年度常规作业无人机框架招标
云浮供电局2017年输电专业架空线路巡视专用无人机(固定翼机)(红外、激光雷达作业机)专项招标
贵州 运检公司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三维激光设备购置项目
河北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无人机及配套设备
湖南 长沙市森林保护站单旋翼电动无人机
潍坊市环境保护局增配无人机及配套环境监管设备
南宫市公安局无人机、掌纹自动识别系统及人员标准化信息采集反馈系统
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无人机探测管控系统项目
广州铁路公安局2017-2项目
江苏 淮安市洪泽区地方海事处无人机服务项目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测绘专用仪器等设备采购项目
竞价结果详细 (CB102862017004028)----东南大学
海原县公安局2017年第二批业务装备采购项目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执法局电子执法设备及执法防护设备采购项目
无人机台风高空探测系统一期建设——高空无人机
2017年中央政法专款--反无人机光电雷达系统
县级单兵式无人机采购
民用无人机监测系统项目
无人机巡视培训及应用平台设备购置项目红外巡检吊舱采购(二次采购)
固定翼无人机采购
贵州 遵义供电局 2017 年第二批检修项目物资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合翼垂直起降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
吉林 前郭县规划局固定翼无人机购置项目 
广东 变电管理二所AOPA无人机驾驶员培训项目
国网福建漳州供电公司无人机飞行器配网巡检系统维护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河南 焦作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大学 农工院大疆专业无人机
山东 招远市林业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地理信息制图院空间数据采集系统采购项目
无人机设备及相关服务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采购监控设备等
淮北日报社无人机及摄影摄像器材采购项目



庐阳区环保局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演练项目
无人机飞行训练VR制作及微课拍摄
甘肃 兰州市公安局警卫处警卫执勤装备采购项目
节水、节能设备采购及安装
无人机航拍系统采购
运检公司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三维激光设备购置项目
车辆及无人机
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购置专业无人机项目
三门峡市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监测站无人机采购项目
鄢陵县2017小麦病虫害疫情防控药械采购项目
雪亮工程前端及辅助工程货物采购项目
江苏手持式地物光谱仪、机载多光谱植被指数观测系统、无人机平台等采购
辽宁 锦州大笔架山整治修复无人机监测项目
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雪豹监测设备采购项目
新疆 喀什地区国土资源规划院无人机航空摄影系统租赁服务采购项目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昭通供电局2017年材料费购置项目
云南省地图院无人机系统软硬件设备采购项目
嘉善县无人机测绘及河道地理信息系统搭建项目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冰川运动学观测系统、无人机航测系统采购项目
金乡县2016年金乡县棉花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统防统治服务项目
福建 电网无人机空气动力系统综合检测测试平台的研制与应用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2017年仪器仪表专项集中招标采购项目
广西邕政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巡查航拍无人机合同
太和县农业委员会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用无人机设备
舞美设计与设备租赁项目
韶关供电局2017年（输电专业架空线路巡视专用无人机智能巡视与分析装备）专项招标项目
珠海市无线电监测站更新小型监测站、购置便携监测和管控设备项目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无人机培训服务采购
沧州师范学院传媒综合实训中心教学仪器采购项目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专业综合实训基地设备采购项目
郑州师范学院2017中央财政资金VR教学实验平台采购项目
无人机（国产产品）
 包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急救援-执法装备采购项目
宁夏警卫局便携式无人机干扰器采购项目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八地质队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
天津市滨海新区测绘所测量型无人机采购项目
海洋灾害防灾防御工程-防灾减灾无人机监测系统服务采购项目
重庆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2017年10月大疆无人机(国电谏壁)评审结果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7年测绘生产装备购置
泉港区各行政村居无人机航拍及服务采购
甘肃 阿克塞县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巡护成像系统）采购项目
甘肃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东 潮州供电局2017年第四批次生产类物资专项采购无人机及配件购置
揭阳供电局购置输电专业无人机电池智能充放电柜等工器具（新技术)项目
贵州 遵义供电局 2017 年第二批检修项目物资
贵州省县级无人机航拍及数字三维城市建模项目招标
河北 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无人机采购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培育小学关于创客教育设备
蒙牛乳业（滦南）有限责任公司  无人机



西安工业大学教学实验设备采购项目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摄影摄像实训工作室项目
四川省德阳市林业局2017年森林防火省级财政专项资金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播电视台摄像机和航拍无人机设备
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无人机仿真培训与实训设备购置安装项目
辽宁 盘锦 无人机设备采购
安徽 采购多旋翼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及实时图传系统采购项目
安徽 宿州市公安局智慧警务应急通信指挥调度系统采购项目
广东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采购
贺州市八步区防护林工程管护设备采购
广西 中资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播影视基础设施项目
河北 阜平县中心城区真三维实景建模项目
河南 信息大学无人机
团风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本级专有设备采购
临沂市技师学院学生实训耗材采购项目
陕西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2017年仪器仪表专项集中招标采购项目
长城保护情况无人机执法巡查试点项目
成都市森林公安局森林防火监测预警无人机及辅助决策系统项目
四川科技职工大学2017年教学设备采购项目
东疆海事局渤海海上油田远程监控项目
天津大学无人机
云南 勐腊县林业局天保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
浙江 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人民政府无人机
竞价结果详细 (CB103372017000097)----浙江工业大学
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浙江）物资装备采购项目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消防机器人及无人飞行器项目
内蒙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防护防爆装备中标
山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无人机]采购
山西 原平市文化馆无人机询价采购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无人机集群信息获取系统软硬件设备运行维护和升级采购项目
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人航拍器采购项目
云南省地震局应急保障中心大疆"悟"INSPIRE2无人机系统采购询价
无人植保机及杀虫灯采购
 无人机三维激光雷达系统和城市网格数据监测站采购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临夏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车和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龙虬镇东角村农业机械设备采购中标
北滘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采购
广东 揭阳供电局多旋翼无人机驾驶员及技能培训班公开询价采购项目
广东 天河区法院视频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无人机航测系统设备采购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 无人机采购
竞价结果详细 (CB105322017000262)----湖南大学无人机
广安消防部队无人机购买项目
四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2017年地勘单位装备能力提升项目
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无人机、无人机干扰器及存储设备
云南省防灾研究所无人机维修维护服务询价采购
浙江树人大学无人机等设备采购项目
广西 固定翼无人机采购GXZC2017-J1-12368-KWZB
亳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购消防装备（第二批）项目



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甘肃 陇南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甘肃省临夏高速公路管理处安保费项目
广西 科联招标 对讲机、无人机及配件采购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2017年海南省交通科技项目
河南 洛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队手持式无人机管制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湖北省水政监察无人机一体化技术服务
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棉花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江西弘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樟树市县乡防汛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
内蒙 扎兰屯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通用设备
山东 地震局无人机系统
西安财经学院宣传部航拍飞行器采购招标项目
四川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无人机售后服务管理系统项目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装备购置采购项目
云南省化工高级技工学校无人机教学实训设备采购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非煤基地第四批设备招标
湖南 中共长沙市开福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开福公安局“智慧安保”项目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2017-83-遥控航拍飞行器
山西 晋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无人机项目
关于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无人机航空摄影测绘项目
广东 云浮供电局10kV架空线路无人机巡视（云城、云安、郁南）（第一标段）
宁夏 石嘴山市尉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项目
云浮供电局10kV架空线路无人机巡视（云城、云安、郁南）（第二标段）
宁夏 石嘴山市尉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项目（2标段）
安徽 警用无人机及辅助设备项目
北京洛斯达公司无人机航摄系统采购项目
北京市延庆区环境保护局延庆区环保局无人机监测平台
东南大学无人机开发平台
广东 2017年茂名供电局购买无人机7台中标候选人公示
广东 2017年茂名供电局购买无人机61台中标候选人公示
2017年茂名供电局购买无人机电池智能充电柜10套结果公示
2017年茂名供电局购买移动便携式2G/3G/4G视讯话音单兵通信系统
广东 JRI采购无人机等预中标公示
广西 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视频设备竞争性谈判采购
河北 廊坊市广阳区环境保护局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
钟祥市矿山技术服务中心测绘用无人机及配套编绘软件项目
湖南 新田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设备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华南理工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多旋翼无人机系统项目
江西 萍乡市水务局无人机项目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应急处突警用装备购置
四川大学 “专业航拍无人机（ZDZX-JJ00262）”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无人机防御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四川省冶金地质技工学校省级地勘单位能力提升货物采购项目
大理市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2017年琼海市农业生产救灾补助项目【无人机飞防服务】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学科设备采购项目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建筑人工智能管理服务系统及相关智能设备采购项目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飞行器训练设备
甘肃 白银市第一中学创客空间科技室设备项目
河北 承德市公安局应急警用装备采购（三次）公开招标



河北 邯郸学院办公及教学设备
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无人机教学实训室设备项目
江西 萍乡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航拍机等测量仪器
辽宁 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17年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本级空中视频采集器公开招标
山东 东平县2016年大中型水库移民精准扶贫项目老湖镇永发湖产品有限公司续建项目等13个项目
山西 临汾市林业局临汾市林业局无人机购置项目
陕西中金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检察业务装备项目
陕西省环境监测系统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建筑用倾斜式平面成像系统
上海市青浦区第一中学无人机应用课程培训采购项目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无人机巡防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吉林省地矿测绘院无人机飞行系统采购项目二次
山东 招远市林业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
邯郸市永年区农牧局关于单旋翼电动无人机及多旋翼电动无人机采购项目
南昌县农机局农业公益性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采购项目
2017年普通高校一流学科、骨干人才项目等设备类一批项目
广东 安全生产域决策支持应用（输变电无人机巡视数据分析V1.0）建设项目
广东 广铁物资采购所关于X0573怀化工务段无人机采购
广东 汕尾供电局无人机等工器具购置(三次招标)
广东 深圳智润新能源电力勘测设计院无人机测绘系统、手持GPS及测距望远镜设备
南京大学无人机机载高光谱成像系统
江苏 宜兴市公安局无人机管制设备
竞价结果详细 (CB116462017001337)----宁波大学
海城市人民检察院采购无人机结果公告
三门峡市水土保持多元信息无人机智能监测软件系统
山东大学 海洋研究院[无人机3G/4G视频应急终端]采购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航测遥感院国情监测（升级）油电混合固定翼采购项目
上海 2016年和2017年市级新增防汛物资防汛无人机及防水无人机及单兵高清移动图传系统采购项目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应急通信装备采购项目
浙江 金华市林业局的无人机监测系统
固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
浙江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无人机及相机的在线询价
广东 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吊舱及数据处理软件购置项目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吊舱采购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广东 农业机械服务示范点建设
河南 滑县2016年支持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开展重大技术推广项目
北京联合大学智能无人机协同感知实验平台建设项目
大唐（上海）电力能源有限公司无人机采购
广东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配网无人机资格取证培训项目
深圳智润新能源电力勘测设计院
广东 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吊舱数据处理软件采购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广东 无人机巡视培训及应用平台设备购置项目巡线及培训用无人机采购(二次采购)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创新应用实训室与遥感大数据处理中心建设采购项目
江西 萍乡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智能航测采购项目
山东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实训设备采购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0二地质队省级地勘单位能力提升货物采购项目
湖南 长沙市公安局”天网工程“（三期）建设与服务
江苏 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政府采购
江苏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采购机器人等
北京 空军工程大学“大型无人机模拟训练辅助支撑系统”等7个项目



福建  南平市水政监察支队大疆无人机报价表
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警用无人机视频采集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甘肃 陇南市武都区政府采购中心无人机询价采购
甘肃 张掖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规划勘测院工作站无人机设备公开招标采购
广东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扬尘污染无人机巡查服务项目
广东 深圳智润新能源电力勘测设计院无人机测绘系统、手持GPS及测距望远镜设备
广西宁明县公安局 警用装备采购项目
广西政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专用器材竞争性谈判采购
河北 丰宁风电无人机询价采购询价
河北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消防大队抢险救援器材购置
荆州市农业局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湖北 襄阳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孝感市公安消防支队抗洪抢险装备采购项目（第五包）无人机采购项目
松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购置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通讯无人机及配置设备项目
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吉林省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生活污染源入河排口无人机巡查购买服务项目
宁都正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宁都县水利局防汛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
江西国政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无线电监测站采购无人机管控设备项目
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斜坡稳定性计算软件、地质灾害外业调查用测距仪及配件、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
航拍机
辽宁 沈阳铁路局锦州房产段潜水泵机组、无人机采购
内蒙 杭锦旗人民检察院采购智慧检务和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
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无人侦察搜救援系统采购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学科设备采购项目
湖北 荆州市农业局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平度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DID液晶显示监控系统及急救终端设备采购项目
云南 曲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勘察软件及设备及无人机项目
浙江 关于海洋与渔业执法设备采购的合同公告-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浙江 绍兴市水政渔业执法局涉水违建无人机航拍核查服务项目
重庆 奉节县公安局 无人机采购
甘肃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新媒体工作室专用设备项目
广东 韶关供电局2017年（输电专业架空线路巡视专用无人机智能巡视与分析装备）专项招标项目
珠海市金湾区海洋农业和水务局海域监测设备、信息处理设备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铅山县防汛救援设备购置项目
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石城县水利局防汛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项目
山东 日照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无人机系统项目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省级地勘单位能力提升货物采购项目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消防支队消防装备器材项目
山东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应急车辆及无人机租赁服务项目中标公告
 陇南市公安局陇南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湖北 团风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淮南市交警支队采购无人机项目
安徽 无人机航拍设备和自动测流系统购置项目
北京唐浩电力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风电场巡检无人机及相关配件采购
福建 警用装备采购项目结果公告
福建 双足移动机器人平台等采购
甘肃 天水师范学院工程地质实训室建设项目第二次招标
广东 2017年江门供电局无人机及配件物资框架招标
广州供电局2017年配网线路用无人机第三批专项招标
广东 河源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配件询价采购
湖北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专用设备购置项目



辽宁 盘山县高升学校教学设备采购盘山县高升学校教学设备采购
山东 茌平县统计局无人机及移动工作站采购项目
山东 东阿县统计局无人机及移动工作站采购项目
山东 冠县统计局无人机及移动工作站采购项目
山东 临清市统计局无人机及移动工作站采购项目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0二地质队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0五地质队省级地勘单位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
浙江 关于长航时旋翼无人机系统的结果公告
浙江 铅山县防汛救援设备购置项目
中山大学 大疆无人机精灵Phantom3SE采购
重庆 忠县教育委员会平安校园视频监控平台
河南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专业综合实训基地设备采购
浙江 平湖市东湖中学东中无人机创新实验室的在线询价
安徽 宣城市洪景农场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四次）询价
陕西 韩城市农机管理中心植保无人机采购
江苏 淮南市交警支队采购无人机项目
北京华通信联科技有限公司民用无人航空器驾驶员资格培训项目
甘肃 酒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测量仪器采购项目
广东 东莞市公安消防支队南城大队消防设备采购项目
珠海市金湾区海洋农业和水务局海域监测设备、信息处理设备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河北 王滩发电公司无人机ZWY询价采购询价
河北 张北县公安消防大队消防装备器材购置政府采购项目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申购无人机服务外包项目
亚足联U23锦标赛体育中心场馆改造无人机设备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华东交通大学测绘专用仪器类设备等采购项目
山东 河口区孤岛刺槐林场无人机项目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机械实训设备采购
汕头大学无人机显示屏
重庆大学大疆精灵Phantom 4 pro&双电套餐&DJI Care换新计划
安徽 灵璧县林业局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东南大学大疆无人 精灵 PHANTOM 4 PRO,大疆无人机 御
广东 2017年度佛山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无人机杆塔全景及通道三维地形测绘飞行控制软件物资竞争性谈判采购
广东 安全生产域决策支持应用（输变电无人机巡视数据分析V1.0）建设项目
广东 江门市无人机监测测向系统项目
广西 壮族自治区平南公路管理局 专用设备采购
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处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衡东县污染源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政府采购项目
无人机对宁杭高速公路“五清三化”工作试点应用 
江苏 泰兴市环境保护局无人监测机采购项目
内蒙 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购买通用设备项目
宁夏大学2017年度“双一流”水利工程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山西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无人机、综合核查系统研发服务
低空预警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及战备数据库建设
四川 黔南州林业局森林防火无人机预警处置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2017-2018年非资产级四旋翼无人机
浙江 遂昌县森林资源管理总站无人机等的在线询价
中山大学 竞价结果详细
福建  南平市森林公安局警用装备采购项目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融合平台采编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无人机及航测数据处理软件采购项目
富川瑶族自治县无人机及相关应用设备采购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技师学院新校区综合布线及安防监控系统一期项目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现代服务系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
关于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瀍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城乡劳动者技能培训品牌基地设备采购项目
赤峰新能源塞罕坝风电厂风机叶片与风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技改询价采购
内蒙 东胜区气象局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93920部队 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倾斜摄影系统
汕头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5602017000173)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政府采购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天津市津南区环境保护局监察支队标准化建设采购项目
浙江 武义县桃溪镇人民政府无人机的在线询价
重庆邮电大学无人机(AT20170373)网上竞价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创新应用实训室与遥感大数据处理中心建设采购项目
广西 无人机培训服务采购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高清视频信息采集与视频空中中继侦察系统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大型六旋翼无人机设备采购
广州供电局配电线路无人机巡视专项培训项目
广东 汕尾供电局无人机等工器具购置(三次招标)
广西嘉华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教学实验设备采购项目
广西建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钟山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装备采购项目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教学专用设备采购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教学实训设备采购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贵港市检察院2017年业务装备采购
贵州 输电线路现场巡检标准化作业平台移动终端购置及检修中心220kV及500kV线路日常维护架空送电线路检修
大疆无人机(国电电力河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 安阳公司航拍飞行器无人机|PHANTOM 4||
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_无人机反制设备
湖北 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处无人机配套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湖北星斗山保护区热红外火点定位及监控系统采购项目 
内蒙 额尔古纳市统计局专用设备
内蒙 昆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区域无人机航空拍摄服务
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工作站禁牧执法无人机监管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公安局拉哇水电派出所装备及水电开发整治装备项目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一大队2017年四川省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政府采购
西安交通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2017-2018年非资产级四旋翼无人机物资框架招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徐州市支队反恐装备器材及橡胶训练器材采购项目
广东 中共珠海市斗门区委政法委员会无人机采购项目合同
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污染源及大气巡查工作采购项目
宜昌市禁烧秸秆、城区垃圾无人机巡查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处突装备购置项目
滕州市耕地质量提升项目植保器械采购
北京师范大学滨海近低空多用途地表遥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采购项目
厦门务实-公开招标-2017-SH869A无人飞行器航空测绘项目
福建 无人机及手持GNSS设备采购
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采购项目
广东 JRI采购无人机等预
广东 供电局2017年第四批次生产类物资专项采购无人机及配件购置
广东 广州地理研究所无人智能设备采购项目
广西 柳州局2017年无人机操控及维护培训项目
广西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无人机网上询价采购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国土资源测绘专用货物采购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宣传及办公设备采购
湖北 长江航运公安局警用设备采购项目
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设备采购及配套服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无人机机载热红外成像系统设备采购
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无人机航拍绘图系统及事故现场绘图系统项目
江苏阜宁县规划局无人机采购及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航测无人机系统项目
辽宁 信息中心遥感植保无人机采购采购项目
港口危险货物综合监管和应急指挥平台采购
枣庄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无人机航拍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系统
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无人机采购
山东大学工程训练中心[无人机]采购
忻州师范学院2017中央支持地方建设项目(二)
上海电信移互部无人机三维建模的编辑处理和发布平台运营服务项目
四川大学大学生创新创意实现平台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矿产科学研究所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盐源县林业局等电脑、桌椅、多媒体、打印机、无人机等询价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监测食品安全风险检测摄影器材设备购置项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地灾倾斜摄影外业飞行数据采集服务
山东 日照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无人机系统项目
2016年重庆市安监局安全监管执法能力建设（第一批）
北京师范大学滨海近低空多用途地表遥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采购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灾害无人机遥感影像采购项目
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甘肃 兰州市七里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兰州市七里河区智能化城市管理集成建设项目
甘肃 临洮县公安局禁毒装备采购项目
甘肃 民勤县酿酒葡萄栽培技术示范培训项目
甘肃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森林资源巡护无人飞机政府采购项目
甘肃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检察院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广西国泰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宣传器材装备采购
专用设备采购YLZC2017-G2-2120（YLYLG20171035-YL）
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中心设备（A包）采购项目
吉林 和龙市林业局无人机采购
吉林 汪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救生抛投器及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固定翼无人机采购
山东省公安厅车载无人机反制装备项目
晋中市水利局水政监察支队移动执法装备采购项目
山西省朔州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设备
陕西 关于紫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系统,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系统,多光谱传感器
四川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无人机监管系统项目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林业局维西县森林防火应急指挥云系统采购项目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无人机航测系统设备采购
江苏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无人机等项目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306大队无人机及倾斜摄影测量软件项目政府采购(包2)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306大队无人机及倾斜摄影测量软件项目政府采购(包3)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306大队无人机及倾斜摄影测量软件项目政府采购(包1)
西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湖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大邑县2016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
甘肃 泾川县广播电视台电子数码产品采购项目
龙州县旅游资源第二次航拍服务采购
河北 蒙牛乳业（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无人机项目
河北 邢台市桥西区雪亮工程一期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农业大数据及无人机遥感监测平台项目
黑龙江省公安厅_禁毒业务装备（禁毒总队）采购及服务
汪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救生抛投器及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江南大学 无人机采购成交公示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林业局防火监控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无人机实训设备采购项目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政府采购教学设备项目
 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高安市水利局河道助手无人机巡视系统项目
辽宁 朝阳市林业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盘煤仪询价
山东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等两家单位警用设备及车辆
山东 烟台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装备采购
山西省朔州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设备
上海 徐汇区无人机系统运维服务项目
四川大学“无人机飞控地面实验站(JJ2017111681)”
四川省巴中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服务器及航拍设备
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监察大队 租赁无人机配合环境执法检查项目
西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衢州市公路应急指挥平台建设项目
安徽 宣城市洪景农场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四次）询价
揭阳供电局购置输电专业无人机4G图传系统（新技术）项目区域控制装置物资采购(二次采购)
广东 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刑事技术装备采购项目
广西 贺州电视台摄录播设备采购项目
贺州市林业局森林消防物资、设备采购
广西国盛招标有限公司视联录播设备、无人机及视频接入系统采购
海南 三亚 手持式无人机管控系统
长春林区检察分院办公办案装备
山东 泰山景区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大学固定翼无人机
陕西 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省级地勘单位发展能力提升政府采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卫部队河北省警卫局安检装备采购项目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 竞价结果详情
安徽 滁州学院科研有无人机及配件
福建 闽侯县公安局防护防爆装备与飞行器采购项目
浙江 武义县桃溪镇人民政府无人机的在线询价
浙江省第二测绘院 长航时旋翼无人机系统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国家陇东旱塬农作物品种区域综合试验站建设项目
北京市昌平第三实验小学无人机设备购置项目置项目
广东 韶关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配件-4G图传系统）专项招标项目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采购
江苏 矿业大学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系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关于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等
宜黄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和配套软件及执法器材采购项目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集中采购（二次）采购项目
内蒙 赤峰市红山区环保局无人机环保监测及回传指挥中心系统公开招标采购
内蒙古民族大学专用仪器仪表（二次重招）
山东大学 党委宣传部(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办公室)[无人机]采购
山西 晋中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三维建模无人机采购项目
陕西 丹凤县广播电视台摄像机和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无人机-近岸水色水质环境遥感监测系统
安全环保-集采组-海油应急公司工业级无人机购置项目-20171108
云南 基于D-RTK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的新型无人机系统在输电线路巡检中的应用
浙江 关于台州市地理信息测绘中心多旋翼无人机倾斜摄影系统
重庆师范大学无人机
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监察大队 租赁无人机配合环境执法检查项目
云南 勐腊县林业局天保工程无人机采购项目
2017TY026水田田间测试系统及水稻种植机械测试平台等设备采购
广西国盛招标有限公司植保无人机采购
北京师范大学无人机遥感系统
甘肃 白银市靖远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办案设备设施项目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无人机测绘系统采购项目
广东 汕尾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无人机等购置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设备采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呼和浩特市动物园管理处防火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滨州市环境保护局无人机监控系统建设项目采购
P-XJ-17-00141924第2次大唐安城风电场工器具询价采购
缙云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浙江 网络设备维护及外包无人机巡航飞行服务项目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数码相机及相关配件采购项目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重庆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江苏 镇江市地方海事局无人机租赁服务（采购）项目
湖北 恩施州国土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怀远县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安徽 濉溪县南坪镇政府无人机航拍项目(三次)
甘肃 白银市靖远县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新媒体中心设备项目
广东 新型长航时多旋翼输电巡检无人机等2个项目
2017年配电无人机培训班(二次采购)项目公开询价
2017年贵阳分公司无线及接入网应急通信空中基站系留无人机技术服务
唐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能力建设项目二次
江苏 无锡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无人机干扰拦截器采购项目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无人机供应及安装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视频工作室设备采购项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人机地表过程调查系统采购项目
深圳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机关 无人飞行器装调实验实训条件建设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新疆 2017年度特种装备购置采购项目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大疆六旋翼倾斜摄影系统询价采购
中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重庆 荣昌区林业局无人机询价采购
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抢险救灾、遥感测绘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无人机航拍设备和自动测流系统购置项目
浙江 缙云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湖北省公安厅公安现场应急指挥综合通信系统工程项目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2017年第六批零星工程和服务项目招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水稻病虫害监测及疫情防控设备项目
昌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无人机飞防项目
2017年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利用无人机进行移动网络整治优化服务项目
安徽 唐龙风电场无人机及配件询价采购
福建 福州大学仪器设备政府采购
甘肃 庆阳市西峰广播电视台购置电视设备项目
广州供电局2017年配网线路用无人机第三批专项招标
刑事科学技术分室及视频、电子侦查检验设备采购项目
广东 顺德高新区管委会办公设备采购
广西恒硕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执法装备和办公设备采购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2017年第七批零星工程和服务项目
河南 桐柏县广播电视台2017年广电制播能力建设及央广覆盖工程设备采购项目
河南 无人机环境监测设备项目（二次）项目
黑龙江 大庆市公安局会战分局研判中心无人机、互动触摸一体机等设备采购
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处无人机配套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湖南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人机应用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2017年器材采购
华南师范大学 -竞价单详情
江苏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警用设备项目
江苏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无人机等警用设备项目
辽宁 鞍山市健康教育中心购置办公用品采购项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学院实验室设备（2）采购项目
鄂托克旗文物保护管理所采购办公自动化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
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2017年无线电监测、检测设备采购
泰安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无人机、对讲机采购项目
山东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智能航拍无人机]采购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巡逻监控和应急处突无人机操作
深圳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米易县安监局重大危险源测控攀西基地建设工程采购项目
新疆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中央财政能力建设项目购买监测无人机项目
扬州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2017年第八批非物资类(小额项目)竞争性谈判
甘肃  定西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北京联合大学智能无人机教学及创新实验室项目
福建 无人机飞行器训练设备政府采
甘肃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西 来宾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高速下载器采购
广西 视联录播设备、无人机及视频接入系统采购
山东 济南市地震局济南市地震局无人机系统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韶关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配件-4G图传系统）专项招标项目
广东 韶关供电局2017年（无人直升机）专项招标项目
广东 深圳 “空中之眼”无人机巡查自动比对服务交易
河北省公安厅冀中公安局河北省冀中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视音频采集工作站项目
河南 洛阳华兴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办公软件、智能航测系统飞行器采购项目
河南 三门峡市水土保持多元信息无人机智能监测软件系统项目
江苏 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业园区大队关于灭火救援装备项目



山东 聊城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 寿光市2017年省级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网格化环境监管设备采购
潍坊市河长制市级河道“清河行动”无人机检查
山西省公安厅直属第一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陕西 淳化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科技室设备采购项目
陕西 关于西咸新区防汛物资储备项目
上海 九段沙无人机的成交公告
天津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浙江 湖州第二中学无人机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浙江 青田县国土资源局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系统项目
P-XJ-17-00102879第2次浙江大唐国际平湖风电生产类（巡检专用）物资采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信息化装备及飞行装备采购项目
甘肃 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警用无人机视频采集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购置专业无人机项目
山东 泰山景区无人机采购项目
海关总署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伴随保障服务单一来源采购项目
福建 无人机数据采集快速发布
甘肃  白银市公安局全市340兆公安图传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广东 2017年配电无人机培训班(二次采购)
广东 新型长航时多旋翼输电巡检无人机等2个项目材料采购(三次采购)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河北 邢台 无人机实训室设备采购
河南 民权县城区地下管线普查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湖北 水利行业管理经费-无人机（宣传中心）项目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湖南省森林防火专用设备采购
江苏 南通供电公司2017年12月主业公开竞谈项目
泰州市姜堰区区级河湖无人机巡检外包服务采购项目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灾害现场勘测飞行机器人采购
鄂托克旗人民检察院办公设备采购项目办公自动化设备
宁波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青岛市公安边防支队
四川省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质量水平能力提升采购项目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无线宽带自组网设备项目
浙江 宁波 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智能化设备采购及技术集成与相关服务
平阳县萧江镇民防应急指挥中心显示控制系统项目
杭州求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温州大罗山综合管理办公室无人机项目
广西 桂林公路管理局冲锋舟及无人机采购
湖北 水利行业管理经费-无人机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设备等
江苏 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业园区大队关于灭火救援装备项目
泰安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无人机、对讲机采购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无人机采购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机器人无人机采购
云南 楚雄州交警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2017年军事装备采购项目
广东 湛江市源泰农业社会化服务与机制创新试点项目——无人植保机及作业服务车采购项目
广西盛元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植保无人机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20171213143543网上直接采购项目
福建 大疆精灵无人机的成交信息公告
福建 宁德市国土资源局 办公设备采购
甘肃 酒泉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甘肃 兰州文理学院VR技术研发与推广中心—VR研发与展示平台建设项目
广东 2017年江门供电局无人机及配件物资框架招标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教学设备采购
广西云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陆川县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教学设备采购
合肥师范学院 - 竞价结果详情
黑龙江 大庆市公安局会战分局研判中心无人机、互动触摸一体机等设备采购
湖北 荆门市环境监察支队秸秆禁烧第三方巡查服务项目
湖北 武穴 “矿政一张图”系统三维升级采购项目
暨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江苏 高邮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无人机项目
江苏 南通市第二中学无人机（三次）采购项目
江苏 苏州无线宽带专网无人飞行器设备采购
江苏 徐州市地震局地震救援物资项目公开招标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湖口县市容执法局智慧城管采购项目
江西省恒立建工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多旋翼无人机飞行器采购项目
山东 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机器人无人机采购项目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曲靖供电局
山西 太原师范学院地科学院购置无人机测绘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内蒙 杭锦旗林业局采购无人植保喷雾机项目
甘肃 兰州旅游职业学校实训设备项目
广东 河源供电局2017年第三批次无人机专项采购
广东 南沙区三防救援、应急设备物资维管等综合服务项目
广西鑫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野生动植物科普监测设备和仪器采购
广西 马山县灾害监测无人机采购
钦州新闻网软硬件设备采购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 办公设备采购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三维应急模拟平台建设采购项目
汝州市安沟水库2017年防汛应急经费项目
河南 新乡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实习实训平台项目
许昌市国土资源局东城区分局“城市建设时空数据”项目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警局公安检查站无人机购置
万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无人机、拼图软件项目
内蒙古蒙牛乳业科尔沁有限责任公司无人机购置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专用仪器仪表中标
2017年蓬莱市耕地质量提升项目
西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无人机及专业图传显示器购置项目
上海市嘉定区航务管理所嘉定区内河航道电子监控系统及补充项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附属设备采购
天津市职业大学创新平台等设备购置项目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教学设备采购
岱衢洋产卵场保护区无人机监控管护、资源监测及养护效果评价项目
基于倾斜传感器影像的三维建模处理系统
台州市公安局四旋翼无人机等设备采购
青山区委宣传部航拍飞行器设备采购
滨州市环境保护局无人机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台州市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森林消防无人机
2017年东北地区核污染防控应急监测能力（中央本级一期）建设项目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福建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等项目



福建 森林防火物资及通讯装备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水下机器人等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110应急指挥中心智能楼宇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一期））维护服务
广东 机巡作业中心购置无人机智能充放电柜等办公设备
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高空侦察指挥作战平台（无人机、三防调度平板）
2017年兴业县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项目设备
广西 2018年钦州网区无人机修理框招服务
计算机、打印机和航拍无人机协议供货网上竞价采购
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建设项目
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吉林省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吉林省劳动技术学校）无人机应用 技术实训设备项目
广昌县防汛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
宁都县无人机防治木虱项目
分宜县公安局无人机等装备采购项目
竞价结果详细 (CB119872017000829)----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2016-2017年度全区森林保险防灾减损设备采购招标项目
西宁市大气污染防治城市扬尘夜间红外监测监控设备（无人机）采购
山东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无线电监测检测特种车改造试验项目
山西 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无人侦察机
陕西 麟游县水土保持工作站水保监督执法设备采购项目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警用无人机
缙云县水利局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无人机执法监视监测系统项目
缙云县水利局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4751)
北航（四川）西部国际创新港科技有限公司低空探测雷达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A102862017004847)
福州大学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采购
莆田市公安局湄州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分局无人机配套催泪瓦斯发射系统自行采购
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甘肃绿洲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仪器设备采购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创新数字医学中心互动教学项目
广东 2017年度其他生产材料费（揭西局）等项目无人机及配件采购
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2017年度执勤消防装备采购项目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批零星工程与服务协议招标采购项目
河北 驻班答题系统网络硬件设备项目
大唐安阳公司无人机询价
湖北省遥感图像和长江干流无人机航拍图像
青铜峡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中心无人机实训室建设项目
西吉县科学协会实验中学等单位科技馆公益项目科技馆设施设备的采购项目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无人机自然环境仿真与检验检测技术开发服务项目
汉中市测绘院航测无人机及软硬件系统项目采购
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消防普通灭火机器人及无人机采购项目
新疆新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六次集中规模物资及服务非招标采购
龙泉市新闻传媒中心无人机采购项目
重庆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6112017003351)
经管系、现代服务系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
河南 国有济源市蟒河林场 购买小型六旋翼无人机
襄阳市公安局购置无人机反制枪采购
襄阳市公安局租赁部分无人机管控系统采购
湖北省遥感图像和长江干流无人机航拍图像



北京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系留式无人机系统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4776)
莆田市公安局湄州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分局无人机配套电池自行采购
福建 无人机在油气长输管道巡检中的应用研究标段一
信科深圳分公司-工程技术部-无人机巡检设备-20171212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架空输电线路巡检无人机及吊舱申购等项目机巡光电吊舱专项招标
合浦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无人机采购项目
三农普遥感工作无人机驾驶员/机长AOPA资格证培训项目
无人机、便携摄像机、数码相机等询价采购
民族体育传承创新教育基地信息化建设项目
玉林市公安局福绵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黔东南州市州界河流水质水量监测设备
交通事故处理现场勘察实景绘图设备（无人机）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2017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洛阳市环境保护局无人机购置项目
新安县职教中心航模、无人机采购项目
徐州市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土资源应用
扬中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传输系统
内蒙 伊金霍洛旗新闻中心4K工作站、无人机及转播设备，照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用灯和电池等周边设备、空调、 天馈线系统等专用设备
山东大学 环境研究院[无人机]采购
临汾市陶寺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部临汾市陶寺遗址管理处无人机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宝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现场勘察仪采购项目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民政局、城管局、图书馆、新场一小岗亭、无人机、执法仪、监控设备、悬浮地板等
新疆地震局前兆地震专业设备采购项目
红河州公安边防支队预购器材采购（二次）
浙江 龙泉市林业局无人机项目
乌沙山物资类燃料部大疆无人机电池平板显示器等备件询价采购
福建 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采购政府采购
福建 园林实训基地无人机及全自动生化仪政府采购
河南省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无人机采购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湖南省森林防火专用设备采购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包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包4)
南昌市新建区林业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常温事业部马鞍山工厂无人机项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营研究院无人机校验系统关键部件政府采购项目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2862017004778)
钦州供电局2018年其他低值易耗品购置无人机配件等四个条目
广西 玉林市公安局福绵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P-XJ-17-00142163第2次大唐三门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询价采购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航拍无人机项目
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巡防无人机采购
江苏 无锡市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项目
江西 大疆无人机(九江)
南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执法装备采购项目03包
辽宁 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森林防火监测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无人直升机系统
山西 阳城县广播电视台宣传设备单一来源
上海 青浦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现场监管信息平台项目
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二期建设采购项目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测绘地理信息共享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无人机采购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筹）无人机监控
福建 园林实训基地无人机及全自动生化仪政府采购
泰安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无人机、对讲机采购项目
湖南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濉溪县百善镇无人机空中监控服务项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无人机交通管理演示验证软件
甘肃 天水市畜牧技术推广站种子、种猪、种羊、农药以及畜牧设备等采购项目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实验测试、物探、测绘设备购置项目
广东 2017年度其他生产材料费（揭西局）等项目无人机及配件采购(三次招标)
广东 汕头供电局2018年主网输电修理技改及试验检验项目
贺州市水利局防汛抢险物资及设备采购
武汉市洪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无人机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邳州广播电视台航拍器材项目
扬中市测绘院航测无人机及其配套设备采购
海晏县草原监理工作站2017年藏区专项家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设备及系统升级采购项目
济宁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天网二期项目
阳城县广播电视台宣传设备
四川 [网上竞价]无人航拍飞行器竞价结果公告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无人机勘查设备
丽江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法检测专用设备消防设备采购项目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四轴飞行器及配件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 竞价结果详情  (CB139022017000109)
湖北 网络安全设备、系统软件及无人机采购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购置专业无人机项目
河北 行唐县环境保护局无人机采购项目合同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局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警局公安检查站无人机购置(包1)
山西 临汾市陶寺遗址管理处无人机配套设备
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无线传输应急指挥系统采购
磐安县广播电视台关于专业航拍器（悟inspire1）＋专业飞行器选配电源TB48的在线询价
山西 晋中市农业委员会八旋翼植保无人机采购
东南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无人机在油气长输管道巡检中的应用研究标段一
广州市水库水污染巡查督查项目
广东省江门市气象局单项设备类网上竞价项目
广西 百色网区2017年第一批次物资招标采购
河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购置便携摄录及航拍设备竞争性谈判
哈尔滨工业大学无人机综合测试与仿真系统研制
黑河市公安局反恐装备采购项目
绥滨县人民检察院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购置多旋翼无人机一台及相关内业配套软件
孝感市城市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南昌市公安局特警(防暴)支队无人机配件采购项目
盘锦市环境保护局 采购无人机询价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六旋翼无人机平台及相关设备
田东县防汛抢险应急设备采购项目
福建 2017年应急队伍装备采购项目政府采购
福建 无人机及手持GNSS设备采购政府采购
福建 无人机数据采集快速发布政府采购
河北 秦皇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现场勘察实景绘图设备(无人机）



郑州市商业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无人机教学设备购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营研究院无人机校验系统关键部件政府采购项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应急通信无人机采购项目（第二次）
北京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一批服务类采购
外交部政府采购办公室手持式无人机拦截设备
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  VR仿真、计算机综合布线等教学设备采购
凭祥市林业局仪器设备采购
贵州 2016年度消防装备（无人机）采购(三次）
贵州 纳雍供电局2017年无人机购置(二次采购)
融媒体新闻中心购置携摄录及航拍设备 BY20170146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环境监测预警无人机购置项目
南京市公安局无人机专用4G专网图像传输设备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厘米级POS多元采集无人机采购项目
泽库县2017年藏区专项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专用仪器及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省公安厅防护装备、特需服装等采购项目
长治学院虚拟教学云实训平台建设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无人机及配套设备购置
河南漯河市人民检察院 笔记本电脑、航拍器、照相机及器材等采购
盘锦市环境保护局 采购无人机
山西 晋中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三维建模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西 临汾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购置
河北 成安县众信现代农业园区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项目设备采购
江西省龙南县农业和粮食局智能植保无人机项目
北京 某单位2017年军事装备部分采购项目（第二批）
甘肃 天水公安消防支队救援指挥一体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山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侦察无人机采购项目
贺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遥控飞行器采购
衡水市环境保护局 执法无人机及配套项目
环境监测大数据“一张图”决策支持系统及执法无人机配套项目
河南 淮阳县广播电视台制播能力建设项目
河南 焦作市公安局购无人机干扰仪设备项目
河南 汝州市信息中心新媒体直播系统及航拍飞行器等采购项目
湖北 武穴市规划勘测院 购置多旋翼无人机一台及相关内业配套软件项目
湖北省某部门物资集中采购项目（无人侦查机、电台、背囊等）
 P-XJ-17-00144389第2次大唐观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观音岩电站航拍器设备公开询价采购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体系及检测设备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青海 2017年藏区专项家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汉沽街水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乌沙山物资类-燃料部大疆无人机电池云台相机等备件询价采购
重庆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6112017003498)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 环境监测预警无人机购置
云南 天保工程森林防火林火监测无人机购置（二次）
邓州市丹江口库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杏山旅游管理区）设备采购
南阳市宛城区锦粮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采购项目
霍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171228084220网上直接采购项目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局 无人机
甘肃 甘南州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信息集控中心及执行指挥中心建设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机巡作业中心2018年固定翼无人机巡视作业框架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机巡作业中心2018年无人机巡视作业监理服务框架项目
南宁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教学专用设备采购



驻马店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购消防无人机及大流量移动遥控炮项目
黑龙江省公安厅_刑事技术装备（警务保障部）设备采购及服务
湖北 省公安厅政治部购宣传器材（无人机）项目
抚松林区检察院办公办案专用设备项目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批零星工程与服务协议招标采购项目
吉林 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办案设备采购项目
江西 萍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萍乡市电影电视发展中心单反相机和摄像机等设备
武警反恐基地训练设施B包-器械装备项目
江西省新余市气象局新余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项目
竞价结果详细 (CB105302017000776)----湘潭大学
内蒙 鄂尔多斯市电化教育馆2017年薄改电教设备
云南 玉龙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项目
云南省基础测绘技术中心基于北斗YNCORS+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应用研究项目平台（二期）软硬件购置
浙江 丽水市国土勘察测绘规划院 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安徽 滁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201712271016网上竞价采购项目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系留式无人机系统
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建设-高精尖中心-成像技术高精尖创新中心（市级）（科研类）
张掖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车辆及装备器材政府采购项目
东莞市企石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制播”系统升级及航拍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东省交通地质六维大数据基础平台建设试点项目
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地铁分局无人机、视频采集系统采购
测绘专用设备采购（项目编号：GXZC2017-G1-13583-GTZB）
海南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琼中县公安局专业无人机和无人机干扰器设备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购置倾斜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项目
南阳理工学院实训及电商能力培养平台设备政府采购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217队固定翼无人机及软件
海门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项目
江苏 如皋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项目
武警江苏省边防总队训练基地训练器材购置项目
济宁市技师学院信息技术系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六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西广播电视台拍摄设备采购项目
新疆 兵团公安局公安视频侦查实验室建设项目
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无人机采购项目
 昆明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侦察机采购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基训植保园林资环发展专用科研设备采购项目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警用设备项目
山西 临汾市林业局临汾市林业局无人机购置项目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警用无人机_第1包
南航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影像设备-无人机项目采购
福建 GTJYZX2017J317期竞价采购
钦州供电局2018年其他低值易耗品购置无人机配件等四个条目（标段18）
石家庄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设备采购项目
新郑市公安局2017年政法转移资金购置业务装备项目
常德市武陵区常蒿路小学机器人及无人机设备采购
彭泽县政法委天网四期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山西省功能区安全监管部门监管执法专业装备建设项目
2017年法院系统中省政法转移支付自定采购装备项目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广播电视台2017年度专业设备询价采购
静海经济开发区无人飞行器摄影测量工程
聂拉木县国土局群测群防设备购置



西藏琼结县文广局县广播电视台设备购置项目
岱衢洋产卵场保护区无人机监控管护、资源监测及养护效果评价项目
湖北 购买相机、无人机、测量仪等项目
云南 姐告消防大队应急救援专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湖州市第二中学无人机实验室设备及装修布置项目
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作业服务
荆门市掇刀区农业局植保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宿州市支队 （第二批）装备器材采购
福建 建筑学院虚拟人居环境实验室项目
福建戴云山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河源监狱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常州市公安局多轴无人机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6982017005979)
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飞防作业服务
安徽 青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180102182258网上直接采购项目
甘肃 张掖市甘州区环境保护局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石壁街道办事处石壁街“雪亮工程”智能化指挥中心主体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贵州 工程仿真实验室采购项目
基于倾斜摄影测量的三维点云数据获取研究设备采购项目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编号QSXJ2017-124询价采购项目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综合执法局无人机设备采购
枣庄市环境保护局无人驾驶飞机及航拍数据分析系统(三次)采购项目
中德未来城规划建设数据采集与动态监测项目
四川省自贡市林业局2017年森林防火物资
西藏琼结县文广局县广播电视台设备购置项目
景东彝族自治县林业局2017年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
广西 警种设备及无人机设备采购A分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国家数字农业示范工程建设项目-天空地一体化数字农业平台
福建 大学生创新创业无人机采购项目
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警用无人机装备采购
凯里供电局县局线路巡视无人机购置
武警邢台市消防支队消防装备器材
河北 县教育局机关职教中心科技馆采购项目
河南 焦煤宣传部12月摄影摄像设备
内黄县公安局2017年业务装备购置项目
新郑市购置拜祖大典无人机录传设备项目
益阳市资阳区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器材装备采购项目
金湖县“雪亮工程”（大安防）项目（JSHC-201711162）
盱眙县天源水务有限公司影像采集器（无人机）、摄影机、打印机询价采购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水土保持局无人机等采购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侦大队无人机采购
邓州市丹江口库区（彭桥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设备采购
江苏 涟水县健侬植保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采购
新疆 塔里木大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漳州市区内河航拍服务
甘肃省公安边防总队边境巡逻无人机采购项目
刑事科学技术室设备采购
石阡县佛顶山景区巡护道路测绘服务采购
河北 廊坊市水务局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改造项目
洛阳市吉利区公安局关于洛阳市吉利区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教育培训服务（无人机驾驶证培训）



枣庄市环境保护局无人驾驶飞机及航拍数据分析系统(三次)采购项目
云南 剑川县广播电视台制播能力建设设备
 龙泉市广播电视台航拍器采购项目
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无人机航空摄影测绘系统
潍坊市河长制市级河道“清河行动”无人机检查
新华社客户端现场报道智能摄像设备
安徽 颍上县第五中学创客使用无人机及机器人采购项目
东莞市高埗镇高清视频监控（二期）建设采购项目
河北农业大学2017年重点学科建设集中采购项目
江西 南昌大学教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江西 宁都县无人机防治木虱项目
江西省大余县财政局大余县2018年无人机协议采购项目
内蒙 呼伦贝尔学院专用设备
济南市章丘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购置执法勘查取证无人机及配套无线4G信号传输设备项目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教学资源库购置项目
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巧家县2017年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项目 
浙江 2017年度无人机技术监管违建项目
江苏 涟水县梁岔镇恒盛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采购
安徽 怀远县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甘肃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测量地理信息实训室
甘肃省公安边防总队边境巡逻无人机采购项目
阳江市第三中学生物园、地理园及通用技术室 配套设备采购
广播电视制播能力建设设备
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河北省冀中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视音频采集工作站项目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实训基地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采购无人机项目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桥林街道办事处所需无人机航拍及数据比对服务及相关服务
无人机系统升级、2017-2018年度图像综合管理平台运行维护服务 
淄博市林业局生物监测TTA林业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西警察学院调整购置警务实战训练基地设施设备
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处理软硬件及重大危险源测控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测绘能力建设
雅安市石棉县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直升机超视距驾驶员培训项目
浙江 2017年度无人机技术监管违建项目
浙江 龙泉市文化旅游委员会无人飞机的在线询价
浙江 某单位 无人机采购
河南 驻马店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
江苏 涟水县义兴镇五房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采购
安徽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3572018000005)
广东 汕头供电局2018年主网输电修理技改及试验检验项目
景德镇市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及售后工程
生物灾害监测预警通用设备
青铜峡市2017年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社会化服务补助采购项目
山西 吕梁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应急分析仪器购置
山西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抽查和核查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交通运输局苍溪县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系统（二期）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05362017000591)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南校区所需教学仪器采购
分宜县公安局无人机等装备采购项目
浙江 龙泉市新闻传媒中心无人机 采购项目
龙口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监察仪器设备采购



北京 空海一体化作战中无人机任务规划系统采购项目
中国烟草总公司福建省公司 无人机采购项目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派驻乡镇检察室办案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信宜市公安局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
广东广州供电局2017年输电线路用无人机第三批专项
天门市无人机航空采集成图系统采购项目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消防支队本级2017年度灭火救援装备集中采购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士官学校实验室建设项目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设备购置
2016年省级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专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项目
凤阳县公安消防大队201712251504网上竞价采购项目
河北 顺平县环境保护局 数字化主体监测监管项目
河南 禹州市实验学校教室吧建设项目
宁夏 固原市第三中学信息化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山东 青岛边防检查站无人机租赁项目
广西 玉林市五彩稻园项目地形航拍及测绘项目
平舆一高采购无人机等电子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无人机飞行器项目采购信息
吉林大学直升机
内蒙 鄂尔多斯市污染物在线监控中心无人机及其配套设备
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监测设施政府采购项目
东营市公安消防支队河口区大队无人机采购
泰安市城市建设设计院无人机及影像后处理软件采购项目
上海市海域动态监视监测（无人机监测）
新疆 塔中 无人机 公开招标
云南 红河州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项目
广西 崇左市江州区水稻重大病虫害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采购
广西 柑橘木虱智能监测系统及农业植保无人机采购
甘肃 平凉市广播电视台摄录设备采购项目
广东 2018年输电所无人机巡检设备维修
测绘学院实验室设备采购（GXZC2017-G1-14076-KLZB）
贵州 凯里供电局县局线路巡视无人机购置
临沂大青山林场省级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采购
四川省遂宁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航摄系统及手持型GPS、测量型GNSS接收机采购项目
中国烟草总公司福建省公司无人机采购项目
甘肃省水政监察总队水政监察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项目
广东 韶关市公安局购置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机巡作业中心2018年固定翼无人机巡视作业框架项目
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五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荆门市公安局刑侦实验室设备（综合物证检验鉴定类）采购
湖南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治安支队二大队反无人机租赁项目
基于无人机航拍的徐州市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动”系统化管理应用项目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专用设备购置
北航（四川）西部国际创新港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无人机驱鸟系统
天津市和平区绿化管理所无人机采集市容园林数据、建立数据管理系统服务项目
安徽省第一测绘院固定翼航摄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西电网公司2017年省级物资集中采购第七批专项招标（GYZB2017-1027）
河南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所需综合实训平台项目
洮南市永茂乡中心小学补充信息化设备采购二次招标项目
江西 铜鼓县林业局江西省幕阜山东南部森林火灾高风险综合治理项目地面巡护系统设备（铜鼓县）项目
辽宁 大连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警用无人机系统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重庆市凤城监狱关于制作监狱工作视频的采购
新疆 第九师163团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设备采购项目
临沂市郯城县郯南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凤阳县公安消防大队HF20180115112727173001竞价采购项目
广西 桂区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项目
内蒙 赤峰市松山区环境保护局专用设备
天津市无线电监测站无人机监测系统项目
新疆阿尔泰山两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人机二次询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士官学校2017年下半年实训室补充器材包6（移动通信）采购项目
广东 [GZYX2017-SC-J045]无人机设备
阜阳市公安消防支队HF20180123094444597001直接采购项目
福建 十三五能力提升建设-环境空气监测能力建设
福建 无人机及配件采购结果
福建经纬测绘信息有限公司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虚拟与增强现实实验室建设政府采购项目
无人机及智能控制实训室、牵引变电站仿真系统实训室二期设备采购
江西 华东交通大学轨道交通电气化科研设备采购项目
云南 河口县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襄阳市襄州区广播电视台   村村响设备采购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农业和粮食局电动多旋翼植保无人机项目
福建省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平面动漫专业实训设备
嘉应学院专业无人机系统、单基站CORS项目
无人机及智能控制实训室、牵引变电站仿真系统实训室二期设备采购
河北工业大学创新创业国产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河南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多模信息感知计算河南省工程实验室项目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大疆无人机购置询价
山东 智慧检察硬件设备项目
萨嘎县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能力建设项目
新疆 塔中无人机9900042019公开招标
广东 中山供电局购置无人机（应急装备）项目购置无人机（无线飞控采集与遥视远程传输应急系统）
海南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关于指挥中心建设项目
吉林化工学院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平台建设项目
射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无锡市公安消防支队关于消防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西农业大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内蒙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无人机管制项目
山东青岛 高新区消防大队消防装备采购项目
浙江 龙泉市文化旅游委员会无人飞机
浙江 遂昌县人民检察院专业航模/车船模/军模/无人机
广东 东莞供电局输电管理所2017年多旋翼无人机维修项目
北海市涠洲岛无人机航测技术服务
山东储备应急保供演练技术服务项目
贵州2017年优质特色粮食产业发展专项项目物资采购
福建经纬测绘信息有限公司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哈尔滨理工大学_设备仪器采购及服务
常州市金坛区段玉裁中学智能录播系统（含电视台设备）政采项目
江苏省消防总队地质性灾害事故救援应急通信系统及相关服务项目
山东 嘉祥县教育体育局(避障无人机)定点采购
扬州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11172018000268)



云南 红河州公安局无人驾驶航空器采购项目
河北 衡水市环境保护局执法无人机及配套项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营研究院校验无人机系统政府采购项目
沈阳建筑大学教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陕西 渭河电厂煤堆测温仪询价采购询价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溪高级职业中学无人机应用专业建设设备及耗材
天津市西青区公安消防支队消防器材购置项目
临漳县农业局植保无人机及配套和航拍无人机及配套采购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航拍勘查系统采购
潢川县公安局业务装备采购项目
哈尔滨白渔泡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本底调查项目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局自然保护区专项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遂宁市国土资源局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服务及测绘内业处理软件采购项目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_无人机仿真模拟实训室设备采购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_无人机结构原理实训室设备采购
广西 南宁局4条直流输电线路固定翼无人机普测巡视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高校建设项目设备采购
江西 南昌大学采样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林业局国家级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信号分析仪及摄像机等设备采购项目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移动智能终端实训室设备采购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中型卫星通信车
福建 制作及安全设备采购项目
西华大学2017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建设第一、第二批专用设备（第二次）采购项目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林业综合实训基地项目
广西 岑溪市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项目
江西省水资源管理系统一期工程无人机无人船采购项目
浙江 台山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期建设项目
浙江 金华实验中学无人机及配件的在线询价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无人机测绘系统采购项目
广东 中山供电局购置输电专业架空线路巡视专用无人机等项目
泰安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无人机管控设备租赁项目
西安曲江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云南 云龙县农业局红外植被覆盖度动态测量系统、航拍无人机、草地资源清查外业数据采集终端、GPS采购项目
海南 屯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村庄1:1000地形图及0.2米分辨率正射影像测绘项目
河南 警用无人机及相应机载设备采购
虞城县2017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
中央电视台特种转播设备供应商入围项目
广东省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技术中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灾害监测设备及办公设备采购
郴州市广播电视台高清拍摄采访设备采购项目
湖北 多旋翼无人机教学训练器材采购
湖北 固定翼无人机教学训练器材采购
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无人机项目
江西 龙南县司法局无人遥控直升机项目
内蒙 包头市新都市区管理委员会新都市区航拍项目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北大沙河片区航拍现状三维模型数据与建筑面积提取项目
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物探设备、分析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上海市民政局 无人机采购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林系无人机采购
2017年福建分公司防水无人机采购



琼海边防支队抢险救灾、反恐维稳装备及执勤执法器材项目设备采购
河北 安国市大气污染防治咨询与敏感点周边管控技术服务
河北 固安县环境保护局购置环境执法设备项目
河南 低慢小航空器（无人机）目标探测与防控系统项目
宁夏 吴忠市广播电视台4G手机直播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自贡市公安局自流井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福建 其他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甘肃 兰州文理学院新闻学院影视中心实验室采购项目
甘肃 陇南市武都区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广东 南山终端大疆无人机采购
广东 中山供电局购置无人机（应急装备）项目购置无人机（无线飞控采集与遥视远程传输应急系统）
河南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测量实训室设备和土工实训室设备”项目
湖北 荆州博物馆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西 丰城中专无人机教学设备及服务采购项目
格尔木市2017年藏区专项农牧业服务体系（草原监理站）建设—执法无人机、数据采集终端等相关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 泰安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无人机管控设备租赁项目
山西 左权县广播电视台航拍飞行器及摄像机镜头
广西 梧州供电局无人巡视作业机喷火、喷药、放线等装置项目购置无人机喷火装置等物资
安顺市公安西秀分局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贵州省黔西南州公安消防支队2016年度装备采购项目
江西 上饶县智慧城市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项目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巴中市规划管理局巴州区分局巴州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1:2000地形图测绘采购项目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天池乡中小学校无人机创新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
扬州大学 - 竞价结果详情  (CB111172018000336)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无人机实验室装修工程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乡约》栏目外包制作、设备租赁采购项目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批服务类项目非招标采购
广东 广州供电局2017年输电线路用无人机第三批专项
贵州 平坝区群众文化艺术中心科技馆物资采购及安装
贵州省市州界河流水质水量监测站项目（贵阳市）第11标段:专用设备1采购及安装
河北 廊坊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
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全省消防部队无人机采购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改造（二期）与庭审综合指挥中心改造项目
江西 赣州满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笔记本、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 伊金霍洛旗旅游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数码产品采购项目
山东 风场无人机采购项目
山东 泗水县林业局巡防无人机采购询价
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铁路沿线及采空区无人机巡查系统项目
天津市测绘院 天津市市容环境整治航拍及数据处理
江西 龙南县司法局无人遥控直升机项目
辽宁 建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购买油动植保无人机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桂林猫儿山保护区专用设备项目
国网白山市江源区供电公司2018年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服务
江苏 大丰区环保局环境监测无人机采购项目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六旋翼无人机平台及相关设备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公安局无人机及地面站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广东 珠海供电局输电管理所、金湾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购置无人机
广西 贺州市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项目
广西 梧州供电局无人巡视作业机喷火、喷药、放线等装置项目购置无人机喷火装置等物资
全省水行政执法综合信息平台终端器材和无人机



内蒙 赤峰市民政局其他货物公开招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装备采购项目
福建 无人机应用技术实训与培训中心设备采购项目
河南 2017年“三创”“互联网+”农业项目
克州公安局固定翼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采购项目



中标公司 中标金额（万元）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XJ2017-02-200009(包号：夜视视频侦查及无人机设备)比价采购 0

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583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2
敦煌市金盾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有限公司 15.0018
广州市红鹏直升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54

0
0
0
0

榆树市农业局长春市财政局2016年度市级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榆树市现代农业水田试验区建设项目、长春市财政局2016年度市级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榆树市现代农业综合实验区建设项目采购公开招标0
0

杭州海康威视 37.8
云南佳博实业有限公司 50.3
河南冠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89.5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广西云龙招标有限公司植保专用设备采购YLLBJ20171003-XB竞争性谈判 0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3.8

0
北京天宇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280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8.8986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141.6
北京天枢通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0
吉林省翼启飞科技有限公司 9.4634
浙江华东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0
吉林省智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98

0
0
0

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97
贵州北斗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0.85

河南鲁山县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主题开展重大技术推广补助资金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0
武警山东边防总队无人机、办公电脑、摄录器材、简易心理行为训练箱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0

北京天地智绘科技有限公司 11
重庆西元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7.36
陕西北宸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38.5

0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78.9

0
广西南宁易恒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0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58.46
上海宝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白米科技有限公司 21.6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2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B/C/D包二次招标）采购公告 0
北京四维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80.8

0
 甘肃中安宏丰网络监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9.9869

0
沈阳腾翔科技有限公司 0



哈尔滨百瑞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99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市消防局、上海市各公安消防支队2017年上海市消防总队（含各支队）器材和2016-2017年新建站点项目器材采购（第四批）公开招标0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0.8
航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6.9
北京盛嘉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13
北京天合数维科技有限公司 182

0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前端500路高清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工程信息化技术服务采购竞争性磋商 0
甘肃省玉门市红柳泉北滩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项目（二次）公开招标 0
江西嘉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贵溪市森林公安局2016年警用装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JX2017-YTXJ001）询价采购 0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8.9
合肥汇联电子有限公司 42.76
北京因诺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志胜机电有限公司 +西安志胜机电有限公司0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86

0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9.455

武警河南省总队无人机、便携图传设备、热成像仪等装备采购项目招标 0
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西安特检院）检验检测专用设备购置项目招标 0

0
0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天津市公安局巡警总队）警用装备项目 (项目编号:TGPC-2017-A-0095)公开招标 0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20.972
四川雷克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0
邢台市利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5.9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25.2
濮阳县立信商贸有限公司 43.3

四川警察学院学生警航无人机应用技术创新实验中心等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0
阿克苏筋斗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652

0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8.8

0
张掖市甘兰水利水电建筑设计院固定翼无人机及无人机航测数据处理系统公开招标 0

圳市飞黄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62.08
周口亿科网络有限公司 5.6

0
江西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大学机器人开发平台等设备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 0

营口金伙伴办公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38
0

桂林华威科技有限公司 59.616
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45.3

0
广州任贤广州市任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共金昌市金川区委宣传部等单位摄像机、照相机、航拍无人机等询价 0
河南翔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98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机动大队电台与无人机等项目（招标编号：JXQL-NC-201705）电子化公开招标 0
0

呼和浩特市咸亨国际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68.2
合肥优视嵌入式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0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68
山东光伏卫士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15.78
江苏启飞应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9558

0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0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4.6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用本记电脑经营部 1.512
济南九州摄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0.28
上海农财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3

0
河北省光影智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3.96

0
0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7.0606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9.8

0
河南星辰测绘有限公司 85.5
北京四维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0.3
武汉泽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28
河源市启智航模销售有限公司 0

广西振弘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贺州市消防支队2016年度应急通信装备采购招标公告（第二次） 0
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18.8

0
0
0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2.6
广州天派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106.8
吉林省山河艮成盛科技有限公司 47.96

0
0

济宁市鹰视角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0856
0

北京同创天航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16.8348
新疆熠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6.98

0
云南省基础测绘技术中心云南省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竞争性谈判 0

福州久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561
天津恒益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湖南驰通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57.45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24.6565
内蒙古本木商贸有限公司 1.98
广东森旭通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0

0
泉州圣源警用侦察设备有限公司 23.2

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土地所有权确权数据建库及管理系统项目招标 0
成都鑫智星雄科技有限公司 61.5

吴忠市红寺堡区2017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测量单位采购竞争性磋商 0
山东普泰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15.57

0



0
0

武汉博宇光电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4.48
洛阳军择商贸有限公司 55.4843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23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7

0
0

上海麦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95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江西泰川实业有限公司 16.8
赣州市兆赫科技有限公司 14.7989

0
0

深圳市和合联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954
0
0

北京天创金农科技有限公司 31.7655
山西德善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27.55
敦煌市金盾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有限公司 171.084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徐州卓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6
成都锦泓农机有限公司 33.29
东营市腾飞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23.458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9129

0
0

北京南方测绘仪器公司 14.95
无锡蓝天翱翔科技有限公司 6.0599

0
北京翔翼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3.965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94.8
山东正元数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威海市金枫叶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18.98
兰州新大地测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19.8
南昌索诚科技有限公司 29.1261

0
0
0
0
0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116
0

岳阳市科瑞化玻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28
0

漳州市共信电脑有限公司 5.917
重庆大山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48.918
浙江咸亨国际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18.8734



0
0
0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机动大队电台与无人机等项目第二次电子化公开招标 0
0

河南中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2.79
上海扩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0

0
贵州图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4.2
武汉普胜科技有限公司 5.75
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18
崇义县飞越电脑科技店 7.8879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招标公告-机载红外热像仪等设备采购  0
广州市广佳办公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9.5
河南高而新实业有限公司 38.1531
南通东创电脑有限公司 1.98

0
0

济南数维空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108.9
0
0

河南洹瑞商贸有限公司 16
0

长春源茂生态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84.57
湖北智慧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1.5

0
北京鑫元盾公共安全防范技术发展中心 18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0
0

邯郸市鼎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5.26
十堰市创高科技有限公司 49.588
北京勘察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31.5

0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6.3
海南图腾科技有限公司 4.5
南通明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0
0
0

浙江通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9.12
0

湖南网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7.268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

南宁供电局横县～安城220kV第二回线路工程等项目（非中央投资）物资公开询价采购 0
北京中科遥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2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16

0
文登远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39.246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无人机半实物仿真与实物实验平台项目公开招标 0



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佛山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工作运行（2017-2018年）公开招标 0
0

南京领航航模科技有限公司 26.69
0
0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9.75
广东盈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79
包1 京杭遥感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包2 杭州艾参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包3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 包4 成都谍翼科技有限公司0
建发（武汉）有限公司 7.7
乌鲁木齐同美弘亚商贸有限公司 1.1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貌、地表变形及深部结构观测项目公开招标 0
梧州理想科技有限公司 16.471
四川蜀安嘉实业有限公司 112.5

柳州供电局低值易耗品购置-生产类低值易耗品项目购置无人机配件采购 0
南京千里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98

0
包头市宸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9.79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83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怀化天宏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2.698
广西贺州市友美贸易有限公司 115.88

三河市国土资源局打击盗挖盗采盗运无人机监测影像数据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0
0
0

贵州键玲卓锐科技有限公司 19.85
广州中长康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8
桂林顶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42
福建中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福建畅翔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75
0

艾迪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6.77
0

新疆亿科智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5
固定翼巡检 包01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多旋翼巡检 包01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多旋翼巡检 包02 北京恒能科技有限公司  多旋翼巡检 包03 北京方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旋翼巡检 包04 江苏安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0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通讯指挥车、基地信息数据库与小型卫星平台采购项目招标 0
0
0

上海炯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0
0

太原市裕铭德科贸有限公司 0.95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昆区百航电子产品商行 14.9654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9

0
0

杭州子曦科技有限公司 38.75



0
0
0
0
0

上海寰鹰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0
0

三明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7
0

深圳市盾牌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1.221812
辽宁力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3.9

0
山东盈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78
宁波海曙金佳恒贸易有限公司 0.717
深圳市云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
广东顺德飞客之家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7.519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住房和建设局10个美丽小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服务采购项目采购 0
深圳市小橘子科技有限公司 3.396
云南熙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0
建德市龙源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度无人机巡线及展放导引绳服务采购招标 0
亳州汽车工业学校教师办公计算机、无人机操作实训室、报告厅及形体实训室、电梯维护实训室建设采购项目招标 0

0
0
0
0
0
0
0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86
梧州联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5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4

0
0
0
0
0

武汉实景科技有限公司 0
三门峡青苹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93

0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景德镇陶瓷大学仪器设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BJ2016-J282）竞争性谈判采购 0
宁夏云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保护区界桩、界碑及裸露山体补植恢复与坡面砌护治理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方式招标0

0
0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3.3
北京数维翔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4.8

0
湖北大秀天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6
江西博睿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9766

0
济宁市鹰视角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18



广西贺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0

南宁慧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6.84
广州现代天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

0
湖南林科达集团公司 66.58

0
江西省龙南县东江乡人民政府电脑、打印机、单反相机、空调、航拍无人机等项目（项目编号：LNHL2017-LN-X033）的询价0

0
0
0

山西方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32.97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1823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4.3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0

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禅城区无人机高清模型制作与违建图斑筛查全覆盖（包括南庄、祖庙、石湾）公开招标 0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2859

0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495
深圳市大思科技有限公司 3.28398
南昌白龙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3

0
0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
安徽合拓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109.55
宁夏天之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20.7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5.5669
兰州大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8.3686

0
江苏伊迪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0
0
0
0

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云南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试点工程设备采购项目（第二批） 0
福建赛维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北京鼎电全安警用装备器材有限公司 19.82

0
0
0

山西飞泉碧峰科贸有限公司 44.69
0

南京中遥资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7279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2017年度修购项目--景观模拟与三维数据处理系统采购项目 0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9388
广西广西经贸高级技工学校专用设备采购(GXZC2017-G1-4211-RNZB)招标 0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9.68
0

瑞金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关于瑞金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等四个单位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RJJC2017-X022）的询价采购0
0

北京武信科技有限公司 38.8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6
合肥汇联电子有限公司 42.76
甘肃欣荣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32.88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199.1575+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19.5218.6575
山西群利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19.85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194.4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2.9087

福建龙岩 空调、电脑、调速振动器等、车载洗消机、电梯外呼设备、生物除臭设备、无人机系统、空盒气压表等项目的网上询价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1.86

0
南宁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仪器柜、多媒体设备采购与安装【项目编号:HCA42017003GNN】公开招标 0

0
0
0
0
0

广西南宁市川云科技有限公司 0
南宁市浙港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18.01

0
0
0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1.991
0
0
0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6.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2.5

0
淮阳县公安局2016年政法转移资金视频处理系统等业务装备项目公开招标 0

0
0

 三门峡银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陕西众网星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499
天津圣纳科技有限公司 28.7

0
0
0

烟台心飞翔航模科技有限公司 35
0
0
0
0

广西利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9.85
江西科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2.2
陕西鑫盛合科工贸有限公司 6.628

0
0

北京戎科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4
0
0

北京诺安云商消防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40.027



0
0
0

北京中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88
0

广州市合创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8.702
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无人船载水成像探测仪及四旋翼查险无人机采购项目。 0

0
0
0

南京奇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5399
0
0

正大鹏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专用设备采购（LCX17-010）的询价采购 0
翼飞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48.8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采购网络安全设备、系统软件及无人机项目 0
湖南省郴州市莽山国有林业管理局购买自然保护区无人机应用、科研和巡护管理设备项目 0

0
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勘迈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237.9

0
河南翔飞锐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48.8

江西省寻乌县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RJTS2017-XW-X032）的询价 0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9

0
0

广州至远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5.6
0

南宁市华东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设备采购项目（GXZC2017-J1-4993-NNHD）竞争性谈判 0
贵州龙黔鑫贸易有限公司 86.187
河北小林数码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65

0
南昌开能实业有限公司 38.5
宁夏翼航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36

0
0
0
0
0

中广核久源（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207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77
合肥翼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4699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335
临汾市尧都区帝旗科技有限公司 6.4039
佛山市天空领域科技有限公司 1.34
北京汇达城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7

0
0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7.4
0
0

廊坊市夏邦商贸有限公司 37.69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69.5
汉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6.89
武汉易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2.34

0
北京新图盛业科技有限公司 132.96
宜昌宇鸿科技有限公司 18.1

0
0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58.9
吉林省智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6.94
黑龙江泰立德经贸有限公司 30.45

0
0
0

深圳市天域智能有限公司 12.75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24.38
银川亚美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0
宁夏晨逸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10.088
湖北凯晔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37.2849
河南建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30.93
广西南宁市川云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96.53
广东天丽彩科技有限公司 348

庆丰分公司2017年办公用电脑、打印机、专业航拍无人机、叉车等询价采购招标 0
0
0
0
0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2.848
四川万旭科技有限公司 21.8
天津久亚鑫商贸有限公司 13.872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6.898
云南这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596
北京天枢通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0
河南省特必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98.05
荆州市弄潮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78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0

0
新疆阿克苏多浪龟兹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

0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60

新疆新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三次集中规模物资及服务非招标采购谈判 0
0

陕西龙威安全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59.5
航天四创科技有限公司 96.7

0
0

 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无人船载水成像探测仪及四旋翼查险无人机采购项目 0



呼伦贝尔呼伦湖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设备公开招标招标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3.2

0
0

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44.56
杭州优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10.23
北京吉龙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99.8
南宁市中联汽保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42.3

0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35
江西省天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3.48

江西省瑞金市水利局固定翼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JXRC2017-RJ-X021）的询价采购 0
0
0

济南旌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1
湖南林科达集团公司 0

0
0

广州市景士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43.8
0

江西省会昌县森林公安局、会昌县白鹅乡人民政府、会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会昌县地方税务局无人机测绘执法系统、办公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TX2017-HC-X020）0
山东金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 14.7
昆明赛力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44.7
广西顶佳计算机信息有限公司 128.661
浙江省河海测绘院 22.98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1.36

广西桂林市公安局治安巡逻警察支队无人机采购GLZFCG2017C0065询价 0
0

淮安市惠联电脑有限公司 9.5
0

广西金土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6
武汉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14.6
浙江省河海测绘院 22.98
成都辰宇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6.3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64.86
山东大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9.8986
郑州碧海晴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9.02

0
湖南中林森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55.257
湖北凯晔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7.8
济南汉和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0.9998
太原航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5
临沂东旭计算机有限公司 11.25

0
江苏馥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58
宁波豌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99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2.5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6.8

0



宁夏天之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34.77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40
浙江咸亨国际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23.6004
郑州中安科贸有限公司 64.53

0
广州华遥测绘有限公司 132.99

0
海南哇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9.5
山西瑞丽科技有限公司 39.422
太原航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6

0
0

广州市旌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46
武汉领航航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1.7
武汉乾安捷达智能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6.12

0
0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三批安全监管执法专业装备采购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 0
南昌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8.95
沈阳海迪科技有限公司 7.0796
陕西富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1.6932

0
0

深圳市立刻飞技术有限公司 0.72
长沙恒宇数码产品有限公司 1.045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436
福州市勘测院 296.78
宜宾格润电子有限公司 12.98

0
台州添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3.1566

0
福海县边境防控维稳综合一体化建设项目——维稳建设项目（无人机采购）询价采购 0

武汉珈铭凯尔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7.8
宁波海曙金佳恒贸易有限公司 0.717

0
0
0
0
0

温州博雅科技有限公司 16.8
0

兰州大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6791
广东珺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9
广西大雄鹰实业有限公司 19.8
马鞍山市康吉实业有限公司 0

0
0

汕尾市金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7356
呼和浩特市木森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0
优雷特（银川）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52
南京金普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思科技有限公司0



上海钛灵盾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989.8
西南科技大学 26.68
福州市勘察院 59.8
北京新图盛业科技有限公司 89.568
兰州天宝励拓科技有限公司 49.7
江西维邦贸易有限公司 5.8
山西奥康科技有限公司 0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8
荆门市达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2259

0
0

浙江省海洋技术中心 54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1.5
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9
常山天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38

0
福州市远东谷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1.6

JW17-GZ-027 2017年生产类低值易耗品采购（归口预算） 等项目无人飞行器等物资 0
深圳市飞黄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39.4113

0
宁夏天司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5.45
扬州旭扬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61.6
烟台云都海鹰无人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30
南京旭上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158.6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176.5329
武汉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 113.6
太原中正众成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6

0
翼飞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6.9

0
大同市魏之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0.96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 0.7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2
徐州易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59.68

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6.86

0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0.98
北京阿凡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6.9

0
滨州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全向微波传输系统及无人机航拍直播设备采购竞争性磋商 0

河南希涵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5.7282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4.6997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2
呼和浩特华舜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7.75
山东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8.9518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6479
内蒙古中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3.248
飞燕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 0
安徽福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85
武汉新运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9.787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86
0

福州星宇航贸易有限公司 9.5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 0

0
0

江苏群立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5.28
潍坊拓普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34.7
滁州市源代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128
广州优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5.5
北京雨根科技有限公司 22.03

0
山东京齐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15.8
成都致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59.8

0
兰州琼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6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9

0
0

西安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26.29
0

贵州天地通科技有限公司 295.75
兰州天宝励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92.17
四川鑫安龙科技有限公司 35.9
河南隆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58
安徽航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4.12

0
0
0
0
0
0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环境保护局无人机环境监测及数据分析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0
温州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7715
天津浩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49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88.7316
厦门毅泓商贸有限公司 29.98

0
成都百辰科技有限公司 4.98
重庆博通水利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56.1

0
0

宜昌市大智无疆科技有限公司 16.12751
南昌比优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5
淄博思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1
北京天行创美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165.5

0
0

黄冈市国土资源局购置无人机项目（县、市用于地灾防治及监测预警） 0
0



0
0
0
0

江西上饶市公安消防支队无人机及相关配件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XZCG-2017-008# ）竞争性谈判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22

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全媒体采编发平台摄影摄像器材项目-无人机采购公开招标 0
0
0
0

兰州艾博德商贸有限公司 24.5
西安祥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5

0
湖南省十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

0
0

黑龙江大悟开疆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0

青岛北斗悦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4.258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25.97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0

0
0
0

福建方圆翔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8.6328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9.75
广西禾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5
长春鑫磊科技有限公司 29.15
湖北凯晔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33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9.5893
河南鼎泰警用设备有限公司 18.5

0
0
0
0

江西方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婺源县城乡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0
江西省百巨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水政监察总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0
杭州意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系统的的公开招标 0

南京千里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0
0
0

南京钟山苑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6.8
南京领航航模科技有限公司 26.887
辽宁君卓科技有限公司 22.98

0
0

庆城县震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庆城分公司 16.5
南宁远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865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3



杭州蓝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46.3
山东思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78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835

0
0
0

粤电光伏项目无人机、热成像仪、太阳能系统安全测试仪等运营设备采购项目 0
0
0

广西地震局 专用设备采购项目（GXZC2017-J1-9634-CGZX）竞争性谈判 0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执法布控系统采购（GXWZZC2017-J1-0024-HJ）竞标 0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9
北京国峰鸿威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8
融鼎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95
昆明东讯科技有限公司； 218

0
0
0

济南泓特商贸有限公司 20.72
武汉市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2.9446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南昌市公路管理局总工办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编号：ZJDL2017-0004） 0
沈阳朵鑫科技有限公司 7.7537

0
0
0
0
0
0

江西省于都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巡查购买服务项目（项目编号：YCJS2017-YD-C001）的竞争性磋商采购 0
0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用装备项目（项目编号：JXHC2017-GZ-G010） 0
0

深圳市飞黄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0
内蒙古宇通博辉航空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23.0638
广西北海市瑞天科技有限公司 23

0
广东先河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 498
广州市金启迪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26.99
北京昊宇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9.6
梧州市翔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7.8
上海伯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5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优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32
漳州市宝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5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拓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0
宁夏天之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30.59
 山东大凯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65.6
上海顺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大学 0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5
临汾市林广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4.5
江西省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 37.5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北京喜威创恒科贸中心 14.98
长沙尼美佳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33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7.75
南京火盾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0
江西慧飞科技有限公司 13.866
山东东方信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4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陕西大智无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9
浙江临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05
温州欧飞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7.79
江西省天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1.875
重庆新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9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28.8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6
泰州市保罗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0
广东科诺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0
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2
深圳市多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重庆翼动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市任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7
湖南浩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7.9
 上海拓攻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1.675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0
合肥海拓勘测设备有限公司 58.7
深圳市百明迅电子有限公司 103.6
广西金土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9.5
泰州市保罗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0
上海酋泰安防器材科技中心 32
南京千里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77
常德市新浪潮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34.2
广东联安防暴器材有限公司 0
吉林省国遥博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锦州天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昆明广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



云南腾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浙江临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05
漳州满天星贸易有限公司 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州巨力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0
吉林云信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49
北京天枢通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恒泰维安科技有限公司 0
漳州满天星贸易有限公司 43.5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0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恒创亿科技有限公司 29.9
新疆丝路卫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0.8
山东润格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康】 98.87
上海晨舟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2
温州博雅科技有限公司 4.3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5
北京航天万达高科技有限公司 120
赣州市腾海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和为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50.84
太原市微舞科技有限公司 46.6
乌鲁木齐天耀伟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9.5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6.8
浙江咸亨国际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0
广州巨力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0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5.2
易瓦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辽宁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4.79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54
厦门微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厦门微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郑州方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0
南京福尔摩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6
江西省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 0
泰州市宝燿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76.4
内蒙古友鑫商贸有限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12
天津市开创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44.8
南宁慧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7.8
广州三业科技有限公司 105
河南大之域商贸有限公司 134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25.7
长春市普盛科贸有限公司 98.7
浙江贝尔技术有限公司 425
武汉凯亿达科技有限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12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北京凌志阳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3.8
哈尔滨扬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65



哈尔滨堃凌科技有限公司 53
通辽市英科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49.6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亿水泰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昆明雄越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贵州达斯维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湖北吉悦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
山西方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31.9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广西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24.8
广西大雄鹰实业有限公司 106.1
广州精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武汉凯亿达科技有限公司 0
辽宁众云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0
山东众志达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0
山东中宇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6
山西前程光明科技有限公司 136.5
太原航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创世夏汉（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2.7
衡水长城世纪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海康】 21.5
江西省天安泰科技有限公司 24.5
湖北电鹰科技有限公司 21.9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2.2
北京正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4
河南大之域商贸有限公司 134.2
吉安玖富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0
沈阳广源电子有限公司 9
四川中飞赛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四川中飞赛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5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河南广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6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2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0
襄阳市广运来商贸有限公司 14.82
昭平县深蓝电脑设备有限公司 5.13
双鸭山百联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5.3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1023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25.38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1
青海安德路商贸有限公司 0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6
西安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25.3
广西纵横勘察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29.8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宜昌月恒科技有限公司 4.1
武汉纵横天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9.1
呼伦贝尔市华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129.9



呼伦贝尔市鑫稷源商贸有限公司【大疆】 14.1
山西卓兮商贸有限公司 17.8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0
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5.6
大连中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武汉飞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0
昆明拓忧威科技有限公司 30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广西南宁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东台市聚丰智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8
呼伦贝尔市鑫稷源商贸有限公司 14.2
成都力和能为科技有限公司 0
大连博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78
北京新碧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南宁市猎鹰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0
威海德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3
西安天茂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61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242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9.8
吉林省翼启飞科技有限公司 5.5
吉林省国遥博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6
辽宁力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9
瞰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0
新疆顺世华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99
成都翼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0
佛山恒程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海德立电气有限公司 0
梧州联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0
江苏诚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新图盛业科技有限公司 49.3
山东省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0
成都翼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9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878
哈尔滨盛世特种飞行器有限公司 92
延吉市蓝盾警用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0
河南消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32
延吉市蓝盾警用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30.5
南京千里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6.2
北京友好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65
长沙玖安警用设备有限公司 29.6
山西如虹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20.2
湖南浩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康】 0
陕西北宸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44
河南大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
营口金伙伴办公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38
深圳市百明迅电子有限公司 103.6
深圳市世博华泰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长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0
徐州大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



内蒙古华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81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8
内蒙古左右科技有限公司 13.5
天津奇盾安防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47
靖江市振弘实业有限公司 0
江苏云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7
内蒙古安中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0
成都中辉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19
广西蒙山广信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5.224
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98
南昌开元安防器材有限公司 0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43.8
宁夏天之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39.5
宁夏老玉米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19.66
北京大安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26.8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曦盛辉科技有限公司 0
扬州泛瑞影像器材有限公司 13.8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397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0.55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2.7999
广州天派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79.6
广东科诺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65
兰州天宝励拓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西大雄鹰实业有限公司 32.8
广西万维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9.28
上海维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2
安阳市恒利工业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3.5
南京领航航模科技有限公司 16.83
重庆广九科技有限公司 2.5
山西中宇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0
南京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杭州蓝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福建省复兴恒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18.19
广东科安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28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0
沈阳同洲科技有限公司 19.2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山西诚和办公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1.85
四川创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15.388
乌鲁木齐华宏欣商贸有限公司 0
缙云县云鹏科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14
梧州市科信科技有限公司 13
湖北明蓝科技有限公司 18.08
南京有志教学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森旭通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飞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赣州天赐仁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邢台市利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78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0
智汇翼(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0.9499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384
景德镇新钰科技有限公司 0
龙南华颢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6.995
江西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5.78
内蒙古安中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79.8
济南学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淄博祥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9.81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0
四川因赛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8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浙江爱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6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4.354
德州汉和农用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23.98
南京有志教学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0
颍上县诚信科技电脑有限公司 0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20
兰州艾博德商贸有限公司 0
广东众联创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飞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0.7499
成都恒安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广州巨力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0
天津奇盾安防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0
郑州华盾铁路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0
浙江凯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3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5
景德镇新钰科技有限公司 0
青岛亿和海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6
山东律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92
成都恒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53.38
山西如虹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0
甘肃博锐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3.78
北京恩友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市增城区城乡规划与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 295.8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南阳市壹品电子有限公司 0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5.72
武汉龙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0
湖北宇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8
武汉易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1198
武汉晶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
宁夏纽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47
烟台云都海鹰无人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30
山西川电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2.1



深圳市友信昇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8.258
红河州集创科技有限公司 36.29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493.6
江西裕丰智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4.6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1.74
广西天陆易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2
柳州市德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39.1
石家庄慷派世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39.85
浏阳市淮川鑫峰科技产品经营部 0
江苏和为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4.46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0
银川市则灵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 1.7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怒江启辰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3.58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2.58
飞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4288
深圳弘浩达科技有限公司 0
福建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3
广西凤翼天翔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034
昭平县商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3998
广西大雄鹰实业有限公司 25.6
桂林市联鑫科技有限公司 1.59
北京小飞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泰州市华峰救护装备有限公司 1.85
淄博祥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54.9645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37.9946
中海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53.2
重庆市勘测院 52.7
南宁慧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7.8
山西卓兮商贸有限公司 17.8299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5.8738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泰斯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0
寻乌县众大科贸信息有限公司 3.5
青岛环亚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0
南京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8497
河源市超凡科技有限公司 22.0496
上海蓦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909
内蒙古左右科技有限公司 48.37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1.93
北京华林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1.2072
河南麦拓科技有限公司 1.9998
苏州旭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寻乌县同创电脑经营部 0.12
内蒙古胜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4778
宁夏维益电气有限公司 1.183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9.412



浙江大学 57
基成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2.42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42.27
张掖市新潮商贸有限公司 4.252
广东高德星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宏力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0
广西耐斯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0
江西索日影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
江苏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烟台云都海鹰无人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29
西安天茂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8.95
成都闻铭科技有限公司 3.76
乌鲁木齐同美弘亚商贸有限公司 11.3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合肥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0
新罗区新福达照相器材商行 2.24
福建鼎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建发（广州）有限公司 42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0
北京拓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小林数码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5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29.6
山东融之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81
河北紫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众谱达科技有限公司 458.6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北京国遥新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0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银川东启科贸有限公司 0
山东嘉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8.4
北京爱尔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567.26
湖南华诺星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5.8
成都大亚商贸有限公司 56.7
北京立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99.9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0
广西天弘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9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43.86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8
汉来无人机学院（深圳）有限公司 0
 福建省亿鑫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蜂鸟智造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9.88
南京维益科技有限公司 4.898
招远创新黄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9.75
天津腾云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29.2
 四川创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15.388
江苏力盾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淮北报业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0



安徽徽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厦门天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兰州阿博特工贸有限公司 0
南宁睿沃科技有限公司 28.45
广西蓝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59
北京拓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创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凌空远航科技有限公司 49.8
三门峡市华荣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23.67
河南冠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8.8
湖北集防科技有限公司 0
南京贺顿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0
成都瀚涛天图科技有限公司 29.6
西宁天纬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0
乌鲁木齐凯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6.1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武汉天际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2
浙江科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300
北斗数联（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1
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 0
厦门南羽科技有限公司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万维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9.28
安徽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9.59
江苏首控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4.3778
 福州启歌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嵘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
深圳市飞黄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9.4
沧州市远志计算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郑州学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吉客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
会昌县七印电脑有限公司 1.495
汇众冠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银川中警威科技有限公司 26.35
成都探矿机械厂 79
天津天宝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浙江高光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洋监测与装备技术服务中心联合体44.6
深圳市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5368
镇江天天乐数码有限公司 0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38.8
 伟志股份公司 23.4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28.5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8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0
秦皇岛市正蓝科技有限公司 31.302
河南天天向上科技有限公司 0
沧州文脉影像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0



西安市博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昊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成都荣俊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四川海福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0
开瑞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0
辽宁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4.7919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69.32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
广东顺德飞客之家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0.78
贺州市讯凯科技有限公司 38.8
南宁瑞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省拓普北斗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西安太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4.98
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0
临沂市福瑞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
西安航天天绘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1.183
四川因赛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1.5
成都北斗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置辰海信科技有限公司 0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2.9699
昆明市盘龙区林调通林业技术应用推广工作室 93.63
 圣泓工业设计创意有限公司 1.6666
杭州轩振科技有限公司 7.235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55.865
北京中盾宝业安全防护器材有限公司 4
济南来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0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9.6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29.5
天津明大华中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0
新疆瑞新视界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86
 北京达源利能科技有限公司 4.0917
德州汉和农用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23.98
福州天瑞集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高邮市日鑫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0
广东顺德飞客之家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0.78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0
上海天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34.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7
梧州市佳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湖南新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62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36.6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四川卓成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35.5
云南索电科技有限公司 1.9773
北京时代凌志技术有限公司 4.845
广西天弘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9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23.76



安徽铭大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甘肃富沃德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39.88
城关区武都路汇安安防器材经营部 1.6
梧州市佳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8
 南京中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成都辰宇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35.8
湖北无垠智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533
湖南立宏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12.8
江西信安实业有限公司 0.799
扎兰屯市顺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5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55
陕西大智无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8.3
成都探矿机械厂 0
深圳市中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9.94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89.3
景麒实业（湖南）有限公司 2.3
青岛普利九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5
晋城市森海林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37.9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宁夏翼航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98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宁夏冰核科技有限公司 120.6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25.45
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68.52
北京博润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3.88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1616
广州市任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市任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顺德区大良四次元办公设备商行 0.1125
北海嘉易达电子有限公司 1.3
廊坊市海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徕拓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28.95
新田县兴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0.88
广州华南星光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4.8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6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64
山西榕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156
成都探矿机械厂 48.2
云南美伦科技有限公司 32.66
海南青蛙农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7.35
济南跃骏经贸有限公司 14.8
杭州能洋科技有限公司 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4.72
甘肃生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
北京中际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邯郸市宵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哈尔滨盛达鑫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6.925
萍乡市新浪潮电脑有限公司 0
琥珀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0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6.0571
东平春雨环卫保洁有限公司 0
太原中正众成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6
钦州市博金科技有限公司 0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3.95
上海燕托计算机有限公司 0
上海星空北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10.54
浙江嘉科电子有限公司 582.12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7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5
招远创新黄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9.75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39.1
北京韦加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
南京达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2.0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59.7
怀化市威泰德物资有限公司 3.4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7.68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31.4
北京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52
江苏和为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54
南京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613
沈阳宇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3513

0
安徽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62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9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4.3
浙江派格科技有限公 37.86
内蒙古华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81.99
杭州金维尼科技有限公司 1.44
广州中科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0
茂名市茂南区远恒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40
郑州玖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0.47
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189.6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汉来无人机学院（深圳）有限公司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31.4
广州中科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共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智迅诚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8
南昌华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29.78
淄博贝加信多媒体网络有限公司 42.48
成都探矿机械厂 59.95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苏州旭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
上海拓攻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9364
北京泰豪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战旗仿真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天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



南平市恒通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3.344
 甘肃中安宏丰网络监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93
陇南东盛商贸有限公司 11.7
兰州新大地测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19.8
广东九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9.99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21.4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53.658
柳州市慈慧贸易有限公司 22.9
北京新碧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河北亚安达安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0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5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20.8454
武汉驰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6.3
长春市仁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8.55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6
深圳市鸿盈鸿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立讯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9
南昌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25.48
赣州丰翔科技有限公司 0
 锦州中联五金交电化工有限公司 0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4
北京和华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97.37
济南跃骏经贸有限公司 14.8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5
青岛凯天驰贸易有限公司 0
曲靖市盛达交通设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66.6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与限公司 27.8
浙江省河海测绘院 8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6
兰州晨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联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8.888
江西省信安实业有限公司 2
吉安玖富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4
山东大凯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74.3
成都探矿机械厂 74.7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5.8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甘肃富沃德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39.88
西安太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4.98
江苏伟思曼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73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82.66
北京智影会科技有限公司 0
南平航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9.3509
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甘肃鑫胜利商贸有限公司 2.36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365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9267



兴隆台区永美商贸中心 1.38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1.18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1.18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1.18
深圳市大德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1.18
四川省地矿物资总公司 0
成都探矿机械厂 54.7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9
江西省信安实业有限公司 2
广州市劲创电脑有限公司 0.3379
重庆迈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郑州学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9.8
浙江汉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46
南京福尔摩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3
渭南盛丰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9.9
江苏伟思曼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73
河北必合司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兰州祥龙宾得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4.72
东莞市港伟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0
广东联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
唐山普晟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正阳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0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常熟市大恒办公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14.4999
南昌良沃工贸有限公司 3.12
东营市博时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336
青岛北方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518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2989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6
安徽省谦礼商贸有限公司 5.9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壹恒壹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8534
广州地理研究所 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0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49.7
广西晨熠欣贸易有限公司 4.629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53
湖南省泰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6
江苏苏科畅联科技有限公司 38.6
南京钟山苑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22.8
鄂伦春自治旗鲜卑科技有限公司 4.1
宁夏宏宇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0.6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6.08
北京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9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78.8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遂昌县施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2.43
广州市劲创电脑有限公司 0.3379
南平航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甘肃华视瑞丰广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4.98
广西华普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118.08



广西百龙商贸有限公司 0
河北华峰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行学起源科技有限公司 38.3
北京星闪世图科技有限公司 0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3
北京友好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0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7199
四川省地矿物资总公司 311.5
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9
 天津市凯莱尔科技有限公司 0
杭州卡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8
成都大亚商贸有限公司 1.4998
广州智迅诚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8
深圳市飞黄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9.4
浙江凯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3
爱华芯（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8.9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湖南锐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99
广州华警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广西领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西云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1.94
广西酬诚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河北浩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0
郑州艾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中际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45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53
湖北大山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8.4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汇万家办公用品商行 1.84
包头市亚历克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8
宁夏光华汇升科技有限公司 96.868
四川华卫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0
四川省地矿物资总公司 0
陕西联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75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沈阳警力科技有限公司 0

0
湖北智慧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2.636
湖北智慧鹰航空科技有限公示 31.5
淄博祥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0
 济宁旺宇经贸有限公司 79.98
 北京天弘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3.628
福建省煤田地质测绘院、福建省国土测绘院联合体 0
厦门四维易图科技有限公司 26.5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5.68
顺德区容桂捷特办公设备经营部 0.8949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4.5
广西商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1.49



柳州市贝利数码影像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18
南宁上丰数云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南宁锐霖商贸有限公司 0
武汉亿知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南京天方地圆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72.5
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29.4
沈阳广信先锋交通高技术有限公司 15.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28
北京天力发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48.8
易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0
天津市铁通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60.3242
淄博新纪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6.735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上海扩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0
成都展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探矿机械厂 36.5
盐源县恒瑞数码 0
天津市迈卡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4.95
上海宇硕科技有限公司 0.974
重庆南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69.0815
山东大凯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74.3
北京安仪天成新技术有限公司 23.61
北京天弘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3.628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29.6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4.01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9.2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5.1499
甘肃智富农林牧科技有限公司 9.8
张掖市新潮商贸有限公司 14.6
天水金广角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1.387
广西顶佳计算机信息有限公司 0
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11.2
吉林省国遥博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8
美德利消防科技发展吉林有限公司 49.18
翼飞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3.95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380.22
山西菲达科技有限公司 19.9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21.45
安康市旭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2.88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41.95
成都九洲华正科技有限公司 578.75
深圳明心科技有限公司 64.5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7
浙江华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53.07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34
湖南省军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35
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 52
重庆昱翰文商贸有限公司 0.73



长沙誉材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4.6954
四川海宇特科技有限公司 24.5
陕西汇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西星宸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39.9807
张家口国大电器有限公司 0
河北华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0
河南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30
哈尔滨子骞商贸有限公司 5.95
美德利消防科技发展吉林有限公司 49.18
上海信萨电子有限公司 18.9
江苏全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 29.73
苏州腾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8.836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8
 沈阳佳明恒宇科技有限公司 5.9
呼和浩特市富迈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4997
青岛恒宇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
 山东山灵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4.68
山东警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29.632
上海伯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9
深圳市懿鹏科技有限公司 5
重庆辰哲禹科技有限公司 0
天津中网基业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95.3
重庆常鑫物资有限公司 1.28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南京福尔摩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3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江苏安华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南宁瑞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贺州市世军贸易有限公司 0
广西乙明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665
北京实为天利科技有限公司 47
吉林晟瑞经贸有限公司 0
山东众志电子有限公司 27.7
翼飞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558
四川省地矿物资总公司 0
北京欣特锐盾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52.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
南京达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2.06
福州锐盾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0
杭州卡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7039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9
庆阳鑫大众农业装备销售有限公司 6.5
 北京足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1.0036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969.981
北京帝信科技有限公司 32.8
苏州创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江西省兴联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山东华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8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9
青岛风向标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山西菲达科技有限公司 56.9
陕西汇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0734
苏州天地衡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118.6
天津市华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45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宁波宝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4.6
重庆鹏硕科技有限公司 6.845
天津中网基业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95.3
昆明市盘龙区林调通林业技术应用推广工作室 93.63
广州市汇奥机电有限公司 0
广西丰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9.9552
武汉地普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64.5
甘肃润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7
兰州天宝励拓科技有限公司 73.5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华林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启飞应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6.4763
西安太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6.8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5
山东省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96.5
青岛鑫盛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678
湖州致胜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32.68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4.25
杭州子曦科技有限公司 1.12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7249
北京国遥新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95
北京吉祥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38.8
怀远县荣达农机有限公司 0
安徽信为网络科技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5.4
兰州金诚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1.976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24.6823
北京鲲鹏堂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松视信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0
江苏威盾警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15.48
威海德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3.75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北京安洲科技有限公司 149.8
深圳数云图科技有限公司 5.9996
上海紫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7.4
西安格日乐图科贸有限公司 0.765
乌鲁木齐众合联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36
北京中航空中梦想科贸有限公司 19.93349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16
重庆乐禾无人机有限公司 4.65
武汉博宇光电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4.48



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82.66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67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 40
成都宇翔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0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新疆全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7.9
上海扩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0
徐州金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0
福州天瑞集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8
兰州旭日伟业数码有限责任公司 9.9716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洋亿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64.6
顺德区勒流力拓办公设备商行 0.85
梧州南极星贸易有限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0
安徽天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河南大之域商贸有限公司 33.8
大庆市金普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18.2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43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5.88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88
广州金穗隆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0.84
江苏飞图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32.7666
江苏飞图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31.3888
鞍山市铁东区同创办公网络商行 1.5
 辽宁众云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74.9
鄂托克旗智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2
成都九华圆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32.56
山东东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8
济南彩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0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105.5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92
北京中翰仪器有限公司 63.8
新疆优飞全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65
上海宇硕科技有限公司 0.055
华中科技大学 0
陕西北宸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2
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99.8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4.72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8
广西飞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29
广西乙明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4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55
南京京启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888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238.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0
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易测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17.8
苏州文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9



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9.5
济南海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47.3
济南旌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8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31.98
西安魁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武汉市金修商贸有限公司 0
上海本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4.9127
天津市吾思科技有限公司 3.998
浙江湖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9.88
浙江中海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9.38
汇聚国际(杭州)高科设备有限公司 0
北京华航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甘肃中安宏丰网络监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93
北京凌空远航科技有限公司 49.8
山东众志电子有限公司 27.7
中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院 180
经纬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3.6
北京欧远致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鲲鹏堂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恒安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河北翔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5.8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调查院 0
武汉航翔科技有限公司 4.92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8
四川中飞赛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南京卫泽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489.7147
北京阿凡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5
鄂托克旗盛世联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0.95
宁波市鑫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39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5.2
大连恒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0.72
威信通电讯工程（杭州）有限公司 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0
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0
温州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8
广西飞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航翔科技有限公司 4.92
苏州创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苏州文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9
山东东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8
淄博新纪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6.735
青岛北方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518
沈阳天择通科技有限公司 45.542
 河北安泰富源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0
 湛江裕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242.48
桂林市飞牛服务有限公司 12
合肥讯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3
南平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1.25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超扬贸易有限公司 1.7
甘肃智恒伟业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68.6



北京轻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桂林中电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5.193
广州优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6
广西中德欧科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0
合肥千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95
大庆市金普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18.2
湖北三禾智翔无人机有限公司 39
武汉丰普科技有限公司 115.5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717
扬州华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5
南通金蜘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
苏州工业园区攀登通讯产品有限公司 0
汇众冠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4.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31
江西省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 21
山东云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昆明能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47.56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95
呼和浩特华舜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30.07
兰州大地商贸有限公司 4.8318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0.45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0
富川瑶族自治县东盛科技有限公司 0
马山县狐科网络维护中心 3.74
广西龙讯互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梧州市惠海科技有限公司 1.35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0
河南领航信息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0
河南拓普北斗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59.82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2.5258
内蒙古蒙牛乳业科尔沁有限责任公司 0
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7641
山东扬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1299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1.8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0
四川华卫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34.8
 浙江求是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0
云南硕进科技有限公司 14.46
浙江省海洋技术与信息中心 49.98
武汉天际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宁波甬贸警用装备实业有限公司 45.98
内蒙古元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6302
山东省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96.5
温州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955
山东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4475
 福州康奥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7



南平市闽夷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566
福州国化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0
广东和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深圳市航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7.4895
广州优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9
广西泰昂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中振金田科技有限公司 1.93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0
 黑龙江新展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39
吉林省御桦工贸有限公司 196.569
江西省嘉好工贸有限公司 0.45
江西裕丰智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9.85
江西品诚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9
南京实景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3
内蒙古蒙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青海棠森商贸有限公司 283.5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0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11.98
西安市碑林区奕扬电子科技经营部 0
北斗安泽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90.56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318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2.26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3.318
江苏数字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
成都西科微波通讯有限公司 72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4475
福州同硕科技有限公司 59.1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2
甘肃晨熙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1.86
兰州合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7.75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贵州盛泰隆科技有限公司 110.88
北京深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廊坊市世纪金源数码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0
沈阳依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数联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84.0529
广东瑞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35
西吉县羽飞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1.5
昆明北理工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0
武汉讯图科技有限公司 55.4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79.9
湖南三鼎测绘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0
龙泉市新远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88
重庆昱翰文商贸有限公司 1.146
河北华峰科技有限公司 29.85
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98
武汉易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1198
武汉晶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
武汉数联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84.0529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63.606
南京庞托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999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0.9429
浙江博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57
浙江博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14.782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0
江西新和莱特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 17.948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42.5
北流市平政镇宏俊电脑广告经营部 1.195
广西特珞维科技有限公司 23
玉林市易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北京美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林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8.56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70.496
西安因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4
河南九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2.399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23.6
北京盛嘉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0777
大疆公司淘宝天猫官方旗舰店 0
山西欧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6896
沈阳天择智能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0
成都中科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2.4001
乌鲁木齐嘉泽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42
红河州零零壹科技有限公司 1.98
龙泉市新远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7.95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福州同硕科技有限公司 59.1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1.74
郑州飞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211
湖南林科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8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95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2.3
江西懋光科技有限公司 43
合肥翼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天华航宇科技有限公司 1645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7097
广西泰昂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0
玉林市易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三门峡广川五金电料销售有限公司 0
武汉信安趋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97.1
南通亿思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3895
无锡蓝天翱翔科技有限公司 61.5898
九江欣星辰科工贸有限公司 0
江西省候鸟科技有限公司 17.6
桓仁金太阳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145.5
青岛欧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46.57
河南恒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8
上海长城电子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73.7
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8.8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8



重庆壹克赛能商贸有限公司 14.4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520.8
南昌广炎贸易有限公司 0
山东东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8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6
安徽七曜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15.6
北京融易通捷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3.5
甘肃金纬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2.9
北京友好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64.6
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市恒力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0
贺州市八步区铭旺商贸中心 12.2845
武汉九州飞翔科技有限公司 27
徐州卓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162
江苏龙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9
北京天创金农科技有限公司 0
青海固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0
河南恒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8
遂宁涵霖汇商贸有限公司 1.375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38.5
泰州市华通消防装备厂有限公司 20.6
宁波通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96
深圳市新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天翌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4.58
北京凌空远航科技有限公司 49.8
河北小林数码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65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59.82
山西欧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6896
山西中奥赛特科技有限公司 109.5
磐安宏普电脑网络有限公司 3.237
山西菲达科技有限公司 11.9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7097
浙江博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57
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 12
广东高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河北未名雨美科技有限公司 0
哈尔滨工大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0
吉林市屹美警用装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9.8
绥滨县宏惠电脑商店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69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1.8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78
沈阳广信先锋交通高技术有限公司 66.8
深圳城际快机科技有限公司 7.8
海南科达雅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0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厦门四维易图科技有限公司 26.5
经纬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3.6
河北林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8.56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9.8
北京天华航宇科技有限公司 1645
武汉猎隼科技有限公司 0
福建省亿鑫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新雷德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657
福建汉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1
广州优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8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30.4
贵州达斯维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河北未名雨美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1.85
南京正信通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66.7872
西宁天纬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97.85
青海铭特商贸有限公司 0
山东炫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0.789
山西中仪光讯科技有限公司 3.56
北京新图盛业科技有限公司 0.61
河南凡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
沈阳广信先锋交通高技术有限公司 66.8
山西菲达科技有限公司 56.9
山西诚和办公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1.85
南和县莹翌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33.4
江西裕丰智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95
深圳市鸣鑫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10
陕西北宸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东诚进无人机应用服务有限公司 54.88
广西隆兴科技有限公司 5.37
江苏鸿鹄无人机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76.998
中科弘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58.1
河南新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
郑州鑫雅图安科技有限公司 29.7
郑州辉睿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41.6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69
湖北金戈铁马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12.503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41.6
青海和信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 0
宁德市源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0
重庆辉艳科技有限公司 1.6809
河南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1.85
怒江启辰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3.58
邓州市神农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9.8
南阳三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19.8
安徽盛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278
福州星宇智航贸易有限公司 27
西安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25.075
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 0
广东省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0
广东创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0
广西苏富扬电子科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19.1
无锡市帆鹰警用器材新技术有限公司 0
武汉市今日亿康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1.693
吉林省联宇合达科技有限公司 12.5
天津中翔腾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吉林省优点佳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西广电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0
南昌欣特锐盾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7172
中广核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8
北京数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55
云南维吾保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宁波宝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7
滁州市顺天环保商贸有限公司 3.7228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63.606
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0
甘肃富沃德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43.95
广州熹晔电子有限公司 0
广州华银电子有限公司 130.26
南宁市赢宸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35.666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天茂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南宁天茂测绘科技有限公司192.06
海南九全实业有限公司 74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285
南阳杰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5.73
湖南翔航测绘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55.5
南通伟岸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5.5
如皋市精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8.5
南京新黑豹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4.35
济宁市鹰视角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995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9139
山西学云科技有限公司 0
山南远宏科技有限公司 0
昆明星辰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0.85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64.6588
云南泽清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飞图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32.7666
太原中正众成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6
北斗安泽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90.56
瑞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古田县智宇电子有限公司 19.5089
广西泰昂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九天浩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0
郑州秦仁商贸有限公司  42.9
湖南威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7.23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0
山西众祥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2
西安蓝韵商贸有限公司 0
成都长和视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9.86
天津融汇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0
日喀则先驱商贸有限公司 3



西藏光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0
浙江省海洋技术与信息中心 49.8
鄂州市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3.2586
深圳市特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6.93
浙江湖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9.88
广西齐齐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5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39.5
安徽瑜合警用装备有限公司 0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0.58
河源市小飞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68
南京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5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415
广西齐齐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5
合肥广和科技有限公司 1.6516
甘肃启胜科贸有限公司 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0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济南赛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22
龙沙区佰吉物资经销处 5.405
山东威远图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34.9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2.5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130.7
四川林拓科技有限公司 41.3
西藏光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0
云南这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5.08
广西天和时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6.399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福州乐摄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1.325
广西维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3.545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九江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0
河北达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郑州广角科贸有限公司 0
河南蜂鸟智造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3.2188
郑州飞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8.96
湖南骏辰特种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2.98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0
宿迁市恒印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西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2.2317
山东极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8
邓州市勤耕农机有限公司 0
南京新农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4
乌鲁木齐富邦凯运商贸有限公司 14.7
厦门依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74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7856
南宁市君众商贸有限公司 4.5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68.5
廊坊市政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金佰利警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9.2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2.5
昆明狄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7
吴月伟 0.9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
济南旌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8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0
安徽鑫创力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11.98
东莞市毅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充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5
江西众淼实业有限公司 8.2
江西裕丰智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9.85
江西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7.46
内蒙古盛世嘉业科贸有限公司 0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9.968
阅途文化传媒（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86
云南这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2.5
绍兴市城市规划测绘院 119.67
淮安市创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有限公司 14.8
合肥全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8
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 142.6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7856
阳江市江明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0
湛江市广通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0
石家庄优讯科技有限公司 36.9885
河南九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24
松原市三鑫建筑装饰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174.881
新华网江苏有限公司 47.5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6
淄博拓景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23.49
北京贞和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9.5
成都中科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12.49
绍兴市城市规划测绘院 119.67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0.2903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0
易瓦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1
淮安市创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有限公司 7.4
合肥翼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
广州市恒力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景发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48.5
鄂尔多斯市日日盈商贸有限公司 0
宁夏益禾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0
江苏鸿鹄无人机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132
山西万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4
山西万恒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0
广元思博瑞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上海泛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85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西品诚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7965
龙泉市新远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88
山东嘉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



南京睿辰欣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6
福建宏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7.8
张掖市弘升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0
茂名安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0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96
泰州鸿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0
云南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8
山西如虹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89.73
茂名市茂南区远恒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0
安徽领森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45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南继开华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宁夏立思辰银山教育产业有限公司 0
青岛和动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6945
广西纵横勘察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151.9
平舆县路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9
武汉华中同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3.776
南京碟翼飞行器技术有限公司 130
内蒙古恒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7.75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3.8
山东立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
济南北斗天鸿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15.8
上海海洋大学 59.7
武汉至佳商贸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3.7
广西青禾润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8656
桂林乐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7
平凉啸洪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3.68
广州科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0
广西固方科技有限公司 130.975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费县联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0
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6.46
福建宏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7.8
兰州龙盛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8.9
韶关市远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7.31
广东省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0
广州粤正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6.9632
武汉双安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0
湖南华诺星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7.346
南京中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75
武汉天图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79.7
北京福瑞航行科技有限公司 98.159
天津华徕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9.5
合肥海拓勘测设备有限公司 26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濮阳市高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吉林省雁羽科贸有限公司 0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0
北京信诺飞图科技有限公司 199.562



成都加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0
重庆川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0
额敏县联硕电脑部 0
德州汉和农用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6.78
安徽领森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45
广西思明科技有限公司 0
内蒙古润雨科贸有限公司 19.7
天津辉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8.5
新疆国科融新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1.9
昆明渠顺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博腾威科技有限公司 37.97
阜阳市鑫科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无锡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5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用本记电脑经营部 4.573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6.88
兰州西奥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31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江西鑫源仪测科技有限公司 3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1
襄阳市诚信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1.4767
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 55.744
福州吉鑫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98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7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2.11
河南新世纪拓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7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2998
济南欣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7.578
威海奥林电脑有限公司 1.5
西藏湘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0
武汉至佳商贸有限公司 9.9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海南言信和科技有限公司 0
吉林省启拓科技有限公司 0
东台市聚丰智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9675
北京正能汇科技有限公司 84.3
江西省晶纯商贸有限公司 1.83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青岛华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98.96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0.2903
杭州诲盟电子有限公司 5.15
广东能飞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广西回归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9
北京中金侬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贵州独山凯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0
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6.88
黑龙江冠昊科技有限公司 0.465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 0
扬州市虹山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0
山东亿维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8.8
上海宇硕科技有限公司 0.352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8.3
江苏鸿鹄无人机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76.998
西安爱生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2486
沈阳星普商贸有限公司 4.95
西安一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0
南充驭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天津昊天信诚商贸有限公司 0
河北三丰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38
沈阳天择智能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0
河南立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哈尔滨学院 20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96
成都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5
哈尔滨帝熙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1.2
哈尔滨帝熙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47.68
南宁慧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黑龙江多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
江西省天安泰科技有限公司 11.75
成都农润科技有限公司 0
天津亿通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99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北京诚志北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0
宁德市中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63
四川青丽峰商贸有限公司 31.8
北京天图科技有限公司 0
广西南宁天鹰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8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杭州智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0.85
兰州天宝励拓科技有限公司 69.5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415.197
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5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2
昆明阳光事达科技有限公司 8.62
海南瑞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0.94
河南数智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8.0336
商丘百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蓝天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124.8
广西树梢贸易有限公司 3.98
长沙迈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3.315
湖北三禾智翔无人机有限公司 0
湖北三禾智翔无人机有限公司 0
航天星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6.86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9.5
包头市飞影兄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2.25
山东旗航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12.43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69
苏州嗨森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41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12
福州广安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泉州圣源警用侦察设备有限公司 4.1
廊坊市海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5
科邦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0
河南中教科技有限公司 246.5
宁夏世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百明讯电子有限公司 32.68
成都蓝之盾科技有限公司 29.7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58.88
北京现代之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3.2
北京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55
深圳市众力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0.801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河南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4.551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24.8
江西新和莱特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 39.6
青海炫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
北京中天飞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5
山西菲达科技有限公司 10.58
深圳市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0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0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20.55
天博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四川航立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38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0.4398
宁波名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0
北京酌墨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
四川中飞赛维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翼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0
上海智慧圆科普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0
贵阳永青仪电科技有限公司 0
河北万方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40.8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4
赣州市智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7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星胜商贸有限公司 0
烟台嗨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济宁市鹰视角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3.96
华洋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河南省天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9.2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9.5
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69.85
桂林系留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8.86
济南汇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河海乾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4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5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295.606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139.94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75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6.11



赤峰永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5.27
深圳市华威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福州同硕科技有限公司 401.0888
河南大华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2

9056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