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北京市水文总站防汛应急监测设备购置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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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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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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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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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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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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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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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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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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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通讯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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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虞区民兵常态应急大队无人机采购
神农架林区民政局救灾应急物资采购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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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州市应急指挥中心平台建设二期项目采购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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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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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调度中心工程巡查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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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应急监测车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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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县公路管理局公路应急航摄系统设备政府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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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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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应急无人机设备采购询价
抚顺市水务局-防汛抗旱航拍系统（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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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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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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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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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无人机采购项目
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防汛物资设备（六旋翼无人机）采购
运城市水务局防汛物资采购项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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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市防汛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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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2017年泉州网络部防汛抢修无人机配件采购
龙岩市环境监察支队应急物资和无人航拍设备采购
福建xh应急物资补充之无人机采购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郊区水务应急项目招标
云南省抗震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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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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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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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防汛物资_SC[2017]2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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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崇义县水利局防汛救援物资设备项目
湖北 荆门市汉江河道堤防管理处防汛物资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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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汕尾供电局购置无人机等应急装备采购(2)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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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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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缙云县社会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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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莱西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无人机 应急包
冲锋舟、无人机等防汛物资采购项目
庐阳区环保局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演练项目
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用无人机设备
 包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急救援-执法装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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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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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环境监测系统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山东大学 海洋研究院[无人机3G/4G视频应急终端]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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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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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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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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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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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专用设备购置项目
浙江 铅山县防汛救援设备购置项目
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采购项目
港口危险货物综合监管和应急指挥平台采购
衢州市公路应急指挥平台建设项目
安全环保-集采组-海油应急公司工业级无人机购置项目-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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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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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关于西咸新区防汛物资储备项目
平阳县萧江镇民防应急指挥中心显示控制系统项目
广东 南沙区三防救援、应急设备物资维管等综合服务项目
汝州市安沟水库2017年防汛应急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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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应急指挥中心智能楼宇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广昌县防汛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
贺州市水利局防汛抢险物资及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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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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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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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应急分析仪器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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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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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储备应急保供演练技术服务项目
广东省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技术中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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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公司 中标金额（万元）
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583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68

0
0

河源市启智航模销售有限公司 0
吉林省山河艮成盛科技有限公司 47.96

0
福州久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561
武汉博宇光电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4.48

0
0

四川蜀安嘉实业有限公司 112.5
贵州键玲卓锐科技有限公司 19.85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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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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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易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2.34

0
湖北凯晔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37.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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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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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吉龙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99.8

0
江苏馥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58
山西瑞丽科技有限公司 39.422
南昌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8.95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6.86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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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福建方圆翔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8.6328

0
0

昆明东讯科技有限公司； 218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28.8
内蒙古友鑫商贸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哈尔滨堃凌科技有限公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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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玖富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0
襄阳市广运来商贸有限公司 14.82
武汉纵横天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9.1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瞰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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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缙云县云鹏科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14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0
青岛亿和海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6
成都闻铭科技有限公司 3.76
福建鼎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安徽徽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江苏首控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4.3778
汇众冠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
 北京达源利能科技有限公司 4.0917
江西信安实业有限公司 0.799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3.95
安徽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9
长春市仁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8.55
深圳市鸿盈鸿科技有限公司 0
南昌三维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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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9267
江西省信安实业有限公司 2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5.6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0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天津市华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45
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武汉博宇光电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4.48
武汉市金修商贸有限公司 0
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0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0
山东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0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0
江西省嘉好工贸有限公司 0.45
贺州市八步区铭旺商贸中心 12.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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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猎隼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141.6
山西万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4
广元思博瑞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北京中金侬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上海双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124.8
陕西银河景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0

2755.1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