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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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安康市公安局治安防爆装备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2017年高空移动视频采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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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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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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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单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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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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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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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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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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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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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公安局警用摩托车、无人机采购项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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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武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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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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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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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政法、检测专用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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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县公安局-安保装备无人机采购-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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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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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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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津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武警8720部队无人侦察机采购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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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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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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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县公安局警用飞行器（无人机）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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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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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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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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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县公安局采购影视器材项目询价
阿勒泰地区森林公安局无人机询价采购



土右旗森林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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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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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勒克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单一来源
宜兴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九原区森林公安《购置警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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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监狱戒毒警用装备处警用装备采购项目招标
北镇市公安局无人机及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淄博市公安局DNA专业检案耗材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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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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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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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县公安局无人机侦查系统设备项目
平顺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询价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疆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全椒县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夏河县公安局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2017年应急物资储备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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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县公安局视频会议系统与无人机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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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安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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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公安局警用无人机和警用望远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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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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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无人机项目（项目编号：GZRX2017-YD-J007）的竞争性谈判
武警黔南支队编携配装物资采购项目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科研设备项目公开招标
保定市公安局保定市公安局无人机系统购置
宜昌市森林公安局巡逻侦查无人机系统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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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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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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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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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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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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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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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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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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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无人机飞行器采购项目
 临沂市公安局蒙山公安工作办公室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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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监狱特警装备采购竞标
警用无人机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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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公安边防支队 2017年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泰顺县公安局无人机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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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来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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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四旋翼工业级无人机购置项目
武警内蒙古总队装备处2017年度自购装备器材采购项目
公安海警学院 - 竞价结果详情  (CB1200220170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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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州区公安局多轴旋翼无人机模块采购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临朐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无人机购置项目竞争性磋商
武警遵义市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采购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刑侦侦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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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龙南县森林公安局对讲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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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关于禁毒无人机的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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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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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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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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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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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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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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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原市公安局采购无人机干扰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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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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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州区公安局多轴旋翼无人机模块采购项目
株洲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建设单一来源采购
禹州市公安局无人机干扰器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
环县公安局禁毒航拍仪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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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禁毒无人机的采购项目
南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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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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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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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建设单一来源成交公告
江西省公安厅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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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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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
陕西省 商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用无人机项目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采购信息化设备及软件(17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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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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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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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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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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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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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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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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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叶城县公安局采购无人机及作训服项目预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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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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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其他货物中标（成交）公示
 山西 沁水县公安局沁水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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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无人机项目成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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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庄河市公安局航拍器及设备采购项目 成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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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鸭山市公安局-无人机及相关附属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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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合同公告
云南 文山市森林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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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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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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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 保定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购置预中标公告
辽宁 锦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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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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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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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固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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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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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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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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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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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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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宾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高速下载器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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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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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处突装备购置项目
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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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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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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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公安厅 高速一支队无人机航拍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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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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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鑫顺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警用物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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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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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侯县公安局飞行器采购项目
武警警种学院单兵便携应急侦测评估无人机系统项目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反恐装备采购项目
沙湾县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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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铁路公安局2017-2项目
海原县公安局2017年第二批业务装备采购项目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采购监控设备等
甘肃 兰州市公安局警卫处警卫执勤装备采购项目



宁夏警卫局便携式无人机干扰器采购项目
河北 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无人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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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防护防爆装备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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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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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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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警用无人机及辅助设备项目
湖南 新田县公安局警用无人机设备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应急处突警用装备购置
大理市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河北 承德市公安局应急警用装备采购（三次）公开招标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本级空中视频采集器公开招标
江苏 宜兴市公安局无人机管制设备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应急通信装备采购项目
固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
湖南 长沙市公安局”天网工程“（三期）建设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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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宁明县公安局 警用装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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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奉节县公安局 无人机采购
 陇南市公安局陇南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采购项目
安徽 淮南市交警支队采购无人机项目
福建 警用装备采购项目结果公告
江苏 淮南市交警支队采购无人机项目
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处无人机政府采购项目
内蒙 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购买通用设备项目
低空预警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及战备数据库建设
福建  南平市森林公安局警用装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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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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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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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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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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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处突装备购置项目
湖北 长江航运公安局警用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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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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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临洮县公安局禁毒装备采购项目
山东省公安厅车载无人机反制装备项目
陕西 关于紫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江苏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无人机等项目
黑龙江省公安厅_禁毒业务装备（禁毒总队）采购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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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刑事技术装备采购项目
陕西 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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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闽侯县公安局防护防爆装备与飞行器采购项目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采购
安徽 怀远县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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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公安厅公安现场应急指挥综合通信系统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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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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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无人机、对讲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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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来宾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高速下载器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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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公安厅直属第一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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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白银市公安局全市340兆公安图传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青岛市公安边防支队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无线宽带自组网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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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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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酒泉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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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机器人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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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警局公安检查站无人机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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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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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公安局四旋翼无人机等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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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分宜县公安局无人机等装备采购项目
山西 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无人侦察机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警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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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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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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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市公安局福绵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扬中市公安局无人机视频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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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河州公安边防支队预购器材采购（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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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玉林市公安局福绵分局警用无人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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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警用无人机二期建设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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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天网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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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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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无线传输应急指挥系统采购
黑河市公安局反恐装备采购项目
南昌市公安局特警(防暴)支队无人机配件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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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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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公安厅防护装备、特需服装等采购项目
中山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侦察无人机采购项目
河南 焦作市公安局购无人机干扰仪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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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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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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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滁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201712271016网上竞价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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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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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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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兵团公安局公安视频侦查实验室建设项目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警用设备项目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警用无人机_第1包
新郑市公安局2017年政法转移资金购置业务装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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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常州市公安局多轴无人机项目
广西 警种设备及无人机设备采购A分标
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警用无人机装备采购
内黄县公安局2017年业务装备购置项目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侦大队无人机采购
甘肃省公安边防总队边境巡逻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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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怀远县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
甘肃省公安边防总队边境巡逻无人机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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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采购无人机项目
山西警察学院调整购置警务实战训练基地设施设备
景德镇市公安局无人机系统采购及售后工程
分宜县公安局无人机等装备采购项目
信宜市公安局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士官学校实验室建设项目
广东 韶关市公安局购置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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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 大连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警用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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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河口县公安局无人机设备采购项目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无人机采购项目
射阳县公安局无人机采购项目
内蒙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无人机管制项目
云南 红河州公安局无人驾驶航空器采购项目
潢川县公安局业务装备采购项目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中型卫星通信车
河南 警用无人机及相应机载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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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陇南市武都区公安局警用无人机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安顺市公安西秀分局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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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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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海康威视 37.8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141.6
吉林省智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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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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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腾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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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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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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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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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市利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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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8.8
周口亿科网络有限公司 5.6
营口金伙伴办公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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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编号：JXQL-NC-201705）电子化公开招标 0

济南九州摄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0.28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9.8

0
天津全华时代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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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圣源警用侦察设备有限公司 23.2
成都鑫智星雄科技有限公司 61.5
洛阳军择商贸有限公司 55.4843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23

0
东营市腾飞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23.458
无锡蓝天翱翔科技有限公司 6.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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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鑫元盾公共安全防范技术发展中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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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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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文登远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3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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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同美弘亚商贸有限公司 1.1



包头市宸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9.79
桂林顶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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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亿科智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5

0
昆区百航电子产品商行 14.9654
杭州子曦科技有限公司 38.75

0
辽宁力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3.9
山东盈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78

0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4

0
南京大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3.3
湖北大秀天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6
山西方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32.97
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495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
兰州大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8.3686

0
北京鼎电全安警用装备器材有限公司 19.82

0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9388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1.86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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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戎科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4

0
0
0

河南翔飞锐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48.8
江西嗨森无人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9
贵州龙黔鑫贸易有限公司 86.187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7.4
廊坊市夏邦商贸有限公司 37.69
宜昌宇鸿科技有限公司 18.1
深圳市天域智能有限公司 12.75
广东天丽彩科技有限公司 348

0
陕西龙威安全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59.5

0
0

江西省天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3.48
广州市景士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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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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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惠联电脑有限公司 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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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凯晔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7.8
临沂东旭计算机有限公司 11.25

0
宁夏天之翼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34.7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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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博雅科技有限公司 16.8
广东珺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9
汕尾市金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7356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8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91.5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 0.7
徐州易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59.68

0
0

山东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8.9518
潍坊拓普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34.7
贵州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 15.8

0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9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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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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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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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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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艾博德商贸有限公司 24.5
0
0

长春鑫磊科技有限公司 29.15
河南鼎泰警用设备有限公司 18.5

0
0

庆城县震远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庆城分公司 16.5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8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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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北海市瑞天科技有限公司 23

0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5
江西省翼云汇疆科技有限公司 37.5
北京喜威创恒科贸中心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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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6
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2
重庆翼动科技有限公司 0
湖南浩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7.9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0
上海酋泰安防器材科技中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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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临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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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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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和为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50.84
乌鲁木齐天耀伟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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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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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辽市英科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49.6
山西方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31.9
广西大雄鹰实业有限公司 106.1
山东众志达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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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广源电子有限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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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鸭山百联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5.3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25.38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6
昆明拓忧威科技有限公司 30
东台市聚丰智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6.8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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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峋（常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9.8
辽宁力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9
梧州联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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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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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华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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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中辉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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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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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四川创汇众贸易有限公司 15.388
广西飞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邢台市利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78
景德镇新钰科技有限公司 0
淄博祥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9.81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兰州艾博德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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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新钰科技有限公司 0
山西如虹盛达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恩友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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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德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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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5.8738
基成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2.42
广东高德星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乌鲁木齐同美弘亚商贸有限公司 11.3
河北紫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优飞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0
银川东启科贸有限公司 0
江苏力盾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兰州阿博特工贸有限公司 0



银川中警威科技有限公司 26.35
秦皇岛市正蓝科技有限公司 31.302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
北京中盾宝业安全防护器材有限公司 4
四川卓成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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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辰宇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35.8
景麒实业（湖南）有限公司 2.3
合肥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25.45
新田县兴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0.88
山西榕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云南美伦科技有限公司 32.66
北京中际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6.0571
江苏和为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54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4.3
内蒙古华翼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81.99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甘肃中安宏丰网络监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93
 广西猎神科技有限公司 53.658
曲靖市盛达交通设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66.6
深圳市鑫疆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6
甘肃富沃德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39.88
江苏伟思曼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73
南平航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9.3509
江苏伟思曼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73
武汉中智航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53
鄂伦春自治旗鲜卑科技有限公司 4.1
北京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9
南平航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
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9
广州华警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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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卫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0
沈阳警力科技有限公司 0
淄博祥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0
武汉亿知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沈阳广信先锋交通高技术有限公司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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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5.1499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380.22
安康市旭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2.88
浙江华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53.07
哈尔滨子骞商贸有限公司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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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安华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558



北京欣特锐盾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52.8
福州锐盾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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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远县荣达农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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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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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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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5.18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105.5
广西飞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2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0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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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欧远致科技有限公司 0
成都恒安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5.2
威信通电讯工程（杭州）有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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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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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智恒伟业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68.6
大庆市金普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18.2
山东云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59.82
西安交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1.8
四川华卫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34.8
宁波甬贸警用装备实业有限公司 45.98
深圳市航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7.4895
 黑龙江新展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39
江西品诚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9
山西天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11.98
北斗安泽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90.56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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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0.9429
玉林市易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23.6
沈阳天择智能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0
红河州零零壹科技有限公司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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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市易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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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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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0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38.5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59.82
山西中奥赛特科技有限公司 109.5
吉林市屹美警用装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9.8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78
河北林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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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炫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0.789
广东诚进无人机应用服务有限公司 54.88
郑州鑫雅图安科技有限公司 29.7
河南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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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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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市顺天环保商贸有限公司 3.7228
南宁市赢宸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35.666
海南九全实业有限公司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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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南远宏科技有限公司 0
江苏飞图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32.7666
北斗安泽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90.56
郑州秦仁商贸有限公司  42.9
安徽瑜合警用装备有限公司 0
南京嗨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5
广西天和时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6.3991
广西维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3.545
河南蜂鸟智造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53.2188
山东极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8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7856
河南金佰利警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9.2
合肥全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8
甘肃启远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7856
石家庄优讯科技有限公司 36.9885
松原市三鑫建筑装饰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174.881
北京贞和科技有限公司 0
深圳市景发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48.5
江西品诚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7965
茂名安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0
云南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8
韶关市远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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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诺飞图科技有限公司 199.562
昆明渠顺科技有限公司 0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1
武汉拓普新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7.2998
东台市聚丰智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9675
北京博雅英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昆明杜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8.3
河南立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诚志北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0
河南数智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8.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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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55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0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295.606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2

1691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