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意见表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资质等级 

及专业范围 

乙级

资质

取得

时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1 

北京世纪

安图数码

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

公司 

北

京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

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

工程测量：地形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

房产测绘。 

2010

年 10

月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

软件开发；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

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

件开发；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

绘。 

2 

中兆恒基

(北京)工

程管理有

限公司 

北

京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大地测

量数据处理；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无人

飞行器航摄；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

感外业、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

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

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市

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

测绘、房产测绘；地图编制：地形图、电子地

图、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2015

年 4

月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摄影

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

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

软件开发；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

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地图编制：地形图、电子地图、真三维

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摄影测

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影测

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

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

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

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

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

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

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地图

编制：地形图、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

其他专用地图。 

3 

山西紫峰

科技有限

公司 

山

西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

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

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

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

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矿山测量、工程测量

监理；不动产测绘；地图编制：地形图、教学

地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电子地图、真三

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2015

年 5

月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

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矿山测量、工程测量

监理；不动产测绘。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

与桥隧测量、矿山测量、工程测量监理；

不动产测绘。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资质等级 

及专业范围 

乙级

资质

取得

时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4 

福州陆海

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福

建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影

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

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

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

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

区域界线测绘；海洋测绘：海域权属测绘、海

岸地形测量、水深测量、水文观测、海洋工程

测量、扫海测量、海洋测绘监理。 

2014

年 6

月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

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

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不动

产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海洋测绘：海域权属测绘、海岸地形测

量、水深测量、水文观测、海洋工程测

量、扫海测量。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

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

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不动产测绘：地

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海洋测绘：

海域权属测绘、海岸地形测量、水深测量、

水文观测、海洋工程测量、扫海测量。 

5 

青岛瑞源

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山

东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

信息数据处理；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

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

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

下管线测量、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测绘。 

2014

年 12

月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

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

线测量、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测绘。 

6 

中科地星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河

南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摄影

测量与遥感外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

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

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矿

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图编制：地形图、教学

地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电子地图、真三

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2014

年 12

月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

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

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

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

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

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

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矿山

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

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

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

件开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

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7 

洛阳众智

软件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河

南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地理信息系

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

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

件开发；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

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

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

界线测绘。 

2015

年 3

月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

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

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

量。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

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量：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

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资质等级 

及专业范围 

乙级

资质

取得

时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8 

四川益新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四

川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影

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

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库建设；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

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

精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

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不

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2014

年 1

月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

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

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

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工

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

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

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

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

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工程测量：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

程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市政工程

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9 

西安鹰翔

测绘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陕

西 

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摄影测量与遥感：

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

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工程测量：控制测量、

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变形形

变与精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

量、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

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2015

年 10

月 

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 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 

10 

甘肃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第四地质

矿产勘查

院 

甘

肃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摄影测量与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

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监

理；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图编制：地形

图、教学地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真三维

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2015

年 6

月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

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

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

量、矿山测量、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

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

界线测绘。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

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量：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

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

量、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测绘：地籍测

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