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升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公示意见表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1 

农业部规

划设计研

究院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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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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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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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

绘：地籍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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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

绘：地籍测绘。 

2 

北京新兴

环宇测绘

有限公司 

北

京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不动产

测绘监理。 
是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

房产测绘、不动产测绘监理。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

房产测绘、不动产测绘监理。 

3 

廊坊市天

星测绘有

限公司 

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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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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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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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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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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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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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4 

中国建筑

材料工业

地质勘查

中心山西

总队 

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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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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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编制：地形图、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

其他专用地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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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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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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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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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江苏瑞都

测绘有限

公司 

江

苏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三角测量、大地

测量数据处理；摄影测量与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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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海洋

测绘：海域权属测绘、海岸地形测量、水深测量、水文

观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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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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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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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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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测绘。 

6 

江苏华东

有色深部

地质勘查

有限责任

公司（江

苏省有色

金属华东

地质勘查

局资源调

查与评价

研究院） 

江

苏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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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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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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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编制：地形图、

电子地图、教学地图、真三维地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

图、其他专用地图。 

是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摄影测量

与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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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

筑工程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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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测绘：

水深测量。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摄影测量

与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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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

筑工程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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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测绘：

水深测量。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7 

浙江臻善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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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不动产测绘：地籍

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互联网地图服务：

地理位置定位、地理信息上传标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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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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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8 

湖北山锐

航空遥感

科技有限

公司 

湖

北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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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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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用地图。 

是 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 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 

9 

佛山市南

海区房地

产测绘中

心 

广

东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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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监理；不动产测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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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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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

测绘。 

10 

桂林市国

土资源规

划测绘院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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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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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

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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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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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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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

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11 

四川方正

测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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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不动产测

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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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

线路与桥隧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

测绘、房产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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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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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地籍

测绘、房产测绘。 

12 

山东嘉瑞

勘察地理

信息有限

公司 

山

东 

由其母公司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分立而来。原资

质等级及专业范围： 

甲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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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级：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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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编制：地形图、电子地图、

其他专用地图；互联网地图服务：地理位置定位、地理

信息上传标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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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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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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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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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四川均辉

地理信息

工程有限

公司 

四

川 

按照《测绘资质管理规定》二十条第一款，原单位的资

质等级及专业范围可计入新单位，原单位（四川均辉土

地调查整理有限公司）的资质等级及专业范围： 

甲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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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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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级：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摄影测量与遥

感：摄影测量与遥感监理；不动产测绘：房产测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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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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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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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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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14 

苏州中科

天启遥感

科技有限

公司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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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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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地图服

务：地理位置定位、地理信息上传标注。 

是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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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软件开发；互联网地图服务。 

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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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软件开发；互联网地图服务。 

15 

江苏诚泰

测绘科技

有限公司 

江

苏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

基准站网位置数据服务、水准测量、三角测量、天文测

量、大地测量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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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

海洋测绘：海域权属测绘、海岸地形测量、水深测量、

水文观测、海洋测绘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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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工

程测量；不动产测绘。 

测绘航空摄影：无人飞行器航摄；工

程测量；不动产测绘。 

16 

山东天元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山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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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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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

线测量、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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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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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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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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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17 

山东天昀

和测绘工

程有限公

司 

山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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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

管线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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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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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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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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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铁武汉

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

限公司 

湖

北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

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 
是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

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

桥隧测量。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

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

桥隧测量。 

19 

湖北省地

质局第八

地质大队 

湖

北 

摄影测量与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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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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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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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

线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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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测量；

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

线测绘。 

20 

武汉纵横

天地空间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湖

北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三角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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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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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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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编制：地形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

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是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

三角测量、大地测量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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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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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

三角测量、大地测量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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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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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21 

核工业西

南勘察设

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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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地图编制：地形图、其他专

用地图。 

是 工程测量。 工程测量。 

22 

四川鑫辉

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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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房产

测绘；地图编制：地形图、其他专用地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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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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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青海地理

信息产业

发展有限

公司 

青

海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三角测量、大地

测量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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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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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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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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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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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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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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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河南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第三地质

矿产调查

院 

河

南 

系合并其下属单位河南省信阳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

司（甲测资字 4100171，已先期申请注销）。原资质等

级及专业范围： 

甲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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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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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合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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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单位 

名称 

省

份 
原有乙级专业范围 

乙级

是否

满两

年 

申请甲级专业范围 拟批准甲级专业范围 

25 武汉大学 
湖

北 
无 - 

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一般航摄；

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海洋测绘；

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 

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水准测量、

三角测量、天文测量、重力测量、基

线测量、大地测量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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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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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测量、工程测量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