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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关于

表扬疫情防控先进企业的决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地理信息产业界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党和国家、自然资源部、各地政府决策部署，众志成城，

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为疫情防控工

作做出重要贡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6月 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系列会议精神，树立典型、表扬先进、凝聚力量，

激励广大地理信息产业单位，现对运用地理信息新技术、新

产品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会员企业予以通

报表扬。希望地理信息产业界以这些先进企业为榜样，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继续提供优质服务，为促进

地理信息单位转型升级和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附：地理信息产业疫情防控先进企业名单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地理信息产业疫情防控先进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服务

1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一张图；疫情监测系统与大数据平台；武汉市民呼我

应一体化指挥调度系统；武汉市长专线

2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疫情防控应急资源调配系统和大数据指

挥平台

3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疫区车辆查控系统；疫情交通监控预警系统；防疫人口迁徙数

据系统；疫情地图

4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健康码；疫情地图

5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地图

6 易智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分布系统；BIM+GIS 抗疫基础设施建设；疫情动态地图；

疫情监控指挥 GIS 系统

7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一号”卫星地表环境监测分析；红外热成像人体快速测

温系统；自动化口罩生产线研发与生产

8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战“疫”地图平台

9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物资应急保障信息平台；疫情防控监管指挥平台；健康打

卡平台；社区电子封条智能监控设备

10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点评） “安心码”防疫登记及健康信息查询系统；无人配送防疫助力

计划

11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格化社区疫情防控系统；复工复产大管控平台

12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态势可视化系统；疫情应急指挥系统；社区疫情管控平台

13 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

14 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10 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智慧城市疫情防控数据采集与可视

化系统；疫情防控可视化调度指挥平台

15 四川易利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指挥 GIS 大数据可视分析平台

16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疫情监测与防控系统

17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光谷云信发布平台；光谷智维监测系统

18 丰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位置决策疫情防控产品

19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无人机战疫平台

20 武汉云图智城科技有限公司 政务大数据平台



21 北京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管理一张图和线上管理系统

22 北京天耀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实时疫情一张图系统

23 天津市万贸科技有限公司 人员车辆核查系统

24 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疫情动态中英双语地图

25 泰瑞数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平台

26 河南省中纬测绘规划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

27 山东正元数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监管指挥平台

28 泰华智慧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流制地区混接信息管理平台；智慧排水监管调度系统

29 广东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排水系统

30 上海杰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线上 GIS 系统；排水管道疫情风险系统

31 四川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农业农村疫情防控平台

32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热成像人体测温监测系统

33 苏州工业园区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智行园区 APP；GeoAI+ “苏州那些事”APP；疫情实时追踪地

图；疫情智能交通系统；疫情防控平台

34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管控系统；社区防疫系统；疫情“一张图”

35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区智能疫情防控服务平台

36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区防疫信息服务平台

37 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急性传染病防控及动态监测 GIS 平台；社区实有信息及疫情防

控移动应用平台；新冠防控人车排查应急查控平台

38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信息系统

39 广州都市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平台

40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北斗手持采集终端；物流北斗采集终端；无人配送载体（无

人小车、无人机）北斗高精度板卡、天线、惯性导航产品

41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高精度北斗/惯导组合导航板卡

42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 RTK；南方扫平仪；南方激光扫平仪；南方激光投线仪

43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格化疫情联防联控大数据一体化平台；无人机防疫宣传

44 国网思极神往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人员管理系统；“e 战疫”系统；“实时疫情”

模块的疫情专题图；“闪迅”防疫小程序



45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NCP 疫情防控一张图；疫情动态展示系统

46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综合态势指挥平台疫情防控模块；疫情防控平台

47 武汉航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景三维疫情决策指挥系统

48 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时空大数据展示云平台；疫情分析“一张图”系统及

辅助决策 APP

49 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信息服务平台

50 北京旋极伏羲科技有限公司 园区网格疫报管理系统

51 北京中科遥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人技术疫情快速动态监控和分析技术系统；疫区物资配送保

障系统；疫区动态应急指挥系统

52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定点医疗机构及周边水系分布图；人员健康信息全流程管控系

统；疫情每日态势地图；苏州每日疫情小区空间影像分布图

53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春运期间交通出行分析报告；疫情地图；城市空间潜在风险地

区识别

54 中电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综合信息平台

55 南通市测绘院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一张图系统；移动端“战疫图-南通”系统

56 苏州盛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综合信息平台

57 吉林省中农阳光数据有限公司 战疫之眼疫情防控管理系统

58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可视化疫情监控系统；无人机视频直播及智能分析平台；无人

机飞行服务

59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疫情地图系统；体温打卡小程序；社区居民出入通行在线管理

小程序

60 北京威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VIT 疫情防控平台

61 青岛立得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阳光战“疫”云平台

62 广州国测规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平台

63 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邻里防疫报告小程序

64 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监测健康上报软件

65 武汉地大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抗疫小程序及管理平台

66 安徽耘联大数据有限公司 职工健康监测管理平台

67 西安中策资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管理系统

68 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疫情上报统计系统



69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一网畅行”系统

7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测量中心 返岗复工疫情防控系统

71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微帮派社区防控帮扶小助手

72 苏州市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研判图；在线确诊病例分布电子地图服务

73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地图

74 武汉中地云申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地图

75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疫情监控软件

76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人机应用

77 慈溪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无人机应用

78 安康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无人机应用

79 四川创数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人机应用

80 常德市国源地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遥感影像应用

81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上报小程序；无人机应用

82 成都瀚涛天图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信息服务

83 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 疫控通软件

84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

85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医院应急测绘

86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无人机应用

87 浙江省义乌市勘测设计研究院 疫情管控作战图应急制图

88 北京天健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院信息系统

89 江苏兰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一张图、患者行距分布图

90 洛阳鸿业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御跟踪系统

91 成都地图慧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疫情动态地图

92 四川百川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指挥一张图

93 成都中地六合科工贸有限公司 110 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

94 上海南康科技有限公司 南康云联络中心（NK3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