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成立时间 企业法人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通过检查人员

1 东北 沈阳广通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3号沈阳广通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2006/3/1 李斌 郭兆宏 18940089516 024-88298263 sy gtch@163.com
郭兆宏、樊海舰、杨海彬、王雨、孙寅寅、姜庆昱、戴雯思、刘安洋、

林子钰、关昕、刘飞、叶胡丹
2 华北 北京市驰宇通信导航工程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东侧航管楼 1993/5/21 冀惠刚 范卫平 010-64592578 010-64543157 朱志聪、闫琪、刘津宇、陈曦、蔡杰兵
3 华北 北京博航众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 9 号楼北座 505 2011/4/19 王帅 赵广洪 13381031651 010-63788979 temot@163.com 王保强
4 华北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6号东方郁金香2层 2004/1/1 张向前 聂云龙 13488661122 010-84673937 SDNYL3111@sina.com 聂云龙
5 华北 北京华安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45号A栋一层 2002/1/11 翟  岩 徐 倩 010-88472118-8035 010-88451123 xyz_0125@163.com 徐倩、邓茂、张永、陈东平、郭成杰、王亦菲
6 华北 北京凯纳天行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望京SOHO T2 C座232202 2016/7/21 田立坤 吴志强 18310067811 010-64796583 Wuzhiqiang100@163.com

7 华北 北京全顺辅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一路1号博雅国际中心A1905 2001/1/5 刘天辅 刘聪 13701368641 010-84775520 liucong0204@163.com
汪强、任新学、孙言、马雪峰、兰天星、付银虎、魏庆雷、牟晓飞、

王程程、马亮、段瑞斌、李建辉、卢士杰、钟柏松
8 华北 北京鑫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洋桥12号天路蓝图大厦4005 2009/9/27 周芸 张迪 13716165275 010-57641208 623023610@qq.com 魏鹏、张刘华、孙亚君
9 华北 北京中航建研航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东路2号临空经济核心区招金大厦3F 2015/6/12 伍彬 华振民 13520593389 010-81466073 2142541871@qq.com 李辉、李闪闪、陈冉

10 华北 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一期东北旺西路8号27号院千方大厦 2016/6/12 艾恒 尧丰 15910632652 010-50822782 yaofeng@zxairports.com 尧丰、彭学成、陈小妮
11 华北 北京中众航嘉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久文路6号院9号楼101A 2016/4/28 孙雅静 孙雅静 18600092581 37839211@qq.com 朱彬、李丹阳、夏国栋
12 华北 东方航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1-12-1 2014/5/7 李莉 李莉 010-85323735 010-85323895 airnavigation@csitchina.com
13 华北 航科院（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西坝河北里甲24号 2011/1/17 刘平 牛士杰 010-64481369 010-64481239 niushij@mail.castc.org.cn 华龙飞、李娜、赵勇、任佳

14 华北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朝阳西坝河北里甲24号 2011/1/10 黄荣顺 赵菊馨 010-64473430 010-64474237 zhaojvxin@163.com
李娜、李旭、柳萌、杨乐、薛锐、赵玉波、钟育鸣、王仲、郭飞、马刚、

何健生、郭影影
15 华北 航科院中宇（北京）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西坝河北里甲24号 2018/3/20 何运成 苏旭 18600593581 010-64474237 75568535@qq.com 郝清宇、李刚、陈守客、郑乐
16 华北 民航数据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38号柏彦大厦16层 1996/6/20 黄璞 张明昊 15811100220 010-82325552 zhangmh@adcc.com.cn 陈咪娜
17 华北 天津航大天元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号航空商务区A3五楼 2014/8/18 王晓敏 谢春生 18622411747 022-58608818 48351239@qq.com 王强、张洪、宋歌、孙立淼
18 华北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2号 1991/7/1 廉大为 李冬 010-62037537 010-62039156 Heaven_1107@126.com
19 华北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2号 1985/5/1 方近勇 张帆 010-62037636 010-62039156 TDAVIC @163.com

王莉莉 13388079899 022-24092434 llwang@cauc.edu.cn 李昂，夏庆军，李亚飞，陶媚
项恒 18622411647 022-24095796

21 华北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 北京市首都国际机场二纬路9号中国服务大厦C区三层 1982/1/1 张海东 赵雷通 18611198454 010-64557534 365752391@qq.com 赵雷通、刘鑫、王坤、何安阳、张鹏、熊文娟

22 华北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 北京朝阳北四环东路111号 1954/5/31 洪上元 臧志恒 13810089908 010-64922708 zangzh_caac@126.com
臧志恒、李雄、宋英伟、何裕阳、苏秀娜、孙亚男、宋一鑫、姜恩勇、

王振宇、谭久宏、庄雯岚、张淼、刘皓、刘志恒

23 华北
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空域管理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开发区A区天柱路23号 2011/1/1 车进军 宋果家 010-86472560 010-86472561 10093538@qq.com 李直、宋果家

24 华北 中航赛博（北京）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顺义竺园2街3号院2幢 2013/8/22 索书和 彭勃 13699227644 010-52133681 pengb@avic-airport.com 刘珍、白杨
25 华北 民航局空管局航行情报服务中心 北京朝阳十里河2272信箱 1999/4/1 车进军 李扬 010-67499269 010-67302643 qsms@aischina.com

26 华东 上海华东民航机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99号 1993/7/21 庄伟江 唐泽民 021-22328701 021-22328749 trumantang@263.net
韩晶、刘冰、徐光、向薇、高捷、赵芮、陈嘉、许若飞、季倩雯、左凌、

杨赛、范峥、李翔宇、廖丹、顾凯辉、王之彦、朱芸芸
27 华东 淮安民用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淮安市空港路一号 2008/12/15 葛小飞 李常州 0517-81666016 0517-81666023 3321140@qq.com 李常州、任顺良、葛小飞
28 华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29号 1952/10/1 聂宏 田勇 13601589681 025-84891289 tianyong@nuaa.edu.cn 万莉莉、王湛、田勇
29 华东 南京航拓通用机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空港枢纽经济区飞天大道69号 2014/7/8 朱金福 孙樊荣 13951756621 025-84895388 sunfanrong@163.com 钱戈、申晨、杨昱昕、沈志远、潘益焕

30 中南
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广州）有限公

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南云西街11、13号 1993/6/21 陈跃华 张莺 13902209501 020-86122555 439522698@qq.com

张莺、郭莉、黄建强、匡军、王学安、洪兰收、张澍葳、谭明、
王冬冬、李丘、曾献铁、林善祯、王笑天、王哲

31 中南 广州广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571-575号703房 2016/7/14 潘凌 潘正华 13602804058 020-31529435 gzgksj@163.com 焦洋、何维果、吴镇、彭佳
32 中南 广州翔达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南二路163号720房 2017/9/26 王槐 王槐 13600097969 020-23321182 13600097969@163.com 王槐、王威、初晓霜
33 中南 深圳市广联星辉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翰云路荷塘领会A栋401 2014/10/27 陈海华 陈海青 13922448651 020-36085259 361557968@qq.com 陈海青、陈伟圳、张文忠、钟涛钦
34 中南 广州民航机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云城东路565号1113房 2017/9/20 谭山川 谭山川 15603052608 020-35075263 19932112@qq.com 尹伟、李俊醅、廖子杰
35 西南 成都西南民航空管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西南空管局第四办公区 1987/10/26 孔毅传 胡孝本 028-85706314 028-85705362 89985099@qq.com 胡孝本、黎新华、袁肇旭、肖瑶、刘本勇、张荣军、梁宇丰、谭晓文
36 西南 成都佰行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4号凯乐国际5栋1单元14楼02号 2009/4/17 蒋美琳 王强 13980855866 028-64009468 kevin.wang@100flight.com 陈志伟、张引、沈锦辉
37 西南 成都云瑞智信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临港路一段18号银泰花园11-6-1 2017/11/16 李云曦 李云曦 028-64885868 028-64885868 liyunxikong@163.com 陈海斌、左东梅

潘卫军 13689662583 0838-5190242 wjpan@cafuc.edu.cn
何光勤、董兵、李夏、赖欣、曾婧涵、陈华群、马昕、周继华、夏添、

郭九霞、解小帆
向小军 13980530802 0838-5182665 xj_xiang@126.com 陈红英、林娜、刘志强、肖艳平、齐永强、叶露、周泽友、刘渡辉、赵巍巍

39 西南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17号 2001/4/9 罗晓 许健 028-82909731 028-85221557 xujian@caacsri.com 许健、孙彦龙
40 西南 成都远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驿都中路337号1栋1单元9层 2018/3/27 董先春 向硕凌 15883658712 0838-5228676 416436547@qq.com 向硕凌、李明捷、熊辉
41 西北 西部民航空管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沣镐路二号 2002/6/4 王建利 王岁文 029-88793264 029-88791575 wangsuiwen726@163.com 刘崇军、杨延宏、温芳平、杨鹏、杨润静、温涛涛、高兴、牛海宏、郭小坤
42 西北 西安科优诚机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号CAAC唐延国际中心第3幢2单元7层20703号 2015/5/28 梁志强 许小妹 13309288609 029-88997980 1948540070@qq.com
43 西北 西安天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和平路东十一道巷第7幢4单元3层40301号 2015/3/30 房军 房军 15389044677 029-81336046 1159917753@qq.com
44 新疆 新疆民航空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1341号 2005/4/25 司剑锋 宋科卫 13609924233 0991-3801968 378656854@qq.com 张磊、杨蕾、张俊俊、鲁义伟、钟涛涛、杨超、何晓芳、周杨
45 新疆 新疆民航空管局空管中心飞行服务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1342号 2001/4/16 覃虎诚 陈建伟 0991-3805072 0991-3802352 171301118@qq.com 王春生、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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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省广汉市南昌路四段46号 1987/12/15 关立欣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2898号 1951/9/25 董健康20 华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