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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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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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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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钰霖、曹风博、高世林、白雪莲

李华健、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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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 范卫平 010-64592578 010-64543157 hbatmbfwp@126.com 朱志聪、闫琪、刘津宇、陈曦、蔡杰兵、范卫平、王超、李逸伦、戴玉洁、余志伟

3 华北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英才北三街16号院15号楼2单元1105室 2004-6-18 张向前 聂云龙 13488661122 010-84673937 SDNYL3111@sina.com 聂云龙、陈小妮、冀珩、郑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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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薇 13621313312 010-88451123 xyz_0125@163.com 邓茂、陈东平、郭成杰、王亦菲、李丹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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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2001-1-5 刘天辅 刘聪 010-84775519 010-84775520 liucong0204@163.com
任新学、马雪峰、兰天星、付银虎、牟晓飞、王程程、马亮、段瑞斌、李建辉

卢士杰、郭强、林云洲、李聚鑫、韩尚言、靳莉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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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雅昕 18611640043 010-57641208 403755748@qq.com 周芸、孙亚君、杨权、周雅昕、吴飞梦、陈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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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中利、王若丁
8 华北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顺义区松香湖大街7号院 1986-10-1 李郁 赵玉波 15801197613 010-89489277 zhaoyb@mail.castc.org.cn 李娜、柳萌、杨乐、赵玉波、王仲、杨简、朱明、郭飞、马刚、郭影影、李娜2
9 华北 航科院中宇（北京）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甲24号 2018-3-20 何运成 赵菊馨 15210239589 010-64474237 zhaojx@zy-cast.com 李旭、何健生、李刚、陈守客、华龙飞、钟育鸣、赵勇、任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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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珺 13693370824 010-82325552 zhaoj@adcc.com.cn 陈咪娜、白杨、胡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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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果家、宋歌、孙立淼、赵龙、张静、卫康凯、李皛晨、李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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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海平 张帆 010-62037636 010-62039156 TDAVIC @163.com 徐倩、张帆、许文宇

13 华北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2898号 1951-9-25 丁水汀 王莉莉 13388079899 022-24092434 llwang@cauc.edu.cn
戴福青、王莉莉、齐雁楠、李昂，任杰、李亚飞、夏庆军、陶媚、高伟、侯红英

吴维
14 华北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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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岱山 赵雷通 18611198454 010-64557534 365752391@qq.com 赵雷通、刘鑫、王坤、何安阳、熊文娟、赵芮

15 华北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2号住总地产大厦 2019-5-21 刘荣鸿 臧志恒 13810089908 010-64979430 zangzh_cacc@126.com
臧志恒、李雄、宋英伟、何裕阳、苏秀娜、孙亚男、姜恩勇、王振宇

张淼、刘皓、陈思、王艳刚、张明、白明皓
16 华北 北京金航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A座8层A8C 2018-2-13 张秀丽 葛惟江 13701193077 010-62353900 13701193077@163.com 张鹏、朱丽、吕江鹏
17 华北 瑞康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鼎成路2-2-3 2018-10-30 吴浩宁 张洋 15394634613 010-84899982 yzhang@rkdcn.com 钟柏松、刘珍、宋贤
18 华北 中航蓝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6号 1996-2-2 杨明德 陈中浙 18610221185 010-82120903 zhongzhechen@126.com 郝清宇、张永、刘开元
19 华北 华设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二街2号院5号楼401（天竺综合保税区） 2017-11-21 廖志高 聂艳丽 13146280688 010-57065869 zsmhy2018@126.com 汪强、张刘华、陈海斌
20 华北 北京新航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2号院5号楼二层208室 2019-1-21 彭学成 彭学成 15022260685 010-59919066 1483909883@qq.com 彭学成、周星伶、陈维建、刘雨
21 华北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99号 1952-1-1 吴凡松 杨明敏 16601168229 022-84358787 1149556182@qq.com 高原、刘畅、李雪
22 华北 中航赛博（北京）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二街三号院二幢 2013-8-22 赵玉成 彭勃 13699227644 010-60401150 pengb@avic-airport.com 安宁、常乔磊、袁宇轩
23 华北 北京天羿机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荣华南路中航技广场C座10层 2019-1-31 刘成贵 金江 18516598922 010-81028261 531754453@qq.com 蔡露露、侯学明、季鹏
24 华北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华北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五纬路2号 2021-9-29 李建忠 魏鹏 13911095846 010-64595159 458577118@qq.com 魏鹏、庄媛、李楠
25 华北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首都机场货运北路18号 1989-5-19 刘清贵 马华蔚 010-64542808 010-64543293 mahuaw@163.com 马华蔚、韩康、张莉

26 华东 上海民航华东空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99号 1988-3-17 郑磊 董云龙 021-22328701 021-22328749 Secaf2019@126.com
杨赛、韩晶、廖丹、王之彦、刘冰、朱芸芸、季倩雯、李翔宇

许若飞、左凌、胡晓晨、梁瑶、熊婷、魏庆雷、郑应昊、张云鹏、郝恩蕾
田勇 13601589681 025-84891289 tianyong@nuaa.edu.cn 万莉莉、王湛、田勇
卢朝阳 13505186875 025-84893461 chaoyang_lu@163.com 沈志远、潘益焕、胡彬

28 华东 南京航拓民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29号科技园F栋3层 2014-7-8 张连营 孙樊荣 13951756621 025-84895388 sunfanrong@163.com 孙樊荣、申晨、钱戈
29 华东 专翼（上海）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宁区迎宾二路123号 专翼航空 2017-2-24 伍丹 杨茹 15201778256 021-62388098 doris2512@163.com 杨茹、张莉浩、赵晖
30 华东 南京云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109号A3栋1423室 2019-8-23 郭柏 王现伟 18951023903 025-52829510 1241009177@qq.com 王现伟、綦跃武、葛腾腾、李少华
31 华东 上海佑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空港一路128号2号楼华广楼211室、212室和213室 2017-11-30 张莺 张莺 13902209501 439522698@qq.com 张莺、尹伟、谢坪桥、周易
32 华东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89号 2002-1-9 庄伟江 徐光 13817681265 021-62686798 xg13817681265@163.com 徐光、孙权、刘志业、叶宇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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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安 18688866465 020-86650815 wangxuean@csad.ink
王学安、洪兰收、张澍葳、谭明、李丘、王哲、张文忠、李圆、杨子晴

熊惠敏、王冬星、肖凌峰、陈志龙、黄坤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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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佳 020-36162038 020-36162038 gzgksj@vip.163.com 何维果、吴镇、彭佳、沈钦、彭鑫、徐海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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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本、郭莉、李永庆、孙言、王威、廖子杰、沈嘉绮、林嘉炜、黄涛

詹海坤

36 中南 深圳市广联星辉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齐富路金富大厦913室 2014-10-27 陈海华 陈海青 13922448651 020-36085259 361557968@qq.com 陈海青、钟涛钦、李伟斌、蒙奕言、曹勃、郭浩国

37 中南 广州民航机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尖彭路383号喜聚中心A栋902室 2017-9-20 邱峰 谭山川 15603052608 020-31216554 tanshanchuan@gba-cadac.com 谭山川、王馨悦、陈源明

38 中南 中建空管建设设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565号1114房 2018-3-26 陈伟圳 陈伟圳 17688856256 867918216@qq.com 陈伟圳、郭梓立、温嘉丽
39 中南 民航中南空管设备工程（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南云东街3号606房 1987-2-3 温增树 黄建强 13622265319 020-86120848 13622265319@139.com 黄建强、林善祯、王冬冬、王笑天
40 中南 广州利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机场路585号鹏景大厦5楼501房 2019-2-20 唐永鸣 焦洋 17728115856 020-31234481 jiaoyang_gk@sina.com 焦洋、刘如意、李金明
41 中南 中航机场工程设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88号B-2018室 2018-7-10 王琦 曾献铁 13533564776 020-86269428 308775315@qq.com 曾献铁、王强、屈琮博
42 中南 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13号2402房自编A 2005-1-8 田永和 袁肇旭 18620158415 020-28318053 756804828@qq.com 袁肇旭、史书宇、覃武桂、魏一盛
43 中南 中南港湾机场工程设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南二路163号701房 2019-5-7 庹雅慧 庹雅慧 13926181899 020-23320253 275999775@qq.com 初晓霜、何健、柴梓芸、柳思
44 中南 广州筑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路519号107房 2015-7-7 刘东青 杨鑫琪 13826298659 zhhk_zhhk@163.com 梁琛、张璋、郭东升、高晓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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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菟 刘本勇 15883626468 028-85705362 416758071@qq.com
肖瑶、刘本勇、张荣军、梁宇丰、周云帆、邹艾霖、冯奎奎、葛飞

刘立、冯思旭、严煜、梅宇、王雪艳、魏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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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玲、杨璐、左杰俊、许力、刘光赋、王强
47 西南 成都云瑞智信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双流区西航港大道中二段788号1栋1单元604号 2017-11-16 李云曦 李云曦 18108181967 028-88861900 liyunxikong@163.com 左东梅、李云曦、邵鹭、吴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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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代武、黄晋、陈肯、杨姝、骆菁菁、陈九昊、张先浩、黄龙杨

张泠昕、鲁力、宋歌、张才然、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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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军

林兰之、刘小磊、钱宇、张光明、蒋维安、冯军红、倪寅、赵赶超、李凤鸣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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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东 许健 028-82909731 028-85221557 xujian@caacsri.com 许健、孙彦龙、李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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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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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36547@qq.com 向硕凌、李明捷、熊辉
51 西南 云南君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顺通大道紫云青鸟贸易区11幢 2016-2-1 宁武 贾文 18214556006 0871-64636263 292336970@qq.com 冯祥、夏丰领、邹杨坤、谭晓文
52 西南 成都中成蓝翼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临港路一段18号银泰花园28-2 2015-11-16 徐云娇 黎新华 18000539813 028-85871028 25250686@qq.com 黎新华、詹志亮、杨洪生、黎欣、马银娜

53 西南 成都珠峰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航空港棠湖外国语学校人和园 2019-10-17 王永祥 张燕妮 13608179071 45660546@qq.com
张燕妮、陈凯诗、赵梓良、周广豪、杨敏、王敬、廖慧敏、冷春晖、蒋萸、张明达

钟轶

54 西南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机场路1号 2004-4-2 李仕炅 张凯 0851-85497824
13765046699

0851-85497823 573257152@qq.com 张凯、陈辰、任云贵、伍杰阳

55 西南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2020-1-7 孙俊 李若斐 028-85702821 028-85702936 121448726@qq.com 刘志恒、谭久宏、曾茁

56 西南 成都天羽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区临港路一段18号11-6-1 2020-6-5 唐泽民 唐泽民 13901746655 021-52217109 535205608@qq.com 唐泽民、王子扬、陈嘉、李晓辉、周文佳

57 西南 成都翼天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四横街8号1栋2单元9层908号 2014-1-10 高淑云 李静娴 18283833327 028-85789665 1831954217@qq.com 李静娴、李家宇、王杨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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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延宏、刘崇军、温芳平、杨鹏、杨润静、温涛涛、高兴、牛海宏、郭小坤

张迂溪、吴家尚林、李仪环、周梦莎、白岩、冯瑞清、高茁铭

59 西北 中航材工程咨询（西安）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号旺座国际城D座2001室 2015-5-28 刘忻 许小妹 18066717985 029-88997980 1948540070@qq.com 马龙、李硕、许小妹、张逍

60 西北 西安天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南路260号A座3101号 2015-3-30 房军 房军 15389044677 029-88771887 1159917753@qq.com 杜锋、齐开平、胡敬玉
61 西北 陕西中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西万路口和城4号楼一单元1905号 2018-8-20 丁伯喜 匡军 13533931113 zyhk2018@163.com 杨昱昕、尧丰、王俊楠、韩杏
62 西北 西安翼务宝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高新二路4号新世纪大厦5层517室 2019-3-19 葛小飞 葛小飞 13710428990 yiwubao1903@163.com 葛小飞、唐一鸣、赵希阔、张开、葛芳芹
63 西北 西部通用机场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40号 2017-9-1 吴烨 李海鹏 18109270426 1049997823@qq.com 郭备战、李海鹏、任佩琪
64 西北 西安西北民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唐延路3号唐延国际中心7层 1995-3-16 胡新龙 刘媛 029-62272666-831 029-62277300 330272034@qq.com 杨一帆、梁金波、姚润军、黄浩
65 西北 民航机场建设集团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8号6202室 2020-4-29 王新忠 申朋 15929728389 360014607@qq.com 申朋、赵海峰、张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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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剑锋 13609901798 0991-3801968 516602171@qq.com 张磊、杨蕾、张俊俊、鲁义伟、钟涛涛、杨超、何晓芳、周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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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号 2001-4-16 刘开泰 陈建伟 0991-3805072 0991-3802352 171301118@qq.com 王春生、周建军，张淑军、胡君伟、饶鹏、孙伟、贺晨
68 新疆 新疆空港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1341号 2001-9-29 郑韬 罗定发 18502346555 0991-3807846 529098011@qq.com 罗定发、牛若静、贾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