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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哈工大交通——2015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ITS智能交通》杂志、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深圳市智能停车产业联盟

独家冠名：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
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指导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

支持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艾蒂艾斯会展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主办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ITS智能交通》杂志、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

                       深圳市车联网产业联盟、深圳市智能停车产业联盟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华智慧型运输系统协会

                       香港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协会

201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ITS智能交通》杂志

协办单位：深圳市车联网产业联盟

主要宣传媒体：

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经济日报、南方日报、中国智能交通网、《ITS智能交通》杂志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中国智能交通官方微信、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CPS中安网

指定媒体：

《ITS智能交通》杂志、中国智能交通网、中国智能交通官方微信、CPS中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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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同期活动一览表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2015年6月24日-26日
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深圳会展中心7-8号馆

智能交通大型人才招聘活动 深圳会展中心8号馆

2015年
6月24日

09:30-11:30

介绍大会盛况及到会主要嘉宾、领导和嘉宾巡展、签约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7号馆

2015中国智能交通产业三十强颁奖

2015中国十佳高清电子警察系统颁奖

第二届全国智能交通创意大赛颁奖

深圳会展中心7号馆

09:30-12:00 第六届中国国际安检排爆技术研讨会(第一场)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3厅

14:00-18:00

2015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

暨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上)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水仙厅

树立中国执法新形象——2015现场执法记录仪创新应用论坛 

中国执法记录仪科技创新产业联盟成立暨授牌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2015中国图像显示技术创新应用论坛

中国图像显示科技创新产业联盟成立暨授牌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1厅

智慧交通产业发展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2厅

第六届中国国际安检排爆技术研讨会(第二场)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3厅

14:00-16:30
中加智能交通企业对接交流会 深圳会展中心三层314室

两岸四地智能交通企业圆桌会议 深圳会展中心三层316室

18:00-20:30 2015中国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领域企业家联谊会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梅花厅

10:00-17:00 2015中德灾害管理与应急救援技术研讨会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菊花厅

2015年
6月25日 

09:00-17:00

2015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下）

201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行业发展杰出贡献奖

201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十佳运营商颁奖

201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十佳产品供应商颁奖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水仙厅

2015直升机与无人机系统应用创新论坛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成立暨授牌仪式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郁金香厅

09:00-12:00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上)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茉莉厅

哈工大交通——2015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上)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中德智能交通企业对接交流会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2厅

14:00-18:00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下)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茉莉厅

哈工大交通——2015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下)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20:00-22:00 中外ITS贵宾沙龙 深航国际酒店

2015年
6月26日 

08:30-11:30

技术考察

1、深圳市公安交警指挥中心

2、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报名注册：

6月24-25日，会展中心

202服务台。

额满为止,费用：50元。

考察集合点：深航国际酒店

2015年6月24日-26日

企业新闻发布会

1、6月24日 10:30 - 12:00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2、6月24日 15:00 - 16:00  深圳市车联网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6月25日 10:00 - 11:00  深圳市华颖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会展中心

7号馆内新闻发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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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Program at a glance
Date Time Program Venue

Jun 24th-26th 2015
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Hall 7 & 8

ITS Job Fair Hall 8

Jun24

09:30-11:30

Welcome Speeches, Visiting Exhibition & Signing Ceremony Hall 7

China ITS Top 30 Enterprises Award Ceremony 2015

ITS Golden Lion Awards 2015

China Top 10 Electronic Police System Awards 2015

The 2nd China ITS Creative Contest Awards 

Hall 7

09:30-12:00 The 6t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pection Conference (Part2-1) 5/F, Rose Hall 3

14:00-18:00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NSS & LBS and The 10th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Conference (Part 2-1) 6/F,Daffodil Hall

Site Enforcement Recorder Innovation Application Forum 2015

Site Enforcement Record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Alliance - - Establishment Ceremony 
5/F, Peony Hall

Image Displa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pplication Forum China 2015

Image Display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y Alliance - - Establishment Ceremony
5/F, Rose Hall 1

ITS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2015 5/F, Rose Hall 2

The 6t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pection Conference (Part2-2) 5/F, Rose Hall 3

14:00-16:30
Sino-Canada ITS Enterprises Exchange 2015 3/F, Room 314

Cross Strait ITS Entrepreneurs Round Table 2015 3/F, Room 316

18:00-20:30 ITS & LBS Salon 2015 5/F, Plum Blossom Hall

10:00-17:00 Sino-Germany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cue Conference 5/F, Chrysanthemum Hall

Jun25

09:00-17:00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NSS & LBS and The 10th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Conference  (Part2-2)

China GNSS &LBS Industry Development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s 2015

China Top 10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Awards 2015

China Top 10 Satellite Navigation Suppliers Awards 2015

6/F,Daffodil Hall

Helicopter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novation Application 2015

China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dustry Alliance - - Establishment Ceremony
6/F,Tulip Hall

09:00-12:00

The 12th International Urban ITS Forum China 2015 (Part2-1) 6/F, Jasmine Hall

HITE——Road Traffic Safety Forum China( Shenzhen) 2015(Part2-1) 5/F, Peony Hall

Sino-Germany ITS Enterprises Exchange 2015 5/F, Rose Hall 2

14:00-18:00
The 12th International Urban ITS Forum China 2015 (Part2-2) 6/F, Jasmine Hall

HITE——Road Traffic Safety Forum China( Shenzhen) 2015(Part2-2) 5/F, Peony Hall

20:00-22:00 ITS Salon for Chinese and Overseas Distinguished Guests 
Shenzhenair International 

Hotel

Jun26 08:30-11:30
Technical Tour 1: Shenzhe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raffic Police Corps  Command Center

Technical Tour  2: Enterprise Inspection-- Shenzhen Yiti investment Co., LTD

Registration: Jun 24th-25th,  

Exhibition Center Room 202, 

Until full, RMB 50 Yuan per 

person. Assemble in The 

Entrance of Shenzhenair 

International Hotel at 08:30 a.m. 

Jun24-26

Enterprise Press Conferences

1、10:30-12:00 Jun24 Chengdu Yi Meng technology Co., LTD

2、15:00-16:00 Jun24 Shenzhen IOV Information Service Co., LTD

3、10:00-11:00 Jun25 Shenzhen HuaYing Tyco Electronics Co., LTD

Hall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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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议程

上午

09:30-10:00
致辞：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理事长 吴忠泽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主任 黄敏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10:00-10:20
王笑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智能交通发展的空间

10:20-10:40
Jean François Janin——让·弗朗索瓦·贾宁 

法国交通部高级官员及工作组负责人
欧盟－ITS 法国常任代表

谈法国推行智能交通以减少交通污染和温室气体
排放的政策

10:40-11:00
王云鹏

北航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城市交通管理挑战与机遇

11:00-11:20
Rossella Panero——罗塞拉·帕内罗

意大利ITS协会会长
意大利智慧交通之路 

11:20-11:40
王印海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智慧城市趋势下的交通变革：机遇与挑战

11:40-12:00
Joseph K. Lam——林观发 

加拿大ITS协会大使
加拿大智能交通的创新

下午

14:30-14:50
于海涛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信息中心数据分析部部长
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交通信息服务变革

14:50-15:10
任委立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科技信息处副处长、信息中心主任
互联网与交通信息服务的融合创新

15:10-15:30
张　孜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科技信息处处长
面向公交都市的广州市智慧公交探索与实践

15:30-15:50
文　维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智能交通处处长
数据共享 前景无限

15:50-16:10
彭德成 

香港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协会会长
智能交通于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的机遇与任务

16:10-16:30
张学孔    

中华智慧型运输系统协会副理事长
公共交通讯息分享平台

16:30-16:50
徐汉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交通解决方案销售总监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

16:50-17:10
李辉遒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行业应用拓展中心技术总监 
携手共创智慧交通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的
中国电信

17:10-17:30
罗瑞发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互联网+ETC”开启智慧交通2.0时代
——当ETC遇上移动互联与大数据

时　　间：2015年6月25日 09:30-12:00   14:00-18: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层茉莉厅
主办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论坛主题：创新融合——让交通更智慧
上午主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温文华副主任  下午主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智能交通处　文维处长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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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The 12th International Urban ITS Forum China 2015

Time Session Program

09:30 – 12:00

09:30-10:00
Welcome Speeches
Mr. Zhongze Wu, Chairman of China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Mr. Min Huang, Director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Speaker Topic

10:00-10:20
Mr. Xiaojing Wang
Director General, National ITS Center, China

ITS Development Space

10:20-10:40

Mr. Jean François Janin
Head of ITS Task Force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representative of France to ERTICO 
(ITS-Europe)

The Policy of France to Implement Intelligent Traffic for 
Reducing Traffic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10:40-11:00
Ph.D Yungpeng Wang
Professor, Dean,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ina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11:00-11:20
Ms Rossella Panero  
The President of TTS Italia

The Italian Way for a Smarter Mobility

11:20-11:40
Ph.D Yinhai Wa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the Smart City Tre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ransportation Changes 

11:40-12:00
Joseph K. Lam
Ambassador of ITS Canada  

ITS Innovations – The Canadian Perspective

14:30-16:50

14:30-14:50
Haitao Yu 
Director, The Information Center Data Analysis Department,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Transport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Change in The Internet Big Data 
Background 

14:50-15:10

Mr. Weili Ren 
Deputy director, director of the information cente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ternet and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15:10-15:30
Mr. Zi Zhang
Directo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Guangzhou Municipal

To be The Transit Metropolis,  Guangzhou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15:30-15:50
Mr. Wei Wen 
Director, Intelligent Traffic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Data Sharing will be Envision Bright Prospect

15:50-16:10
Mr. Ir Sam T.S. Pang
President , ITS HongKo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Role of ITS in the Smart City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16:10-16:30
Mr. Jason Chang
Professor, Vice President of ITS Taiwan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for Public Transport

16:30-16:50
Mr. Hanqiu Xu 
ITS Director, Huawei Technology Co., Ltd

Applications of Video Intelligent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16:50-17:10
Mr. Huiqiu Li 
Technical Director, Industry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s, 
China Telecom Shenzhen Branch

CO-creating a ITS New Era--China Telecom in the Internet +

17:10-17:30
Mr. Luo Ruifa, President
Genvict Technologies, China

“Internet + ETC” Opens ITS 2.0 Era
--while ETC meets mobile internet and big data

Topic: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for Smarter Traffic
Time: 09:30a.m.-12:00a.m; 14:00p.m.-18:00p.m. June25th, 2015
Venue: 6F, Jasmine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China
Hosted by: Transport Committee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Organized by: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Supported by: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GNSS&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National ITS Center, China
Moderator: Mr. Wenhua Wen, Deputy Director,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Mr. Wei Wen, Director, Intelligent Traffic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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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上午

09:00-09:20 签到

09:20-09:30
致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领导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秘书长王京

09:30-09:50
陆　键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城市交通安全的风险管理理念

09:50-10:10
范厚本

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  
以实战需求为导向，以实战检验为动力，不断提
升公安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应用水平

10:10-10:30
曹　泉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航天力量 助力公安

10:30-10:50
徐　炜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副局长
“数据+”交通管理——“互联网+”视角下的交
通管理新思路

10:50-11:10
朱红光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的汽车电子标识

11:10-11:30
于春全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道路交通安全

11:30-11:50
刘　干

南京赛康交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型光学交通标志技术创新 

11:50-12:10
刘茂明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工业网络安全探讨

12:10-14:00 午休时间

主　　题：让管理、执法、服务更高效
时　　间：2015年6月25日  9:00-12:10  14:00-18: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ITS智能交通杂志社、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独家冠名：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主  持  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王军利教授
　　　　　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马珺副处长

哈工大交通
——2015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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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下午

14:00-14:20
杨晓光

同济大学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基于车路协同的主动交通安全系统

14:20-14:40
陈鸿飞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  
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源头管理，打造畅通有序便
民“交通安全岛”

14:40-15:00
崔　凯

北京智芯原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产智能交通高清相机专用芯片在公安领域的技
术优势及产品应用 

15:00-15:20
贾利民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交通的未来和智能交通的新形态

15:20-15:40
蔡义德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
关于高速公路长下坡交通安全预警系统报告

15:40-16:00
阎　冰

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处副处长
特殊交叉口潮汐车道设置方法研究

16:00-16:20
战　凤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模糊车牌识别之视频图像智能分析软件

16:20-16:40
顾怀中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研所所长  
大型活动交通组织与应急处置管理关键技术——
以南京第二届青年奥运会为例

16:40 - 18:00
（互动讨论）

主题讨论环节：

议题1：新时期，交通管理工作者如何探索“互联网+”业务新模式？
议题2：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向有哪些？
议题3：机动车电子标识的优势、试点进展情况以及全国推进时间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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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 ——Road Traffic Safety Forum China( Shenzhen) 2015

Time Speaker Topic

09:00-12:10

09:00-09:20 Registration

09:20-09:30
Welcome Speeches
Head ,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r. Jing Wang, Chief Secretary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09:30-09:50
Mr. Jian Lu 
Dean, Professor,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Risk Management Concept of The Urban Traffic Safety 

09:50-10:10
Mr. Houben Fan
Deputy Chief, Traffic Police Corps of Anhui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Actual Demands as Direction and Actual Test as Force, Improve 
Applic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Traffic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formationization

10:10-10:30
Mr. Quan Cao
Vice General Manager, HITE TRAFFIC TECHNOLOGY, INC. 

Aerospace Force Promote Public Security

10:30-10:50
Mr. Wei Xu
Deputy Director,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Data+” Traffic Management ——Traffic Management New 
Ideas of "Internet +" perspective 

10:50-11:10
Mr. Hongguang Zhu 
Business Director, Genvict Technologies, Shenzhen

Vehicle Electronic Mark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Big Data 

11:10-11:30
Mr. Chunquan Yu
Former Deputy Director,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oad Traffic Safety

11:30-11:50
Mr. Gan Liu
President, Nanjing Sky Traffic Safety Technology Stock Co., Lt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New Type of Optical Traffic Signs 

11:50-12:10
Mr. Maoming Liu 
Research & Development Director ,Shenzhen 3onedata 
Technologies Co., Ltd 

Study of Industrial Network Security

12:10–14:00 Lunch and Break

Topic: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Service to be More Efficient
Time: 09:30a.m.-11:30a.m; 14:00p.m.-18:00p.m. June25th, 2015
Venue: 5F, Peony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China
Hosted by: CPS Magazine;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Organized by: China ITS Magazine; Shenzhen Genvict Technologies,
Supported by: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Exclusive Title Sponsorship: HITE TRAFFIC TECHNOLOGY, INC. 
 Moderator: Mr. Junli Wang, Professor,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Ms. Jun Ma, Deputy Director of publicity, Traffic police corps, Anhui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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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8:00

14:00-14:20
Mr. Xiaoguang Yang
Director, Professor, ITS Research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Initiative Road Traffic Safety System Based on CVIS

14:20-14:40
Mr. Hongfei Chen 
Chief, Traffic Police Corps of Hainan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Source, Make a Smooth, Orderly, 
Convenient “Traffic Safety Island”

14:40-15:00
Mr. Kai Cui  
President, ICE Tech – Intelligent Chip Engine

Technology Advantage and Product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pecial Chip of High-definition Camera 
in the Field of Public Security 

15:00-15:20
Mr. Limin Jia
Professor,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New Form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15:20-15:40
Mr. Yide Cai
Deputy Chief, Traffic Police Corps of Fujian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Report on Traffic Safety Warning System of Long Downhill 
Freeway

15:40-16:00
Mr. Bing Yan
Deputy Director, Order Department of Qingdao Municipal Traffic 
Police Detachment

Research on Setting Methods of Tidal Driveway in Special 
Intersection 

16:00-16:20
Mr. Feng Zhan 
Vice General Manager, Guangdong Xuntong Technology 
Co.,Ltd 

Fuzzy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oftware of The Intelligent 
Video Image Analysis 

16:20-16:40
Mr. Huaizhong Gu 
Direct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ff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Traffic Organiza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of Large activities ——  Nanjing The Second Youth 
Olympic Games for Example

16:40-18:00
(Interactive 

Talk)

Topic Discussion:
Issue1: In the new period, how does the traffic planner to explore a new mode of "Internet +"?
Issue2: what are the main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n the current road traffic safety?
Issue3: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vantage of motor vehicle electronic mark, the progress of the pilot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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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
暨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

主要嘉宾:

孙家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级顾问      

张荣久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                          

张春领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总师                    

苗前军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　晶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                

孔卫国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                        

范京生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专职副秘书长                  

辛克铎　　中国联通集团客户部副总经理                        

张家同　　深圳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绪红　　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宋天峰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车联网事业部部长

主要议题:

国家北斗应用产业化现状与前景

互联网+，助力北斗导航应用发展

北斗产业化、互联网+背景下的车联网服务

“从运营到服务”，探讨运营商的转型发展之路

博弈未来，从专车、出租看“车联网+”服务前景

时间地点:

时间：2015年6月24日14:00-17:30  25日09: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会议主题:

卫星导航参北斗  创新应用促繁荣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ITS智能交通》杂志

协办单位：深圳市车联网产业联盟 

指定媒体：《ITS智能交通》杂志                  

　　　　　　中国智能交通网

　　　　　　中国智能交通官方微信             

　　　　　　CPS中安网

活动 时间 地点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行业发展杰出贡献奖颁奖 6月25日17: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水仙厅

2015中国卫星导航十佳产品供应商、2015中国卫星导航十佳运营商颁奖典礼 6月25日17: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水仙厅

首届中国车联网企业家沙龙 6月25日19:00-21:00 维也纳酒店(福华路店)

主要活动：

大会议程：

时　间：2015年6月24日14:00-15:4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主持人：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专职副秘书长 范京生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14:10 领导致辞 张荣久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    

14:20-14:40 国家北斗应用产业化现状与前景 张春领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总师 

14:40-15:00 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进展 苗前军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15:00-15:20 互联网+助力道路运输管理升级 孔卫国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   

15:20-15:40 The Italian National ITS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Logistics 莱昂纳多·多马尼科　意大利智能交通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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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主  题 嘉  宾

6月24日
15:40-17:3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水仙厅

专场（一）

主　题：北斗产业化、互联网+背景下的车联网发展　

主持人：范京生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专职副秘书长

15:40-16:00 移动互联网助推北斗车联网服务发展 辛克铎　中国联通集团客户部副总经理     

16:00-16:20 移动互联背景下——车联网现状、挑战与未来 张家同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20-16:40 车联网助推智能客车发展 宋天峰　宇通客车车联网事业部主任            

16:40-17:00 张文星　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7:00-17:30
专题讨论

主题：北斗产业化、互联网+，助推车联网发展

6月25日
09:00-11:1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水仙厅

专场（二）
主　题：“从运营到服务”，探讨传统卫星导航运营商的转型发展之路

主持人：刘绪红　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09:00-09:20 卫星导航运营服务市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李　晶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  

09:20-09:40 期待传统卫星定位服务商的车联网华丽变身 刘绪红　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09:40-10:00 区域市场的规范化对服务商市场的积极作用 谢海波　长沙宏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0:00-10:20 深挖细分服务，迎来运营市场蓝海 常兴斌　厦门卫星定位有限公司总经理         

10:20-10:40 从专业服务商的发展看用户体验的价值 唐富春　四川中卫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0:40-11:10

专题讨论

主　题：“从运营到服务”，探讨运营商的转型发展之路

主持人：刘绪红　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嘉　宾：万新宇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6月25日
11:10-11:50
14:00-14:4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水仙厅

专场（三）
主　题：互联网+，背景下的车联网服务发展　

主持人：刘绪红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11:10-11:20 从移动监狱到生活空间的汽车进化 万新宇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11:30-11:50 互联网巴士服务的发展 叶玉平　小猪巴士总经理                        

14:00-14:20 北斗芯片进入2.0时代 李晓江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20-14:40 汽车应用中的3D自动惯性导航和车道精确定位 李旭恒　U-BLOX中国区技术经理                 

6月25日
14:40-17:0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水仙厅

专场（四）
主  题：博弈未来，从专车、出租看“车联网+”服务发展

主持人：卢政屹　深圳市圈圈叁陆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40-15:00 移动互联网普及给车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孙学军　北京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00-15:20 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运营服务探索 李兆荣　深圳市多森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15:20-15:40 从需求到体验，如何看待互联网租车的快速普及？ 卢政屹　深圳市圈圈叁陆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5:40-16:00 零边际成本社会效应 汽车共享电商平台新模式 郑　琪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          

16:00-17:00

专题讨论

主　题：出租车和互联网租车的未来发展之路

主持人：卢政屹　深圳市圈圈叁陆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嘉　宾：刘绪红　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理事长              

17:00-17:30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行业发展杰出贡献奖颁奖

2015中国卫星导航十佳运营商、十佳产品供应商颁奖

19:00-21:00 中国车联网企业家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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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灾害管理与应急救援技术论坛
2015中德灾害管理与应急救援技术研讨会

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上午

09:00-10:00 签到入场

10:00-10:10 领导致辞

10:10-10:40
刘　茂

天津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台风风险评价及应急交通疏散研究

10:40-11:10
海尔威格

柏林消防救援学院负责人 
德国的防火与民防

11:10-11:40
黄崇福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社区应急管理风险雷达建设的思考

11:40-12:10
科尔希曼

kplan咨询公司监事会主席 
消防防护与安全服务设施的规划与发展

下午

14:00-14:20
卡斯通·都曼

柏林国际伙伴公司项目经理  
如何通过早期建立光电子预警系统预防森林火灾 

14:20-14:40
赵　伟

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主任  
深圳市重大灾难事故现场检伤分类的方框图规范指
引

14:40-15:00
德特勒夫·拉西克

MeGaSen总裁、UFZ高级研究员、博士  
地下气体安全监测新工具——线性薄膜气体传感器
的应用现状和前景

15:00-15:20
赵锋伟

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副主任  
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对应急管理的热点问题探讨

15:20-15:40
雷哈克

沃尔夫冈沃尔特博士、项目经理  
运用高清摄像头滑翔机考察从施特劳斯贝格到珠穆
朗玛峰的表面地形

时　　间：2015年6月24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菊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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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cue Technology Forum
2015 Sino-Germa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cue Technology Conference

Time Speaker Topic

09:00-12:10

09:0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10 Opening ceremony

10:10-10:40
Liu Mao
Director of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Urban Public Safety 
Research Center, Professor

Research of Risk Assessment and Emergency Evacuation under 
Typhoon Weather

10:40-11:10
Mr. Harald Herweg
Director of Berlin Academy of Fire- and Rescue Service, 

Fire- and Civil Protection in Germany

11:10-11:40
Huang Chongfu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airman of Risk Analysis 
Professional Committee, China Disaster Prevention Associati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risk radar construction 

11:40-12:10
Mr. Hanns-Peter Kirchmann
chairmen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Kplan AG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of Facilities for Fire Protection & 
Rescue Services

14:00-15:40

14:00-14:20
Dr. Carsten Domann
Projectmanag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Berlin Partner 
Company, 

Woodfire - Prevention possibilities by establishing very early 
warning optoelectronicel systems

14:20-14:40  
Zhao Wei
Director of Training Department of Shenzhen Emergency Center

Block diagram of field triage guidelines under major disaster 
circumstances of Shenzhen City.

14:40-15:00
Dr. Detlef Lazik
CEO of MeGaSen / Senior scientist of UFZ

Linear membrane-based gas sensors a new tool for safety gas 
monitoring e.g. in the subsurface -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

15:00-15:20
Zhao Fengwei
Deputy Director of Clound Computing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lound Computing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iscussion of Hot Issu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Field

15:20-15:40
Dr. Rehak Wolfgang Walter
Project manager

Mountain Wave Project: From Strausberg to Mount Everest- a 
MWP Expedition by motor glider with HD camara

Time: 09:00a.m.-12:10a.m; 14:00p.m.-15:40p.m. Jun24th, 2015
Venue: Chrysanthemum Hall, 5F,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Fuhua the 3rd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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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演讲嘉宾

14:30-14:50
关积珍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国家863计划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主题专家，中国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北京交通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14:50-15:10
常兴斌

厦门城市交通信息工程中心主任，厦门卫星定位应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15:10-15:30
刘丹宁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

15:30-15:50
张景平

美国异地希公司总裁、博士

15:50-16:10
林锦峰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博士

16:10-16:30
邵凌霜

深圳车来了网络有限公司创始人

16:30-16:50
颜国顺

武汉无线飞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16:50-17:10
曹泉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7:10-17:30
古可平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智能交通行业经理

时　　间：2015年6月24日 14:30-17:3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 五层  玫瑰2厅
论坛主题：合作 创新  共谋发展
主　　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智能交通处　陈量副处长

智慧交通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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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图

此图纸截稿日期为6月12日，如有更新请查询ITS智能交通网站（www.its-expo.com）展位图，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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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四届深圳国际
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展商名录

7号馆参展企业

厦门卫星定位应用有限公司 7A01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 7A02

深圳市车联网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7A03

深圳市万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A04

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7A05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A07

深圳市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01

深圳市久通机电有限公司 7B02

《ITS智能交通》杂志、中国智能交通网 7B03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B04

深圳广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7B05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是 7B05A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B06

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7B07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B09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10

深圳市宗立科技有限公司 7B11

深圳市航视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7B12

厦门狄耐克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7B14

深圳市迪深科技有限公司 7B15

深圳市三河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15A

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16

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17

广州星知电子有限公司 7B18

深圳市鑫冠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7B18A

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7B19

陕西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B20

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7B21

深圳信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7B22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7B23

深圳市思科尔特科技有限公司 7B25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 7B26

  会刊企业简介在编辑过程中都进行了部分删减，重点保留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型，如有错漏之

处，敬请谅解！

  至5月28日以后报名参展厂商资料未能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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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7B29

深圳市有方科技有限公司 7B30

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B31

上海本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33

深圳中杰为科技有限公司 7B34

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37

吴江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38

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7B39

广东中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7B40

北京讯捷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7B41

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7B42

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7B44

明达科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7B45

深圳市晶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7B46

深圳市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47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49

深圳市华颖泰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7B50

深圳慧芃科技有限公司 7B51

福建星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7B52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53

深圳市川基伟业光电有限公司 7B56

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57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7C01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C03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C04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C05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7C07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7C11

深圳中物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7C12

无锡定华传感网科技有限公司 7C13

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C14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7C16

深圳市北斗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7C20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7C25

北京和为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7C26

深圳市中安谐科技有限公司 7C27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7C28

上海凌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C29

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7C34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7C35

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 7C36

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7C42

湖南中信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C46

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 7C52

深圳市中智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7C56

深圳九星天利科技有限公司 7C62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C65

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7C66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7C67

北京数据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C68

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7C69

华南理工大学无人机研发团队 7C69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7C70

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深圳市昂德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7D01

成都市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7E01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7E02

瑞士优北罗股份有限公司 7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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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7E05

上海致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7E07

厦门忻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E08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7E10

南京名都安防器械有限公司 7E12

江苏思瑞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7E13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 7E14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E18

深圳市欣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7F02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 7F04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F05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7F06

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7F07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7F08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7F10

CECOV武汉中国光谷汽车电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7F11

深圳市电应普科技有限公司 7F12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7F13

深圳是联华盈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7F15

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F16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F17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F18

iris红外和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 7F19

Ebee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F19

DResearch FE GmbH 7F19

TRAINICO GmbH 7F19

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上海云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北京通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川大智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武汉无线飞翔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国银证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易行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广东妙联网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8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锐明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8A01

希捷科技 8A07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A13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8A19

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01

天津市顺通电子有限公司 8B03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8B05

深圳市威康普科技有限公司 8B08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1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B12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B17



2015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2015.6.24-6.26深圳会展中心) 33

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深圳市首达电子有限公司 8B18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8B19

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 8B20

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 8B22

成都市捷威思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8B23

研华科技 8B24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8B26

江西永安交通设施集团 8B30

江门市安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8B31

深圳市点创科技有限公司 8B32

深圳市华路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B36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8B38

深圳市巴迪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8B39

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8B40

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B41

深圳市易停车库科技有限公司 8B46

GOAL SYSTEMS 8B47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B48

上海菱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B49

上海博协软件有限公司 8B50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B53

深圳市同方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8B57

本能科技有限公司 8B58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C01

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 8C09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8C10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C12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8C13

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8C14

智慧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C16

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 8C17

广州优路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C18

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C20

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 8C23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8C24

CPS中安网 8C25

北京顺邦科技有限公司 8C27

厦门昱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C29

深圳捷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8C30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C31

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 8C32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C33

深圳市中创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8C37

深圳市麦通科技有限公司 8C38

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ociety of Canada (ITS Canada) 8C39

中山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C39A

兴华电子科技集团 8C40

深圳市康硕展电子有限公司 8C41

杭州时祺科技有限公司 8C42

苏州莱能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C43

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 8C45

深圳市新创中天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C46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C47

深圳成谷科技有限公司 8C48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C54

深圳充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8C56

深圳市森维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C57

佛山市简为科技有限公司 8C58

深圳市山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8C60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8C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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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D0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D03

慧聪安防网 8D05

中国停车网/《城市停车》 8D07

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8D17

深圳市金光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8D18

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8D25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8D27

深圳市格莱光电子有限公司 8D28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8D33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8D35

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E02

深圳市互联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E04

东莞市耀弘光电有限公司 8E05

深圳市光毅兴通技术有限公司 8E06

杭州鼎鹏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8E08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8E10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8E12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8E13

深圳市振兴伟业通讯有限公司 8E14

广州彼岸思精光电系统有限公司 8E15

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E16

惠州市德科光电有限公司 8E17

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8E18

深圳市路明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8E19

法兰克福新时代广告（深圳）有限公司 8E20

数字音视工程网 8E21

深圳迪卡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8E22

中国智能化网 8E24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8F02

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F04

深圳市光网视科技有限公司 8F06

武汉天昊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8F08

博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F10

深圳市恒光达科技有限公司 8F12

深圳市鹏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8F13

深圳市绚立特种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8F14

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8F15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景苑支行 8F16

广州星柯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F17

广州普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8F18

国家（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成果转化区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成果转化区

武汉大学湖北省视觉感知与智能交通技术研发中心 成果转化区

重庆交通大学 成果转化区

北京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 成果转化区

电子科技大学出国留学中心云南分中心 成果转化区

深圳市天地智能交通研究院 成果转化区

武汉大学交通研究中心 成果转化区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心 成果转化区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成果转化区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8F19

中国智能交通网 8F20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8F21

CPS中安传媒 8F22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8F23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编辑部 8F24

深圳市华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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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7A01                 

公司名称：厦门卫星定位应用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44号8楼

电话：0592-2956262

传真：0592-2956277

邮箱：fsx@xminfoport.com

网址：www.xmgps.com

公司专注于城市智慧交通云平台的建设与运营服务。在城市公

交、出租、客运、物流等城市交通运输领域拥有业内领先的行业软

件产品和完善的运营服务方案。

拥有分布于全国的近千家企业客户，为超过30个城市的各级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大型骨干企业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信息服

务。

公司日趋成熟的公共交通信息服务体系，为公众出行推出多项

自主开发的便民服务，惠及公众用户近3000万人口。公司拥有 “智

程”、“程掌在线”等注册商标，拥有完善的品牌战略；其中城市

智慧交通云平台涵盖了厦门市多项交通服务信息。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智慧交通云平台、智能公交系统、出租车

营运系统、智程平台

展 位 号：7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2F

电话：0755-26755110-852

传真：0755-83816798

邮箱：sxgong@sofar110.com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提供北斗双模行驶记录

仪、车联网整体解决方案、ODM/OEM一体化服务,是集自主研发、

2015深圳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
暨卫星导航与车辆安全展览会

展商简介

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首航连续几年荣获“中国卫星

导航产业十佳供应商”。5号令颁布后，首航在各省市终端取得了

准入资质和部标平台资质。2014年，成功签约信阳工业园,未来首航

面向全国市场、实现新技术研发，引领北斗终端产业链的生产研发

基地。首航将始终秉承“诚信、创新、和谐、共赢”的经营理念，

坚持“创新、高效，为客户提供最有价值、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质

量方针，为实现“共赢”而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双模部标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7A03               

公司名称：深圳市车联网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山区科技园特发信息港B栋1306

电话：0755-66630128

传真：0755-66630128

邮箱：whplx@foxmail.com

深圳市车联网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以车联网全国性服务为己

任，依托中国车联网创新服务联盟专业提供卫星定位解决方案、协

调卫星定位运营服务、整合卫星定位增值服务、打造车联网信息交

互平台的车联网综合服务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货车百事通

展 位 号：7A04               

公司名称：深圳市万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深圳

电话：0755-89989907    

传真：0755-89989935 

邮箱：yhocjy@163.com

深圳市万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车载人机信息交

互、嵌入式多媒体、北斗/GPS导航监控、无线通讯技术等车载电子

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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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专注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是集生产、研发、销售为

一体的专业化北斗/GPS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全心全力为车辆运营

商、系统集成商提供成熟产品和技术支持。同时可根据客户的特定

需求，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车载位置信息服务及人机交互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人机信息交互、嵌入式多媒体、北斗/GPS导

航

展 位 号：7A05               

公司名称：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西乡前进二路宝运达物流信息大厦15楼

电话：0755-61139168

传真：0755-61524248

邮箱：1391223543@qq.com

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联和安业”）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1500万元。系由原2003创办的深圳市长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发展演变而来的位置服务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

圳市双软企业和深圳知名品牌企业，专业致力于位置服务终端、平

台、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作为业内GNSS位置信息系

统集成专家，公司在卫星定位、汽车诊断智能系统、移动互联产品

与平台服务拥有领先的技术优势与生产规模，并将位置服务的触角

延伸到各个应用领域，不断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及大数

据方向拓展。

主要产品信息：位置信息服务

展 位 号：7A07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区翠宝路赛格导航工业园

电话：0755-83153761

传真：0755-26957777

邮箱：103689606@qq.com

网址：www.chiangps.cc

中国卫星导航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者

中国最大的车载智能终端制造商

截至2014年拥有在网用户近70万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国家级）

“赛格车圣”中国驰名商标

“赛格车圣”广东著名商标

国家级卫星导航产业基地

“一键通”专利技术证书

甲级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证书

TS16949；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与中消协共同推出行业唯一GPS服务标准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卫星导航定位监控产品及十大行业

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B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塘朗工业区B区53栋

电话：075526741021

传真：075526740032

邮箱：439031212@QQ.com

网址：www.cx-info.com

深圳市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托深圳国脉强大的技术力

量，注册资金1000万，公司依托深圳科技前沿、制造前沿的地理优

势，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运营优势应用到卫星定位的运营中。

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自主研发了物流车业务管理系统、两客

一危安全管理系统、驾培学时管理系统、政府监管平台、租赁贷款

车保全管理系统、私家车OBD管理系统和个人定位平台。取得多项

软件著作权和科研成果。软件产品、硬件产品以及服务在行业中都

处于领先地位。在这样良好的发展背景下，公司制定了“畅行车生

活”项目，旨在打造全方位的车辆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车联网平台、3G视频终端 

展 位 号：7B02               

公司名称：深圳市久通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88号马家龙工业区64栋西座8楼

电话：0755-83236778

传真：0755-26493511

邮箱：Jointech001@vip.sina.com

网址： www.jointcontrols.cn

深圳市久通机电有限公司(Jointech)成立于2006年。公司专业从

事：工业化移动与静止燃油消耗远程实时监控管理系统方案；移动

通讯基站与发电机组等移动资产的远程监控管理；车队运营平台管

理系统软件研发与定制；智能车载终端的研发与生产；高精度可截

断电容式液位传感器的研发与生产；智能交通，自动识别，远程诊

断与物联网系统等技术应用性研究与方案推广。

公司产品与系统经过世界上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环境,不

同语种,不同使用背景的严苛考验,证明了产品与系统的稳定性,可靠

性和先进性,力争为社会创造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商砼车油耗与生产调度管理、燃油消耗节能管

理、移动资产监控管理

展 位 号：7B03               

公司名称：《ITS智能交通》杂志  
          中国智能交通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61

传真：0755-883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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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w.ding@cps.com.cn

网址：www.cn-its.com.cn

《ITS智能交通》杂志是中安传媒机构旗下刊物，创刊于2002

年，是国内智能交通领域创刊最早的专业杂志之一。

《ITS智能交通》杂志集政府优势和行业优势于一身，十三年

来，坚持贴近行业、贴近市场的办刊宗旨，与行业同呼吸、共命

运，执著耕耘，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推动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尽

心尽力。经过十三年的沉淀和积累，杂志在行业的影响力不断加

深，成为行业主流媒体。每年参与主办“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

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和“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中国卫

星导航运营商大会”等活动。

作为立足于智能交通领域的专业杂志，我们以全方位的视角捕

捉全球智能交通行业的最新动态，提供最前沿的行业资讯，介绍各

国现代智能交通管理理念、发展经验、运作模式及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促进ITS技术进步；对智能交通市场进行权威分析与研究，对智

能交通行业进行深度观察，以磅礴的气势，引领和推动智能交通产

业发展。

主要栏目：资讯、产业聚焦、城市智能交通、交通管理、高

端访谈、高速公路信息化、卫星导航、市场观察、车联网、智能停

车、海外ITS等。

《ITS智能交通》杂志面向全国各省市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管

理、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交通科学研究机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院、高校，ITS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以及从事智能交通的

相关企事业单位发行。月刊，每月1日出版，每期发行量3万册。

杂志官网：中国智能交通网www.cn-its.com.cn，是智能交通

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

官方微信：cpsits

展 位 号：7B04               

公司名称：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CD座4层

电话：0755-83416677

传真：0755-83416349

邮箱：liujinr@xiongdi.cn

网址：xiongdi.cn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作为国内专业的

信息安全、数据处理解决方案提供商，雄帝一直专注于数字安全证

卡、智能识别设备、数据处理系统等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

雄帝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卡（SIM卡、金融IC卡等）

系列个人化系统，卡式/本式证件（身份证、社保卡、电子护照等）

系列生产线设备，非接触IC（手持式、车载式等）系列读写终端及

相关的软件平台、生物特征采集、密钥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安

全证件、电子支付、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移动通信、城市一卡通

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自动化发卡机、公交车载机收费机、小额消费

设备、出租车读写器等

展 位 号：7B05               

公司名称：深圳广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112区河东航城工业区第三栋三楼B

电话：15254723012

传真：4007080022-8002

邮箱：zhuhaipeng@sdgakj.com

网址：www.sdgakj.com

深圳广安兴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公司拥有一批富有

现代意识的高科技人才，9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现有自有知识

产权40多项，拥有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人才优势， 2010年成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及GPS）、 GIS开发制

作、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监控系统、车辆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建设与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中国汽车安防、智能交通

行业提供优质的基于卫星定位技术开发的解决方案及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汽车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7B05A               

公司名称：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海川路8号产学研基地A3A座

电话：400708002转8022

传真：4007080022转8002

邮箱：guoyunchao@sdgakji.com

网址：www.sdgakj.com

公司主要从事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及GPS）、 GIS开发制

作、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监控系统、车辆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建设与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中国汽车安防、智能交通

行业提供优质的基于卫星定位技术开发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公司凭

借强大的技术力量、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严格的品质管理为客户提供

高性价比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行驶记录仪、无线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展 位 号：7B06               

公司名称：上海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田州路99号13幢501

电话：021-51086236

传真：021-54453668

邮箱：tanya.teng@quectel.com

网址：www.quectel.com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全球高品质无线通信

模块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公司是无线通信模块业界的先导

者，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主要产品包括GSM/GPRS、

WCDMA/HSPA、GPS通信模块等。我们为M2M行业提供工业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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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无线通信模块，产品广泛应用于车载、智能电表、远程控制、

物体跟踪、无线支付、安全监控、健康护理等领域。我们的模块产

品针对恶劣环境的应用而设计。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的M2M无线通信模块制造商

展 位 号：7B07               

公司名称：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工业区新辉工业园A栋4楼

电话：0755-86374749

传真：0755-86374761

邮箱：451206658@qq.com

网址：www.hh1588.com

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是中国移动“车务通”业务的长期合作

伙伴。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车务通车载终端、出租车LED

顶灯屏及后窗广告发布屏（GPRS传输、有线方式、GSM传输等方

式）、公交车LED动态电子路牌、GPS公交自动语音报站器、公交

智能调度系统、车载硬盘录像机、3G无线监控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LED广告顶灯、出租车LED广告屏、公交

车电子路牌屏

展 位 号：7B09               

公司名称：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汽开区东风大街733号

电话：0431-89603500-5922

邮箱：gpslyq_qmcz@faw.com.cn

网址：www.qmclw.cn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信息"）成立于

2000年10月25日，启明信息是专门从事汽车业管理软件与汽车电子

产品研发、制造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启明信息的主营业务包括：

一是管理软件业务；二是汽车电子产品业务，；三是集成服务业

务；四是数据中心业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业管理软件和汽

车电子产品是公司业务的核心，也是公司发展的基础。 面对未来激

烈的市场竞争，公司将秉承客户永远是对的，产品永远是好的经营

理念，努力开拓市场，不断开发实用创新的产品，引领完美汽车生

活，全力打造汽车业IT第一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车辆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7B10               

公司名称：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国际企业中心创智楼B座5层

电话：027-87773500

传真：027-87773497

邮箱：1145667982@qq.com

网址：www.exsun.cn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注于

GNSS定位及商用LBS运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卫星

导航定位、汽车电子、车载定位终端及服务中心软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业务涵盖GIS系统、LBS运营、北斗应用、智能交通产业集

群，产品服务于20多个国民经济基础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定位监控终端、车辆管理行业解决方案、

车联网运营平台 

展 位 号：7B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宗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13区宝民一路宝通大厦1308-1310室

电话：0755-33860630

传真：0755-33860631

邮箱：yingshuyou@zltechcn.com

网址：www.zltechcn.com

专业从事无线通信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完整和

专业的终端硬件开发团队，以及强大的市场销售团队。

主要产品信息：2G 3G 4G 模块、WIFI模块、路由 DTU方案

展 位 号：7B12               

公司名称：深圳市航视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布吉平吉大道上李朗洲腾工业园B栋4楼东 

电话：0755-89701126   25900267

传真：0755-25900420

邮箱：hangshitong@163.com

网址：www.hst999.net

深圳市航视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

北斗双模车载终端一体机的高科技企业。本公司产品由我司战略合

作伙伴北京国交信通科技发展公司（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的全资

子公司）监制，质量稳定，经济优惠。

我司车载终端产品已通过交通部认证并公示。

我司也可通过OEM，代理销售等多种方式与更多合作伙伴共

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展 位 号：7B14               

公司名称：厦门狄耐克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火炬园创新路2号 兴联大厦5楼

电话：0592-57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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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92-5993841

邮箱：3051675341@qq.com

网址：dnake-park.com

厦门狄耐克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停车场领域系列产

品与智能交通城市云平台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

业。产品涵盖：出入口收费管理系统、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视频

车位引导及反向寻车系统、智慧停车场云平台解决方案等，满足多

功能多层次需求。

公司在全国铺建60处营销网络，秉承“稳定胜过一切，创新永

不止步”的企业精神，“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服务理念，致力

于打造多元化智慧停车场应用解决方案。荣获中国停车场领域2014

年十大智能停车场品牌、十大技术领先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核心技

术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出入口收费管理、视频车位引导、停车云平台

展 位 号：7B15               

公司名称：深圳市迪深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中心路万新商业街B栋2楼 C3-4

电话：0755-27663176

传真：0755-27663074

邮箱：13823563560@139.com

深圳市迪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公司致力于制造金融

设备（POS机）、车载智能终端（GPS/BD）、行驶记录仪一体机、

车载录像机、公交、出租车对讲机、评价器等外壳制造，深圳市迪

深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迪深科技的制造工厂，有独立的塑胶、

五金模具制造车间，注塑、冲压车间。能为客户提供整套外壳设计

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行驶记录仪外壳、GPS/BD外壳

展 位 号：7B15A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河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社区南昌健裕第二工业区B栋8楼

电话：0755-29752518 18923792561

传真：0755-29752166

邮箱：yue@chinaobdiicable.com

网址：chinaobdicable.com

深圳市三河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OBD2数据通讯

电缆的企业。主要从事各种车联网专车专用一分二OBD2连接线、

GPS定位设备接头及线束、汽车诊断设备配线，汽车接插件，医疗

专用线，电脑周边通讯电缆，网络连接线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信息：车联网专用OBD2一分二连接线、汽车诊断设

备专用OBD2连接线及OBD2诊断接头

展 位 号：7B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宝田三路宝田工业区64栋4楼

电话：0755-61113661

传真：0755-61113663

邮箱：348452166@qq.com

网址：www.xrdgps.com

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又名深圳恒鑫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是专业从事GPS研发、GPS终端产品设计及相关软件产品

开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我们专注于为各行各业的GPS相关产品使

用者提供专业的、优质的、具备良好性价比的GPS终端、个人GPS

终端、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并且作为一个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并拥

有先进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公司目前已经具备GPS定位、部标北

斗行驶记录仪、货物追踪定位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GPS定位终端、北斗行驶记录仪、货物追踪

GPS、个人GPS

展 位 号：7B17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10楼1003-1004室

电话：86-755-83290418，83290568

传真：86-755-83290408

邮箱：sales@weikengtech.com

网址： www.weikengtech.com

1）主推代理品牌：

   北斗/GPS导航定位模块产品线；

   北斗/GPS/WiFi/3G天线产品线；

   GD32 MCU 32-Bit ARM Cortex-M3      

   DC/DC，PMU,USB Swith等电源方案产品线；

   HDMI转VGA转DP接口方案产品线，  

   销售方向: 终端工厂客户市场；

2）强势分销产品线：AD,TI,NXP,Freescale,IDT,DALLAS,Intel 

等：

公司常备大量现货，分销渠道价格非常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导航模块和芯片、GD32 MCU、LNA

低噪放

展 位 号：7B18               

公司名称：广州星知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岗贝路332号

电话：020-29891101

传真：020-29891101

邮箱：29774361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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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LED各类信号指示灯

展 位 号：7B18A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冠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爱联社区嶂背二村创业二路18-2

电话：0755-89627242

传真：0755-89627246

网址： www.szxghd.com

邮箱：2871353129@qq.com

鑫冠辉达创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1000万，荣获深圳市高新技

术企业称号、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智能交通的研发、制造、销售

和服务，并利用自身在汽车行业多年来积累的汽车零部件产品研发

能力和知识产权等优势，积极发展物联网，车联网等“互联网+”

技术和产品。“安全、高效、智能”是鑫冠辉达的产品理念。“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是鑫冠辉达的经营理念，“中尔”品牌是鑫冠

辉达的注册商标，鑫冠辉达自有产权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5000平

米。多年以来,国内各大4S集团都有深度合作，是广汇集团、庞大

集团、正通集团、威佳集团、大东集团、大昌行集团、东方南方集

团、深业集团等汽车销售集团的深度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多功能S系列后视镜、导航系列、导航版808协议、

云安全、预警通、行车卫士、北斗/GPS双模一体机、通用定位终端

展 位 号：7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工业区33栋406

电话：0755-86655035-8008

传真：0755-86671531-8009

邮箱：chinagpsvip@163.com

网址：www.vodofo.com

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沃达孚科技”英文名称

“vodofo”）是国内快速发展的国家高新科技企业、深圳市高新科

技企业、国家交通部信息中心认证JT/T794、JT/T808、国家公安部

部GB/T19056的标准生产企业。公司立足于车联网、北斗、GPS、

GLONASS等车载卫星定位的平台系统和终端系统的研究、开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秉承“服务引领科技、创新铸造价值”的理念按

市场实际需求设计产品，以全国首创“GPS车载定位系统一站式供

应商”的营销理念服务于全国和海外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中国位置服务一站式供应商、365汽车在线 

展 位 号：7B20               

公司名称：陕西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一号汇鑫IBC C座六层

电话：0755-86381882

传真：029-88237775

邮箱：2301403432@qq.com

成立于2004年的陕西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导航科技），一直专注于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的应用技术开

发，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行业内树

立了良好的形象与口碑。

目前，导航科技是一个集北斗/GPS终端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销售加盟和运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高科技集团公

司。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GPS、行车记录仪、运营网络

展 位 号：7B21               

公司名称：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秀路1-1号华强云产业园

电话：0755-82892989

传真：0755-82892901

邮箱：zzwei@szhq.com

网址：www.hqgps.com

先进、全面的技术造就了功能齐全、性能稳定的产品。华强

信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中华车网”、“华强GPS”、

“华强北斗”等知名品牌，业务范围涉及智慧交通、车联网、卫星

定位导航三大领域。

华强信息拥有城市级智慧交通整体解决方案—智慧交通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平台主要为政府提供交通监测指挥、应急决策、仿真

规划等信息化支撑，为公众提供综合交通信息服务，提高了公众服

务水平。该平台子系统“中华车网”云平台于2011年首批通过交通

部部标平台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定位监控终端系列、两客一危部标系列、出租

车部标系列、货运部标

展 位 号：7B22               

公司名称：深圳信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西乡

电话：0755-23709819

传真：0755-23709800

邮箱：macuilinkg@think-will.com

网址：www.think-will.com

一家专注于M2M物联网无线数据及终端技术解决方案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8体系认证，核心成员来自

全球知名通讯公司，拥有丰富的无线通讯系统及终端解决方案研发

经验，对无线通讯技术发展及产业链有着深刻的理解。

产品系列及网络制式齐全，涵盖CDMA 1X、EVDO、GSM/

GPRS、WCDMA、LTE及GPS模块产品系列，丰富的产品功能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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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定制性能充分满足不同行业内市场的需求。信可通讯产品已广

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能源、安全、金融、物流、定位、医疗

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2G/3G/4G无线通讯模块

展 位 号：7B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和磡工业区B区1栋1楼

电话：0755-83502502

传真：0755-85225122

邮箱：zhonglilei@vkelcom.com

网址：www.vkelcom.com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是专业从事卫星

定位及物联网应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营运、市场销售、客户服

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拥有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及雄厚的技术

沉淀。

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以研发生产为主，也可根据客户要

求量身定制、共同开发或专供等合作。

公司秉承“重品质，重信誉，重服务”的经营理念，长期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与新老客户一起创造美好的

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GPS/BD/OBD模块、卫星定位及物联网应用产

品

展 位 号：7B25               

公司名称：深圳市思科尔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怡海广场东座1101

电话：0755-86964186

传真：0755-86964185

邮箱：blanca.li@skynetm2m.com

网址：www.skynetm2m.com

深圳市思科尔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端物联网（machine-

to-machine）无线通讯应用技术，耕植于物联网市场推广的技术型

公司。思科尔特开发了许多具有革新意义的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核

心产品包括GSM/GPRS,GPS/BD,CDMA/EVDO,4G智能防盗和穿戴

产品方案,其中包括业界最小封装的GSMGPRS+GPS二合一通信模

块。研发和销售中心主要分布在北京、杭州和深圳三个区域。工程

师拥有人均10年以上的通讯行业经验，并已经为物联网行业提供许

多基于无线模块应用的设计方案和相关的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GPS/GSM/TE模块、无线通讯解决方案、视频

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B26               

公司名称：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2期东座1805

电话：0755-88352810

传真：0755-88353718

邮箱：sjklds@q-crystal.com

网址：www.q-crystal.com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89年的频率控制产

品的生产型企业，拥有自主的品牌SJK，完整的产品系列结构，包

括小型SMD贴片晶振、传统的插件晶振、高端的钟振（包含CXO、

VCXO、TCXO、OCXO、VC-TCXO、LVDS/PECL差分输出钟振）、

声表面波器件、SMD晶体滤波器（MCF）等产品。

工厂实力雄厚，通过ISO 9001、TS 16949、QC 080000、

ISO14001等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晶振、有源晶振、贴片晶振、滤波器、SMD晶

体滤波器

展 位 号：7B29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厦A座20楼

电话：13424289499

传真：075583421190

邮箱：258001965@qq.com

网址：www.bsjkj.com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充满梦想、饱含激情和

创新精神的团队人员组成的一家年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产品种类多元化，且行业最全，对车辆前装和后装均有相对应的产

品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产品种类主要包含超长待机系列（免安

装）、北斗部标系列(汽车行驶记录仪)、3G视频系列、OBD车辆诊

断监控车载终端、驾培计时管理终端等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定位终端、DVR、3G视频终端

展 位 号：7B30               

公司名称：深圳市有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华荣路联建科技园2栋4楼

电话：29672566

传真：29672566

邮箱：li.ling@neoway.com

网址：www.neoway.com

深圳市有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无线通信产

品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专业的LTE、Android、

WCDMA、GPRS、CDMA 1X、短距无线等多种通讯制式的工业模

块产品以及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拥有产品规划、工业设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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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硬件、软件、测试、ID、物流等完整的研发及设计体系。有方

总部位于中国乃至全球电子通讯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重镇深圳

市，并在北京、香港、杭州、南京等城市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主要产品信息：2G、3G、4G模块

展 位 号：7B31               

公司名称：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泰科路2号泰科大厦6楼

电话：0755-83106967

传真：0755-83105544

邮箱：yuwei@yuweitek.com

网址：www.yuweitek.com

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长期专注于卫星定位移动目

标管理监控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在卫星定位车载无线通

讯产品和系统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沉淀，拥有独到和领先的技术产

品和最为广泛的市场应用。有为信息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卫星定位监

控系统行业高新技术企业，坚守“技术先行、质量为本”的原则。

多年精心打造的研发团队，严谨的科研态度，厚积薄发致力于打破

行业缺乏创新的格局，已形成车载卫星定位监控无线终端、卫星定

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多媒体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联网智能

终端4大类型，11个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GPS终端、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载硬盘录

像机

展 位 号：7B33               

公司名称：上海本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集心路168号梅美商务园区3号楼207-208室

电话： 021-5438 5846；5438 3567；5499 8797

传真：021-54996731

邮箱：sales@hobos.com.cn

网址：www.hobos.com.cn/

上海本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电子零组件代理、方案设

计为主的集科技、经贸为一体的股份公司，公司是Bstow Mascot、

Fujitsu 、Gainspan、Genitop、Hynitron、Mstar、RFDot、SANYO/

Onsemi 、SPANSION 、VIA、Zywyn、3Peak等国际著名半导体公

司在大陆地区的授权代理商，同时分销EPSON、Exar、Maxim、

TI等公司产品线，客户遍及四表(电、水、气、热)、电子支付、衡

器、车载电子和工业控制等诸多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导航定位模块、导航核心板、车载IC

芯片、热敏纸

展 位 号：7B34               

公司名称：深圳中杰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桃源街道珠光创新科技园4栋3楼

电话：0755-82721733

传真：0755-82721994

邮箱：724858852@qq.com

网址：www.zjwkj.com

深圳市中杰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针对出租车LED广

告屏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以及提供无线LED广告发布

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我公司自从年成立以来并迅速发展，

至今已经拥有了数十位专业从事车载LED广告屏和LED无线数据通

讯技术研发、单片机的开发应用的高级工程师，构筑了我公司从软

件到硬件、技术过硬的、专业的开发团队，从2005年开始，我国出

租车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不断扩大，我公司针对出租车市场的不断扩

大推出了一系列的出租车LED广告屏和无线数据通讯产品，并配合

出租车市场的发展制定了出租车LED广告屏的产业标准。

公司本着以技术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和正义为企业

之魂，采用进口元器件，自主研发生产，应用先进的贴片工艺，从

而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公司一直坚持着视客户为朋友，从客户的需

求点出发，以强大的技术做后盾、以优质的售后服务来赢取客户对

我们公司的长期支持与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出租车LED广告屏、公交车LED显示屏、GPS

定位管理终端

展 位 号：7B37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爱联陂头背新村新丰路28号

电话：0755-89892106

传真：0755-88366005

邮箱：lgz@soway.cc

网址：www.sowaysensor.com

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脱胎于“诚信有为”的理念，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02年6月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传感器、测控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

案服务。引进美国技术并结合市场需求，在工业过程控制领域形成

了多系列产品生产线，主营产品：LVDT位移传感器、磁致伸缩位移

（液位）传感器、流量计、空重载传感器、电容油量传感器、正反

转转速传感器、厢盖密闭传感器、车厢举升传感器、RFID、MEMS

倾角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

力、环保、管道阀门、重型机

主要产品信息：油位传感器、油耗仪、载重传感器、接近开关



44 www.cps.com.cn

展 位 号：7B38               

公司名称：吴江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苏州吴江经济开发区益胜路189号

电话：0512-63259998

传真：0512-66259960

邮箱：zengcongjun@jstianlang.com

网址：www.jstianlang.com

吴江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海关卡口系统建设及相

关科技研发、制造、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以RFID技术

为核心，专注提供海关物流领域区域通关无纸化、自动化和电子化

解决方案。通过实地考察、分析、研究结合客户实际应用，为客户

提供一整套适用于海关物流行业的系统解决方案。专注于海关安全

智能锁、物流电子锁、集装箱标签，物流仓储系统与终端设备。拥

有国内领先的主动式RFID射频识别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专业人

才，丰富的系统工程经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应用于

物流、危化品、贵重物品运输等。

主要产品信息：安全智能锁、物流电子锁、集装箱标签，物流

仓储系统与终端设备

展 位 号：7B39               

公司名称：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33号晨讯科技大楼A楼

电话：021-32523123

传真：021-32523020

邮箱：jing.sa@sim.com

网址：www.sim.com/wm

芯讯通无线科技有限公司（SIMCom Wireless Solutions）是

晨讯科技集团旗下全资附属公司(HK：2000)。芯讯通无线科技致力

于提供GSM/GPRS/EDGE/WCDMA/HS*PA、TD-SCDMA、CDMA 

EVDO、LTE以及GPS/GNSS、SRD等多种技术平台的无线模块解决

方案。据ABI调查报告显示，芯讯通无线模块出货量在2008年首次

占据全球第二的市场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物联网无线通讯模块、终端、OBD Tracker等

展 位 号：7B40               

公司名称：广东中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厦村东坊南一巷二号广东中安保

电话：13302313073

传真：0755-82948663

邮箱：308199557@qq.com

网址：www.chinasafeguard.com/

广东中安保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科技事业部是集系统开发、软硬件

研发、平台监控运营于一体的部门。目前已成功开发运营车辆智能

管理平台、岗位智能管理平台和保安考试智能管理平台。广东中安

保竭力为集团客户、行业客户以及保安行业提供科学、高效的管理

方法。使客户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

主要产品信息：车辆智能管理平台、岗位智能管理平台

展 位 号：7B41               

公司名称：北京讯捷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3号151号楼221室

电话：010-84569618; 020-82038413

传真：010-84572415-8123; 020-32033357-8016

邮箱：hedf@speedtalk.cn

网址：www.speedtalk.cn

北京讯捷星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拓展移动互联网应用为目

的、专注于移动互联网集群通信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您的智能集群语音调度应用解决方案专家。

讯捷星通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覆盖了金融、保险、航运、公安、

消防、安防以及智能交通、平安城市、车联网等行业用户。

主要产品信息：K系列公网集群对讲配件，Z系列公网集群对讲

终端

展 位 号：7B42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和平西路鹏华工业园1冻4楼东

电话：0755-83409318

传真：0755-83490476

邮箱：83409318@163.com

网址：www.cleartop.com.cn  www.szcleartop.com

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集于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民营公司，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和9项自主

研发专利证书，主要产品有：智能车载终端、3G视频监控系统、公

交车报站器、LCD监视器、GPRS公交LED广告屏、GPS车载监控系

统、GSM短信数传及报警系统、GPRS数据传输系统、433M无线数

据传输等全方位无线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车载终端、3G视频监控系统、公交车报

站器、LCD监视器

展 位 号：7B44               

公司名称：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4号楼512室

电话：021-35030711

传真：021-350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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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lx@junyufr.com

网址：www.junyufr.com

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高科技IT企业,致力于

图像识别及人脸识别核心技术研究，与公安，安防和金融领域有着

深度合作发展关系。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算法在国内排名第

三。成立至今公司拥有了三项在美国、日本的发明专利，十二项国

内专利；曾在国际最顶尖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学

术会议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在图像识别领域最前言的人脸识别、

目标对象识别和行为识别位于全球前列，其中人脸识别技术在全球

一些评测中位列前茅。

主要产品信息：公交客流量统计

展 位 号：7B45               

公司名称：明达科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111号富源工业城5栋5楼

电话：0755-82724970

传真：0755-82724796

邮箱：cherry@megastek.com

网址：www.megastek.com

明达科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致力于专业从

事GPS全球卫星定位服务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提

供GPS在道路运输应用及个人定位领域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

术企业。

公司管理、开发团队都是从事GPS行业多年的资深专家，凭借

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应用GPS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SM移动通信

技术、GIS电子地图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成功地开发了车辆管

理的道路运输安全、监控、调度系统；针对老人、儿童的位置定位

服务系统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及多款全球定位GPS产品及配套的

专项服务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GPS车载个人定位终端，GPS定位系统，手机

APP

展 位 号：7B46               

公司名称：深圳市晶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科技园203栋6楼 

电话：0755-83879599

传真：0755-83419309

邮箱：alee@szjf.com

网址：www.szjf.com

晶峰晶体专业从事各类晶振,晶体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厂2

万平米，员工500多人,月产晶振三千万只，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是中国晶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已通过14001, TS16949认

证。通过松下、三星、佳能、夏普等的全球供应商资格认证，与众

多国际电子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关系。产品包括各类晶振(UM

系列, 49U系列, 49US系列, 圆柱系列) , SMD晶振(SMD7050, 6035, 

5032, 3225, 2520等), 微型晶振(49SS-7&49SS-8系列), 钟振等

主要产品信息：晶振、晶体、微型晶体、小晶体

展 位 号：7B47               

公司名称：深圳市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18楼

电话：0755-61376333

传真：0755-61376338

邮箱：info@xclgnss.com

网址：www.xclgnss.com

公司是以“车联网”服务为己任，专业提供商用、货运、乘

用等车辆的智能交通终端产品（北斗/GPS）、智能交通行业解决方

案、运营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

公司致力于打造更具专业的“北斗车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目前已在华东、华北、

华中、华南、西南等地设立了十余家分子公司。公司具备完善的研

发体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所属产品获得交通部（JT/T794-

2011）、公安部新国标（GB/T19056-2012）标准认证，运营平台

获得“交通部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标准。

主要产品信息：GPS终端、北斗双模汽车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7B49               

公司名称：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萝岗区彩频路11号A栋

电话：020-32068686

传真：020-32201439

邮箱：maohuarui@qq.com

网址：www.techtotop.com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卫星导航核心芯片、

模块及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承“泰

山为体，北斗致用”的核心经营理念和历史使命，致力于推动中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产业化及国际化。公司总部设在山水宜人的东莞

松山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在广州科学城和成都高新南

区设有研发中心。

公司提供基于卫星技术的导航、定位和授时解决方案，其模

组、芯片和方案已经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消费电子、新一代通

信、智能电网、物联网、测量测绘和基于位置的服务等领域，其北

斗卫星导航基带芯片及模块占据国内北斗民用市场绝大部分份额。

公司连续荣获“中国芯”评选之“最具潜质奖”“最具投资价值

奖”和“最佳市场表现产品”奖，首届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年会

“北斗产业化十强企业”，第四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北斗卫星

导航应用推进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和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特

授予我公司“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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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自主导航模块N301、N302、N303等

展 位 号：7B50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颖泰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九祥岭工业区10栋3楼

电话：0755-33632169-628

传真：0755-33632165

邮箱：yulong@ayia.com.cn

网址：www.ayia.com.cn

公司主要从事导航定位核心技术及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

业，具有卫星导航天线、卫星导航接收机、惯性/组合导航三个产品

线。华颖泰科致力于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践行并

推动中国导航定位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努力成为我国导航定位领

域核心技术产品的一流品牌。

华颖泰科具有一支行业领先的研发团队，现有核心成员均毕

业于国内外一流大学，且具有资深的行业工作经历。通过在核心技

术方向的持续研发，对客户需求的持续深入挖掘，面向客户及行业

开发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是华颖泰科实践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方

式。

主要产品信息：卫星导航天线、卫星导航接收机、惯性/组合导

航

展 位 号： 7B51              

公司名称：深圳慧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沙一村沙一恒昌荣工业区A栋

电话：0755-23284656

传真：0755-23593896

邮箱：david.yang@huipeng-tech.com

网址：www.huipeng-tech.com

GFS系列液位传感器是慧芃科技开发的一款通过GPS/北斗导航

主机来监控燃油液位的高精度液位传感器。传感器实时检测燃油液

位并输出给GPS/北斗导航主机，GPS/北斗导航主机再把油位数据上

传到服务器系统。终端用户可以通过用户端界面，随时查看实时的

油位情况。

主要产品信息：油位（液位）传感器

展 位 号：7B52              

公司名称：福建星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洋洽半道

电话：0591-83988400

传真：0591-83057727 

邮箱：linwu@xh8400.cn

网址：www.xinghaicom.com

福建星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国营八四OO厂）是由福建无线

电厂于2005年8月25日改制而成的国有军工企业，注册资本1亿元，

总部设在福州，隶属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公司集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 实践并整合了卫星定

位导航、无线通信、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等物联网技术，

重点研发卫星定位远程监控运营平台、北斗汽车行驶记录仪、行

业定制车载智能终端等车联网产品，提供“系统运营平台+车载终

端”整体解决方案，为合作伙伴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车

载北斗/GPS监控调度管理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远程监控运营平台、北斗汽车行驶记录仪、行

业定制车载终端等产品

展 位 号：7B53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杨美中博尚艺电子信息产业园F栋6楼

电话：18002575794

传真：0755-82556660

邮箱：2355778090@qq.com

网址：www.rcmcctv.com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数字化、智能化

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我们的产品主要

有3G车载录像机，车载SD卡录像机，车载硬盘录像机，3G单兵系

统，硬盘录像机，各种摄像机：包括高清彩色CCD摄像机，半球摄

像机，红外防水摄像机，云台摄像机，防暴摄像机，宽动态摄像

机，高速球摄像机，恒速摄像机等其他CCTV附件，作为专业厂商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高品质产品和专业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3G/4G车载录像机、百万高清车载录像机、车

载云台、警用执法

展 位 号：7B56               

公司名称：深圳市川基伟业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青年路浪心工业区A7栋4楼

电话：0755-89800212

传真：0755-83931856-809

邮箱：463638872@qq.com

网址：www.sztrykey.com

川基伟业注册资金300万元，川基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致力

于出租车LED屏及管理系统、公交车LED屏及管理系统、无线LED

屏及管理系统系列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川基成员企业有川

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川基伟业光电有限公司。

川基是中国最早开始研发生产车载LED屏的企业之一， 控制卡

的硬件、控制卡的软件、广告平台软件、无线通讯DTU的硬件和软

件等都是自主设计研发，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车载传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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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川基已经有了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强大的研发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LED广告屏、出租车LED顶灯、公交车

LED广告屏

展 位 号：7B57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67区留仙一路高新奇科技工业园B栋四楼

电话：0755-29121223

传真：0755-29121290

邮箱：sunny@concox.cn

网址：www.iconcox.com

深圳康凯斯是一家集研发、集成、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由一

帮年轻诚信的科研创作人创办。融合先进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是他

们不二的使命，也成为了公司的灵魂。

公司研发的产品涵盖了GSM/GPRS/CDMA/TD-SCDMA/

WCDMA/LTE/WIFI/GPS/北斗等各种移动通讯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

以及各种软件、客户端应用和无线互联网服务。

康凯斯目前拥有16个软件产品的著作权，32个产品外观设计专

利权，5个实用新型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北斗/GPS定位终端、无线监控报警器、

通信模块、手机通信

展 位 号：7C01               

公司名称：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特发信息港A栋8楼

电话：18938972022

传真：0755-82788882

邮箱：wyy@szgkxn.com

深圳华越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无人直升机技

术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公司，也是一家无人机多任务系统的

开发、应用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有着20多年的高清影像采

集、先进的数据传感、高精度精密控制等技术积累，丰富的多维立

体化感知与处理系统的应用实践经验，公司始终定位于高端品牌，

以一流的产品品质和优良的服务，面向国内外市场，广泛应用于智

慧城市、能源、交通、公安、军队、农业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千里眼

展 位 号：7C03               

公司名称：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0号硅谷动

力智能终端产业园A12栋5楼A面

电话：0755-33932291

传真：0755-33932298-8008

邮箱：1366153017@qq.com

网址：www.jsdzkj,com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生产，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公司。主要经营警用

器材，安防器材，交通设施等，尤其在单警执法记录仪方面有领先

的技术团队，公司软件和硬件工程师在同行业属拔尖人才；在3G传

输，无线遥控方面属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秉承“因追求而超越，因超越而前进”的发展思路，于

2014年又重磅推出智能枪弹柜和激光物证仪两款核心产品，在全国

多个公安机关得到广泛使用，并深受到了广大民警的普遍欢迎。一

路走来，披荆斩棘，警圣人不断自我提升和完善，以高科技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采集站、3G单兵、激光物证勘

察仪、生物物证发现仪

展 位 号：7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C3栋二层

电话：0755-27364977

传真：0755-27364601

邮箱：xiaoxiao.yao@keweitai.com

网址：www.keweitai.com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应急指挥和无线移动视

频传输领域的领导者， 致力于无线移动视频传输系统、多旋翼无

人机系统及无线网络传输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应用。科卫泰成立于

1997年，总部位于深圳，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科卫泰基

于多年在无线通信、视频编解码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在专业微型无

人机相关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发力。 科卫泰建立无人机加工生产车

间，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无人机及其相关配件等产品，我公司生

产的多旋翼无人机性能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先后在反恐、实战、

应急救援、维稳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先进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应急指挥无线移动视

频传输系统

展 位 号：7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南油天安工业区1栋8楼

电话：0755-26458800-6802

传真：0755-26066918 

邮箱：chenwq@sinohb.com

网址：www.sinoHB.com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3000

万，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双软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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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华宝科技拥有一流的研发及运营团队，已实现本地化售前售后

优质服务。先后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位置服务平 台、卫星定

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载GPS终端、追踪器（小孩、老人及公司外

勤人员）、车载视频终端（DVR）、5寸/7寸车载信息屏等安全电子

产品。

华宝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并将秉承我们的价值观，坚守我

们的使命为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部标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载视频终端、车

载定位终端、健车宝

展 位 号：7C07               

公司名称：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大厦16楼

电话：0755-29672028

传真：0755-29672008

邮箱：2602939013@qq.com

网址：www.protruly.com.cn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与图像有关的光机

电核心技术研发，以高端的图像采集、处理、显示技术为产品主要

研发方向，并应用所研发的高精尖技术制造适用于安防、教育、商

用及家用领域的高档视像产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保千里运用

自主研发的高端技术，已制造百分百中国创造适用于安防行业的夜

视智能球形摄像机、液晶拼接大屏幕、家居安防产品等，并以高端

性能、一流品质在安防市场享有良好声誉。保千里将进一步将技术

转化为价值，向商用、教育、家用等行业进军，开辟更广阔的蓝海

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特种视像、汽车视像、民用视像、商用视像、

安防视像、智慧视像

展 位 号：7C11               

公司名称：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6幢

电话：010-89047670

传真：010-89047800

邮箱：zhangzhen@sinoiov.com

网址：www.sinoiov.com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千方科技集团与交

通运输部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及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金、北京永联胜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

同创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是以营运车辆监控管理和服务为基础，专业从事交通信息

化领域的技术研发、解决方案提供、运营服务和相关增值服务于一

体的全国性综合交通信息服务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客运公共服务平台、货运公共服务平台

展 位 号：7C12               

公司名称：深圳中物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黄槐道3号深福保科技工业园A座6C

电话：0755-83485927

传真：0755-83164741

邮箱：cuihong@topcafm.com

网址：www.topcafm.com

深圳中物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物安防”），由国家能

源新材料研发中心中物功能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陕西师范大学联

合创立，成立于2014年5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中物安防主要从

事爆炸物、毒品及危险化学品等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

深圳市高技术企业。同时也是深圳市重点建设的军民融合的科研创

新平台，承担国家重大尖端军工技术、军转民项目的产业化工作和

使命。公司秉承高端、前沿、专业、求精的品质和原则，立足于自

主开发创新，为用户提供先进的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SRED爆炸物探测仪

展 位 号：7C13               

公司名称：无锡定华传感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软件园19号楼1层

电话：0510-85192626

传真：0510-85192628

邮箱：xiewm@dhe-wsn.com

网址：www.dhe-wsn.com

无锡定华传感网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方案提供商定华

集团旗下的核心企业，致力于物联网工业应用领域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拥有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传感网核心技术优

势，自主研发的外测液位计、温度传感器、外测油位计、集温度、

压力、液位、密度于一体的多功能传感器均处于行业领先。是我国

物联网工业应用领域关键技术的核心研究开发专业机构之一，也是

中国危险化学品智能储运的领导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传感器、传感数据采集器、成品油运输防

盗系统、车辆油耗监控

展 位 号：7C14               

公司名称：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松坪山齐民道1号贝特尔大厦3-6楼

电话：0755-86096388

传真：0755-86096018

邮箱：kirisun@kiri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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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irisun.com

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进入对讲机研发制造领

域的科技企业，一直致力于专业移动通讯对讲终端和应用系统集成

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面向全球市场，为专业领域

和商业领域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技术先进、功能齐

全、质量稳定和服务可靠，为科立讯公司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客户

的称赞和信赖，成为领先的专业对讲机制造商之一。    

公司注重产品力与品牌力的共同提升，市场发展战略同步于全

球化竞争步伐。依托集团先进的管理体系、强大的资金实力、一流

的研发力量和精良的仪器设备，科立讯已成功实现向专业化自主品

牌公司的迈进。 

主要产品 ：手持对讲机、车载电台、数传电台、执法记录仪

展 位 号：7C16               

公司名称：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锦富路298号

电话：021-56931088-81117

传真：021-51831088-80906

邮箱：zhangqian@shbaokang.com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智能交通与公共安防

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和专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亦是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道路交通优化专家。公司为用户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专业综合服务，涵盖以交通设计为基础的一城一策咨询服

务，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系统集成服务，以专业技能为基础的售后

运维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信号机、软件平台

展 位 号：7C20               

公司名称：深圳市北斗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深圳市数字技术园B2栋5层C区

电话：0755-86132669

传真：0755-86132669转8002

邮箱：751026596@qq.com

网址：www.szbdsk.com.cn

深圳市北斗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专事移动目标综合信息服务，

深耕GPS/北斗卫星导航领域。“巡航卫士GPS/北斗物联网系统”是

在深入了解物联网行业管理需求的基础上，结合交通运输领域常见

的业务流程推出的互联网信息化平台，实现车辆安全、人员调度等

综合管理功能。在智慧校园领域，基于物联网应用技术和云计算技

术的智能化系统项目和“365平安卡”硬件产品，辅以相应的系统

安防创新服务模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完美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巡航卫士）

展 位 号：7C25               

公司名称：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张江碧波路572弄39号

电话：021-51315000*8116

传真：021-50803822

邮箱：zhangyihong@shhic.com

网址：www.shhic.com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华虹设计）是专业的智慧城

市核心芯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CEC）下属子公司，是中国“909 工程”的重要IC设计公司。公

司产品线包括RFID、安全芯片、金融支付产品、超低功耗MCU 芯

片、智能交通产品等。

华虹设计依靠自主技术和丰富的产品经验，在智能交通领域开

拓进取，短短的1年时间内，已经完成多个产品研发，推向市场后

获得良好的市场响应，在重庆、广州等地形成多个产品销售，销售

额超过5000万，并在部分行业应用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汽车电子标识、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多

义性路径识别

展 位 号：7C26              

公司名称：北京和为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路113景山财富中心

电话：010-52609688/81/82/83

传真：010-52609690

邮箱：sales@heweigroup.com

网址：www.hewei110.com

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市公安局

认可企业和中国特警装备网，应安网，正义网，中国科技网，中国

国际警用装备网等多家知名媒体合作伙伴。

公司总部：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市中关村石景山科技园景山财富

中心，拥有2000多平方米现代化办公场所。

警用行业沙龙：“开放、自由、分享、共赢”死沙龙宗旨。每

周六举办的沙龙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资源共享平台，不结盟不排

外，实行免费。

产品展厅：包括防暴、安检、排爆、刑侦、禁毒、反恐、救援

和消防等各种样品近千种。专为全国各级安全部门和同行企业在此

举行技术交流和培训等活动，中心经常邀请行业专家和领导前来授

课和交流。

展 位 号：7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安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德政路2号中泰信息技术产

业园A3栋13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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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3448859 / 83448689

传真：0755-25332807

邮箱：zhonganxie@live.com

网址：www.zhonganxie.com

中安谐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国ARSENAL香港集团设立在中国

大陆的唯一一家技术合作公司，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城市

-深圳，是致力于ARSENAL旗下安检品牌产品的技术引进、二次开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金属探测门、金属探测器、X光行李安检机、

车底检测系统

展 位 号：7C28               

公司名称：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27号6号楼

电话：021-68654588

传真：021-61002125

邮箱：joyce.cao@thermofisher.com

网址：www.thermofisher.cn

赛默飞世尔科技是科学服务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我们的使命

是帮助客户使世界更健康、更清洁、更安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帮

助客户加速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解决在分析领域所遇到的复杂问

题与挑战，促进医疗诊断发展、提高实验室生产力。我们将创新技

术、便捷采购方案和实验室运营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相结合，为客

户、股东和员工创造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手持式拉曼光谱仪、手持式红外光谱仪

展 位 号：7C29               

公司名称：上海凌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盈港东路1885弄6号1楼

电话：021-59761866

传真：021-59761868

邮箱：liuhongxing@linkray.com.cn

网址：www.linkray.com.cn

上海凌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于2002年，专门从事宽带网

络音视频处理技术产品以及通用数码视频产品的研发、应用、生

产、销售，为用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客户培训等全面的解

决方案。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与多家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如，中国联通、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四川长城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南方报业集团下属南方网、上海迪堡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等。

我们致力于建设具有IT文化底蕴、电子技术行业企业特色的文

化体系，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不断增强企

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主要产品信息：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展 位 号：7C34               

公司名称：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W1-B一楼

电话：0755-26520808-616

传真：0755-26520808-601

邮箱：pengx@slait.cn

网址：www.slait.cn

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镒清技术”） 是深

圳市国资委系统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深圳市特发黎明光电 （集团） 

有限公司和 ADANI 公司组建。镒清技术采用世界领先的微剂量X射

线扫描检查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安检技术解决方案，高品质

的专利产品满足各行业个性需求，符合国内外相关标准。

公司产品可广泛用于民航机场、公安、监狱、海关、边检、缉

毒缉私、重要政府机关、重点保卫机构等地点的安全检查。镒清技

术安检系统已在美国、英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韩国等数十国家

地区投入使用。

主要产品信息：人体安检系统、行李安检系统、火车/集装箱/

小汽车安检系统

展 位 号：7C35             

公司名称：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二路汇潮工业区B栋四楼

电话：18620503445

传真：0755-27472764

邮箱：jockey-520@163.com

网址：www.chinasxd.cn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

本8000万元人民币。公司致力于研发制造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警

用装备，视维稳强国为己任，坚持科技强警的研发方向，向科技要

警力，提升实际作战能力。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擒拿抓捕手套、电子行动约束器、电击抓

捕器、声光电盾牌、防暴抓捕棍、防袭刺猬衣等等。

其中，我司国家发明专利产品擒拿抓捕手套，在抓住犯罪分子

手腕时，犯罪分子在2秒内即丧失行为能力与攻击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擒拿抓捕手套、电子行动约束器、交通指挥发

光发热手套

展 位 号：7C36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1204室

电话：0755-21618866

传真：0755-21676990

邮箱：security@huade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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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uadean.com

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警用执法装备行业领导者，

公司拥有业界领先的研发能力及制造管理水平，为全球执法机构提

供最高性能的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数据采集站、综合管理平台

软件等执法信息化解决方案。

华德安科研团队是国内首个专业从事警用执法记录仪行业标

准研究的团队，主导起草了公安部发布的GA/T 947-2011《单警执

法视音频记录仪》行业标准，为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行业的标准

化、规范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并荣获“公安部科学技术奖”。华德

安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数据采集站等警用执法全线产品首批通

过“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认证，获得国家

“CCC”认证证书，取得多项专利、软件著作权，并入围“公安部

警用装备采购目录”。

主要产品信息： 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工作站、软件平台

展 位 号：7C42               

公司名称：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清华大学研究院B206

电话：0755-26743417

传真：0755-26743417

邮箱：zhaoxh@pwithe.com

网址：www.pwithe.com

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是一家专注于

智能执法装备的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警翼产品涵盖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管理软件三

大核心产品系，是移动执法电子证据整体解决方案的开创者、执法

电子证据采集工作站的发明人和公安部现场执法记录仪行业标准起

草单位。警翼基于用户的需求不断创新拓展产品线，自主开发电子

口哨、警环等智能执法电子产品，用户遍及公安、交通、消防、城

管、药监、海关、铁路、法院等执法单位，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先的

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视音频记录仪、采集工作站

展 位 号：7C46               

公司名称：湖南中信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159号锦绣华天12层

电话：0731-89900863

传真：0731-89900873

邮箱：285657530@qq.com

网址：www.hnzxa.com

湖南中信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单警执法音视频记

录仪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坐落于湖南

长沙，所研发生产的系列产品，均已在通过国家公安部权威检测及

认证！目前公司已通过记录仪ISO9001、AAA、CCC、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等认证。同时，公司获得湖南省长沙市科技创新基金、

长沙市开福区科技创新基金及湖南省长沙市富民基金扶持。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管理

平台

展 位 号：7C52               

公司名称：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开拓路1117号

电话：0531-88910786

传真：0531-88686708

邮箱：dch@chinaze.cn

网址：www.chinaze.cn

ZECN致业中国是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是致业

电子全球战略的重要标志，ZECN是国际英文缩写，www.chinaze.

cn 为ZECN致业中国的官方网站。

ZECN致业中国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3000万，已获得30多

项专利证书其中包含2项发明专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

企业；获得国家权威机构认可的AAA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公司通过

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质量体系

认证，GB/T2800-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

展 位 号：7C5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智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东路五号广仁大楼

电话：0755-33228857

传真：0755-33228857

邮箱：273779855@qq.com

网址：www.zzsim.net

深圳市中智仿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研

发及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几年来先后研发完成并推向市场多项汽车

驾驶模拟系统及相关设备，公司致力于成为汽车驾驶模拟系统领域

集研发、销售、服务、拓展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中智仿真公

司拥有和国内知名高校组建的联合实验室，在汽车运动学仿真和力

反馈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汽车驾驶模拟器

展 位 号：7C62               

公司名称：深圳九星天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5号广仁大楼5层

电话：0755-3322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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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33228802

邮箱：sdos0006@jttuav.com

网址：www.jttuav.com

深圳九星天利科技有限公司原公司自2008年至今始终坚持不懈

的为公安、武警、军队、电力等用户进行电动无人机、多旋翼无人

机的产品引进、技术研发、销售以及实际推广应用等工作，属于国

内电动无人机项目最早期的参与者。 凭借原公司六年的技术，产品

研发和市场积淀与经验积累，获得电动飞机技术、无人自主飞行控

制技术、自动图像跟踪识别技术、数字无线传输技术、复合材料等

多个领域的技术成果及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多项余项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拥有先进的全环境实验室，建立了资深

行业背景的研发团队和运营管理机制。

主要产品信息：多选翼无人机、智能空中机器人、研制实用型

航空与信息技术相融合

展 位 号：7C65               

公司名称：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63号院 56号楼

电话：010-51219388

传真：010-51219188

邮箱：info@chinaeagleuav.com

网址：www.chinaeagleuav.com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无人飞行器智能控制系统技术

研发、平台建设与整机集成，是该领域前沿技术领先型的高端无人

飞行器系统硬件供应、使用推广、系统保障、技术培训等综合供应

商。

公司成立以来，联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ENST-B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国防重点实验室等该领域内知名的国内外研发机

构，在机载设备Ka波段雷达、毫米波通信、数传图传链路、光学影

像识别、远程控制系统、新型高效储能系统等尖端技术上取得了新

的突破，同时公司历经11年多的技术创新与积淀，在无人机飞行控

制领域，完全自主研发了在中国独一无二并具有当今世界领先水平

的“神经元”智能自适应导航控制系统，在行业内拥有绝对的技术

领先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 ：固定翼系列GY-SMG1500 （双尾撑尾推）、

旋翼系列GY-SMS-300 （四旋翼）和GY-SML-800 （六旋翼）

展 位 号：7C66               

公司名称：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艺园路133号田厦IC产业园2002

电话：0755-86272220-801

传真：0755-86272220-802

邮箱：775766375@qq.com

网址：www.e-rec.com.cn

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是一家专业执法设备、数码电子产品、数据管理、

业务分析等产品的生产厂商，公司生产的：多功能视音频现场执法

记录仪，数据自动上传设备，GPS定位产品、3G无线传输产品，以

及相配套的集数据采集、加密、上传、分类管理、查询等功能为一

体的数据管理软件等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站

展 位 号：7C67              

公司名称：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金龙工业城1A（现64栋）二层2022、

2013、2013A

电话：0755-86372572/73

传真：0755-86171270

邮箱：mei.song@int-med.com

网址：www.int-med.com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酒精测试仪，移动减

速带，警用肩灯，多功能指挥棒等警用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

业。

公司为酒精测试仪注册了“酒安”这一商品品牌，取自“长治

久（酒）安”，寓意为同酒后驾驶作斗争。

公司营销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售

前、售中、售后服务。公司全球首推的快速排查酒精测试仪，突破

了酒精测试的原有检测模式，具有检测时不用吹嘴；检测结果最快

1秒钟实现；高灵敏度的优点。真正实现了快速排查，车辆快速通

行的效果。产品至面市以来，受到广大用户的极高评价，浙江、江

西、上海、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山东、安徽等地的客户大批

量使用了该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酒精测试仪、移动减速带、警用肩灯

展 位 号：7C68              

公司名称：北京数据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13501068910

邮箱：2534562948@qq.com

网址：www.goodata.net

北京数据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谷”）是一家

专业从事GPS定位车辆与交通大数据运营的新技术企业。公司依靠

专业的GPS定位设备和平台的全新合作模式，集成海量的车辆运营

数据，为全球相关用户提供稳定、高质的数据化服务。

同时，数据谷将继续开展与各领域关于车辆运营企业的深度合

作，提供云平台上的全国在线车辆监控运营平台与低成本的GPS设

备。为合作伙伴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 酷米客公交、车在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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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C69             

公司名称：深圳洲际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虚拟大学园

电话：0755-83375566

传真：0755-83375566

邮箱：icna@icna.com.cn

网址：www.icna.com.cn

公司专业研发队团由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领域相关专业毕业的

研究生组成，同时，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

为警用无人机研发提供科技支撑，进行应用型无人机研发生产，并

且，加强与国内外高校交流，引进无人机研发团队，增强公司研发

力量，提高公司研发技术。

在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大力支持下，与全国无人机企业广

泛联系，共同开拓国内外应用无人机市场。做中国无人机应用领域

的专业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 无人直升机及飞行控制系统、手抛旋翼无人机

(便携式警用无人机)

展 位 号：7C69             

公司名称：华南理工大学无人机研发团队

地址：广州五山路

网址： www.scut.edu

展 位 号：7C70             

公司名称：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60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gabjb@163.com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无人机

的高科技企业。高集成度的设计，成熟的飞控系统、智能控制，同

时，可另加设备如机载拍摄设备、远距离图像、传输设备等，实时

观看回传视频，可以手控飞行和自动巡航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反恐

防暴、群体性事件、安全监控、抢险救灾、巡逻巡视、航拍摄影、

公共安全、交通监管、交通执勤取证、勘探勘测、环境监测、气象

监测、工、记录取证、商业拍摄、专业拍摄拍照等。为客户提供可

靠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

公司名称：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

公司名称：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公司名称：深圳市昂德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25号W2-B附楼一层

电话：075526712362

传真：075586687953

邮箱：uav@byitri.com

网址：www.byuav.com

深圳市昂德环球科技有限公司下设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

器设计重点实验室。无人机实验室依于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建

立，是一所主要从事无人机系统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与产业化的国

际合作型机构，是2011年《深圳市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航空

航天产业重点引进发展项目，是2012年深圳市科技创新资源平台

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是2013年《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

（2013-2020）》无人机重点工程项目。

主要产品信息：侦察系列无人机、反恐系列无人机

展 位 号：7D01    

公司名称：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塘头路口一电科技园

电话：0755-29518999

传真：0755-29518999

邮箱：market26@aee.com

网址：www.aee.com

AEE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拍摄装备、多旋翼无

人机系统制造商，为全球提供专业领先的拍摄装备及无人飞机。公

司由张显志先生1999年投资创办，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公司坚

持以打造一流电子科技企业、创国际一流品牌、为国家为民族争光

为己任，是集专业研发、制造及销售为一体的电子科技企业。AEE

是唯一参与公安部多旋翼无人飞机技术标准起草制定单位；唯一参

与总装备部《无人飞行器系统》军用标准起草制定企业单位；唯一

获得公安部《警用无人机系统》国家标准检验合格产品；并参与制

定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主要产品 ：执法记录仪 、无人机系统

展 位 号： 7E01              

公司名称：成都市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219号天府软件园C区7栋2层

电话：028-85064008

传真：028-85314880

邮箱：xuanzhang@aoretech.com

网址：aoretech.com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四年十一月，是一家由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和优秀本科生发起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整个研发团队30余人，其中博士以上学历5人，硕士以上学历

员工占员工总数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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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电子科技大学作为技术和人才基地，专注于智能交通领

域的产品/系统开发与技术服务，公司主要研发和管理团队都来自智

能交通行业和电子科技大学，有多年的产品开发经验和成熟的技术

水平，对行业市场的需求理解非常深刻。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版汽车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7E02               

公司名称：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昌盛大街21号D1楼

电话：0311-82177840

传真：0311-82177854

邮箱：cbuda83@163.com

网址：www.cetnav.com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电科导航”）由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与石家庄市政府共同出资成立；公

司以综合位置服务平台为核心，已在车辆监控、平安校园、老人关

爱、船舶监控、数字矿山、森林防火、公共安全、精细农业、水文

气象和灾害预警等领域，为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了全

面的位置相关服务。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最大，能力最强的位

置服务运营商及高精度应用服务平台提供商，可根据区域特点和行

业特点提供基于北斗的位置运营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无线终端 、电子学生证、老人关爱卡、渔

船监控

展 位 号：7E05              

公司名称：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永丰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三层

电话：010-69939821

传真：010-69939888

邮箱：info@unicorecomm.com

网址：www.unicorecomm.com

作为GNSS终端核心器件一站式提供商，和芯星通产品精度覆

盖毫米级、厘米级、亚米级到米级，全方位满足CORS网络、测量

测绘仪器、高精度定位定向，导航、定位、监控、授时等全系列

GNSS应用方案需求。和芯星通多模导航型基带芯片及多模高精度

OEM 板卡均在北斗重大专项比测中连续三年蝉联冠军。公司发布

的两款芯片均获得省部级奖项“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最高奖

（2011年一等奖，2014年特等奖）；此外公司还获得EE　Times-

China最佳无线IC产品奖、“中国芯”最具潜力产品奖等多个奖项。

主要产品信息：GNSS芯片、OEM板卡和产品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E04               

公司名称：瑞士优北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21602

电话：010-68133545

传真：010-68217890

邮箱：qingyuan.yao@u-blox.com

网址：www.u-blox.com

u-blox 是全球领先的为消费电子、行业应用和汽车市场提供嵌

入式定位及无线通讯解决方案的无厂半导体供应商。我们提供的解

决方案可以使人员、设备、车辆和机器精确定位，并通过语音、文

本或视频交换其位置信息。

主要产品信息：u-blox 提供多种系列的芯片，模块和软件解决

方案

展 位 号：7E07               

公司名称：上海致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B区711室

电话：021-61397650

传真：021-61397559

邮箱：sunwen@zhiwucom.com

网址：www.zhiwucom.com

工业级无线模块原厂，提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G P R S、

WCDMA、TD-SCDMA、4G-LTE无线模块和GNSS定位模块，并提

供相关行业的Android智能模块和车载MIFI方案等

主要产品信息：2G/3G/4G-LTE/GNSS模块、Android模块

展 位 号：7E08               

公司名称：厦门忻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观日路16号之二102

电话：0592-5970759

传真：0592-5970759

邮箱：zhengh@thinktec.cn

网址：www.thinktec.cn

忻德成立于2011年，是非接触式超声波油位传感器的发明人，

致力于物联网传感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超声波油位传感器为忻德首创，产品主要满足车联网行业中车

辆油耗监控领域对安全、使用方便的传感器需求。

产品利用超声波探测技术来监控物流、商砼、工程机械、两客

一危、公务、租赁、市政、环卫等车辆以及船舶的油量消耗情况；

具有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易安装、免维护、环保无污染、可靠

性强、可兼容、应用范围广等特点。

主要产品信息：超声波油位传感器



2015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2015.6.24-6.26深圳会展中心) 57

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展 位 号：7E10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72区扬田路德至高科技园11栋5楼

电话：0755-29566339,27926699

传真：0755-29566336

邮箱：centuryfree.song@163.con

网址：www.cxgps.com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世纪畅行”）成立2008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数传和GPS智能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

营销、运营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立志成为行业的排头兵，为客

户提供高性能的无线数传和GPS智能监控产品，并提供一流的人性

化、专业化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GPS车载终端、GPS行车记录仪、一体机、

GPS监控管理系统

展 位 号：7E12              

公司名称：南京名都安防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菱角市66号南京国家领军人才创业园8号楼C座

电话：025-58017206

传真：025-58017206

邮箱：zhang_rongdi@njmdaf.com

网址：www.njmdaf.com

南京名都安防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全国最早开始进

行执法记录仪研发、生产的企业，是经公安部门批准成立的单警执

法视音频记录仪专业制造商，是具有执法记录仪管理平台整体解决

方案服务供应能力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还是公安部社会公

共安全应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单位、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

院联合合作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管理平台

展 位 号：7E13              

公司名称：江苏思瑞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新区菱湖大道大学科技园兴业楼D座502-508

电话：0510-88577979

传真：0510-88576780

邮箱：market@siruide.net 

网址：www.siruide.net

江苏思瑞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

一体的物联网软硬件研发企业、系统集成商和产品供应商。利用

RFID、GPS/北斗、GIS、GSM/GPRS、WIFI/蓝牙、无线传感等物联

网技术，研究和开发远程无钥式物流智能锁、智能温湿度黑匣子、

智能定位卡、RFID物资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系列产品等物联网软硬件

产品以及配套支持的云平台运营管理系统。致力于我国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家居的建设和发展，打造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物联网安防产品领域的研发、制造与产业化基地。

主要产品信息：物流智能锁、智能温湿温度仪、智能定位终

端、冠字号采集器

展 位 号： 7E14             

公司名称：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黄埔路2号

电话：025-80848980

传真：025-84824454

邮箱：328642056@qq.com

网址：nrist.com

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具备A类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射击场馆建

设设计甲类资质，通过国家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武器装备质量

体系认证，军队装备承制单位认证。拥有一支以博士、硕士和享有

国家专家津贴的研发人员达数千人的高层次科研队伍，100多项科

研成果分别荣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23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3项，二等奖50多项。在小型喷气式

飞机动力技术、高速远程飞型控制技术、传感器弱信号处理技术、

计算机仿真技术和高速图像处理技术等军训模拟器材核心技术的开

发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具有研发和生产高端军训模拟系统和设备的

能力，建设和安装大型训练场和设施的能力，承担各类训练基地建

设的咨询、筹划和运作以及执行。

主要产品信息：主要承担军事训练装备、小型无人机系列和轻

武器射击训练场系统工程的项目开发和产品制造，为全军部队、院

校的教育训练提供技术保障。同时面向武警、公安、司法系统，民

兵和预备役部队，以及地方国防教育系统，为其提供训练所需的装

备与服务。

展 位 号：7E18               

公司名称：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坪山新区江铃路6号联懋工业园综合办公楼6楼

电话：0755-66634738

传真：0755-66634609

邮箱：ninestar@sznsi.com

网址：www.sznsi.com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人机行业应

用核心技术研发、集成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有别

于传统航模无人机集成企业，本公司无人机系统源于电动载人机技

术，技术团队自2006年至今始终坚持不懈的坚持为公安、武警、国

土、电力等用户进行电动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的产品引进、技术

研发以及实际应用推广工作，属于国内电动无人机项目最早期的参

与者。2014年6月，通过改制、扩展重组，并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更

名重新注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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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四轴八旋翼无

人机

展 位 号：7F02               

公司名称：深圳市欣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中兴路睿达科技园A栋6楼

电话：0755-82669803

传真：0755-82669414-609

邮箱：2355892890@qq.com

网址：www.hotucctv.cn

深圳市欣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车视保），是家拥有着多

年视频监控及相关软硬件技术研发经验的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专注于北斗导航、4G/3G移动视频，车辆监控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凭借在移动视频监控行业多年不

懈的努力，公司不但研发出多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且掌

握和积累了大量领先于行业水平的技术及研发经验!

 车视保还拥有一支敬业、进取、团结、年轻的高素质员工队

伍。公司以“专业、高效、创新、求实、诚信”为企业精神，为客

户提供稳定、.创新的产品以及快速、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4G/3G视频车载终端

展 位 号：7F04               

公司名称：星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创新大厦B座5F

电话：0571-89988309

传真：0571-87756268

邮箱：cheny@xingruan.com

网址：www.xingruan.com

星软集团是一家以云计算技术、物联传感技术、汽车电子技

术、北斗卫星/GPS定位技术等为核心研究导向，集研发、生产、运

营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构建车联网动态信息云服务

平台，致力于打造车联网动态信息运营服务的龙头企业。

星软集团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中国杭州国家级高新技术

园区，旗下拥有星软电子、星软科技、联看科技、联业科技等多家

控股公司及各省级子公司，累计注册资金1.2亿，员工人数超过300

人，在网用户20万，建立有完善的省市三级公司架构，业务范围遍

布全国一二线城市。

主要产品信息：定位管理系统、行业管理平台、车载终端设备

展 位 号：7F05               

公司名称：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1555号华一大厦8楼

电话：021-60833519

传真：021-60833519*611

邮箱：fengkun@kpocom.cn

网址：www.kpocom.cn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卫星导航调度设备、车

载导航通信一体机以及汽车通信多媒体产品等相关车载通信设备的

高科技企业。鲲博通信产品整合了新一代3G/GPRS无线通信技术、

北斗与GPS定位技术、蓝牙技术、一键导航、3D实景语音导航、实

时路况、远程监控、资讯服务、生活信息、在线影音、数字电视、

SOS紧急救援等多项专利技术，引领业界技术潮流。将卫星导航、

汽车影音多媒体技术、3G车载应用技术，并集技术、市场、渠道、

物流供应链资源于一体.作为3G时代汽车通信多媒体影音导航产业

的领军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便携式与嵌入式车载智能导航调度一体机、导

航调度屏、核心开发板

展 位 号：7F06               

公司名称：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666号科大讯飞

电话：0551-65309541

传真：0551-65309093

邮箱：lixin@iflytek.com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语音信息服务及电子政

务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公司的智能语音核心技术代表

了世界的最高水平。2008年，科大讯飞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002230 。

科大讯飞成立于1999年，是我国产业化实体中，在语音技术领

域中基础研究时间最长、资产规模最大、历届评测成绩最好、专业

人才最多及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嵌入式语音合成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F07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平山一路世外桃源创意园C栋308-310

电话：0755-86284540

传真：0755-86284937

邮箱：Tim.wen@hasttech.com

网址：www.hasttech.com

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以无线通讯

与网络传输产品业务为主的高科技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

力、银行、监控和汽车等行业。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代理GPS、GSM、GPRS和3G等通讯模组

和网络传输产品的销售，同时公司自主生产加工相关产品，因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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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品质与声誉的重要性，所以海运通公司所代理产品全部为国际知

名品牌，自主研发产品严格按照ISO9000的国际标准生产，这为赢

得市场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公司的市场拓展不断扩大与深入，客户

遍布全国各地，产品也得到广泛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GPS模块、2G/3G通信模块

展 位 号：7F08               

公司名称：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50号创新大厦10楼

电话：0571-28918153

传真：0571-28918122

邮箱：hanjizhng@casic.ac.cn

网址：www.icofchina.com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北斗芯片的领航者”！国

产北斗模块的主要供货商。国内北斗射频基带一体化单芯片的第一

家。2015年北斗办比测第一名。第四代北斗芯片AT6558，支持三模

定位，超小封装，极低功耗，精简外围。

主要产品信息：GNSS射频基带一体化单芯片

展 位 号：7F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坂田雅园路中广大厦9楼

电话：0755-83408210

传真：0755-83408560

邮箱：lily.lee@skylab.com.cn

网址：www.skylab.com.cn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SKYLAB),总部位于深圳,专业

从事GNSS定位系统与WIFI模块的研究和应用,旨在向国内外OEM/

ODM客户及系统集成商提供高品质,高性能的产品以及应用方案,致

力于为客户创创长期的价和潜在的增长。

主要产品信息：GNSS模块、Wifi模块

展 位 号：7F11               

公司名称：CECOV武汉中国光谷汽车电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中路4号

电话：027-5921 2615 

传真：027-8769 0695

邮箱：cecov@kotei-info.com

网址：cecov-china.com

武汉·中国光谷汽车电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湖北地区第

一个汽车电子行业联盟。联盟遵循市场机制法则，加强以汽车电子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创新平台，突破汽车电子行业重点领域

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促进产学研合作各方的共同发展。 

    联盟通过建立和完善联盟合作攻关机制，加速创新成果产业

化，提高汽车电子行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汽车电子产业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汽车电子产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系统

展 位 号：7F12               

公司名称：深圳市电应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后亭村新宝益工贸大厦12楼B座

电话：0755-33230318-806

传真：0755-33230319

邮箱：dypsensor@163.com

网址：www.dypsensor.com

深圳市电应普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传感器，无线通信，物联

网的开发，具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丰富的开发经验，至今已成

功开发了多款成熟产品，应用广泛，其中运用于运输行业的超声波

油量探测器是我公司自主研发，拥有国家专利的高科技产品，产品

生产技术成熟，工艺完善，长期工作稳定，质量保证，可对各种车

辆的油位进行无接触式测量，兼容各种GPS定位终端，安装无需开

孔，方便、安全。通过与GPS定位设备结合使用的方式，进行实时

上传数据、分析数据，对油位的变化情况实时监控，可以有效防止

偷油漏油现象发生。

主要产品信息：超声波油量探测器

展 位 号：7F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空路华丰第二工业园C2栋6楼

电话：0755-28231115/28231119

传真：0755-29652009

邮箱：security0905@126.com

网址：www.secuhome.cn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汽

车电子、行车安全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车载模拟摄像头、车载串口摄像头、后视摄像

头、行车记录仪等300多个型号。公司拥有“安嘉”自主品牌，并

通过了ISO9001:2000体系、欧盟CE、ROSH等国际质量认证。截止

目前，公司每月可生产完成车载摄像头、行车记录仪等系列产品10

万台的产量!企业的成功来源于高品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客

户的信赖，国鼎将一如既往的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与客户携手共

进，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模拟摄像头、车载串口摄像头、倒车后视

摄像头、行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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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F15               

公司名称：深圳是联华盈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海城西路235号泰逸大厦2楼F2006 

电话：0755-23285677 

传真：0755-23387796

邮箱：793424218@qq.com

网址：www.zg001gps.com

汽车防盗器GPS厂家联华盈科-提供OEM、ODM等多种服务模

式。

主要产品信息：LK330、LK209B、LK209C 

展 位 号：7F16               

公司名称：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08号千鹤家园乙5号楼1708室

电话：010-84834989

传真：010-82200325

邮箱：tchc-hlq@bjtchc.com

网址：www.bjtchc.com

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1100

万元人民币，是一家研制、设计、生产、销售、租赁防爆、安检、

排爆器材的专业性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排爆设备

展 位 号：7F17               

公司名称：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18号楼1楼

电话：021-50806651

传真：021-50806683

邮箱：tammy.zhao@fleety.com

网址：www.fleety.com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智能交通领域的高新技

术企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和运营为一体的专业化北斗

/GPS技术应用公司，证券代码是430427。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设

立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飞田通信是国内首家将

无线通信技术大规模应用在车辆监控和调度管理的企业，目前公

司技术水平与世界同步并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结合

2.5G/3G/4G无线通信技术和北斗/GPS全球定位技术研发成功的实时

车辆管理系统和车辆位置综合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填补了国内智

能化交通领域的空白。

主要产品信息：iTop出租汽车智能调度系统可实现智能调度与

扬招方式相互结合

展 位 号：7F18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425栋610

电话：0755-25884676

传真：0755-25884722

邮箱：mrdaiyi@126.com

网址：www.bominwell.com

深圳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是由留美海

归、孔雀计划专家、国内研究院专家联合成立的一家集研发、设

计、生产、服务于一体的特种机器人检测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特种机器人

展 位 号：7F19               

公司名称：iris红外和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

地址：Ostendstra 1-14 | 12459 Berlin

电话：+49 30 585814-0

传真：+49 30 58 58 14-999

邮箱：mail@irisgmbh.de

网址：www.iris-apc.com

IRIS红外和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传感器组件

和人数自动计数产品的开发商和制造商。主要产品IRMA（红外运

动分析器）是广泛应用于公共交通的客流计数,该APC解决方案已在

世界各地投入运营。Iris将光电传感器应用在不同的物理原理：如热

红外传感器（FIR，被动红外），在近红外（NIR，有源IR）传感器

的领域，三维距离测量使用使用TOF和相关的信号进行处理。这些

不同的传感器技术涵盖一个到多个产品线的组合，满足项目技术和

商业的要求，为客户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IRMA（红外运动分析器）和光电传感器

展 位 号：7F19               

公司名称：Ebee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torgauer大街12号，柏林10829，德国

电话：+49 30 6098371  0

邮箱：office@ebeesmarttechnologies.de

网址：www.ebeesmarttechnologies.de

Ebee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柏林Sch eberg著名可持续发展

区域EUREF园区的一家致力于开发及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原件的公

司。值得注意的是，让充电汽车可以在路灯充电这一著名的概念是

Ebee提出的。此外，Ebee也加入了项目合作。Ebee系列产品的独

特特点是充电点“柏林”，它可以简单地安装在路灯或其他道路设

备上，是一个低成本、易安装，并且节省空间的电力来源。一体

化、小型智能充电控制器不仅可以单独购买，并且非常适合更广阔

的未来智能城市的功能。Ebee同时提供IT支持，将一个后台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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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供

主要产品信息：电动汽车充电点”Berlin“

展 位 号：7F19               

公司名称：DResearch FE GmbH

地址：Otto-Schmirgal-Stra 3，D  10319 Berlin

电话：+49 (0)30 515 932  0

传真：+49 (0)30 515 932 

邮箱：contact@dresearch-fe.de

网址：www.dresearch-fe.de

德国DResearch集团成立于1994年，主要设计，开发和生产道

路和铁路用的车载系统。所有的产品均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设计且

经过严格测试，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已通过ISO 9001认证并符合国

际铁路行业标准。我们设计，开发和销售成套的车载系统方案，其

中包括室内CCTV，后视镜系统，乘客计数系统以及车队管理解决方

案等子系统间组件和软件对接。在全球售出超过10000个公共交通

系统方案，这些系统在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

爱尔兰,英国,美国,中国,荷兰,阿拉伯联合酋等国家成功运营。

主要产品信息：机载系统和成套解决方案、AVR、NVR、DVR

等

展 位 号：7F19               

公司名称：TRAINICO GmbH

地址：Friedrich-Engels-Strabe 62-63 15745 Wildau  Germany

电话：+49 (0)3375 / 5230-150

传真：+49 (0)3375 / 5230-151

邮箱：training@trainico.de

网址：www.trainico.de 

TRAINICO公司是德国航空领域最大和最专业的教育机构之

一，自1993年创立以来已经成功培养出大量拥有商业和技术专业

资格的人才，受到行业内广泛的认可和赞赏。不论是需要进修的经

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还是正在寻求机会进入航空领域的参与者，在

过去的20年中已经有超过3万人从TRAINICO高标准和以实践为导向

的专业培训中受益。高度成熟的教材，现代化的教室，经验丰富的

教员，TRAINICO拥有一切符合LBA和EA SA的严格质量标准的许可

证，课程内容不仅实用性强还着眼于市场的需求，不断上升的学员

数量和就业率足以证明其不可小觑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实力。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福安大厦东座6楼

电话：0755－83587257

传真：0755—83581234

网址：www.88895000.com

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客货中心）原属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2006年12月转制为国有企

业，2010年划归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管理。客货中心主要通过

管理运营公用型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是公用型交通场站），为市民

提供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承担社会责任，体现民生交通。目前，

已形成以所属的深圳市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罗湖、福田、机场、深圳

北等枢纽型场站为核心，以南山、盐田、东湖、皇岗等功能型场站

为骨干，以南新天桥、南侨花园、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梅林关

口、独树村等网络型服务点为支撑的多层次、一体化的三级道路客

运场站服务网络，客运线路以高速直达为主，连接港、澳地区，辐

射广东全省，通达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川、福建、海南、

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河南、山东等13个省、直辖市。所属客

运站年旅客发送量约1300万人次，是深圳市公路长途客运发送量

最大的客运企业之一。所接管的政府建设公交场站（含首末站、枢

纽站、综合车场）63个，遍布全市各区，年服务公交乘客近1亿人

次。

为做好交通场站配套服务，客货中心培育并发展有物业管理

和智能交通信息等服务业务。物业管理方面，所属的深圳市君之安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具有国家一级物业管理企业资质、业

内知名的品牌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智能交通信息

服务方面，以“易行网”（www.e511.com）和“交通在手”为门

户，以互联网、手机、大屏幕、移动电视、车载导航等终端为载

体，通过城市道路网、公交线路网、轨道客流网、信号控制网、出

租电召网、停车诱导网、枢纽时间网、场站设施位置网的“八网合

一”体系结构，对交通信息进行采集、分析、挖掘、发布，形成集

海、陆、空、铁、口岸五位一体的城市交通信息源服务中心，提供

交通出行前与出行途中的全程信息服务。

客货中心秉承“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核心价值观，“创

新、求实、服务、品牌”的企业精神，“公平公正、诚信服务、回

报价值、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制度、责任、阳光、高效”的

管理理念，专注于为顾客提供安全、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致

力于建设“专业化、网络化、智能化、品牌化、公用型”的交通场

站公共服务机构，努力实现发展陆港产业，服务交通，繁荣道路客

货运输经济的目标，历经二十五年不懈追求，赢得了政府、社会和

公众的赞赏和认同。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一道中科大厦20楼A单元

电话：0755-86309226

传真：0755-23609299

邮箱：parkingwe@soargift.com

网址：www.soargift.com

[停车百事通]是由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研发的一

款查找停车位(场)、出行导航类手机应用产品。根据GPS位置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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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定位，让车主在5秒内找到关注点附近停车场的位置。同时提

供停车场的收费价格、剩余车位以及实景图等信息，帮助车主以最

快的速度找到车位。其详实的停车费信息为车主挑选周边性价比最

优的停车场提供有力参考。公司致力于减轻因停车难造成的交通拥

堵、尾气排放、资源浪费等问题，积极为打造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的智能交通出一份力，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百事通APP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地址：北站交通枢纽西广场深圳通大厦3楼

电话：23703251

传真：83707731

邮箱：xiej@shenzhentong.com

网址：www.shenzhentong.com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13日，由地铁集团、

巴士集团、运发公司和深业深港集团投资组建。经营宗旨是通过投

资建设并管理深圳市电子交易收费系统（“深圳通”卡），提高交

易效率，方便市民，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经营范围为智能IC卡（包

括用于公共大巴、公共小巴、出租小汽车、地铁、轻轨、轮渡等

公共交通智能IC卡）的开发、制作、销售、应用、充值；电子交易

收费系统相关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电子交易收费系统运营技术开

发、管理，信息咨询；广告业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IC卡（包括用于公共大巴、公共小巴、出

租小汽车、地铁、轻铁）

展 位 号： 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68号超算中心4楼

电话：0755-86539692

传真：0755-86392303

邮箱：lin.gui@siat.ac.cn

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和深圳数客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公司面向企业应用和

商务智能，提供从云平台搭建到大数据分析的全套解决方案。在卫

星导航、空间位置服务和交通大数据领域拥有面向城市交通决策、

企业物流管理和个人出行服务的完整技术方案和丰富实施经验。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大数据展板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9号唯实大厦9层

电话：010-61959622

传真：010-61959666

邮箱：chenxi02@chinatransinfo.com

网址： www.techfront.com.cn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大学作为法人股东之一，

以留学归国科技人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士、硕士为

主要技术力量，与北京大学地学院全面合作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

软件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信息化建设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滨河大道3002号无线电管理大厦十楼1008

电话：83997923

传真：83219796

邮箱：zbj@sist.org.cn

网址：www.sist.org.cn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直属于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业务接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指导，是深圳市唯一专业从事标准化科研、服务和应用的公益类

事业机构，也是“打造深圳标准，提升深圳质量”的重要技术支撑

力量。同时，加挂有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ISO/

DEVCO）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国家欧洲标准研究中心、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管理中心深圳分中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深圳分中心等国家

级技术机构牌子。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标准化研究、制订相关标准、为政府

管治、公共服务、市场秩序提供技术支撑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上海云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花江路251弄白云兰环保广场2号13楼

电话：021-55572353

传真：021-55572353

邮箱：jyzhu@sinocloudbase.com

网址：www.sinocloudbase.com

上海云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慧城市大数据信息环境

下的专业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技术服务提供商，围绕“人员出行特征

调查、交通信息采集处理、交通信息平台建设、第三方运行监管”

四大主营业务快速发展。公司秉承“以创新为驱动，科技领先;以质

量为基石，精度保障;以应用为核心，价值共享”的服务宗旨。

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交通信息采集和处理技术，自主研发满足

本地特点的多数据源采集、处理、融合及发布的专业技术。目前已

有手机/GPS交通信息采集、交通客流信息采集、多源数据融合、交

通信息发布、ITS第三方监管系统等多项软件产品，在国内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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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行业及物联网、车联网领域等多方面的应用中，得到了各

地政府部门、高校以及业内同行的高度赞誉。

主要产品信息：基于手机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采集、基于浮动

车GPS城市道路路况信息采集、基于手机的人员出行特征分析、出

租车运行及运营分析、公交车运行及运营分析公交车、轨交运行及

运营分析轨交、公共交通信息系统、交通大数据平台监管（云平台

监管、设备监管、数据质量监管）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北京通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9号得实大厦5层南区。

电话：0755-61903588 

邮箱：fengli@diditaxi.com.cn

网址：www.xiaojukeji.com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滴滴打车）成立于2012年6月，是国

内首家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新型网络智能叫车系统的自主创

新高科技公司，相继得到了腾讯、中信基金、金沙创投等国内顶尖

机构投资，以及淡马锡、DST国外顶尖机构的投资。通过打造互联

交通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这种创新模式，滴滴打车目前已成为最具前

景的明星互联网企业。

秉承着“移动互联网让出行更美好”的理念，滴滴一直致力

于用最创新的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人们的智能绿色出行提供最高

效、最便捷、最先进的服务和解决方案。从成立至今，滴滴已相继

推出了滴滴打车、滴滴专车、滴滴企业级、滴滴顺风车等产品，目

前滴滴打车在用户量和订单量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出行平

台。

主要产品信息：滴滴打车、滴滴专车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求是大厦东座1009-1010

电话：0755-86088666

邮箱：sjt@sztit.cn

网址：www.sztit.cn

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SZTIT）成立于2013年11月，致力

于智慧交通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是专业的交通信息服务解决方案

提供商，主要业务涵盖智慧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运营、

维护等全方位。

公司拥有一支具有智慧交通领域丰富经验、高素质和创新意识

的管理团队，与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行业企业等长期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广东省交通厅、广州公安、深圳交委、深

圳先进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航大学、深圳大学、腾讯、百

度、广东车联网、深圳易行网等。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力量、

优质的服务、持续的行业关注、坚定的创新精神和广泛的合作伙伴

资源，为交通行业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并不断为公众提

供全出行链的信息服务环境而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惠民交通、中山交通、广东交通、广州公安

微信公众服务号、深圳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微信公众服务号、支付

宝城市服务-广州公安、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官网、惠州公

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中山市交通运输信息网、全景大交通专用系

统、深圳12328服务平台、深圳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管理平台等。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民治大道2号深国际华通源物流中心C5栋5楼南

电话：0755-29431551 

传真：0755-29431556 

邮箱：lhlin@newstar.com.cn 

网址：www.newstar.com.cn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最早致力

于智能交通发展的专业公司之一。公司顺应信息化改造传统交通的

浪潮，在智能交通领域积极探索，经过17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

城市智能交通领域咨询、设计、集成、施工一体化的专业公司。

公司现有员工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占80%以上，由智能交

通咨询设计团队，系统集成团队和工程运营维护团队组成，专业涵

盖交通工程、城市规划、道路工程、结构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电子工程、机电工程等多个专业，初步构建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队伍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NewStar“云”智能停车整体解决方案/

NewStar “云”智慧代运代维管理与增值服务/NewStar智能停车场

管理系统/NewStar智能停车场车牌识别系统/NewStar智能停车场停

车诱导系统/NewStar智能停车场反向寻车系统/NewStar智能停车场

自助缴费系统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021高新工业村R1-A栋四楼A区

电话：0755-25135111

传真：0755-25135000

邮箱：eva.zhao@xinyi-tech.com

网址：www.xinyi-tech.com

深圳市信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信义科技”）成立于1997

年，是专注于视频及信息大数据综合应用业务，致力于为中国社会

公共安全管理提供创新应用模式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信义科技总部位于全球安防之都——深圳，在北京、兰州、

沈阳、合肥等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为全国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公

司汇集一批行业技术精英，结合十多年警务应用研发经验，取得近

百项技术专利，获得了行业用户的高度认可。核心产品——公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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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综合应用平台荣获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视频

资源综合应用系统(X-Sight)荣获2012年度公安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

主要产品信息：广告机箱式预警机、触控一体机、智能视频研

判预警机、智能身份识别终端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555号

电话：0571-88075998

传真：0571-88805843

邮箱：market@hikvision.com

网址：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在全球设有五大研发机

构，拥有九大核心技术及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双目识别等前

瞻技术，提供视频采集、传输、存储控制、报警、中心管理软件等

千余系列近万款产品，并针对金融、公安、电讯、交通、司法、文

教卫、能源、楼宇等众多行业提供专业的细分产品与IVM智能可视

化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模拟摄像机、数字摄像机、存储

产品、编解码产品、显示与控制产品、报警产品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川大智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地工业区114栋3层301

电话：0755-8273 4881

传真：0755-8273 4839

邮箱：cdzs@wisesoftsz.com

网址：www.wisesoftsz.com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软件企业，深圳市川大智胜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汇集了图像处理、计算机软件、自动控制、光电子

技术、通讯技术、交通工程等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交警、交

通、规划、城管等部门提供基于高清视频的交通信息采集系统解决

方案及无人机视频应用、云计算、图像处理、高清LED大屏、电子

沙盘、人像识别等产品，我们将为客户提供从前端、后台到运维的

全套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1、多源道路交通信息采集、处理、发布、管

理系统；2、多路高清监控视频实时拼接系统；3、蓝牌车违章载客

黑名单筛查系统；4、假/套牌出租车实时筛查报警系统；5、禁停路

段违章停车自动抓拍系统；6、公共交通场站客流/车辆匹配调度系

统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17号海信大厦19层

电话：0532-80873028

传真：0532-83892739

邮箱：wlfw@hisense.com

网站：www.hisense-transtech.com.cn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是海信集

团发展战略中信息板块的核心力量。公司秉承海信集团“高科技、

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围绕城市交通、

交通运输、轨道交通等三大产业方向，立足自主研发，专业从事智

能交通领域核心技术研究，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交通系列

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海信智能公交终端管理系统/信智能公交中心监

控/信智能公交监控调度系统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电话：86013388转76552

传真：86013333

邮箱：pennycchen@tencent.com

网址： www.tencent.com

腾讯成立于1998年11月，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

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成立10多年

以来，腾讯一直秉承“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的经营理念，始终

处于稳健发展的状态。2004年6月16日，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公开上市（股票代号700）。

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是腾讯的使命。目前，腾

讯把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作为战略目标，提供互联

网增值服务、网络广告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通过即时通信工具

QQ、移动社交和通信服务微信和WeChat、门户网站腾讯网（QQ.

com）、腾讯游戏、社交网络平台QQ空间等中国领先的网络平台，

腾讯打造了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满足互联网用户沟通、资讯、

娱乐和电子商务等方面的需求。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QQ的月活

跃帐户数达到8.29亿，最高同时在线帐户数达到2.06亿；微信和

WeChat的合并月活跃帐户数达4.38亿。腾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

变了数以亿计网民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开

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产品信息：为顺应用户需求以及推动业务发展，2012年，

腾讯公司从原有的业务系统制（Business Units，BUs）升级为事业

群制。到今天，形成了以企业发展、互动娱乐、移动互联网、网络

媒体、社交网络、技术工程和微信7大事业群，更好地挖掘腾讯的

潜力，全面助力腾讯公司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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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武汉无线飞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大学园路武汉大学科技园创业楼5-6楼

电话： 027- 59701138

传真： 027—87745269

网址：www.tnar.cn

无线飞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位于武汉东湖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互联网+智慧停车

产业链运营商，以互联网模式改造、创新停车服务产业链，在停车

产业的顾问咨询、规划建设、管理运营、产业链增值等领域，整合

产业链资源，形成合作共赢生态圈。

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武汉无线飞翔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

和发挥核心成员的环球视野，互联网背景、金融技术背景，密切跟

踪国内外最新前沿技术发展，保持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大学机构、

电信运营商、上市公司等战略伙伴的技术交流和密切合作，拥有持

继的技术创新、平台开发、产业整合、增值运营的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智能终端、物联网技术及移动支付技术在

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是一家集高新技术产品的创新、研发、销售、

服务、运营业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银证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B区33层

电话：0755-83026070

传真：0755-83026070

邮箱：service@szgyzb.com 

网址：www.szgyzb.com

深圳市国银证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证保”）

是一家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合作，集互联网金融等

多种金融服务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公司，目前拥有数十亿元

的资产规模。公司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的CBD中心区。公司希望在

依靠大数据环境下，每一个金融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

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

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

低、操作上更便捷。

公司以“打造最具品质和实力的金融服务集团”为愿景，以

“更有效地为个人资产增值与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满意的一体化金融

服务”为使命，秉承“诚信、稳健、高效、快乐”的企业精神， 心

怀“扶持中国企业发展，助推民营经济腾飞”之志愿，努力锻造专

心、专业、专家的服务品质，努力为企业与银行、企业与个人、企

业与政府之间构筑起一座座金桥。由于公司发展迅速，现旗下拥有

多个子公司，业务领域已涵盖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担保业务、股

权投资、理财咨询、融资咨询、房地产投资开发、进出口贸易等业

务。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实现了公司战略、企业文化、IT技术、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和风险控制等的集中统一，为个人客户和企业

客户提供系列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 ： 七分钱支付、七分宝理财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行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9号科技园公交总站二楼

电话：0755-83167611

传真：0755-83130155

邮箱：28199035@qq.com

网址：www.e511.com

深圳“易行网”（www.e511.com）是以交通出行“睿智、和

谐、通达、畅顺”为宗旨的城市交通信息服务门户网，是深圳市智

能交通系统体系中核心节点之一，也是城市交通整体调控的有效方

式之一。 它基于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环境，以互联网、手机、大屏

幕、移动电视、车载导航等终端为载体，通过城市道路网、公交线

路网、轨道客流网、信号控制网、出租电召网、停车诱导网、枢纽

时间网、场站设施位置网的“八网合一”体系结构， 对交通信息进

行采集、分析、挖掘、发布，形成集海、陆、空、铁、口岸五位一

体的城市交通信息源服务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版易行网交通信息服务

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2299号联通沙河信息园A栋

电话：0755-36610991

传真：0755-33208699 

邮箱：dcutpi@163.com

网址：www.dcutp.com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是面向政府和企业，开展交

通战略、规划、设计研究的专业咨询机构。营业范围涵盖城市交通

（道路交通、公共交通、轨道交通、智能交通、物流工程）的规划

设计、技术咨询及技术开发；城市规划，工程项目管理及考评咨询

管理。

我院技术力量雄厚，技术手段先进，已形成了一支多学科、高

素质、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科研能力，并在本行业有一定影响的专

业团队，现有员工中9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核心技术团队

拥有一批城市公交、道路交通、交通设计、智能交通等领域的专业

精英及海外研究经验，公司成立至今直接主持和参与了我市的多项

重大交通发展政策、规划、设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积累了广泛

而丰富的经验，在科研、规划、设计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主要产品信息 ：城市交通（道路交通、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智能交通、物流工程）的规划设计、技术咨询及技术开发；城市规

划、工程项目管理及考评咨询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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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促进会展区               

公司名称：广东妙联网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888号8号楼四楼

电话：020-86318220

传真：020-86318421

邮箱：yangzh@televehicle.com

网址：www.televehicle.com

广东妙联网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致力于面向城市提供智慧城

市服务，连接政府及大型企业等优质资源的连接型企业，是城市服

务创业投资的加速器。现主力打造城市服务及汽车服务板块生态圈

的建设，为用户创造新的互联网+生活方式，创造社会价值。

公司拥有实力雄厚的技术研发团队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面向广东省提供区域性合作，与各地市政府及企业建立深度区域化

合作；同时与腾讯、微信、百度、阿里巴巴、中移动、联通等运营

商、保险公司、广汽、大型医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强大

线上互联网和线下入口能力，综合为客户解决医食住行的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广物T行者、广州警民通、广东交通、乐行东

莞、珠海交通、广汽智慧传祺、微信城市服务（广州）、支付宝城

市服务（广州）

8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8A01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明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21-23楼

电话：0755-33601988

传真：0755-33605005

邮箱：zhaoyong@streamax.com

网址：www.streamax.com

深圳市锐明视讯技术有限公司始创于2002年，是一家以音视频

技术研发为核心，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锐明视讯致力于领先世界的视频安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已经

形成覆盖车载录像机、嵌入式硬盘录像机、网络存储、视频综合平

台、中心管理软件等全线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在内的产品体系。凭

借超过五年的车载项目实施及30万台车次的安装经验，2008年锐明

视讯荣获CCTV移动传媒及北京奥运会唯一指定设备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车载录像机、车载视频监控系统和解决方

案

展 位 号：8A07               

公司名称：希捷科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59号19D

电话：13701768806

传真：021-64439962-802

邮箱：lily_li@creviewad.com

希捷是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开发精妙产品，使

全世界的人们和企业可创建、共享和保留其最重要的记忆和业务数

据。近年来所存储信息数量剧增，展现了对成功存储和访问大量数

据的需要。随着对存储技术的需求增长，对更高效率和更先进功能

的需求也在不断演进。如今数据存储不只是存档；还事关提供方法

以分析信息、理解模式和行为，以重塑体验和记忆。事关管理存储

的信息以获得增长和创新。希捷正以存储领导者的积淀进行构建以

解决从每天产生的生活信息中获得更多内容的挑战。一次存储创新

已蜕变成许多系统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希捷安防监控硬盘

展 位 号：8A13               

公司名称：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华科二路8号

电话：022-58596000

传真：022-58596111

邮箱：chedawei@tiandy.com

网址：www.tiandy.con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注册的高

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公司成立于2004年，以安防监控产品的研

发销售为主营业务。公司以做"技术领先型"企业为定位，坚持高清

化、智能化、行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方向，以一站式服务的品牌形

象提供从前端到后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线自主研发的安防监控产

品及行业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天地伟业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警察系统、车辆

控制系统等

展 位 号：8A19               

公司名称：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五楼

电话：0755-83849888

传真：0755-83849210

邮箱：Hejm@maxvision.com.cn

网址：www.maxvision.com.cn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是一家专业从

事智能化技术、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安防100

强、中国智能交通30强、华南安防系统集成（工程）商30强、广东



2015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2015.6.24-6.26深圳会展中心) 67

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省企业500强、服务业100强、软件业100强，省诚信示范企业、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

盛视科技总部设在深圳，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

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拥有自置办公和研发场所，以及独立的生

产基地，并在全国主要省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公司承建的项目和研

制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交通、公安、口岸、边防、保税

区、房地产、证券、大型企业等众多领域，精湛的技术、优良的产

品以及贴心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普遍赞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8B01               

公司名称：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光启大厦20层

电话：021-33637763

传真：021-33637994

邮箱：yanglu@bocom.cn

网址：www.bocom.cn

博康智能作为博康集团的实业旗舰，是中国领先的智慧安全及

智慧交通专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政府、公安、机场、城市交通、

公交运营管理等专业领域客户提供以物联网智能感知技术为核心的

智慧安全和智慧交通专业解决方案。多年来，先后参与了香港回

归、50周年国庆、APEC会议、北京奥运、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

世博、深圳大运会等多项国家及各大城市的重点项目建设，以骄人

的业绩赢得用户、专家、业界乃至政府机构的首肯。企业一直以来

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更是迎来了深创投、浙江红土、英特尔资本

的战略投资。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摄像机、高清视频编解码器、AC系列矩

阵、智能监测产品

展 位 号：8B03               

公司名称：天津市顺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梓苑路13号1-D-401

电话：02258627168

传真：022-58627195

邮箱：xs@tjstdz.com

网址：www.tjstdz.com

天津市顺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100万元，

是集以城市交通技术及应用系统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

体的一家电子技术公司，具有10年多的行业技术积累与系统项目集

成建设经验，拥有强大的技术开发团队，目前公司直接从事研究开

发的技术人员共计12人，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及中高级以上技术职

称、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获两届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称号1人、软

硬件工程师4人、且公司针对交通基础数据采集系统等重点项目进

行技术跟踪与技术研发。进行了大量行业应用产品的测试与比较，

掌握了其核心技术。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基础数据采集、交通信号控制、停车收费

控制系统

展 位 号：8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68区留仙三路安通达工业园5栋4楼

电话：0755-23460571

传真：0755-23460408-608

邮箱：sales@teswell.com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安防产品的提供

商，公司集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我

们秉承一贯的敬业和服务精神迅速发展壮大，企业以产品研发为核

心，优秀研发人才与管理团队相结合，使得公司在技术和产品上不

断推陈出新，并以其领先的技术、优秀的品质、完善的服务远销国

内外。坚实雄厚的研发技术、资深的行业背景、稳定的产品质量、

及时的生产交货能力、高效完善的售后服务，使公司快速跻身到安

防、智能交通领域一线产品生产厂商之列！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高清录像机、系统管理软件

展 位 号：8B08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康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西路691号奥瑞那集团总部六楼

电话：0755-86028808

传真：86028808转8102

邮箱：412212526@qq.com

网址：wekopm.com

深圳市威康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造就一流人才，面向全球的

专业车载电子监控的安防厂商。本着“创造文明、成就和谐”的企

业使命和“对自己负责、对客户负责、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

对未来负责”的企业宗旨，不断为全球用户提供精确可靠的安防产

品，提升人类的安全保障与生活乐趣。成为平安世界的建设者与传

播者——“WEKOMP”车载红外夜视防水摄像机、车载海螺摄像

机、车载Mini摄像机、车载云台摄像机、车载硬盘像机、公交调度

终端等电子监控系列产品，恒久不辍的缔造着东方社会和谐的新文

明、新文化。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高清720P

展 位 号：8B10               

公司名称：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金山路131号

电话：68418188—6455

传真：86-512-6841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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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haoyi1@kedacom.com

科达（KEDACOM）是领先的视讯与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

商，致力以视频会议、视频监控以及丰富的视频应用解决方案帮助

政府及企业解决可视化沟通与管理难题。科达公司成立于1995年，

总部位于苏州，在中国31个省市设有分支机构，在新加坡和美国设

有海外机构，目前拥有员工3000多名。

在智能交通行业，科达广泛凝聚了具备丰富经验的智能交通

专家型人才，深度整合了智能交通行业上下游合作伙伴，推出了集

卡口、电警、平台及应用于一体的新一代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在上

海、南宁、合肥、南京、乌鲁木齐、太原、杭州、济南等十

主要产品信息：卡口、电警、交通集成指挥平台、移动警务

展 位 号：8B12               

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700号(江晖路-东流路交叉口

电话：0571-88075998-8379

传真：0571-87356240

邮箱：zhouxinhai@hikvision.com

网址： 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注

册资本40亿元，是中国安防行业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公司2011-

2014年连年名列IHS全球视频监控企业第1位。公司专业从事视频

监控技术、产品、系统的前沿开发，在智能交通领域提供如综合监

控、车牌识别、治安卡口、电子警察、智能分析、智能公交、车载

等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部分成功案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广州亚运、武汉平安城市市局建设、60年国庆大阅兵、青藏

铁路、上海虹桥枢纽高清电子卡口项目、宁波公交、北京地铁、伦

敦地铁、河南海事、厦门港、河北高速等。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交通、高速交通、公共交通、城市安全等

展 位 号：8B17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中海信科技园总部经济中心14-16层

电话：0755-88864288-8126

传真：0755-83404677

邮箱：ssong@hongdian.com

网址：www.hongdian.com

宏电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商用车联网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专

注于智能车载监控、车辆管理、车载通信系统及软件平台的研发、

生产、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产品涵盖车载视频行驶记录仪、车

载高清录像机、车载WiFi多媒体系统、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部标

机、车联网监控管理平台等系列。

秉承合作拓市场，创新博未来的经营理念，宏电积极与智能交

通车联网领域整车厂商、工程商、集成商以共赢合作为目标，市场

需求为导向，针对两客一危、公交、校车、物流、执法、特种车辆

等不同领域开展个性定制化服务为特色，共同推进项目成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视频行驶记录仪、车载高清录像机、车载

WiFi路由器、车载

展 位 号：8B18               

公司名称：深圳市首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1006号诺德金融中心21A

电话：075533338000

传真：075561698000

邮箱：marketingchina@ligowave.com

深圳市首达电子有限公司是LigoWave中国区总部。

LigoWave是一个国际化的专业的室外无线设备制造商，总部设

在美国，在欧洲、美国和台湾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开发了一系列

的高性能无线产品，为全球的行业用户和电信运营商提供多功能无

线解决方案。

LigoWave 在全球超过10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客户遍及全球

150多个国家，年销售无线网桥超过100万台。

LigoWave利用行业领先的无线技术，稳定的硬件平台以及强大的

软件技术为日益增长的行业市场需求提供无线基础设施。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网桥、高速移动基站

展 位 号：8B19               

公司名称：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251弄白玉兰环保广场3号8层

电话：021-55233800-807

传真：021-55233811

邮箱：justingbai@anp.com.hk

网址：www.anp.com.hk

为汽车装上一双激光眼，让无人驾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

实。Velodyne激光雷达让智能控制，移动无人测绘，机器人应用，

智能交通识别，城市建模等真的变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

Velodyne Lidar这双“眼睛”的魔力。

科艺仪器是Velodyne lidar这款产品在国内的唯一总代理，1984

年成立于香港，三十多年来一贯秉持“专业 "品质 "服务”的经营理

念，切实为国内厂家和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解决方案而倍受

用户的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Velodyne激光雷达传感器HDL-32E

展 位 号：8B20               

公司名称：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9号6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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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88097075

传真：0571-88099077

邮箱：fuqingli@hzsoar.com

网址：www.hzsoar.com

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车载球型摄像机，主要应用

于特种执法车、指挥车、反恐防爆车。产品优势：抗风、抗振、防

水，IP67级，自动锁定限位（防止朝天看或朝车背看）。是全国唯

一通过2.7G加速、24小时三维振动的车载摄像仪。

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

主要产品信息：特种车辆专用车载球型摄像机

展 位 号：8B22               

公司名称：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万大工业区F栋3-5楼

电话：0755-61822866

传真：0755-23322809

邮箱：308104096@qq.com

网址：www.szkutuo.com

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智能交通设备路口

信号控制系统设计开发的科技公司，主要研究开发城市道路信号控

制系统硬件与软件，属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经过在智能交通领

域的十年磨合，努力创新，现开发出的主要产品有路口信号控制管

理平台软件、路口智能信号协调控制机、联网信号控制机、单点路

口信号控制机、LED倒计时，LED交通信号灯等产品系列,公司本着

“以诚信为基础、以创新为先导、以稳定为根本”的经营思想理

念，全面的现代化质量管理控制手段，生产制造出优质的智能交通

设备系列化产品；公司不断的吸收国内外最

主要产品信息：道路交通信号控制器、LED倒计时显示器、

LED交通信号灯

展 位 号：8B23              

公司名称：成都市捷威思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武兴三路32号西部智谷D区41号楼C座5楼

电话：028-61516665   

传真：028-61516663

邮箱：yj@foraled.com

网址：www.foraled.com

成都市捷威思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集科研、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FOR.A”品牌专业安防设备生产厂家，从事监

控系统的研究、设计和开发已有十多年历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

荣获多项国家专利。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油

田及平安城市等各种重要场所。公司耗时5年将应用于智能交通与

视频监控领域的近10款产品推向市场，它们包括：应用于电子警察

系统的高亮及高显色指数的频闪灯，应用于治安卡口系统的频、闪

双模灯，应用于夜间监控场景的850nm和940nm的红外灯，应用于

常规监控场景下的多角度高品质的白光补光灯……

公司分别在西安、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成立了分公司；并通

过了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先后荣获 “质量无投诉企业”“全国

安防十大用户满意品牌”、“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全

国安防十大畅销品牌”等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越野车智能一体化雾灯、警抓拍与高速公路

出入口车牌识别多功能补光灯、摄像机补光组件、LED监控红外补

光灯、LED监控白光补光灯、治安卡口LED频+闪一体灯、电子警察

LED频闪灯

展 位 号：8B24               

公司名称：研华科技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136号

电话：021-36321616-3664

传真：021-36321616-3322

邮箱：zhang.ran@advantech.com.cn

研华科技是全球智能系统产业的领导厂商，以先进技术和可靠

品质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国际品牌。自1983年成立至今，研华在全

球拥有专职员工近6000名，分支机构遍及在21个国家、92个主要城

市。其三大事业群组织专注于自动化市场、嵌入式电脑市场及智能

服务市场，联合多家合作伙伴形成了强大的技术服务和营销网络，

为客户提供真正全球化布局、本土化响应的便捷服务。研华以智能

地球的推手为企业使命，并以“驱动智慧城市创新 共建物联产业典

范”为目标，协助各产业加速其智能化经营，立志成为智能城市及

物联网领域中最具关键影响力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及产品

展 位 号：8B26               

公司名称：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科技工业园兴业四路10号

电话：0757-88763388

传真：0757-86155668

邮箱：sd8@auxn.cn

网址：www.auxntech.com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佛山市三水区步步通电讯器

材厂）成立于1991年，是中国最大的通讯器材生产厂商之一。二十

几年的经验积累，拥有天线研究专家多名，先进仪器数十台，测

试场所一套，我们专注于RFID, CPE, LTE, DVB-T, DNB-T, Wi-Fi, 

Wimax, GSM，CDMA， WCDMA，TD-SCDMA，GPRS，GPS，

PHS，3G,DECT,WLAN天线的研制生产。设计的各种基站和网络终

端天线广泛用于物联网（近场、远场读卡）、手机、室内覆盖、移

动基站、无线公话、无线商务电话、笔记本电脑PC卡、车载电视、

无线模块以及其他无线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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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RFID天线一批

展 位 号：8B30               

公司名称：江西永安交通设施集团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工业园永安路

电话：0796-8181777

传真：0796-8252799

邮箱：xzr2004327@163.com

网址：www.yajiaotong.com.cn

江西省永安交通设施集团是一家成长于革命摇篮井冈山下的大

型交通设施企业集团，涵盖智能交通软件开发、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施工、售后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交通信号灯、电子警察、

道路监控等智能交通高科技产品和交通部标准的道路标志牌、标

线、护栏、路锥等交通安全设施产品，目前已跻身国内最具实力之

一的交通设施企业行列。集团开展多元化经营，拥有交安、市政、

安防、系统集成、园林绿化等多项资质。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信号灯、电子警察、道路监控、道路标志

牌、标线、护栏、路锥

展 位 号：8B31               

公司名称：江门市安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中泰西路72号

电话：0750-3680228

传真：0750-3680228

邮箱：JMANYUAN@126.COM

网址：WWW.JMANYUAN.COM

江门市安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中泰

西路72号，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设备

的股份制企业。现公司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系列产品，主要包括：Φ300mm/Φ400mm道路交通信号灯、

AY-E系列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

我们不仅提供优质的产品，我们更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我们坚

持以质量为基石，以诚信经营为方针，以实现客户100%满意度为

最高目标的经营理念。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与交流！

主要产品信息：2011新国标交通信号灯

展 位 号：8B32               

公司名称：深圳市点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0101号丽湾商务公寓A-2318

电话：400-6180-660

传真：0755-26425151

邮箱：junfeng@minicreate.com

网址：www.minicreate.com

深圳市点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公司位于深圳市

南山区前海合作区旁，是一家专业从事2G/3G/4G网络的车载视频监

控、并以北斗/GPS卫星定位系统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型企业。

公司在国内智能公交领域已深耕近十年，服务超过百家公交企

业，已覆盖全国各地，已在行业内形成良好口碑，亦是国内智能公

交解决方案领导品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车联网产品体系。

公司凭借在公交行业深厚的产品研发积累基础上，并针对长途

大巴、物流车、校车、驾培车、押运车等各类交通运输企业的不同

需求，提供系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3/4G车载监控、智能交通一体机、车载wifi监

控、报站器

展 位 号：8B36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路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和平西路鹏华工业园9栋

电话：0755-29675761

传真：0755-29675751

邮箱：hlaheart@hotmail.com

网址：www.hualuan.com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交通标准化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安全防范协会常务理事

深圳市智能交通安全协会发起人单位

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天地智能交通研究院试验生产基地

我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专业从事道路交通、安全、警示防护

类设施及各种交通安全、管理、智能交通解决方案研发、研究、制

造的企业，现有50余项交通专有解决方案，150余项中国专利，生

产逾千余种交通设施，其中百余种创新型设施，多种交通解决方案

在道路交通行业引领应用，所生产的设施在40余个国家和国内大部

分地区都有应用, 在业内已被广为关注。

近年来我司在一些著名交通专家的指导、参与下，创新研究创

造出的《一体化智能交通诱导缓解城市道路拥堵方案》《城市一体

化智能停车诱导及停车管理解决方案》 《城市慢行交通指路系统建

设方案》 等方案是缓解城市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人出行效率目

前最具实效的解决方案；我司创新研究的《高速管理不良天安全营

运方案》 各种 《道路交通安全及管理解决方案》《交警事故勘察

（执勤）现场安全、警示方案》 《道路施工安全疏解方案》 《停

车场安全、诱导解决方案》 《集装箱码头交通安全及RTG导行措

施》《防撞限高架方案》 《分合流路口场阵安全方案》 等50余个

交通解决方案，均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

平提供了具有普及应用意义的解决方法；我司研发制造的智能型一

体化动态指路标志、一体化停况屏、可变标志、待转（行）信号、

辅助信号灯、SPGI行人指路信息标志、移动式信息屏，组合式人行

横道口标志等近百项创新性交通设施均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优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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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研究研发的各种道路交通解决方案实施的前提基础，对方案实

施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受到国内外行业专家及业内同仁的肯定

和好评。

我司各种解决道路交通问题的专有方案、新设施投入产生的效

益不仅涵盖交通管理、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堵价值的本身，更体

现了对环境低碳环保价值、拓展城市景观的环美价值，反映着城市

交通管理的先进性和现代意识。

主要产品信息：交警、道路交通、道路施工、停车场

展 位 号：8B38               

公司名称：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201-B室

电话：0755-25188788-809

传真：0755-26994761

邮箱：yitaotao@szhite.com

网址：www.szhite.com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HITE）成立于2001年8

月，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软件企业。HITE服务于智能交

通系统(ITS)领域，致力于ITS基础信息设备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和销售，为ITS的建设者、使用者、管理者提供技术先进、

性能稳定、使用可靠的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交通信息检测设备和交通

安全监测与记录设备。公司产品集成了当今国内外成熟的、先进的

智能交通理论和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核心产品包括：视频

车辆检测器、线圈车辆检测器、交通量调查设备、视频交通事件检

测器、综合高清监测系统、公路车辆自动检测与记录系统等，并在

此基础上向用户提供交通信息智能化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图片分析系统、高清监控系统、交调设

备、车辆检测器等

展 位 号：8B39               

公司名称：深圳市巴迪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西五联路22号5楼

电话：0755-36939350

传真：0755-89330165

邮箱：dx@budyech.com

网址：www.budytech.com

深圳市巴迪泰克电子有限公司本着 “诚信经营 服务社会”的

经营理念，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是安防监

控和电子警察领域的专业设备供应商，提供OEM、ODM服务。公

司已成功推出卡口闪光灯、电警闪光灯、聚光灯、经济型补光灯、

收费站停车场专用补光灯、LED补光灯、LED频闪灯及LED闪光灯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警察闪光灯、卡口闪光灯、LED频闪灯及

LED补光灯

展 位 号：8B40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天安数码城三栋A座1501

电话：0755-82881933

传真：0755-82503881

邮箱：gracetang2005@163.com

网址：www.boyuanjt.com

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注册资本5001万

元，设有深圳总部，南宁、广州、成都三个分公司。公司主要从事

交通监控、交通安全设施、城市及道路照明、安全防范、建筑智能

化等专业工程，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工程施工与维护为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电子警察系统、诱导屏、速度反馈仪、交

通信号控制机、车检器

展 位 号：8B41               

公司名称：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民治第三工业区第8栋（金马一期）3楼318室 

电话：(0755) 81754530

传真：(0755) 81754530

邮箱：mobile@mcytech.com

网址：www.mcytech.com

明智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集安防监控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注塑，压铸，线材

加工，组装，研发等一体化，公司汇聚了一批具有十多年安防监控

产品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结合多年的市场经验，专业生产枪机、

半球、迷你型摄像机、红外防水摄像机、普通监控系统、车载监控

系统、网络摄像机、DVR等多个系列产品，各项技术均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特别是车载监控系统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我们是很

多美国，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等知名汽车公司和公共交通工具的

OEM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监控系统、网络摄像机、MDVR、TFT显

示屏等

展 位 号：8B46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停车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7002第一世界广场22楼CDE

电话：88609800

传真：88609800

邮箱：517903131@qq.com

网址：www.ytparking.com

深圳易停车库科技有限公司，安全、智能、便捷、生态的空

中立体停车库，致力于改善交通、智慧出行，打造生态车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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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是提高城市人车生活高品质的综合服务商。同时更好地

为您解决停车难，找车难等交通问题，附加提供投放广告、无水洗

车、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代驾、陪驾等个性化服务，全面打开空中

立体停车库的新纪元模式。

主要产品信息：新能源汽车立体空中停车库产品模型

展 位 号：8B47               

公司名称：GOAL SYSTEMS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4068号卓越时代广场51A-02

电话：0755-82882139

传真：0034-917255608

邮箱：yzhang@goalsystems.com

网址：www.goalsystems.cn

Goal Systems是一家专注于研发调度运营领域中最先进的软件

系统公司。我们用优化技术来为我们的客户争取更好的效率和更持

续的发展，并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竞争能力。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目前

市场上最先进的，它可以让所有行业内的公司更合理地对其车队的

规模和员工的需求做出调整。我们在全球不同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

中已经拥有了无数成功的优化项目。

主要产品信息：我们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车辆和司机的计划排班

展 位 号：8B48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12路012号曙光大厦9C

电话：0755-26607661

传真：0755-26605639

邮箱：ceo@intellidata.cn

网址：www.intellidata.cn/

深圳市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

智慧的,创新的,卓越的智能视频产品和服务。

华夏智信的核心成员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澳大利亚，在IT系

统开发、视频编解码、图像行为分析等领域均有超过十年的工作经

验。作为一家研发实力雄厚的企业，华夏智信首创将车牌识别算法

应用在ARM架构的H.264高清网络摄像机，彻底改变了过去智能视

频分析算法只能应用在PC或DSP架构上，为高清网络摄像机往智能

化方向更大范围的应用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

展 位 号：8B49             

公司名称：上海菱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高新技术园区易富路855号A座2楼

电话：021-57615621

传真：021-57615621-608

邮箱：sales@lingsh.cn

网址：www.lingsh.cn

上海菱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研发高品级LED

监控补光灯的企业。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管理团队，10年行业经验，多款产

品获得国家技术专利。2014年公司获得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2015

年，产品通过公安部GA/T1202-2014检测报告。

公司主要针对智能交通监控、卡口监控、高清监控抓拍录像、

小区安防监控等提供专业的LED补光灯解决方案。目前LED补光灯

产品有：LED爆闪补光灯；LED常亮（自动光控）补光灯；高清监

控脉冲闪光氙灯；LED红外监控补光灯。

主要产品信息：LED频闪灯、LED红外灯、LED常亮灯、脉冲

闪光氙灯

展 位 号：8B50               

公司名称：上海博协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50号B201室

电话：021-63638369

传真：021-56079361

邮箱：1471354168@qq.com

网址：www.bitshare.cn

上海博协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公共交通和广告行

业信息化建设的专业软件开发商。拥有公交智能营运管理系统及相

关公交行业信息化的多种产品，其中“公交巴士通智能营运管理软

件”等多项软件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和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产品登记证书，具有成熟的系统集

成和研发能力。

博协智能公交营运管理软件利用GPS、北斗和LBS定位手段，

利用移动互联网公共通讯资源、物联网、云计算等诸多先进技术，

为公交行业客户提供软、硬件一体化服务以及大规模运算技术与支

持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公交智能营运系统及公交行业信息化相关的多

种产品

展 位 号：8B53               

公司名称：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20号建工大厦17层

电话：0571-88373135

传真：0571-88394930

邮箱：qsn@obtelecom.com

网址：www.obtelecom.com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浙江省高新技术

企业、软件企业。公司是国内专业数字视频传输、控制领域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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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270）。中威电子长期专注于数字

视频通信领域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国内数字视频光纤传输技术领

域的开拓者和领先者。多年来，公司产品在高速公路、平安城市、

智能交通、公安、金融、水利、石油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

成功中标2008北京奥运会及2010上海世博会主要场馆。公司是深受

用户信赖和推崇的数字视频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相关产品市场占

有率跃居全国领先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一体机

展 位 号：8B57               

公司名称：深圳市同方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樟坑径社区白鸽湖新村工业区65号

电话：0755-29805588

传真：0755-29805568

邮箱：sztftech@sztftech.com

网址：www.tfdz88.com

深圳市同方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四年，专业从事

精密电子化工材料的开发和生产。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电子辅料助

焊溶剂、锡膏、焊锡的生产为主业的大型综合性实业公司。如今同

方企业集团已拥有占地50000平方米花园式厂房的深圳和昆山两大

生产基地；公司拥有客户近万家，已经铸就成为中国最大，亚洲顶

尖的电子辅料制造商，成为世界500强中上百家大型IT及电子制造企

业的合作伙伴；应用同方电子化工产品的电子制品畅销全球一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助焊剂、锡膏、清洗剂、绝缘漆、锡线锡条

展 位 号：8B58               

公司名称：本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228号新世纪广场A座1508室

电话：025-84657716

传真：025-84657726

邮箱：1943561688@qq.com

网址：www.bellon.cn

Bellon Technology Corp（本能科技集团公司）是以全球著名的

微波通信专家、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微波协会秘书长、

2012世界电子大会总主席吴柯(Ke Wu)教授为技术带头人，以加拿

大Poly-Grammes研发中心为依托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汽车电子车牌技术推广公司。

公司的特点在于具有世界一流的电子车牌技术实验中心，在吴

柯教授带领下有一批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们是公司产品和技术的

保证；这就是本能科技永远在世界同行中一直领先的依据。

主要产品信息：解决方案、应用软件、电子车牌、RFID产品

展 位 号：8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A栋12楼

电话：0755-26030288

传真：0755-33631693

邮箱：zhangp@genvict.com

网址：www.genvict.com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溢科技），全球领

先的智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和核心设备提供商，中国电子不停车收

费行业领军企业，以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城市智能交通、营运车联

网、射频识别四大业务领域为核心，致力于构建一个将人、车、

路、场、环境等紧密协调的，实时、便捷、高效、绿色、智慧的城

市交通物联网，并通过统一的云平台，为政府、行业客户、终端用

户提供决策监管、营运管理和交通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

量。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公路、射频识别、停车场、营运车联网的

核心设备和方案

展 位 号：8C09               

公司名称：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工业区A71栋三楼

电话：89689466

传真：89689566

邮箱：1753035305@QQ.com

网址：www.sz-hengfeng.com

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生产的集团企

业，为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电线电缆需要，根据应用环境的差别，

产品有室内线和室外线，在城市建设、智能楼宇建设方面，有楼宇

控制线、视频线、门铃控制线、报警线、监控线、安防线、CCTV摄

像机DVR,CVR，NVR，HD配套数据线等线材配套线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电线电缆

展 位 号：8C10               

公司名称：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大道99号科汇金谷二街13号

电话：020-22033815

传真：020-22033939

邮箱：1805587098@qq.com

网址：hgsoft.com.cn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是2001年10月由华南理工大学计

算机应用工程研究所转制成立，注册资本伍仟万元。华软专注中国

交通电子支付领域二十余年，是国内最早研究和开发电子不停车收

费（ETC）系统的企业之一，首创双通信区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



74 www.cps.com.cn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华软在高速公路收

费，高速公路业务运营支持，停车安全与收费服务扩展，城市公共

交通支付等领域硕果累累，市场覆盖全国十几个省份以及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丰富的技术与市场积累，奠定了华软“中国交通电

子支付专业服务商”的行业专家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电子支付、交通运营支持交通企业信息化

产品

展 位 号：8C12               

公司名称：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玉律第五工业区九栋一楼

电话：0755-36821166

传真：0755-27966846

邮箱：1359524947@qq.com

网址：www.famakj.com

法马，国内智能交通设备一流供应商

产品出口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超过4000个交通工程

荣膺中国智能交通三十强企业称号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获交通工程产品批量生产许可证

通过公安部交通安全监督GB14887-2011检测

获ISO9001,CE(EN12368), RoHS, TUV，SGS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灯系列、交通倒计时器系列、交通控

制机系列

展 位 号：8C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同沙路168号凯达尔集团中心大厦A座23楼

电话：0755-33286333

传真：0755-33019181

邮箱：cadre.sale@cadregroup.cn

网址：www.cncadre.com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1999年，是一家专业致

力于智能交通领域（ITS）自主创新研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中

国第一家国际泊车行业协会（IPI）会员。参与过上海世博会、广州

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的静态交通综合管理解决方案编制工作，也参

与编制了“公共停车场(库)信息联网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公

司创新研制的城市停车诱导系统、停车场场内引导系统、城市交通

诱导系统和道路停车收费咪表等系列智能交通产品，在国内大中城

市得到了广泛应用。优化城市交通，共建和谐社会！凯达尔真诚期

盼与您的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诱导、交通诱导、车位引导、排阵式交通

诱导、停车服务网

展 位 号：8C14               

公司名称：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沙路鑫鑫田工业园10栋3楼

电话：0755-89810577

传真：0755-89810576

邮箱：2355385980@qq.com

网址：www.usersdt.com

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行

业专用显示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在深圳宝安区建有7000多平方米现代化工厂，拥有多条国际先进的

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从产品设计 、钣金加工、成品组装等一套系统

柔性生产体系，可满足客户大规模的生产制造、OEM/ODM代工合

作，也可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监视器、液晶拼接单元、液晶显示设备

展 位 号：8C16               

公司名称：智慧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海岸时代大厦东座1703室

电话：0755-25936460

传真：0755-86110713

邮箱：szacctassistant@asiavision.com.hk

网址：www.asiavision.com.hk 

亚洲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于1997年成立，集团总部设于香港，

在北京、上海及深圳均设有全资附属公司。亚洲视觉自主研发的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慧光技术VECON」获得美国专利权(专利号码: 

6,026,177)，成为香港首家自主研发及提供光学字符识别(OCR)系统

的核心技术及产品供应商。

这套完善的『智慧光』智能解决方案能广泛应用于多类商业

领域，包括：智能交通、停车场及车队管理、高速公路及道路收费

管理、城市治安卡口、移动稽查、边境安全及监控、以及港口、海

关、集装箱码头堆场中的集装箱号码识别管理等。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号码识别、集装箱号码识别

展 位 号：8C17               

公司名称：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1楼

电话：0755-83590199

传真：0755-83591829

邮箱：jinquan.zhong@firscom.cn

网址：www.firscom.cn

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8月，是一家专业提

供物联网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实力雄厚的技术研发团队，专注于图像分析、人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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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智能视频分析等核心尖端技术的研究以及物联网安防应用系统

和产品研发。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为发展主旋律，坚持“技术创新与行

业应用”紧密关联为发展宗旨，创新与应用成果涵盖了围绕人脸识

别、视频分析和物联网技术的若干产品和多项行业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超载预警、客流统计、疲劳检测、

人脸抓拍

展 位 号：8C18               

公司名称：广州优路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2号之一（方圆E时光）13A08

电话：020-38329756

传真：020-38329756

邮箱：zhengfeng@u-road.com

网址：www.u-road.com

我们成立于2012年01月，我们提供“面向车主服务的移动互

联网聚合平台”解决方案，以互联网思维改进和优化传统的智能交

通，提升交通管理效率，改善出行体验，具有智能交通和移动互联

网行业交叉的技术创新领先优势。我们专注于智能交通研究，提供

多维、多元、动态的交通路况信息服务。提供各种基于云服务的智

能车联网设备。在交通信息服务领域的资源整合、区域覆盖、技术

研发、渠道开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开展多个服务项目的

运营。是专业的智能交通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公众出

行与车主服务平台及智能交通管理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信息服务平台、车主服务平台

展 位 号：8C20               

公司名称：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虹口区水电路682号17楼

电话：021-51675188

传真：021-51675120

邮箱：chenruxin@shdv.com

网址：www.shdv.com

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上海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的信息技术研发及应用服务型企业。是中国数字电视技术和高清

智能视频监控技术的领跑者。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

续研发能力，是领先的智能高清视频监控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系

统应用集成的提供商，并针对教育、金融、公安、商超、医疗、电

讯、交通等众多行业提供合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

产品具有完全开放性与兼容性，能最大限度提升用户价值发展至

今，全景数字已成为高清视频处理与分析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交通视频监控、车牌识别系统

展 位 号：8C23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三合村新村瑞兴科技园A栋B座6楼

电话：0755-81752778

传真：0755-81752778

邮箱：flyled@163.com

网址：www.flyled.com

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开发与生产为一体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专门致力于LED显示技术的产品研发及

生产。公司拥有优良的开发、调试、生产环境和一支技术精湛、素

质优良、经验丰富的科技开发人才队伍。经全体丰利源人的不懈努

力，公司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中国3C认证，

并先后被评为“国家可信交易保障服务示范单位”、“企业信用

评价AAA级信用单位”、“2013年度LED行业最佳示范应用奖”、

“2014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LED显示屏

展 位 号：8C24               

公司名称：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D幢6楼

电话：0571-28025599

传真：0571-28025600

邮箱：PAN.Li@newdimchina.com

网址： www.newdimchina.com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技术立本的软件研

发和技术服务型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公司始终坚持不断技术创新，目前已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核

心的企业竞争优势。 针对国内市场的用户需求，新迪公司研发了

多个智能视频分析产品，以先进的视频分析技术为基础，结合智能

交通、安防等行业的实际应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智能视频解决方

案。

新迪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特技术实力的科技型公司，我们愿为国

外和国内的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专业化的软件产品

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安防监控/智能家居安防及企业连锁

等智能化产品

展 位 号：8C25              

公司名称：CPS中安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33353078

传真：0755-88309165

邮箱：market@cp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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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ps.com.cn

CPS中安网成立于1999年，是目前国内最大、成立最早的安

防资讯门户及电子商务服务网站，注册企业会员10万多家，安防产

品和商机信息50多万条，月访问量达3000万，是中国安防行业最

大的门户网站。CPS中安网致力于服务国内和国际安防企业，为企

业提供全面电子商务服务，建立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信息交

流平台，节省企业在销售和采购活动中的时间成本，更有效地增加

企业营销的机会。同时作为企业采购和营销的助推力，CPS中安网

在为企业提供商业机会时，也为安防企业建立了一个了解行业资讯

及把握行业发展方向的窗口，为中外安防企业的发展和进入网络营

销时代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被评为“中国行业电子商务网站100

强”，是国内最大的安防行业门户网站。

主要产品信息：CPS中安网官网、安防评测、微信、百城会                

展 位 号：8C27               

公司名称：北京顺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财富中心C座1081室

电话：010-62119668

传真：010-62138363

邮箱：winspoint@163.com

网址：www.winspoint.com.cn

本公司致力于脉冲激光测距雷达和激光测速雷达的产品研发和

在各领域的应用。在智能交通领域我公司的产品“激光雷达交通信

息采集系统（LARTIAS®）可以测量机动车的速度、流量，以及测量

机动车的高度和对机动车进行分类。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交通信息采集系统（LARTIAS®）

展 位 号：8C29               

公司名称：厦门昱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钟宅1160-1号3-4楼（王公庙旁）

电话：0592-5213662

传真：0592-5213662

邮箱：30122699@qq.com

网址：www.leotium.com/

厦门昱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是一家以研

发、生产现代智能交通管控领域集管理平台及应用设备制造、销售

和系统集成工程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该领域拥有较

全面地技术积累，研发及管理团队是由一批在智能交通领域有多年

行业经验的工程师组成，具有较强的此类专业产品研发及系统集成

能力，在城市智能交通指控平台和路口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系统、车

辆通行自动记录系统、多功能电子警察、警用现场勘查重建等多个

方面都有成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信号机 、车辆检测器、北斗卫星定位

汽车行驶记录仪

展 位 号：8C30               

公司名称：深圳捷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中兴路睿达科技园

电话：（0755）83360930   83360929（30线）

传真：（0755）83247893

邮箱：jsun1997@sohu.com

网址： www.chinajsun.com

JSUN是一家专业从事停车场智能化产品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涵盖智能道闸、停车场系统、人行通道闸、车牌自动

识别、手持机收费系统、景区票务系统、区位引导系统、停车场车

位视频引导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统等一系列产品。

公司自1997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用户至上、产品质优、服

务完善、互惠互利”的企业指导方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系统、高清车牌识别、城市公交一

卡通、车位引导

展 位 号：8C31               

公司名称：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汇华商贸大厦12层

电话：020-87770041-8087

传真：020-87771910

邮箱：2849120408@qq.com

网址：www.xtnet.com.cn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10,800万

元。作为“专业的网络视频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迅通是

国内网络视频监控领域的先行者，长期专注于该领域的技术研发和

积累，围绕客户应用需求持续进行技术和服务创新。公司现已成为

中国网络视频监控领域的领先品牌，能针对不同监控系统客户实际

需求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及配套产品。迅

通一直奉行技术创新的发展战略，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

能力。未来，迅通将继续深耕安防市场，致力成为国内领先的安防

企业，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迅通视频图像智能分析软件

展 位 号：8C32               

公司名称：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A座1506

电话：010-84185455

传真：010-84185499

邮箱：elecray@163.com

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研发科技企业，专业

从事视频透雾系统、夜视系统、音视频传输系统等多领域产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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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应用及推广。公司拥有高素质科研团队，长期从事上述系统的

开发设计工作，并拥有国家多项自主研发技术专利。主营视频透雾

处理器；星光夜视侦查仪；红外热成像望远镜；超短波电台等高科

技产品；广泛应用于港口、航运、机场、铁路、车站、地铁、高速

公路、公安消防、道路监控、边防、海事、大坝、电力等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透雾处理器、星光夜视侦查仪、红外热成

像望远镜、超短波电台

展 位 号：8C33               

公司名称：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12号创业中心5号园315室

电话：0371-86628830

传真：0371-65926209

邮箱：281419446@qq.com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4年，位于郑州市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专业从事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平台及车

载电子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信用建设示范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投币机、智能调度系统、综合管理系统

展 位 号：8C3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创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23349195

传真：23349195

邮箱：ding@winstartech.net

网址：www.winstartech.net

深圳市中创星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

是专业从事各种定位应用产品方案设计以及销售的高科技实体公

司。公司成立于2012年，研发团队工作经验丰富。

本公司坚持以优质高效、服务客户、技术领先、开拓市场、持

续改进为原则，贯彻于产品开发设计、销售和售后服务各个环节，

并按照GB/T19001-2000要求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GPS定位终端、平板电脑及4G广告机终端等

展 位 号：8C38               

公司名称：深圳市麦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B座1422

电话：0755-33164156

传真：0755-33164156

邮箱：sales@mattongroup.com

网址：www.mattongroup.com

深圳市麦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性能器件和智能设备的开发

和销售，为智能交通，安防，物联网，工业控制,金融等领域提供配

套服务和技术支持，为全球多个著名项目提供了基础解决方案，力

争和多元伙伴一起开拓智慧城市的蓝图。

主要产品信息：我们的微波检测产品具有封装小，低成本，低

功耗的特点

展 位 号：8C39             

C o m p a n y N a m e：I n t e l l i g e n 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ociety of 
Canada (ITS Canada)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楼801

电话：020-86116151

传真：020-86116198

邮箱：Rob.Shirra@itscanada.ca

Website:  www.itscanada.ca

The mission of ITS Canada is to lead the promotion and 

advance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services 

to benefit Canadians. We see a world where Canadian expertise 

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s 

seen by Canada and the world as moving people and goods more 

safely, efficiently and sustainably than ever before.

Product Information: Increas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ITS, including its 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mo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owners, regulators, policy and decision makers and all Canadians; 

Facilitating traini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ong all ITS stakeholders through workshops and conferences 

within Canada and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ITS standards; 

Presenting for consideration non-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ITS 

issues (priv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ability); Advocating fo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ITS technologies 

across Canada; Strengthening the Canadian ITS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targeted events, missions, and congresses; 

Representing Canadian ITS capabilities internationally through 

agreements and partnerships with like organizations.

展 位 号：8C39             

Company Name: Innovative Traffic 
Solutions Inc. 

Phone: +1 905-643-3994

Email: frao@its-traffic.com

Website:  www.its-traffic.com

Innovative Traffic Solutions, Inc. (ITS) is a full service-st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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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08 certified, distributor of McCain Inc. and various 

vendors’ products for the Canadian traffic control marketplace.  

ITS was formed in December 1999, with the focus of providing 

cost effective reliable products matched with superior support 

services to its client base. 

ITS provides sales, service, assembly,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directly to end users, contractors and consultant 

partnership projects. Our experienced staff excels in integrating 

solutions from small single intersections to large scale, multi-

agency application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projects are delivered 

on time and budget. 

Product Information: ITS provides a product portfolio of NEMA/170 

Controllers & Cabinets, Microwave, LED Based and Video 

Detection Equipment, Nickel Zinc Battery Backup Systems, 

LEDs, IR & GPS Pre-emption/Transit Signal Priority, AC/Solar 

School Zone Flashing and Emergency Vehicle Warning System, 

Pedestrian Crossing Systems, AC/Solar Flashing Systems, 

Cabinet Electronics, Signals, Mounting Hardware and other traffic 

equipment to meet any municipalities or contractors requirements.

展 位 号：8C39             

Company Name: Transnomis Solutions 
Inc.

Phone: +1 416-788-2812

Email: simon@transnomis.com

Website: www.transnomis.com

product demo: www.mirasan.ca

Transnomis Solutions’ product Mirasan is an off-the-shelf 

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that collects data from a 

range of open and private sources providing a unified interface to 

control roadway equipment and manage issues. 

Product Information: Instead of using several separate systems to 

manage equipment, traffic management centres can use Mirasan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raffic cameras, vehicle detectors, electronic 

message signs and weather stations. Accidents, construction and 

special events can similarly all be viewed and managed through 

the software’s central dashboard.

展 位 号：8C39             

Company Name: Parsons 

Phone: +1 9059430403

Email: rex.lee@parsons.com 

Website：www.parsons.com

Parsons is 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firm operating in many diversified markets 

with a focus on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infrastructure, 

defense/security, and resources. Founded in 1944, Parsons now 

has approximately 15,000 employees engaged in more than 3,000 

projects in 29 countries. Parsons has been combining strong 

forward-thinking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way people connect with the world for 70 years. 

Product Information:We engage in consulting, contracting, 

design/build, procurement, and equity investments related to 

projects which includ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s, 

highways, municipal roads and transit,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water supply, and sewage treatment. 

In Hong Kong, Parsons completed the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Lantau Tau Link, Airport Authority, Route 8, Lion 

Rock Tunnel, Shing Mun Tunnel, etc., and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the WanChai ByPass project.

展 位 号：8C39A             

公司名称：中山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民治向南四区松花大厦402

电话：88351020

传真：88351311

邮箱：qiuhong@mainfirstec.com

网址：www.mainfirstec.com

中山市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视频服务、安防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综合素质

高，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销

售能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已打造智能图像处理、网络视频、远程

控制和智能红外新型红外摄像机，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实力的视频服

务和安防视讯产品研发制造商之一。公司致力图形图像和视频技术

研究；新近推出集网络视频技术、智能红外技术等系列产品，现处

于全球领先水平；公司积极开拓视频采集和智能交通领域技术和产

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摄像机、车载DVR、车载显示屏

展 位 号：8C40               

公司名称：兴华电子科技集团

地址：澳门宋玉生广场 建兴龙广场10楼D座

电话：+853 8290 9487

传真：+853 8250 8042

邮箱：ryan.huang@hypertechelect.com

网址： www.hypertechelect.com

HyperTech Electronic 是一家提供新式视频交通监控技术的公

司，利用Imagsa ONE专利的高端视频技术，提供综合智能交通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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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系统无需安装雷达、地感线圈，只需安装于路边即可对两条

行车道进行24小时监控。监控内容包括冲红灯、超速、违规停车、

违规逆驶、巴士专道监控等，准确度超过99%，同时还可进行汽

车分类、车辆数目计算。系统已于多国安装进行营运，深受用家赞

赏。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监控产品

展 位 号： 8C41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硕展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楼岗大道1号天立科技大厦

电话：0755-27455868

传真：0755-27455370

邮箱：info@kszled.com

网址： www.kszled.cn

深圳市康硕展电子有限公司 系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2314.29万元人民币。

康硕展深圳总部员工300余人，拥有36000余平方米厂房和12000余

平方米宿舍楼的现代化工业园区，是国内较早从事LED显示屏的高

科技企业，集LED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为一体

的专业化生产厂家。公司位于中国LED企业最为密集的深圳市宝安

区。

主要产品信息： 主要涉及球形LED显示屏、LED球幕、小点间

距LED显示屏、户外广告LED显示屏、舞台背景LED显示屏、体育

场馆LED显示屏、交通诱导LED显示屏等LED显示屏产品

展 位 号：8C42               

公司名称：杭州时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笕丁路168号31幢2单元202室

电话：0571-85048416

传真：0571-85048415

邮箱：86610643@qq.com

网址：www.shiqitech.com

杭州时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生产无线地磁车辆检测器的

厂家，公司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杭州市“雏鹰计划”企业、

杭州市科技和文化融合示范企业；2007年、2011年公司产品两次获

得科技部创新基金立项；公司产品通过了公安部安全产品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认证。在智能交通领域公司拥有3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

型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地磁车辆检测系统

展 位 号：8C43               

公司名称：苏州莱能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张家港锦丰科技创业园B01栋

电话：051256351621

传真：051256351623

邮箱：jason@lightlns.com

网址：www.lightlns.com

莱能士光电——汇聚行业精英，一直致力于高清镜头的研发、

生产及推广。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投入大量的经费用于产品的研

发。

公司镜头产品有：高清变焦安防监控镜头、高清智能交通镜

头、高清机器视觉镜头、高清鱼眼镜头等。莱能士坚持打造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镜头产品，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诚信、共荣、专业、创新"的苏州莱能士，以品质至上、信誉

第一、追求卓越、永无止境“的公司经营理念，失志成为全球客户

认可并信赖的国际知名镜头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镜头/Fa镜头

展 位 号：8C45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永和路双金惠工业城D1栋4、5楼 

电话：0755-29195095

传真：0755-29440797

邮箱：2660848258@qq.com

网址：www.sinowatcher.cn

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是一家专注

于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行业解决方

案的专业提供商，率先在行业内研发生产高性能恒压恒流LED交通

灯、大功率LED交通灯、有线/无线太阳能信号交通系统。公司拥有

2400平米的办公生产场所，依托强大的研发实力，赛诺杰通过雄厚

的生产能力和专业的营销团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全面

的服务。赛诺杰成立至今，先后通过了CE、EN12368、GB14887-

2011、TUV、RoHS等国内外主流资质认证，产品远销海内外。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信号灯

展 位 号：8C46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创中天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珠大道新屋工业区12栋3楼

电话：28862887-801

传真：28862887-0

邮箱：market@ztits.net

公司坐落于深圳市南山区风景秀美的塘朗山脚下，营业面积

1100平方米，公司职员100多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8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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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司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研发队伍，集中了在机器视觉分析方

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多位博士及硕士，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的交通、

安防产品的研发。从底层核心视频算法的开发到嵌入式软硬件产品

的设计，以及应用系统平台的研发，公司已经完全具备从核心设备

到完整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产品和技术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

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能够根据客户的实际需

求，提供定制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一体化视频车辆检测器系列、高清视频交通事

件检测器等

展 位 号：8C47               

公司名称：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99号

电话：86-551-65193077

传真：86-551-65192812

邮箱：sales@sun-create.com

网址：www.sun-create.com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合肥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0年8月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

研究所发起成立，现注册资本1.367亿元，总资产26.36亿元。

2004年5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

家以雷达为主业的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雷达第一股（股票代

码：600990）”。公司是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创新企业、中国“平

安城市”建设优秀安防工程建设企业，是首批安徽省创新型企业、

安徽省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安徽省重点软件企业、安徽省重要骨

干企业。

公司专注雷达电子、安全电子两大业务，围绕智能交通行业发

展战略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服务于国内外智能交通建设，高

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老挝总理府安防系统建设、老挝城市智能交

通系统建设，得到习主席的高度赞扬。公司承接的“平安合肥”天

网工程系统设计及建设项目与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创高架桥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系统—智能升降式限高控制系统，为全国其他省市树

立了示范效应。

主要产品信息：空管、气象雷达预警探测、平安城市治安防

范、高架桥道路安全管理系统、SCIUTC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等

展 位 号：8C48               

公司名称：深圳成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天安数码新城2栋A座5楼

电话：0755-89303200

传真：0755-84576765

邮箱：shaphy@cgutech.com

网址：www.cgutech.com

深圳成谷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无线信息网络战略，是一家专注于

智能交通电子不停车收费以及智能交通增值业务应用的创新型科技

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深圳，销售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城市。

成谷科技基于对5.8G DSRC的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成为下一

代DSRC 2.0标准的关键制定者。公司是交通部智能交通国家标准

《车路协同专用短程通信设备应用》规范制定的牵头单位，是业内

首家电子标签蓝牙标准发起单位，是5.8G精确多路径识别的标准制

定者。

主要产品信息：RSU天线、OBU电子标签、手持收费设备、复

合卡、e车宝

展 位 号：8C54               

公司名称：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9号君翔达大楼A栋3楼B区

电话：0755-86021176-8005

传真：0755-26528849

邮箱：chenxiaojuan@jhctech.com.cn

网址：www.jhctech.com.cn

集和诚科技成立于2002年，国际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领

先的嵌入式产业开辟者，专注于发展嵌入式工业电脑及系统应用平

台，注入心血，持之以恒，以“金牌产品，钻石服务”高效运营  

集和诚科技为平安城市，数字城市，高速公路收费， 车载船载 

工厂自动化，环境监控等十大垂直行业提供领先可靠的解决方案和

系统增值服务，占据了交通行业60%的高市场份额，被评为业内的

王牌厂商，集和诚未来的产品定位将永远跟随客户的应用需求，高

度关注市场趋势，创先争优，提供给用户高标准高效率的一站式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平板电脑、 工控机 、嵌入式主板

展 位 号：8C56               

公司名称：深圳充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路航盛科技大厦12层

电话：0755-23674111

传真：0755-26993278

邮箱：market@chargerlink.com

网址：www.chargerlink.com/

充电网科技(ChargerLink Inc.)专注于新能源车领域，为车主、车

厂和商业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服务和专业产品解决方案，致力成为

中国最大的充电网络运营平台，同时为车主提供专业的移动社交和

媒体网络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充电桩、充电车位管理方案、充电网络控

制器、充电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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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C57               

公司名称：深圳市森维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白花社区观光路11号金万利工业园B栋南2楼

电话：0755-29422957

传真：0755-29423973

邮箱：chunfei.chen@wdsengroup.com.cn

网址：www.wdsengroup.com.cn

深圳市森维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圳市华德森集团，公

司成立于2013年2月。

公司主要以非手机、平板类CMOS模组；行车记录仪，运动摄

像机，IP camera，智能穿戴设备，高拍仪，扫描仪，证件识别，点

读笔，Smart TV，倒车后拉，航模等产品OEM为主要业务。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头模组、汽车电子产品、智能摄像头等

展 位 号：8C58               

公司名称：佛山市简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Xq宝西路60号四座四层

电话：0757-81775199

传真：0757-81775166

邮箱：451830887@qq.com

网址： www.jettwork.com

佛山市简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是专业的智慧城

市系统、智能交通系统、智慧LED显示系统解决方案及技术产品供

应商。公司秉承“高科技、高质量、优质服务、自主创新”的发展

战略，专业从事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LED显示的核心技术开

发与应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

慧LED显示系统系列产品，发展创新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系统、交通信号产品、LED显示屏

展 位 号：8C60               

公司名称：深圳市山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工业区新辉工业园1栋1楼 

电话：0755-29680878

传真：0755-29681243

邮箱：sz885@163.com

网址： www.shannicctv.com

深圳市山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制、设计、生产、销

售智能交通系统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创建以来，以高新技术的

开发为立足之本，以领先国际的理念为研发目标，以精益求精的态

度为服务宗旨，全心全意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专业服务。多年

来山尼集团不断追求进步，挑战国内外各种高科技产品，提供更为

高效的产品和系统，成为智能交通行业倍受瞩目的一颗新星。公司

拥有雄厚的技术背景及超强的研发力量，在长期从事智能交通系统

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时

了解并跟踪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理念，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车载安防系统

展 位 号：8C61               

公司名称：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章阁社区桂月路硅谷动力.深圳市低碳

科技示范园A8栋2-3层及4层A面

电话：0755-83712890

传真：0755-83713074

邮箱：2355639238@qq.com

网址：www.zmvideo.com.cn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QQZM）创办于2006年。公司

定位为网络摄像机、数字嵌入式音视频产品和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系

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公司适应市场需求做责任型企业，一直致力

于低碳，节能，环保的科技产品研发。在安防领域拥有自主研发核

心技术和专业优质的客户解决方案，具有雄厚的资质力量和行业资

源优势。公司拥有先进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技术团队与基地，公司面

积3300多平方米，建有标准厂房及办公、生活用房。

公司初期以经营串口摄像机为主。在串口摄像头方面拥有垄断

技术。作为串口摄像机的发明者，公司凭借串口摄像机的独家技术

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商，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90%以上。公

司以自身优势曾为各大交通、通讯运营商建立坚固的合作关系。并

且为北斗导航建立全面的配套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串口摄像头

展 位 号：8D0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百旺信高新工业园一区3栋

电话：0755-26702688

传真：0755-26703485

邮箱：zhujuqning@3onedata.com

网址： www.3onedata.com.cn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研发、生产工业通讯网络

产品的高科技公司，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敏锐把握行业的需求，致

力成为国际一流的工业通讯专家，向客户提供稳定性高且具成本效

益的串口通信解决方案、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以及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嵌入式以太网模块、串口

服务器、光电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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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D03               

公司名称：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观澜环观南路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园区

电话：0755-86095167

传真：0755-86095167

邮箱：anma@infinova.com.cn

网址：www.infinova.com.cn

Infinova（英飞拓）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安防整体解决方案及产

品提供商，股票代码为002528。“先进安防，守护全球”，英飞拓

深耕安防行业二十多年，一直专注于视频监控和智能技术的研发与

创新，产品涵盖全系列视频监控设备，包括摄像机、快球、高速云

台、视频矩阵、IP视频系统、光端机和门禁控制系统，以及多个行

业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智慧建

筑解决方案和智慧工业解决方案等。我们的产品为全球众多公共设

施、交通运输、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及其它商业和工业设施提供了

至关重要的安全防护。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快球、高速云台、视频矩阵、IP视

展 位 号：8D05             

公司名称：慧聪安防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东路9号京仪科技大厦B座2层 

电话：010-62298094

传真：010-62298094

邮箱：dongxiaoyu@HC360.com

网址：www.secu.hc360.com

慧聪安防网创建于1999年，立足安防专业市场，依托慧聪网强

大技术平台，通过买卖通、网络广告等产品，以对行业的深刻理解

为安防企业提供量体裁衣的企业推广解决方案。现已成就了最权威

的安防行业专业媒体与用户基础最广泛的安防B2B电子商务平台。

展 位 号：8D07     

公司名称：中国停车网/《城市停车》

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路2-2号燕翔大厦5楼

电话：0531-88512040   88924401

网址：www.chinaparking.org

邮箱：chinaparkingorg@163.com

停车行业权威资讯门户，从业者每天必看的网站。中国停车网

（www.chinaparking.org）每天全面及时的发布停车设备招标信息

（每年近3000条）、专业视角报道停车行业资讯、对停车细分市场

进行深入解读、独家分享停车场运营管理的经验。中国停车网面向

九大细分市场（医院、商场、机场、校园、住宅和单位、换乘、综

合商厦、场馆和景点、道路停车）重点推广，是您开拓停车市场的

最佳伙伴。

《城市停车》是停车行业唯一一份专业期刊，创刊于1996年。

双月刊，一年6期。主要报道停车行业市场现状，停车政策，停车

技术，停车场运营管理经验，品牌企业和人物。全面分析停车行业

的走势，市场规模，企业规模等；深度分析住宅、医院、市政、商

业建筑、机场、大学等各类停车市场的特点和需求；分享各类停车

场的解决方案，停车场的设计案列，投资建设模式等。深度剖析停

车政策，关注停车规划，探索和分享各类停车场的运营管理经验

等。

展 位 号：8D17

公司名称：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西苑三区19号楼9单元0402室

电话：010-84997116 

传真：010-84997116

邮箱：bjaswykj@126.com

网址： www.ans.net.cn

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在北京金融街注册成立，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之

初，便致力于研发并提供多种停车场出入口管理方案，现成功开发

了最新一代，全球首款全嵌入式车牌识别主机（DS8000）

DS8000有别于其他的摄象机识别的方式，采用纯嵌入式，只

需在加上普通的高清摄象机与道闸就构成了整个车牌识别停车场管

理系统，现已应用于全国多处智慧城市，大型停车场等。公司创办

以来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科技创新为导向、合作共赢为目

标”的宗旨，以优质的产品服务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构建宽阔而自由

的平台，为实现让合作客户事业成功，让企业员工为持续发展的目

标而不懈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嵌入式车牌识别主机

展 位 号：8D18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光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岗头风门路金光道工业园

电话：86-0755-33218928

传真：86-0755-33218982

邮箱：jgdgs@163.com

网址： www.jgdtech.com

创建于1986年的深圳市金光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最

早从事智能交通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施工、安装和服务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正在新建的华为科技城，建筑面积

达12000平方，自建有办公写字楼、标准厂房、员工宿舍等，配套

设施齐全；

金光道多年来为深圳特区承建了70%以上的交通信号监控工程

项目，是深圳市交通监控系统工程信誉最好、时间最长、中标最多

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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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道专注于为中国的城市道路交通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重点发展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及与其配套的交通信号控制机、车

辆检测器等产品；公司重点发展电子警察监控系统，其中有；闯红

灯、超速（区间超速）、逆行、不按道、压线行驶等违法抓拍设

备；采用先进的视频图像处理技术研发车牌识别、事件检测、卡口

治安管理等高清视频系统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交通、治安管理

的需求；金光道的道路信息采集器满足交通信号控制、电子警察、

高速公路信息采集等各应用系统的配套需求；金光道LED应用产品

有：LED信号灯、倒计时、LED补光灯、交通诱导屏等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信号灯、倒计时器、信号控制机、LED补

光灯、高清电子警察

展 位 号：8D25       

公司名称：永泰基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常通路3号院长楹天街西区2号楼

电话：010-85790073/80/81

传真：010-85790080  

邮箱：whaiyong58@163.com

网址：www.dmser.com

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是业内一家DM直邮广告公司。从

事如《永泰基业广告·智能安防》、《中国安防供应商》、《中国

安防十大专辑》等直邮广告媒体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及展会

代理等相关业务。我们用专业的媒体知识，准确、快捷、周到的服

务来满足广大行业用户的需要，愿与客户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北京普华联合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多领域的专业广告设

计、广告制作公司。我们提供专业的标志设计、画册设计、宣传册

设计、广告设计、环境导视设计等。诚信是我们的原则，我们重视

设计创作中的灵感，全力打造客户的视觉新形象。为提升客户企业

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而不懈努力。

深圳市普华永泰广告有限公司是以上两个公司的兄弟公司，从事

以上两个公司的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

展 位 号：8D27              

公司名称：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7号华胜大厦507室

电话：0755-83616178

传真：0755-83616158

邮箱：1059031138@qq.com

网址： cn.infrared-ir.com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产品广泛应用于金

融/商场/交通/教育/智能家居/机关部门/工矿/军事等多种场合。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销售、生产管理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现拥有实用新型专

利6项，外观专利2项。经过多年的市场检验和技术沉淀后，公司现

已成为公共安全摄像机补光灯/智能交通摄像机补光灯/频闪灯/闪光

灯/环境照明光源产品行业中知名度较高的专业品牌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LED补光光、智能交通频闪灯、平安城市专用

补光灯

展 位 号：8D28                               

公司名称：深圳市格莱光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宝安区福永福安第二工业城9栋

电话：0755-29168291

传真：0755-29859589

邮箱：2355900525@qq.com

网址：www.glareled.com

深圳市格莱光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LED显示屏交通应用、LED加油站应用、LED工业照明及其配套产

品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工程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

有的产品系列有：LED交通诱导屏、LED可变信息显示屏、LED限

速牌、LED车载显示屏、LED油价显示屏、LED隧道灯、LED油站灯

等，同时我们的产品已通过多项认证及专利！

格莱光电子愿在ITS城市智能交通领域为营造人、车、路的和

谐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真诚期盼与您的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可变信息屏、车载导向牌、LED限速

牌等LED显示屏

展 位 号：8D33               

公司名称：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茶光路1089号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产业园307

电话：0755-86568021

传真：0755-26727234

邮箱：weiweixin@dvision.cn

网址：www.dvision.cn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深圳市迪威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综合服务

商。国内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代码：300167）。  

公司致力于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运营服

务。经过多年的业务积累与行业沉淀，公司已经具备了智慧城市系

统架构规划能力、建设能力、投资能力和运营能力，以及如云计算

及数据中心、视讯应用、信息安全、激光显示等关键点产品的产业

化能力。公司目前能够为用户提供从规划、设计、集成、落地实施

到后期运营维护的一揽子信息化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4K高清时代的交通指挥中心大屏显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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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D35               

公司名称：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46号惠名大厦6-8楼

电话：0755-22358419

传真：86-755-83949389

邮箱：office@sutpc.com

网址：www.sutpc.com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创建于1996年，直属

于原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2006年底随深圳市事业单位改

革，由事业单位划转改制为国有企业，由“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研

究中心”更名为现名。

中心成立至今，始终是深圳市政府的重要技术支持单位，承担

了深圳市历年重大交通政策与规划设计研究项目的编制任务，积累

了丰富的项目经验。近年来，中心在立足深圳的同时，不断拓展全

国业务，推广深圳经验，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业务范围已

覆盖全国58个城市。

主要产品信息：未来交通实验室

展 位 号：8E02               

公司名称：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街1号环洋大厦4层

电话：010-50961636

传真：010-50961636

邮箱：lvze@vion-tech.com

网址：www.vion-tech.com

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坐落在中关村科技

园区，是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

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公司由国际著名的计算机

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创办，拥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中科院等

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组成的强大研发队伍和国际顶尖合作伙伴，

已自主研发一系列世界领先的图像识别核心算法、高性能人工智能

硬件平台与行业定制化智能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交通 、智慧安防、智慧商业

展 位 号：8E04               

公司名称：深圳市互联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13号清华紫光信息港C1009

电话：0755-88850578

传真：0755-26640211

邮箱：chinahotline@chinahotline.com.cn

网址：www.chinahotline.com.cn

深圳市互联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多媒体应急指挥调度

技术的倡导者！多年来专注于从事新一代网络NGN融合通讯系统、

IP多媒体指挥调度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基

于新一代网络NGN架构的融合通信解决方案。 主营业务包括：各

类政府应急 、智能交通、武警部队、警用执法等领域的多媒体通信

调度系统，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公司为数十家大型的政府行业部

门、以及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了新一代多媒体通信系统解决方

案，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公路交通指挥调度系统、高速公路IP广播对讲

机、对讲机

展 位 号：8E05               

公司名称：东莞市耀弘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富盛路六号

电话：0769-81029129

传真：0769-81029126

邮箱：xlbrtang@126.com

网址：www.led15.com

东莞市耀弘光电是一家专注研发，生产，销售LED补光灯的厂

家，主要以LED电警补光灯，LED卡口补光灯，2008年中国第一家

将LED大功率灯用于智能交通上，LED补光具有寿命长，高光效低

功率光污染小等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LED电警补光灯、LED卡口补光灯、LED闪光

灯

展 位 号：8E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毅兴通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洞大厦1105室

电话：0755-86957360

传真：0755-86957360

邮箱：sales@gysuntec.com

网址：gysuntec.com

深圳市光毅兴通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高科技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主要从事以光电通信技术为主的高科

技通信电子产品及相关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技

术服务。

公司具备雄厚的技术开发力量和精湛的生产工艺及先进的生

产设备，在光电器件、光电设备、数据通信产品、网络设备、通信

配套产品、通信设备防雷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SFP光模块，光

纤收发器，以及视频光端机在国家的很多领域重大项目中有广泛应

用，地铁，电网，高速路监控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节能万兆光模块、云计算光互联产品、光纤整

体解决方案及设备



2015第四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2015.6.24-6.26深圳会展中心) 85

The 4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5

展 位 号：8E08               

公司名称：杭州鼎鹏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厦923室

电话：0571-85099030

传真：0571-85099030

邮箱：tqq@66its.com

网址：www.66its.com

杭州鼎鹏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华星科技大

厦，是专业致力于智能交通、视频安防等相关领域研发、服务事业

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通过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智能交通控制实验室建

立的技术合作关系，采用澳大利亚在智能交通领域领先全球的

先进算法和控制技术并结合中国交通特点，推出“格朗德骏”

（“GRANDTRANS”）系列交通信号控制设备和智能交通解决方

案，被认为是目前行业内领先的智能交通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DPTS-C型集中协调式交通信号机、DPTS-

VD型视频检测

展 位 号：8E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天安路15号二楼

电话：0755-84279051

传真：0755-84279979

邮箱：738389027@qq.com

网址：www.keers.cn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LED补光灯专业制造商。

千叶行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中国安防高科技企业。在视频补光及视频传输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

基础和独特的优势，是中国安防科技产业的新兴企业之一。公司自

主开发生产监控LED补光灯、交通LED频闪灯、LED隧道灯、太阳

能路灯等相关设备，拥有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

应用工程师多名。几年来，攻克了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最关键的技

术瓶颈，有效的解决了LED补光灯的光衰、控制、散热、防雷、起

雾等技术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LED频闪灯、LED补光灯

展 位 号：8E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大学城创业园B区6楼（原平山

工业区20栋）

电话：0755-61824918

传真：0755-26419610转8008

邮箱：2355271237@qq.com

网址：www.chinatenet.com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领先的智慧

停车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国内外超过3,000个城市综合体、

商业中心、大型场馆、企业院校等提供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公司

拥有智慧停车管理行业最完整的、从研发到生产的产品线和融合解

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卡车牌识别通行、远/近距离智能卡识别通

行、区位引导以及停车场车位引导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统等，灵

活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全面服务于国内外众多停车场运营商及开发

商，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停车引导系统发货量稳居全国前列，被誉

为“智慧停车行业的标杆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管理系统、车位引导、区位引导、车牌

识别

展 位 号：8E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中国脑库A栋东（702）

电话：0755-82428254

传真：0755-82422715

邮箱：info@huaruchina.com

网址：www.huaruchina.com

我公司与InnoSent、Micropelt、Smartec、Novelda等国际知名

的传感器及微波设备公司密切合作，负责这些公司产品在中国的销

售和应用推广。目前主要代理产品包括：微波雷达传感器、温湿度

传感器、微型薄膜半导体制冷片（TEC）、温差发电芯片、超宽频

微波处理芯片等。同时，公司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紧密

结合国家对于智能交通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需求，着力于传感器探

测及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针对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以及各类电

子安防应用，自主研发出了多款国际领先的智能监控终端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雷达、测速测距、水位计、流速仪

展 位 号：8E14               

公司名称：深圳市振兴伟业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坂田吉华路上雪科技城东区10号J栋5楼

电话：0755-28357696

传真：0755-28357318

邮箱：1691883967@qq.com

网址：www.zx-net.com.cn

深圳市振兴伟业通讯有限公司是专注研发、生产工业光纤网络

通信产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敏锐把握行

业的需求，致力成为国际一流的工业通信产品专家，公司拥有国内

最全的: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工业级光纤收发器,PoE工业级以太网

交换机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电力，电信，金融，交通，工控，军

工，安防，医疗，餐饮等行业，并和众多行业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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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POE工业交换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级

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8E15               

公司名称：广州彼岸思精光电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号五羊新城广场2523

电话：020-87375739

传真：020-87362143

邮箱：janet@peiport.com

网址：peiport.com

彼岸集团公司于1990年在香港创立，主要经营的产品进口红

外热成像仪、紫外成像仪、高速摄像机、气体检漏成像仪、地质雷

达、地下管线仪、超声波检测系统等光电仪器和航空发动机等产

品，同时致力于光电技术和航空产品领域的科技创新，是中国民用

陀螺稳定光电观测系统（光电吊舱）的生产商，在红外遥感监测系

统、红外在线状态数据采集系统、微量热型红外传感系统、遥控动

力伞控制系统等研究方面，坚持创新、不断推出产品。是有一家专

业从事光电系统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

高科技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机载吊舱陀螺稳定光电观测系统

展 位 号：8E16               

公司名称：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浦东南路855号23E

电话：02168599898

传真：02168599897

邮箱：liusj@forum8.com

网址：www.forum8.co.jp

FORUM8公司创业以来以软件包开发技术为基础，以结构物设

计为首，提供支援土木、建筑设计的软件、技术服务。近年来随着

虚拟现实的开发，应用范围延伸到包括交通、汽车研发等更广泛的

项目领域。

本公司的成长基础在于独创性通用软件的开发。UC-win/Road

作为一款实时虚拟现实软件开发于2000年，在2002年获得了由日本

经济产业省所属的研究团体财团法人SOFTIC软件信息中心所表彰的

软件产品2002年年度大奖。

主要产品信息：虚拟现实软件UC-win/Road、驾驶模拟器

展 位 号：8E17               

公司名称：惠州市德科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园洲兴园五路241号

电话：0752-6821368

传真：0752-6821369

邮箱：870887150@qq.com

网址：www.deke-led.com

公司成立于广东省惠州地区，专业于生产、研发及销售LED

交通显示屏、LED太阳能交通警示产品、LED照明系列节能环保产

品，规格齐全、质量稳定广泛运用于交通行业、政府机关、银行、

税务、学校、企业等场合。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显示屏、LED太阳能交通警示产品

展 位 号：8E18               

公司名称：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6层1603室

电话：010-62800162

传真：010-62800256

邮箱：xingpy@eparking.com.

网址：www.eparking.com.cn

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智能停车场整体解决

方案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依托在智能交通领域强大的科研力量、技

术优势和行业经验，推出了一整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车牌识别解

决方案，涉及前端采集、车牌识别、计费系统等各个环节，在智能

交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易泊时代以车牌识别技术为核心，研发出多项车牌识别产品并

提供多种行业解决方案，利用车牌识别技术取代传统的IC卡技术，

推出入场车辆不需停车的新型无障碍停车场管理系统--智能车牌识

别计费管理系统，为目前的智能停车行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服务模

式。

主要产品信息：易泊车牌识别停车计费系统

展 位 号：8E19               

公司名称：深圳市路明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竹村福庭工业区5栋3楼

电话：075527708545

传真：075527701581

邮箱：639711402@qq.com

网址：www.szlm888.com.cn

深圳市路明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太阳能交通产品及交通安全设施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外向型高科

技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包括：太阳能道钉、太阳能轮廓标、太阳能交

通标志牌、LED隧道诱导标、太阳能交通信号灯、普通道钉、轮廓

标、普通交通标志牌、防眩板、防撞设施、路面防滑设施，停车场

设施等，1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种。

主要产品信息：道钉、太阳能道钉、轮廓标、防撞桶、太阳能

标志牌、太阳能黄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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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E20               

公司名称：法兰克福新时代广告（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C座607室

电话：0755-82994989-219

传真：0755-82992015

邮箱：david.qiu@newer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www.asmag.com.cn

法兰克福新时代广告（深圳）有限公司，秉持专业深耕、多元

整合、全球化经营的企业理念落实We Promote Security，致力于推

动安全产业发展及创造市场商机。

从安全管理面向整合实体与虚拟网络安全、深入安全防护、消

防防灾及信息安全等三大领域，提供杂志、数字媒体、展览、活动

等全方位营销服务。拥有完整的国际资源以及丰富的安防经验，是

专注于安全与防灾领域的整合营销媒体服务公司。

展 位 号：8E21               

公司名称：数字音视工程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红花岭工业南区五区A栋211

电话：0755-82091686

传真：0755-82091686

邮箱：1873860541@qq.com

网址：www.davinfo.com

自2007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为会议、指挥、演艺、安防、

广播、图像展示等数字音视工程领域搭建高效的电子商务平台，为

业内企业提供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和增值功能。经过多年发展，数

字音视网已成为终端客户、集成工程商、专业工程商、经销商、生

产厂家、元器件厂家相互之间的良好沟通平台，并成为数字音视工

程领域最专业，最权威，最全面的行业资源性垂直媒体。

主要产品信息：网站、杂志

展 位 号：8E22               

公司名称：深圳迪卡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航城大道南昌社区华丰世纪科技园A2栋二楼A区

电话：0755-23003273

传真：0755-27581183

邮箱：Jason.Liu@decaer.com

网址：www.decaer.com

深圳迪卡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短途交通工具、体感技术

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经过3年研发，2015年正式组建公司推出产

品上市销售。 迪卡迩由顶级团队组建，包含名校毕业工程师、经

验丰富的营销总监、生产总监，确保产品万无一失，为客户、为员

工、为公司带来最大利益！

主要产品信息：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

展 位 号： 8E24

公司名称：中国智能化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梅华路207号安通工业大厦504

电话：0755-83089925

传真：0755-83088335

邮箱：757895774@qq.com

网址：www.zgznh.com

智能化网（www.zgznh.com）是智能化领域资深门户垂直平

台，创建于2002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智能化领域最

权威的网站。网站资讯辐射智能工业、智能电子、智能机械、智能

交通、智能建筑、智能电网、物联网、新能源、市政建设等几十个

行业和领域。

智能化网重点围绕智能工控、智能仪表、智能建筑、智能机

器人四大行业及智能机械、智能通讯、智能电子等周边行业，并借

助《工控智能化》《仪器仪表智能化》DM杂志强强联手、网刊互

动，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工控智能化》《仪器仪表智能化》杂志、中

国智能化网宣传彩页

展 位 号：8F02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朗山路华瀚科技D座403

电话：0755-86019266

传真：0755-86019299

邮箱：hehailan@icarvisions.com

网址：www.icarvisions.cn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车载视频监控为主导，以

技术研发为核心，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团队有着10年车载DVR研发经验，具有业内领先的核

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公司致力于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SD卡录

像机、3G视频部标一体机、车载专用摄像头、3G单兵系统、视频

综合平台、中心管理软件等全线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录像机、车载摄像头、3G单兵系统、视

频监控管理软件

展 位 号：8F04               

公司名称：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1689号深港数字化产业园3号楼6-1B

电话：0551-65333401

传真：0551-65772752

邮箱：sales@hflzd.com

网址：www.hflz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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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智能

交通方面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并提供开发、设计、集成、咨

询等服务，可以为智能交通方面的行业客户提供一流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闪光灯、LED频闪补光灯

展 位 号：8F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网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大厦D座1003

电话：0755-33376606

传真：0755-33376608

邮箱：wu.qihua@onv.com.cn

网址：www.onv.com.cn

深圳市光网视科技有限公司（ONV Company），创立于2003

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十余年来专注于安防监控通信传输

领域，是目前中国最具实力的安防监控通信传输设备研发生产企业

之一。从2002年自主研发中国安防领域第一批光纤网络安防传输产

品开始，光网视就一直站在安防监控传输技术的前沿，始终如一的

专注于创新，成就了ONV安防监控传输专业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 、PoE分离器、PoE供电器、光纤

收发器

展 位 号：8F08               

公司名称：武汉天昊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7号兆富国际大厦1601室

电话：027-87875606

传真：027-87646979

邮箱：ningcj@tianhao.net.cn

网址：www.tianhao.net.cn

武汉天昊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智能交通领域的从事电子警

察/治安卡口/超速抓拍/高清网络相机系列产品生产、销售高科技型

专业企业，是武汉市“高新技术企业”。

武汉天昊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具备独立完成交通信号控制系

统、电子警察、治安卡口、超速系统等电子工程的设计、开发、施

工能力。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公司全体同仁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包括：电子警察系统、固定点超

速系统、治安卡口等三大系列九个小类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相机、视频分析一体机、流量监测一

体机、违停球

展 位 号：8F10               

公司名称：博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未央路132号经发大厦603室

电话：029-86239340

传真：029-86538239

邮箱：lesley@lex.com.tw

网址：www.lex.com.tw

博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90年在台北正式成立。目前已在中

国大陆，欧洲和美国设有多个分支机构。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工业

电脑应用的嵌入式系统。主要产品包括嵌入式主板及准系统，车载

电脑，视觉机器，平板电脑等。我公司产品主要应用有网络，多媒

体，收银系统，智能交通及自动化应用等方面。我们研发出针对极

端恶劣环境应用的宽温，宽电和防震产品。我们独特的低功耗无风

扇设计，极易拆装的简洁紧凑机箱使我们产品在中国和欧美市场占

有一席之地。此外本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OEM和ODM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嵌入式工业电脑主板及准系统、轨道交通/车

载、网路供电系统

展 位 号：8F12               

公司名称：深圳市恒光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508号2-5楼

电话：0755-89741940

传真：0755-29510856

邮箱：953823655@qq.com

网址：www.hgd-tech.com

深圳市恒光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交通领域LED显示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出租车LED智

能顶灯屏、出租车LED广告顶灯屏，出租车广告LED后窗屏，出租

车拼车屏，LED智能公交屏、公交车LED广告屏，公交车LED报站

屏，LED公交线路屏，公交站台LED屏等产品，专业为用户提供高

性价比的产品、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增值的服务，是中国光学光

电子行业协会LED显示屏分会的会员。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智能LED顶灯屏、广告屏、后窗屏、报站

屏、线路屏及站台屏

展 位 号：8F13               

公司名称：深圳市鹏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大道北元征工业园A栋3楼1317

电话：0755-82376601

传真：0755-82432150

邮箱：huaxia.guan@padcy.com

网址：www.padcy.com

深圳市鹏奥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专注于汽车诊断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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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开发、汽车CAN总线数据采集应用、汽车电子产品研发与销售的

公司。先后荣获“软件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

号 。鹏奥达汇聚了业内顶尖的研发精英，拥有全球最高效的汽车诊

断协议和汽车CAN数据采集开发技术团队，已获20多项专利技术，

是中国汽车故障诊断产品行业为数极少的具有知识产权的公司之

一。

主要产品信息：商用车OBD诊断设备、乘用车OBD诊断设备、

OBD模块等

展 位 号：8F14               

公司名称：深圳市绚立特种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辉路百富利工业园A栋

电话：0755-66802295

传真：0755-29404355

邮箱：18928485802@189.com

网址：www.lcd01.com

深圳市绚立特种显示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绚立特显

是一家专注于特种液晶显示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型企业。绚立特显的产品以户外高亮液晶显示屏为主，是国内最

专业的户外高亮液晶显示屏制造商。绚立特显的全户外液晶显示屏

已远销中东欧洲北美澳洲等30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绚立特种显示

设备有限公司拥有专业高亮度液晶屏背光生产车间，可以生产700-

5000cd/m2的LED背光。高亮液晶屏的尺寸从15寸-84寸。获得了质

量保证体系ISO9001、BV、TUV等多项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高亮液晶屏

展 位 号：8F15               

公司名称：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跃路5号

电话：0519-88812318

传真：0519-88818807

邮箱：judy@china-buzzer.com

网址：www.china-buzzer.com

公司成立于1996年，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员工800名，其

中工程师26名，品管人员35名,具有较强的开发能力。主要生产电

磁式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SMD贴片蜂鸣器,受话器,扬声器和麦

克风,现有500多个品种，月产量1000万只。产品主要用于笔记本电

脑、汽车电子、电脑主机板、不间断电源、报警器、数码相机、

GPS和家用电器等。已经获得ISO9001:2000、ISO14001:2004体系

认证和 TS16949:2002证书。 

主要产品信息：蜂鸣器、扬声器、受话器

展 位 号：8F16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景苑支行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合正名园C座

电话：13480937586

传真：0755-25312020

邮箱：wuwei1.sz@ccb.com

三十多年来，建行深圳市分行经过与特区的共同成长，分行先

后在中长期信用、住房金融、财务顾问、建经咨询等产品和服务方

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发扬“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的精神，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文化金融、中小企业、村镇金融、资

金交易、投资银行、私人银行、信用卡、电子银行等业务，在深圳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产品信息：建设银行企业服务产品

展 位 号：8F17               

公司名称：广州星柯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62号708A房

电话：020-38664223

传真：020-38664223

邮箱：18618316810@163.com

网址：www.gzthinkland.com

广州星柯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广

东省广州市，在广东省深圳市和辽宁省大连市分别设立办事处。主

营业务包括智能交通行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

公司拥有完整的智能交通行业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包括

公交、物流、校车、“两客一危”、铁路等交通运输行业的信息化

建设产品及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软件平台、车载数据终端硬件产品

展 位 号： 8F18              

公司名称：广州普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鹤南路19号

电话：020-28255451

传真：020-28255451

邮箱：SONGAWEI@YEAH.ENT

网址：www.gzpuruisi.com

广州普瑞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个专业生产智能交

通灯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智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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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国家(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钱荣路88号

电话：0510-85511853

传真：0510-85503152

邮箱：20505568@qq.com

国家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46号惠名大厦6-8楼

电话：0755-22358419

传真：0755-83949389

邮箱：office@sutpc.com

网址：www.sutpc.com

未来交通实验室（深圳站）由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等成员于2015年5月创立。作为首个非盈利性的在线交通创新与

服务平台，未来交通实验室秉承“挖掘数据价值、践行开放理念、

共建创新平台”的宗旨，致力于城市大数据模型和创新技术交流，

支持政府决策和公众信息服务。未来交通实验室（深圳站）包括城

市模拟、开放数据、科研探索以及孵化产品四大板块。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武汉大学湖北省视觉感知与智能交通技术研发中心

邮箱：zh@whu.edu.cn

一.大场景超视野超高清视频智能监控

1．技术创新与特点

本产品基于场景中不同视角的摄像头，利用先进的视频大数据

并行处理技术进行视频融合，实现对大场景超宽视野的整体化和智

能化的视觉感知，解决了千万像素级别超高清全场景视频实时处理

的难题。

2．应用领域

机场飞行区和航站楼监控；

火车站/汽车站前广场监控；

港口和水面监视；

商业区/园区/校区广场监控；

变电站监控；

展览馆和体育场馆监控。

二.视频地球

面向公共安全和应急响应的实际需求，打造集实时视频和卫星

地图为一体的实景动态地图—“视频地球”。该系统集安防监控、

实时导航和应急响应为一体，为智慧城市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重庆交通大学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66号

电话：02362652674 

传真：02362651921

网址：www.cqjtu.edu.cn

驾校学务一体化管理系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

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部

令2006年第2号）》以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与使用规定（公安部

令第123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系统是一套集嵌入式控制、

GNSS/BD定位、视频监控、生物指纹识别、DSRC/3G通信等先进技

术于一体，能够切实有效针对学员从报名、预约训练、理论教育、

交通法规考试、模拟驾驶训练、场内/外培训、场内/外模拟考试、

场内/外结业考试、场内/外约考、场内/外约考等驾驶员培训和驾照

考试的各个环节实施一体化、信息化管理和监控。该系统能对学

员、教练员、车辆管理等进行一体化管理，解决学员学习时间“真

实性”问题，有利于提升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

步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提高学员的实际操作驾驶水平。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北京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

邮箱：107649084@qq.com

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项目针对“公共交通运行监

管与协同指挥及信息服务综合应用平台”进行信息资源规划设计，

划分业务域，并制定了业务模型；设计完成包括辅助决策与综合运

行分析系统、运行监测与预警、应急响应与指挥调度、服务监管、

公众信息服务的5大应用组，23个子系统、351个功能模块与程序模

块所组成的功能模型；描述了40个主题库中118张核心表，形成860

个数据元素和215个编码表的规范。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电子科技大学出国留学中心云南分中心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电话：0871-63613791 

邮箱：441638369@qq.com      

提供一种城市道路交叉道口，包括环形岛以及由里向外依次

设置在环形岛路面上的左转车道、直行车道和右转车道，其特征在

于在环形岛的路面上，间隔设置禁停区。可在无红绿灯或人工指挥

的情况下，让进入环形岛内的来自各方向的车辆只能择机通过禁停

区，一则有效避免进入环形岛内的车辆发生堵塞，二可免除红绿灯

设置费用及运行消耗的能源及费用，同时克服了红绿灯对交通的人

为阻碍，三可让行人顺利、安全通过交叉道口，再配合设置在进入

环形岛之前的各路段地面上的次禁停区组，以防备环形岛内发生堵

塞时，让后来车辆不再进入环形岛而调头另行择路通行，确保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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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畅通无阻。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地智能交通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81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itsshenzhen@163.com

网址：www.szitsa.org    

深圳市天地智能交通研究院，是以研究实时动态信息条件下智

能交通发展为目的的专业研究机构。研究院聚集了多位国内外智能

交通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资源，致力研究和解决国内智能交通领

域带有普遍性和前瞻性的问题，探索研发智能交通新技术，承担国

家、省、市智能交通研究课题，并为行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为智能交通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院下设城市智能交通研究部、区域智能交通研究部、交通

数据分析与挖掘研究中心、交通规划决策支持研究中心、交通影响

评价研究室、交通运行管理研究室、交通物联网研究所和智能交通

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    

研究院以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秉承“宽平

台、全开放”的办院理念，与国内外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和行业企

业保持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密切跟踪国际ITS技术的最新发展动

态，为政府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国内外智

能交通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品检测、咨询评估等各项

服务。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武汉大学交通研究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

邮箱：jxwangxin12@126.com

网址：www.whu.edu.cn              

甲方计划展出由武汉大学交通研究中心李必军教授团队开发的

SmartGo成果。SmartGo可以基于视频摄像头，判断前车位置并实

时计算车辆之间的相对位置，同时结合车辆行驶速度，对可能出现

的追尾相撞做出预警。

SmartGo还可以基于视频摄像头，实时的识别出车辆两侧的车

道线。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车道偏移，SmartGo可以及时提

供预警信息。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6号华亭嘉园F座04-F        

电话：010-88361496           

传真：010-82846667      

邮箱：huanglijun@ajt.com.cn          

网址：www.cgltc.com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简称“中位协”）是我国卫星导航

应用领域的专门性行业协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

心，是在中定协的指导、委托下组建的。旨在为卫星导航产品及软

件开发商、生产商、集成商提供从软件到系统级的全方位测评服

务，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引导卫星导航产业健康发展。并且中心

每年均开展导航定位产品测评工作。本次参展的主要是中心地图导

航产品测评相关产品及技术。

展 位 号：成果转化区                

公司名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地址：深圳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北京大学校区

电话：0755-22194696 

传真：0755-22194647

邮箱：150670462@qq.com

网址：www.pkusz.edu.cn

视频结构化分析平台集视频摘要、视频转码、人像提取、车辆

提取为一体，以平安城市中的视频监控图像为基础，以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模糊计算等算法为核

心，在海量视频中提取视频内容的特征数据，特征数据包括时间、

地点、颜色、方向、大小、特定区域、人脸、车牌号码、车牌颜

色、车型、车标、车辆颜色等，实现视频内容智慧化、语义化的快

速检索。

展 位 号：8F19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17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88309117@163.com

网址： www.szspia.org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民间事务管理局核准登记

的行业性组织，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社会法人。

本协会是跨地区、跨部门、跨不同经济成份的地方性的拥有

全国会员的行业组织，是中国安防行业的主要代表，成立于1995年

9月19日。其主要职责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靠行业集

体的力量加速全市安全防范产品的发展，为会员单位的共同利益服

务，维护全行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

理的助手作用；发展与国内相关的经济技术往来，以促进全行业经

济技术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推进全市安全防范产品的

发展；为维护特区稳定、社会安定和全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业做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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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行协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成功参与主办《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建设CPS中安网网站，举办“中国安博会”和新产品推广、

研讨会，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目前，本协会拥有团体会员和个

人会员1680余家，会员均由从事安全防范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政府

安防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安防专家、学者等团体组成。

多年来，协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对深圳市安

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广泛地团结了行业各层

次的专业人士，充分发挥了行业中介组织作用，行业理念宗旨日臻

完善，并逐步向着办成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目标而努力。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担负着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在促进政企双向沟通中彰显活力，帮助企事业拓

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领域，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引领行

业跨越式发展，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展 位 号：8F20             

公司名称：中国智能交通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61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zw.ding@cps.com.cn

网址：www.cn-its.com.cn

中国智能交通网www.cn-its.com.cn是《ITS智能交通》杂志官

网，智能交通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也是国内智能交通

领域网络传媒的最早开创者之一。

依托《ITS智能交通》杂志的专业媒体优势，及深圳市智能交

通行业协会、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的行业

影响力和丰富资源，中国智能交通网坚持真诚服务于国内外智能交

通企业，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资讯传播和电子商务服务，努力营造一

个了解智能交通行业资讯的窗口，在政府、研究机构、用户与企业

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智能交通企业开启网络营销之

门。

凭借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中国智能交通网深受广大用户

的欢迎，并享有极高的声誉，已经成为智能交通行业信息量最大、

专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的大型专业网站。

主要频道和栏目：新闻中心、交通管理、城市智能交通、卫星

导航、热点关注、招投标、车联网、人物访谈、高速公路信息化、

行业观察、专家论坛、智能停车、电警卡口、市场调查、智能公

交、海外ITS等。

展 位 号：8F21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81   88309177   88309172   88309127     

传真：0755-883091 

邮箱：its.sz@cps.com.cn 

网址：www.szitsa.org/www.cpsits.cn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由市政

府有关部门领导管理的行业性组织，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社会独

立法人。

本协会是跨部门、跨不同经济成份的全行业组织，是行业代

表。

其主要职责是，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依靠行业集体的

力量加速全市智能交通产业的发展，为会员单位的共同利益服务，

维护全行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理的

助手作用；发挥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交流、往来，以促进全行业经

济、技术、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推进全市智能交通产

业的发展；为维护及市道路交通畅通、保护环境和人身安全做出努

力。    

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提供《ITS智能交通》杂志、智

能交通网站、智能交通产品展览会、智能交通技术研讨会等交流平

台，为智能交通企业提供展示高科技、高技术、集成系统的舞台，

为政府采购、用户选购适合的智能交通产业创造大市场。    

协会将致力于创建由从事智能交通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智

能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智能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团体和

个人组成的团队，搭建科技交流、科技应用的平台。   

协会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对深圳市智能交通

行业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积极作用，广泛团结行业各阶层的专

业人士，充分发挥行业中介组织作用，行业理念宗旨日臻完善，并

逐步向着办成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目标而努力。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将以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在促进政企双向沟通中彰显活力，帮助企业拓展更

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领域，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引领行业走向

高科技化、规范化、国际化。   

展 位 号：8F22             

公司名称：CPS中安传媒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3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market@cps.com.cn

网站：www.cpsmedia.com.cn          

CPS中安传媒是中国首席安防权威媒体，是集合产业杂志、安

防会展、专业网站、权威论坛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安防传媒机构，是

全方位共同协作的传媒平台。

强大支持：拥有从公安部到各省市行业主管部门、全国安防企

业的大力支持。

丰富资源：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安防产业资源；拥有全球最完整

的产业链信息资源雄厚实力；拥有强势的行业号召力和行业资源整

合能力。

洞察先机：能为全球买家和卖家提供最全面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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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传媒机构，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安防媒体旗舰品

牌。始终立足安防科技，植根安防沃土，与行业同呼吸，共命运；

积极发挥安防主流媒体优势，伴随中国安防产业和安防企业共同成

长，见证和引领了安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CPS传媒机构，直面全球化时代安防技术发展和商业管理，立

足中国安防产业和市场，面向海外。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发展，凭

借对中国安防产业、中国安防企业和安防市场的深刻了解，为国内

外安防界打造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安防市场的平台，权威更突出、

视野更开阔。

CPS中安传媒扎根于深圳，目前深圳安防企业4000家，从业

人员27万，年销售额占全国安防市场份额50%，是我国以及全球最

大的安防产业基地。深圳安防产业的长足发展与CPS中安传媒机构

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安防领域专业传媒机

构，CPS传媒机构目前有与全国31个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并与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展 位 号：8F23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8                  

传真：0755-88309164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在公安部相关业务局、公安部特种警用

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及各省市公安装财部门

的大力支持、指导下，以专业、专注的态度着力打造为中国警用装

备行业提供丰富讯息和优质服务的业内门户网站。 中国国际警用装

备网于2010年6月上线运营，总部位于美丽的滨海城市、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深圳。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各级公安装备部门、

警用装备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在互联网上发布供求信息和提供在线

服务的综合平台。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现开通有“新闻、产品库、

企业库、招标采购、装备技术、行业动态、理论研究、实战训练、

高端访谈、企业专访”等栏目，面向社会提供行业信息和与政府采

购业务相关的服务，逐步实现公安政法部门、政府采购部门与研发

机构、生产企业的即时互动交流。

展 位 号：8F24             

公司名称：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编辑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8                  

传真：0755-88309164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年刊、季刊）是中国公共安全杂

志社专为我国警用装备行业量身打造的一本内部刊物。汇集警用装

备领域的法规标准、发布最权威的行业管理信息、探索行业发展趋

势，力求满足各级公安装备部门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推荐国内外研

制开发的警用装备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以及提供国内外主要生

产和销售企业的信息。是一套集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导向性

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罗湖区泥岗东路1124号三楼

电话：0755-25653918

传真：0755-25653518

邮箱：szhad@126.com

网址：www.huaanda.com

深圳市华安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专业从事社会公共

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维修，并代理销售安防设备、安全检

查设备、警察专用设备、保安消防设备。公司注册资本1100万。为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副

会长单位、广东省公安厅技防办核发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壹级资质

单位、深圳市公司消防局核发的消防产品销售许可证单位。

公司始终遵循ISO9001管理体系，以"产品技术领先、服务周到

完善"的宗旨，确保用户得到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

务。所承接的项目和推广的产品涉及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公共安全

检查、毒品缉查、刑事侦察、军警专用防护、公共消防等领域。 

目前，用户已遍及部队、司法机关、海关边检、机场铁路交

通、银行证券、企业商厦等相关部门。多年以来，公司充公利用自

身优势和先进技术，坚持为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产业服务，在行业

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曾承接

的中国民生银行宝安支行技防项目被评为深圳市首届十佳优质工程

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装备、安检门、探测门、执法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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