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商名称 省份
服务商规模

（上线车辆数）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
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上海平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
神府经济开发区天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100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 <100
佛山市天地行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深圳市恒锐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苏州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
肇庆市一键通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东莞市中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庆阳领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 5000-10000
深圳市北斗快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格尔木智峰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省 1000-5000
佛山市航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天津伊斯达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1000
上海平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安徽省 <100
山东鲁中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上海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金华市丽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浙江瀚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
佛山市轩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广东抱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山东箭波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广西闽泉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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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联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 <1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云南玉溪森泰克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四川天宫七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上海平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
广州市神信海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中航方氏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河南锐利车载终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办事处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内蒙古兴远达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山东劳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0-20000
揭阳市泽润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上海平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南京纳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
杭州绿岛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青岛广通信达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000
广西玉林市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20000
上海伊爱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江西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眉山市华安电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5000-10000
九江市盛安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辽河油田信息工程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张家港市金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内蒙古凯瑞通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山东车卫士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河南玖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广东侍卫长卫星应用安全股份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广东北斗天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1000



山西航信远途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佛山市翔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南宁硕龙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盐城市中瑞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神州畅游导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 <100
贵州天勤盛世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广州市惠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包头市交通金杯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南京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 100-1000
大庆市天昊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00-20000
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山西华龙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普宁市赛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青岛沃曼软控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海威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伊爱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中物北京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南京纳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六安办事处 安徽省 100-1000
上海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湖北天朗北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徐州星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沂分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昆明北斗通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河北永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佛山市神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包头市顺通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潮州市华越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深圳市新思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天津市英贝特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
平顶山市万臣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深圳市成为智能交通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广州市粤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浙江网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1000
宁波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山东省空天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贵州坤腾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陕西中泰易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上海中交兴路腾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山西新誉东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江西省华利众恒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杭州交通卫星定位应用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青海易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省 1000-5000
临沂市新沂蒙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广州市正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广州吉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上海天赐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深圳北斗辰宇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淮安天泽星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温州七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深圳市航通北斗物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陕西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清远市慧时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黑龙江北斗天宇卫星导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1000
湖北天凯风林电子有限公司 湖北省 5000-1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昆明网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杭州云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淄博阿尔法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途观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办事处 浙江省 100-1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临沂高新区新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 山东省 >2000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
重庆蓝盾电子技术服务公司 重庆市 <1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 <100
四川三树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四川省内江乘风智能交通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连云港云斗电子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云南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神州畅游导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1000
山西奥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辽宁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丹东银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黑龙江省紫荆花车载终端导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金航长征上海车联网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湖南亿程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5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中航星北斗_内蒙古_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武汉市交通物流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重庆鑫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00-20000
江苏鸿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大庆远维卫星导航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河南迈佳迈科技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成都市正道航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甘肃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绍兴市安达智能运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北京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武汉志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20000
广西网纪诺立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武汉长江通信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东莞市警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天津北斗天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湖北华盛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
山西恒益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上海中石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
深圳中科华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贵港市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5000-10000
中电科现代导航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吴江智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云南东盟公共物流信息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
北京视控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苏州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上海势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韶关市左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阳泉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福建凯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0-5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四川中卫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0-20000
北京中位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江苏点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北京维亚泰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 100-1000
吉林省英辰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鹤岗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 黑龙江省 100-1000
湛江市瑞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常州科信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青岛海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濮阳市三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北斗国科宜昌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0-5000



巴中市伊爱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湖南澳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
中电科东盟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河北星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江门市慧眼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江苏太平洋通信科技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滨州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000
杭州图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郑州豫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5000-10000
四川鑫北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湖南经纬长途运输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5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辽宁鑫海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江苏星通北斗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镇江星软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内蒙古巴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广西超大高新货运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成都安彩敬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泉州市三川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1000
丽水市信雁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广州日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烟台少阳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重庆天上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邯郸市东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临沂高新区新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 山东省 <100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山西冀东启明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沧州星通卫星定位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湖北泰跃卫星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广东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盘锦福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
浙江启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北京维亚泰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内蒙古烽火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上海畅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四川省汇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云南北斗银河导航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云南广安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办事处 云南省 1000-5000
枣庄迅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省 100-1000
山西安诚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徐州安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中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广西长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天津市宇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1000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广西北斗星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5000-10000
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0-20000
临沂市启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广西星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青岛华诺荣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北京华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骏玮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黑龙江省 5000-10000
云南骏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山东悦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寿光市德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昆明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云南远程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
上海英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连云港宏大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山东卓硕北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0-20000
盐城海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湖南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0-20000
郑州永康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西安天网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办事处 甘肃省 1000-5000
江西省北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衡阳国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湖北华盛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5000-10000
河南新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5000-10000
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云端车联网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邯郸市东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江西隆盛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北斗天汇贵州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佛山市新蓝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万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信息技术分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广州日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云南思增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北京华龙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江西北导星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江西省慧联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江苏星通北斗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江苏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东莞市途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广西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1000
湖南湘北斗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5000



四川天地宏华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中航星北斗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山西星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徐州市天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湖南新天地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浙江吴霞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武汉宏地星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安徽洲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分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上海直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沈阳平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哈尔滨市北斗浩淼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00-20000
黑龙江北斗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广东北斗平台科技有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 <100
山东车卫士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强和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云南电信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安徽中星联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黔南州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黑龙江北斗天宇卫星导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5000-10000
贵州雄维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内蒙古星行北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西安坦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
内蒙古网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柳州市旭坤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盘锦奥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 5000-10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 山东省 1000-5000
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深圳市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佳木斯佳运交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5000-10000
上海捷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南宁朗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无锡鼎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成都捷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茂名市北斗星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 100-1000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云南省 <100
广西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20000
交科视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1000
广西讯捷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20000
辽宁北科星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河南润之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义乌市位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
中航星北斗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陕西联和安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上海思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沈阳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5000-1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深圳市伊爱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 100-1000
重庆金坤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00-20000
上海思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省 1000-5000
沈阳众诚恒力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上海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上海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湖南天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5000
达州市民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青海省 1000-5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
广州航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成都卫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000



河南中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深圳市慧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内蒙古五星物流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内蒙古中兴恒和北斗卫星监控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汕头市易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上海英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0-20000
广州星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山西鑫飞达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徐州市奥星天网通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江阴市金博数据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河南联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省 1000-5000
江西贝尔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成都网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 5000-10000
嘉兴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东莞市奥时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榆林市烽火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甘肃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甘肃省 >20000
深圳市甲天行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100
七台河市景丰城市智能交通信息系统研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杭州绿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江西星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娄底市金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1000
交科视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南京坤联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广西亿程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海南友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 1000-5000
中煤地西安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0-5000
呼和浩特市航兴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上海控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河南省脱颖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辽宁鑫利龙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内蒙古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5000-10000



天地通大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
山东田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贵州凯励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
山西汇思众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20000
郴州市智慧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易流顺通物联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辽宁虎跃快速汽车客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吉林省华旗智慧物流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上海百翰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南京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0-20000
湖南三通慧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1000
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东省 1000-5000
四川烽火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南昌坦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交科视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 <100
江门市江得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上海宇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5000-10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0-20000
淄博泰通元车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山东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5000
杭州星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星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成都路行通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省 5000-10000
吉林省寰旗卫星导航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湖南烽火台卫星定位系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5000-10000
辽宁烽火台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20000
南京汇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海阳分公司 山东省 10000-20000
湖南长沙宏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0-20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10000



宿迁久鼎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四川东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云南蜀鼎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广东恒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山西并和利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宿迁久鼎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广东华盈光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上海思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淮安业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南昌星唯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000
陕西方达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飞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达州市天行路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5000-10000
佛山市联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 <100
山西路顺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上海星软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 5000-10000
安徽联合星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5000-10000
深圳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0-5000
鹰潭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乌拉特后旗富达货物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南通威兰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上海英杰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安徽亿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北京中佳路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10000
信阳中和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贵州北斗星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江苏迪普坤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湖北省 5000-10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山东省 >20000
辽宁卓诚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湖北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0-20000



南京慧联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郑州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吴江智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湖北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云南通涌卫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
大连交达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重庆溏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1000-5000
山西天眼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上海思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0-20000
上海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5000-10000
河南省全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广州航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江苏烽火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西安易迅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1000
北京中佳路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上海卫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
江西汇鎏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 100-1000
广西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5000-10000
江西万晟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内蒙古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临沂卓硕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斗卓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山西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20000
宁夏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哈尔滨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江苏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顿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陕西天帆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江西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深圳华强信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四川北斗畅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河南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六安市星网智能交通有限公司 安徽省 5000-10000
南京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石家庄华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无锡天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广东 广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成为智能交通系统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 10000-20000
四川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河南省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1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哈尔滨市中交华驿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江苏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湖北天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0-20000
南京含悦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宿迁圣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 <100
山东金盾经贸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甘肃众力厚德北斗卫星导航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河南天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盘锦令全商贸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湖南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0-20000
山西英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中航星北斗黑龙江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江西南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深圳市慧眼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常州路航智能交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山西鑫捷华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深圳市慧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山西星拓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山西一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河南玥腾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江西润航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0-20000
深圳市普耐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吉林省 100-1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5000-10000
内蒙古九州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吉林省神越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10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1000
重庆冀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北斗中科北方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5000-10000
河北保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
吉林省华旗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吉林省 >2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办事处 浙江省 5000-10000
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通辽市第一运输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1000
广西赛格瑞豪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20000
江苏鸿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青岛易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0-20000
陕西普菲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5000-10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无锡坦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四川远迈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包头市八达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中煤地西安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江西乾泓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西安交通信息投资营运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四川英海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山西烽火台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山西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内蒙古河朔蒙凯物流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安徽省 100-1000
湖南省七连星烽火台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
北京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10000
山西广安兴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无锡烽火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河南金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0-20000
河南工业技术研究院 河南省 100-1000
郑州多惠达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贵州亿源电子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河北中斗导航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山西诚鼎伟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 >20000
广西盛源行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5000-10000
吉林省新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安徽洲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20000
吉林省嘉申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5000-10000
广州赛唯华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5000-10000
山西七连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山东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000
贵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贵州省 5000-10000
扬州车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苏州广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扬州星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四川北斗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北京路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北京联合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山西中导北斗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山西北斗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南京汇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南京汇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杭州星软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四川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5000-10000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20000
上海道为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茂名市中科宇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南宁为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20000
云南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无锡飞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江苏省 <10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东省 100-1000
茂名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江苏鸿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安徽洲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20000
内蒙古亿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内蒙古广兴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西安丰力通电子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张家港保税区沿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江苏神龙北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海口星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 1000-5000
安徽定海神针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上海思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扬州易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山东中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办事处 浙江省 5000-10000
中国电信集团江西省电信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深圳市甲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广西兴业县星隆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四川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000
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000
黑龙江广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子公司

黑龙江省 10000-20000
吉林省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0-2000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宁夏办事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0-5000
深圳市甲天行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
林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安徽战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20000
重庆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成都万网卫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洛阳市大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深圳市北斗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 <100
成都兆益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山西神龙天地网络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南昌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昆明中道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深圳北斗辰宇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云南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上海通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上海市 5000-10000
河北九通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山西联信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浙江马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 辽宁省 5000-10000
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江西省 <100
广东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山东星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1000
宁夏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00-20000
河南中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5000-10000
福建星通联华物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山西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内蒙古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5000-10000
江西航天运安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0-20000
上海御宇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邳州市宏通车辆卫星地面导航服务中心 江苏省 100-1000
南通太平洋数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重庆北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00-20000
成都众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000
重庆土桥部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上海文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宁波高新区华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安钢集团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南京天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四川中卫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陕西渭南市秦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10000-20000
内蒙古北星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5000-10000
连云港市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惠州市丽普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中航星北斗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1000
山西北斗瀚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20000
深圳市领航通移动视讯有限公司松原分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
河南广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浙江网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
新乡中导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九江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北京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天行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武汉中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0-200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00-10000
河南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5000-10000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山西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清远市信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广州星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星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北
分公司

湖北省 <100
吉林省鸿丰北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河北中交智科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河北汉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0-20000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云南易流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天津市奥航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00-20000
深圳市领航通移动视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云南车承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20000
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5000
山东弘泽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云南成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黑龙江省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 10000-20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 >20000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
吉林省中交华驿物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浙江网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北京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0-20000
山西杰森伟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浙江通涌卫星定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0-5000
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广西驰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5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晋中瑞丰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上饶市大顺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深圳车联讯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重庆伟明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
徐州市鹰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深圳市国脉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河北慧诚利德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深圳市首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江西讯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 1000-5000
江苏比特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
黑龙江省七连星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信科技中心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0-1000
济南吴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四川北斗星车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辽宁省 5000-10000
河南星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四川自胜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1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广州新软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吉林省英辰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0-20000
山西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1000
大庆市万顺通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襄阳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成都北斗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5000-10000
甘肃赢时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南京慧联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中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哈尔滨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中心 黑龙江省 1000-5000
菏泽开发区北斗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北京维亚泰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省 <100
连云港海通市民一卡通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北京平台 安徽省 <100
郑州公路主枢纽信息中心 河南省 1000-5000
石家庄弗斯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重庆赛格车圣通信导航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河南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陕西中交天健车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 1000-5000
贵州省兴义汽车运输总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淄博崇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海口清源亿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 100-1000
无锡坦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 <100
无锡坦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 10000-20000
南京汇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江西联和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河南星通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0-20000
甘肃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 5000-10000
内蒙古联和安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江西龙科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上海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000
四川科泰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0-5000
河南迈佳迈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上海伟冀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江苏北斗车联网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5000-10000
深圳市慧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江西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1000
西宁赢时通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省 5000-10000
北京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河北乐麒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沈阳市星途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0-20000
上海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5000-10000
徐州金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吉林省天庆物流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200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河北烽火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安兴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天津天元广龙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0-5000
浙江网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云南七连星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5000-10000
西安天网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0-5000
宁夏北星卫星通讯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00-10000
重庆城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1000
宁夏众力北斗卫星导航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00-10000
无锡鼎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20000
郑州市神阳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0-20000
山西阳光三极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0-5000
重庆市索美智能交通通讯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
江苏国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广东 广东省 1000-5000
重庆德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河北迈博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河北广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辽宁七连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0-5000
上海御仁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20000
北京视控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江苏比特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马鞍山烽火台电子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北京中交慧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 <100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办事处 内蒙古自治区 <100
盐城市鑫源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江苏傲世星网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郑州威尔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5000-10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 5000-10000



中煤地西安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公事处 安徽省 1000-5000
重庆伟明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江西深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轩慧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吉林通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5000
山东省空天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 100-1000
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0-5000
江西易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江西诺友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00-20000
山东中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廊坊市轩慧电视安装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5000-10000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10000-20000
深圳慧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1000
无锡鼎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南昌市迅航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重庆伟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00-20000
北京中联融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1000
深圳市武陵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邢台泰双电子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济南领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郑州卓硕科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1000
杭州赛格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东海县晶港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重庆七连星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 100-1000
山西首航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省 5000-10000
天津市新盾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圣达通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5000-10000
盐城三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深圳华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1000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唐山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无锡坦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0-20000



贵州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5000-1000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
福州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1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新疆诚韵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0-1000
杭州星软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
泉州市中信卫星通信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佛山市华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辽宁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邯郸市金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内蒙古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0-20000
山东车卫士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天津龙洲新盾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0-5000
山西北斗天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100-1000
佛山市顺德区捷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广东北斗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0-5000
淮安业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新疆烽火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0-1000
南京坤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吉林省天猎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1000
吴江智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河南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000
深圳市甲天行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 <100
赣州速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天津路客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 5000-10000
江苏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1000
深圳市易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5000-1000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5000-10000
昆明航盛信息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云南省 100-1000
江西省交安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海南佳创天狮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 1000-5000
乌鲁木齐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00-5000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韶关市力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吉林坤腾长虹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1000
江西网泽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1000
盐城市国泰安防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省 5000-10000
北京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分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
陕西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20000
北京视控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 河南省 10000-20000
福建甲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河北中交兴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
乌兰察布市物通天下物流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贵州鸿运携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省 5000-10000
河北融星监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天津天元广龙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 10000-2000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河北鑫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甘肃雅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 100-1000
安徽天禹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00-20000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深圳市航通北斗物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1000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10000-20000
无锡爱卡司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济南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0-500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5000-10000
石家庄拓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湖南蓝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 1000-5000
大庆神州导航通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100-1000
无锡赛博盈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云南省 1000-5000
天津市交通集团广通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000-20000



苏州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河北神龙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辽宁省 <100
常州市保安服务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0-5000
深圳市联和安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
江西赛格车圣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5000-10000
江苏快鹿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内蒙古北斗瀚海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0-5000
河北路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江苏驰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株洲市天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100
北京视控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1000
北京天富鑫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5000
浙江马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00-10000
河北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5000
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5000-10000
贵州星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0-5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办事处 江苏省 1000-5000
衡水盛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山西亿佳北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福建星通物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5000-10000
贵州科海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省 100-1000
唐山奇华卫星定位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00-20000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 1000-5000
河北亿程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山东广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办事处 河北省 10000-20000
上海无穹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
限公司

湖北省 1000-5000
深圳市宇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20000
天地通大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吴江智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100-1000
山西汽运集团云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安徽航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10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甘肃办事处 甘肃省 <100
郑州华强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0-5000
江苏亿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00-5000
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廊坊市中交天枢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 >20000
宁夏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000
上海点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0-5000
甘肃中交天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省 5000-10000
江苏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10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10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办事处 河北省 >2000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办事处 江苏省 100-1000
安徽递谊信息产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20000
贵州艾柯思科技资讯有限公司 贵州省 5000-10000
山东车卫士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0-500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1000-5000
四川众易达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0
河北慧景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
内蒙古亿程智慧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沈阳帝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
圣达通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
内蒙古中航天泰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上海惠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河南省大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 <100
内蒙古汉鑫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山东高速标准箱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海南奔牛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 <10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 <100
哈尔滨市北斗浩淼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千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海南佳创天狮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
无锡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100
朝阳新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100



福建烽火台北斗电子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江西华人北斗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吉林省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福建省国威北斗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无锡鼎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100
内蒙古田润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00
山西北斗旷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石家庄管运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

河北省 <100
江西立月星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100
天津天元广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厦门卫星定位应用有限公司 福建省 <100
北京中位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山西北斗华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100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100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0
徐州市天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办事处 安徽省 <100
苏州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10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 山东省 0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 0
山西汽运集团云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赤峰慧视发商贸邮箱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成都众易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0
临沂高新区新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福建省 0
通辽市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山西广通新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江西省若尘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 0
北京华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辽宁省 0



中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南京通用电器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宁德市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0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云南保山分公司 云南省 0
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 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华北石油通信公司 河北省 0
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无锡坦程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0
河南捷益达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天安固安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0
湖南经纬长途运输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河南锐利车载终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 0
武汉泰通卫星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0
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0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浙江马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办事处 安徽省 0
成都亿盟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 0
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河南北斗卫星导航平台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浙江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0
保定市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省 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郑州创恒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大庆锦华联电子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0
南宁朗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 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
成都轩辕互动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0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 0
深圳市天行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北斗天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山西永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河南中原北斗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山西宏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西安天网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 0
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卷管分公司 广东省 0
福建东迅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 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江西耀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0
江西新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 0
上海川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0
杭州中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
广州星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芜湖分公司 安徽省 0
天津津创同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吉林省华旗智慧物流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0
天地通大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河南省脱颖实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连云港宏大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山东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 0
山西北斗星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南昌陆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 0
江苏华鑫车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0
中航方氏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
山东车卫士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 0
安徽省誉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0
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北京维亚泰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江苏比特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0
广州市慧视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 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 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省 0
宁夏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宁夏德诚汽车监控有限公司十堰
分公司

湖北省 0
江苏亿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南昌市慧视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 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北京奇华通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浙江省 0
洛阳市大一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
大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0
南昌市交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子公司

江西省 0
深圳市航通北斗物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 0
四川交科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0
广州市慧视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龙江省 0
浙江网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江西鼎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 0
星软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 0
贵州威杰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 0
深圳市领航通移动视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吉林省 0
北京伟航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上海天赐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 0
河南星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华安星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0
山西恒泰星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佛山市顺德区赛威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 0
陕西宏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0



吉林省中交华驿物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分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驻马店市鸿意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 0
山西同昌信息技术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唐山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深圳市新思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0
浙江特勤卫星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浙江省 0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黑龙江省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河北网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0
呼和浩特市明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郑州百易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省 0
内蒙古神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南宁为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 0
河南锐利车载终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北京华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 0
内蒙古星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0
安徽烽火台卫星监控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 0
远迈信息技术张家口有限公司 河北省 0
天津市奥航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 0
北京伟航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南昌博荣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省 0
柳州市亚加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 0
山西天图优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 0
昆明深龙旭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0
长春市北斗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0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办事处 内蒙古自治区 0
武汉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 0
浙江道为尔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深圳市天行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安徽省 0
河北英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0
河南迈佳迈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汉酷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0
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 0
深圳市航通北斗物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办事处 安徽省 0
四川中卫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省 0
中航星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 0
中电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0
成都三零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0
江苏鸿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东省 0
吴江智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办事处 贵州省 0
同方工业南京有限公司 江苏省 0
河南润之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省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