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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测绘学会关于公布团体会员名单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

随着我省测绘行业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本学会积极围绕全省地

理信息工作，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开拓创新，凝聚力不断增强，团

体会员队伍得到发展壮大，截止 2022 年 3 月底，团体会员共 96 家。

具体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级别 单位 备注

1 理事长单位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2 副理事长单位 河北省第一测绘院

3 副理事长单位 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

4 副理事长单位 河北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

5 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河北总队

6 副理事长单位 华北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7 副理事长单位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8 副理事长单位 河北博翔地理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9 副理事长单位 邯郸市恒达地理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副理事长单位 河北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第三测绘院

12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3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自然资源档案馆

14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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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第二测绘院

16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制图院

17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8 常务理事单位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19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华勘资环勘测有限公司

20 常务理事单位 廊坊市天星测绘有限公司

21 常务理事单位 邯郸市规划设计院

22 常务理事单位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3 常务理事单位 保定金迪地下管线探测工程有限公司

24 常务理事单位 邢台市勘察测绘院

25 常务理事单位 秦皇岛市测绘大队

26 常务理事单位 石家庄市勘察测绘设计研究院

27 常务理事单位 沧州市测绘院

28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保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保定房屋测绘队

29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30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恒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1 常务理事单位 沧州市地产开发服务中心

32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工程大学

33 常务理事单位 承德今图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34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35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地矿局第八地质大队（河北秦地地质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36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37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38 常务理事单位 河北高翔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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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理事单位 河北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

40 理事单位 沧州水利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41 理事单位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五二〇队

42 理事单位 河北省地球物理勘查院

43 理事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理事单位 秦皇岛中冶地五一五勘测有限公司

45 理事单位 河北中核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6 理事单位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7 理事单位 唐山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48 理事单位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49 理事单位 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50 理事单位 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1 理事单位 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52 理事单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53 理事单位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测绘工程系

54 理事单位 河北地质工程勘查院

55 理事单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

56 理事单位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57 理事单位 邯郸市鑫发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58 理事单位 河北省地质测绘院

59 理事单位 河北卓远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60 理事单位 河北省地矿局第三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61 理事单位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62 理事单位 保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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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理事单位 中佳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64 理事单位 河北天地资环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65 理事单位 河北云腾测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6 理事单位 唐山中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67 理事单位 中冀石化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68 理事单位 衡水市测绘院

69 理事单位 唐山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70 理事单位 正元地球物理有限责任公司

71 理事单位 河北全道科技有限公司

72 理事单位 河北普冠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 理事单位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74 理事单位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公司

75 会员单位 邢台市城乡房产测绘队

76 会员单位 河北定坤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77 会员单位 河北省地质区域调查研究院

78 会员单位 中铁十六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79 会员单位 河北金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80 会员单位 中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81 会员单位 唐山中冶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82 会员单位 唐山冀东油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3 会员单位 河北大地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4 会员单位 河北地矿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85 会员单位 河北坤正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公司

86 会员单位 唐山丰源规划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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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会员单位 河北省地矿局国土资源勘查中心

88 会员单位 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89 会员单位 河北衡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0 会员单位 唐山市新地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91 会员单位 秦皇岛荣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2 会员单位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93 会员单位 河北雄安天系卫星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94 会员单位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国土资源勘查中心（河北省矿

山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中心）

95 会员单位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有限责任公司

96 会员单位 河北鸿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