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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黑龙江省 2019 年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结果 

序号 受检单位名称 等级 受检项目名称 结论 类型 行政隶属 

1 
自然资源部第二地理信息制图院（黑龙江省第五测

绘地理信息工程院） 
甲 

国道嘉临公路嘉荫至汤旺河段控制测量及地形图测量

项目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2 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 甲 金融科技文化体育小镇项目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3 黑龙江龙飞航空摄影有限公司 甲 海伦摄区 RCD30倾斜数字航空摄影 合格 
倾斜摄影

测量 
哈尔滨 

4 黑龙江省海天地理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 
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影像底图制作

2015年空中三角测量及 DOM生产 
合格 

摄影测量

与遥感 
哈尔滨 

5 黑龙江中海经测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甲 讷河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测绘保障服务项目 合格 地形测量 哈尔滨 

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 密山市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7 黑龙江雅信沣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甲 漠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服务项目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8 齐齐哈尔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甲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龙坑泡护岸工程 合格 现状图 齐齐哈尔 

9 黑龙江省地星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 
黑龙江省不动产登记中心＿实景三维数据技术应用项

目执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合格 航空摄影 齐齐哈尔 

10 佳木斯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甲 通四海稻米油公司厂区测绘 合格 地形图 佳木斯 



11 牡丹江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甲 胜利花园规划监督测量 合格 地形图 牡丹江 

12 哈尔滨金土地测绘有限公司 乙 
新林区大乌苏镇、碧州镇、塔尔根镇、宏图镇 1:500地

形图测绘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13 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计院 乙 鸭绿江老虎哨大坝至浑江河口段水深测量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14 黑龙江省地球物理勘察院 乙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东林场东金多金属矿普查 合格 控制测量 哈尔滨 

15 黑龙江省科宏地质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乙 
鲁商•松江新城 8号地块项目（B地块）12号楼桩基础

工程测量 
合格 工程测量 哈尔滨 

16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 科研课题实测 1:500地形图测绘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17 黑龙江省沃泰地理信息工程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乙 密山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项目 合格 宗地图 哈尔滨 

18 黑龙江省弘跃测绘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 松花江干流治理工程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19 黑龙江嘉辉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 三江连通锦南灌区可研阶段第一期测量项目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20 黑龙江晟业测绘有限公司 乙 
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景宜街（铺头东路-九棵树中路）

道路工程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21 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乙 嘉临公路嘉荫至汤旺河改扩建工程 J01段线路测量 合格 线路测量 哈尔滨 

22 黑龙江绿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 
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和五林镇土地整治项目（现状

图） 
合格 土地整理 哈尔滨 

23 黑龙江顶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乙 
黑河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矢量图划定项目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24 黑龙江北斗国土测绘有限公司 乙 嘉荫县乌云镇乌云村和南地营子村土地整治项目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25 黑龙江省恒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乙 依兰县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农机加油站定界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26 黑龙江省国昌土地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乙 
饶河县西丰镇联河村等 4个村土地整治项目 1:5000比

例尺地形图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27 哈尔滨市云翔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乙 铁力市主城区航测法成图外业调绘 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28 黑龙江永兴矿产勘查设计有限公司 乙 孙吴县辰清河腰岭村段治理临时取土场项目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29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乙 呼兰、阿城区及二次供水小区地下管线项目 合格 管线测量 哈尔滨 

30 黑龙江省龙勘水利设计有限公司 乙 
牡丹江阳明区五林镇马桥村等 3个村土地整治项目工

程复核 
合格 现状图 哈尔滨 

31 齐齐哈尔拓方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乙 齐齐哈尔赢爵-盐业地块 1:500现状地形图测绘 合格 地形图 齐齐哈尔 

32 黑龙江省佳木斯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 黑龙江省萝北县延军第三林场石墨矿普查 合格 控制测量 佳木斯 

33 牡丹江市土地勘测设计队 乙 牡丹江万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测量项目 合格 宗地图 牡丹江 

34 大庆三联实业开发公司 乙 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产能建设土地测绘工程 合格 现状图 大庆 

35 大庆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乙 大庆市第四中学迁建工程竣工测量 合格 工程测量 大庆 

36 黑龙江永诚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鸡西销售分公司

宗地图 
合格 宗地图 鸡西 

37 绥化市规划设计勘察测绘院 乙 绥化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竣工测量 合格 竣工测量 绥化 

38 绥化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 绥化市呼兰河红星段护岸水毁工程建设项目 合格 线路测量 绥化 

3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兴安岭勘察设计院 乙 加格达奇区城区控制网 合格 控制测量 大兴安岭 

40 哈尔滨博大测绘有限公司 乙 黑龙江省绥棱农场学校等六宗权籍调查项目 不合格 宗地图 哈尔滨 



41 黑龙江省博宇测绘有限公司 乙 黑龙江宝清电厂 500千伏送出工程项目 不合格 线路测量 哈尔滨 

42 黑龙江顺吉土地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 孙吴县辰清镇、红旗乡土地整治项目（二期）现状图 不合格 土地整理 哈尔滨 

43 黑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 701队 乙 黑龙江省穆棱市双兴一带石墨矿勘探 不合格 地形图 哈尔滨 

44 黑龙江省第一地质勘察院 乙 黑龙江省黑河市宝泉村铜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工程测量 不合格 控制测量 牡丹江 

45 黑龙江亿禾测绘有限公司 乙 翔安大街（安萨路至世纪大道）绿化工程测量项目 不合格 地形图 大庆 

46 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 0八勘探队 乙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西煤田合作勘探区煤炭勘探测量 不合格 控制测量 鸡西 

47 黑河市土地勘测队 乙 黑龙江三道湾子金矿有限公司项目 不合格 勘测定界 黑河 

48 七台河市大地测绘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乙 七星花园及北岸新城排水工程临时用地测绘 不合格 勘测定界 七台河 

49 黑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七 0三队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0 黑龙江翔冠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1 哈尔滨市广图测绘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2 哈尔滨工大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咨询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3 黑龙江惠成国土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4 黑龙江省第五地质勘察院 乙 非测绘类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5 黑龙江省弘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6 黑龙江地信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7 黑龙江农垦土地勘测规划院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8 哈尔滨农垦广宏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59 黑龙江华晨测绘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0 哈尔滨富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1 黑龙江华绘测绘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2 
北斗卫星导航应用技术工程研究院（哈尔滨）有限

公司 
乙 非测绘类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3 黑龙江润利测绘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4 黑龙江鑫亿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5 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勘察院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6 黑龙江永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哈尔滨 

67 龙江华信不动产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齐齐哈尔 

68 齐齐哈尔天地星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齐齐哈尔 

69 黑龙江亿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鸡西 

70 黑龙江全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 无项目 不可检  双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