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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立信电子有限公司 TEL:400-678-322
中国行业视频显示产品解决方案品牌商
中国行业液晶专显设计与应用最早的老牌企业

企业名录 
Enterprise Directory

湖北爱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孝昌县经济开发区华阳大道爱商

光电LED生态产业园

电话：0712-4796366 4798777

传真：0712-4798555

E-mail:zhangqinyun@aisan-led.com

http://www.aisan-led.com

经营范围：LED光电产品的研发、销售。

湖北长城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北京路282号津谷电脑大厦9楼908室

电话：0716-8224221 8243699

传真：0716-8218791

E-mail:513640965@qq.com

经营范围：可视监控、家居报警。

湖北迪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北路刘店街汉北康城七栋一楼

电话：027-86645246

传真：027-86645246

E-mail:titecom02@163.com

经营范围：无线网络产品、PDS综合布线。

湖北冠林友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徐东大街28号福星惠誉国际城8-2楼

电话：027-81216888

传真：027-81216888

E-mail:hbaurine@sina.cn

经营范围：电子监控、防盗报警、电子栅栏。

湖北鸿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荆门市大桥巷五金机电市场6栋6号

电话：0724-2376828

传真：0724-2376828

E-mail:924115091@qq.com

http://www.hbhjaf.com

经营范围：弱电系统集成、智能一卡通。

湖北佳狮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航空路242号

电话：0718-7012555

传真：0718-7012555

E-mail:342428758@qq.com

http://www.hbjsd.net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楼宇对讲。

湖北家安讯安防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孝感市南大经济开发区孝武大道573号

电话：0712-2057588 2057110

传真：0712-2057588

E-mail:chenzx2008@21cn.com

http://jiaanx.com

经营范围：电子监控、防盗报警。

湖北视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SB I创业街10栋B座4单元

602

电话：027-87770657

传真：027-87770657

E-mail:wenhuaxia@gmail.com

http://www.see-soft.net

经营范围：开发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长虹北路67号

电话：0710-3343369

传真：0710-3341187

E-mail:wkz@hbnhg.com

http://www.hbnhg.com

经营范围：磁盘微晶玻璃基板。

黄石市金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黄石大冶新冶大道31-1#

电话：0714-8762685

传真：0714-8762685

http://www.shengtiandoor.com

经营范围：门禁、监控、停车收费系统。

荆门市毅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荆门市天鹅广场东(白云大道105号)

电话：0724-6082818

传真：0724-6082818

E-mail:123yzp32l@sina.com

经营范围：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

荆州汇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江汉南路24号

电话：0716-8121288 8125624

传真：0716-8217345

E-mail:hf116@vip.163.com

http://www.jzhf.net

经营范围：弱电系统集成。

荆州市互联中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红门路广埠屯电脑城津谷店2楼

2009号

电话：0716-8113030 8115453

传真：0716-8216565

E-mail:248418338@qq.com

经营范围：停车场管理系统。

荆州市交达电脑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荆州区荆东路33-1号

电话：0716-8122400

传真：0716-8122400

E-mail:zhaochangyong@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门禁、楼宇对讲系统。

兰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5号（教育技术装备

处3楼318室）

电话：027-87467520 87467631

E-mail:keyuan216@163.com

http://www.linkbasic.com

经营范围：网络综合布线系统、机柜系统。

猎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前进五路48号

电话：027-82776602

传真：027-82776602

  湖北省

生产商、经销商

武汉恒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1号

光谷软件园B区研发楼A栋二楼

电话：027-87452733

传真：027-87405650

E-mail:csst@csst.com

经营范围：数字图像处理。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一路关

南工业园7栋

电话：027-87462995/6

传真：027-87462661

E-mail:919216638@qq.com

http://www.wtoe.cn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光端机。

武汉光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东信

路6号

电话：027-87782660

传真：027-87782660-8521

E-mail:yguo@fiberhome.com.cn

http://www.ovme.com.cn

经营范围：机柜、机箱。

武汉宇恒光电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324号3栋10楼

电话：027-6561056765610510

传真：027-65610510 65610567

E-mail:234117425@qq.com

http://www.whyhgt.com

经营范围：数字视频光端机、光纤球机。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

电话：027-86655926

传真：027-87694228

E-mail:lick@fhzz.com.cn

http://www.fhzz.com.cn

经营范围：智能监控与安全管理产品。

武汉经纬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光

谷软件园F1栋15层

电话：027-59597666

传真：027-59597666-8001

E-mail:981243681@qq.com

http://www.jinwin.net

经营范围：电子警察、电子卡口。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

电话：027-81298350

传真：027-87671927

E-mail:malketing@guide-inflalen.com

经营范围：专业制造红外热成像仪。

版权声明：作品系《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版权所有，转载或部分转载须获得本杂志社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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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382149418@qq.com

经营范围：高清摄像机、TCL监视器。

十堰博奥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朝阳北路8号

电话：0719-8519669

传真：0719-8519668

E-mail:sykqyw804@163.com

http://syboaonet.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网络系统集成。

十堰市慧聪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张湾区公园路26号（三楼）

电话：0719-8652848

传真：0719-8650590

E-mail:syzy998@163.com

经营范围：网络布线、系统集成、安防监控。

十堰市万宇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人民中路宏晟宾馆后4楼

电话：0719-7791899

E-mail:2638406482@qq.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电子设备。

双旗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3号阜华领秀中南

1108室

电话：027-87332770

传真：027-87332771

E-mail:huangfujun@twinflag.com

http://www.twinflag.com

经营范围：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

天门朗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天门市四牌楼路华泰北门面135号

电话：0728-5232660

E-mail:707590999@qq.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设备、视频监控。

铁山区志达设备经营部
地址：黄石市铁山区建一路30栋38号

电话：0714-5418789

传真：0714-5418789

E-mail:310757982@qq.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安防、防雷产品。

武汉安博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博盛视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仁寿路金叶SOLO国际B区四

楼0443室

电话：027-83772773 83748889

传真：027-83748889

经营范围：监控、报警系统。

武汉奥维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489号领秀城1-2-1103室

电话：027-87529992

传真：027-87529992

E-mail:13307129401@189.cn

http://www.kontch.com

经营范围：大屏幕显示系统、视频会议系统。

武汉大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150号新华嘉天下

7栋1102室

武汉华科力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66号融侨景城12

栋202室

电话：027-83313815

传真：027-83313817

E-mail:lthr-027@163.com

http://www.lt-af.com

经营范围：防雷型光端机、网络视频服务器。

武汉华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南路6号京韵花园D

座403

电话：027-87159456

传真：027-87159456

E-mail:534252324@qq.com

经营范围：音视频光端机、电话光端机。

武汉慧友佳华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总部空间7栋1单元3楼

电话：027-81619488

传真：027-81619488

E-mail:64490456@qq.com

http://www.whhuiyou.cn

经营范围：数字硬盘刻录机，摄像机。

武汉技缘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数码城612室

电话：027-82821608

传真：027-82835893

E-mail:fag789@sohu.com

经营范围：专业代理深圳科康达摄像机。

武汉焦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22号天源城小区天

文阁4单元201室

电话：027-87260733

传真：027-87260733

E-mail:ligh998@163.com

经营范围：数字硬盘录象机、数码摄像机。

武汉金山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前进一路景江华庭b2603

电话：027-85858110 85847482

传真：027-85847482

E-mail:jsaf2008@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电话报警系统、各种监控器

材。

武汉景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古田三路省警官学院北校区实训

楼1楼

电话：027-83985700

E-mail:hyjskj@163.com

经营范围：视频侦查智能图像分析系统。

武汉钧焱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华中电脑数码城11

楼11058

电话：027-87862497 51854190

传真：027-87862497

E-mail:154230618@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盗设备、LED显示屏。

武汉骏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昌珞瑜路百佳电脑城A048号

电话：027-82838647

传真：027-82838647

E-mail:ysp321022@163.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防盗报警、楼宇对讲。

武汉德克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昌街道口珞狮南路147号未来城E座

1403

电话：027-87211195 87661197

传真：027-87661197

武汉东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街道口鹏程蕙园2-3栋1楼1—A室

电话：027-88733987

传真：027-88733987

E-mail:13349954048@163.com

武汉高迪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瑜路1号鹏程国际A座1406室

电话：027-87851187

传真：027-87851187/85-18

E-mail:lsq1888@126.com

http://www.wh-gaodi.com

经营范围：韩国LG闭路电视监控产品系列。

武汉高新瑞太(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龙大道特一

号创意空间8楼

电话：027-61902309

传真：027-61902309-8002

E-mail:gxrt168@126.com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武汉光谷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关东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C座1226室

电话：027-87204290

传真：027-87204277

E-mail:xww@ov-orange.com

http://www.ov-orange.com

经营范围：光纤传感、光纤接入系统。

武汉国华鑫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72号

电话：027-82817801

传真：027-82850668

E-mail:973659162@qq.com

http://www.whghxxkj.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

武汉恒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7号兆富国际大厦

2503室

电话：027-87869599/9699

传真：027-87865123

E-mail:15228206@qq.com

http://www.whhengtu.com

经营范围：电梯、门禁管理系统及产品。

武汉鸿博亿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七雄路团结街鑫斯特工

业园1号楼14层

电话：027-51011234

E-mail:gyhmai1@163.com

http://www.whhbys.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

版权声明：作品系《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版权所有，转载或部分转载须获得本杂志社书面许可！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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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www.its-expo.com

深圳市安立信电子有限公司 TEL:400-678-322
中国行业视频显示产品解决方案品牌商
中国行业液晶专显设计与应用最早的老牌企业

企业名录 
Enterprise Directory

电话：027-87668677

传真：027-87668677

E-mail:it10000@itl0000.net

http://www.1000.net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安防报警。

武汉开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四路19号科技王广场

电话：027-82754107 82753972

传真：027-82753972-0

E-mail:13317187779@163.com

经营范围：银行安全管理系统。

武汉科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佳园路6号华光大厦19B

电话：027-87204019 63550087

传真：027-87204019

E-mail:huali1972@163.com

http://www.keanjd.com

武汉科林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电子电器交易市场2-1-B3

电话：027-82802962

传真：027-82802962

E-mail:tanqpei888888@163.com

武汉朗锐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科技王大厦13D

电话：027-82357186

传真：027-82357186

E-mail:370578965@qq.oom

经营范围：监视器拼接屏。

武汉联合鼎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关山大道111号光谷时代广场A座

2609室

电话：027-87228101 87228102

传真：027-87228101

E-mail:friendhp@126.com

http://www.un-dm.cn

经营范围：非接触式智能卡读卡器。

武汉绿色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两湖大道藏流路3

号金桥工业园5栋4楼

电话：027-87425908

传真：027-87494653

E-mail:lsxf@ff119.com

http://www.ff119.com

经营范围：消防、安防工程。

武汉瑞科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新区汤逊湖38

号光谷总部7-1-601

电话：027-59220120

传真：027-59220100

E-mail:whruike2008@126.com

http://www.whruike.net

经营范围：信息平台研发和技术服务。

武汉睿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街道口鹏程国际大厦B座1002

电话：027-87752287 87161997

传真：027-87161997

E-mail:ruihuakj@gmail.com

传真：027-88613527-608

E-mail:zhaots@jytnet.cn

http://www.jytnet.cn

经营范围：专业安防产品。

武汉市军成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蔡甸区树藩大街524附4号

电话：027-84969110

传真：027-84969110

E-mail:360827286@qq.com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门禁楼宇对讲。

武汉市天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前进四路1楼82号

电话：027-50520586

E-mail:974214066@qq.com

经营范围：网络摄像机，各种闭路监控系统。

武汉市同创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民族大道888号锦绣龙

城H46-2-503

电话：027-87676561

传真：027-87676561

E-mail:wh_tca@126.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统、门禁控制系统。

武汉市伟士威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丽岛柳园12栋

电话：027-84454268

传真：027-84454266

E-mail:wswaf@126.com

http://www.wswaf.com

经营范围：监控摄像机、监控周边器材系列。

武汉市意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63号永成精英汇

B704室

电话：027-51252155

传真：027-51252155-15

E-mail:13308635628@hb165.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武汉市卓奇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阳逻开发区高新街78号高新花园

B18室

电话：027-86973966

传真：027-86973966

E-mail:yxdtc2006@163.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统、门禁考勤系统。

武汉索飞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95号融科珞瑜中心

T1写字楼1801室

电话：027-87871382/1030

传真：027-87741030

E-mail:whsofy@163.com

经营范围：摄像机系列、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通天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12号威士科孵化

器207室

电话：027-86869758

传真：027-59902180

E-mail:027tongtian@sina.com

http://www.whttx.com

http://www.rtone.com.cn

经营范围：从事监控、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升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研口区研口路137号东辉时代3栋

12门1101室

电话：027-83746399

传真：027-83745305

E-mail:hlsz1101@126.com

http://www.sz-system.com

武汉世纪科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鹏程惠园2栋23C

电话：027-87166685 87168990

传真：027-87874096

E-mail:6749711@qq.com

http://www.sjkm.com.cn

经营范围：一卡通系统。

武汉世纪颖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5号308室

电话：027-87860523 51854409

传真：027-87166576

E-mail:ajb_wh@126.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列探测器。

武汉市黄鑫电线电缆厂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数码城3楼27号

电话：027-59600938

传真：027-59506963

E-mail:353396002@qq.com

经营范围：光纤收发器等光纤系列产品。

武汉市江汉区保视通传输设备经营部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泰和3楼c13号

电话：027-82817219

传真：027-82812219

E-mail:liubin2046@126.com

经营范围：专业的光纤传输设备。

武汉市江汉区利微电子产品经营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前进四路82号一楼104号门面

电话：027-82846071

传真：027-82846071

E-mail:liweidianzi@163.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防盗系列。

武汉市江汉区明洋电子产品商行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自治街108-3号

电话：027-85821097

传真：027-85821097

E-mail:whsfmk1975@126.com

经营范围：楼宇、电锁等安防器材。

武汉市金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东信路SB I创业街3栋

802号

电话：027-87881825

传真：027-87883139

E-mail:robin_xiang@goldensafe.com.cn

http://www.goldensafe.com.cn

武汉市景阳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徐东大街158号11栋4单元102室

电话：027-88613527 86626646

更多优质免费安防资料尽在安防论坛 http://bbs.cps.com.cn/
欢迎加入...欢迎交流...官方QQ群：90837709 微信号：cpscomcn，止不住的惊喜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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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井下电视、水下摄像仪。

武汉万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华锦花园302-3-402

电话：027-88038889

传真：027-88020289

E-mail:cjg_99999@163.com

http://www.wondur.com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数字视频技术研究。

武汉现代畅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昌广八路空军疗养院天宝嘉苑A栋401室

电话：027-87347996

传真：027-87687317

经营范围：监控摄像机、红外一体机。

武汉欣诚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关山大道369号金地太阳城

8-2-710

电话：027-87789080

电话：027-87789080

E-mail:eddy57@126.com

经营范围：安防报警、智能控制。

武汉鑫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大街88号黄浦东宫A座

805

电话：027-82288931

传真：027-82288441

E-mail:xbkj_2008@126.com

经营范围：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

武汉兴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72号赛格丰电子

城一楼A06号

电话：027-82779281

传真：027-82779281

E-mail:terrychiang@126.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楼宇对讲系统。

武汉兴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黄龙山

北路2号

电话：027-50100888 50100889

传真：027-50100886

E-mail:gongyulong@kingtake.com

http://www.kingtake.com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BSV液晶拼接安装。

武汉颐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

大厦4606

电话：027-87831566

传真：027-87269920

E-mail:362010846@qq.com

http://www.whca.org.cn

经营范围：移动智能远程无线监控系列产品。

武汉佳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赛格丰电子城三

楼C7

电话：027-82775161 65663231

传真：027-82775161

E-mail:1017126513@qq.com

http://www.whyide.com

部创业中心605室

电话：027-65693104

传真：027-65693064

E-mail:whzuoli@163.com

http://www.whzuoli.com

经营范围：红外摄像机、红外球。

襄阳卧龙天翼安防服务中心
地址：襄阳市春园路现代城四楼4-068号

电话：0710-8238227

E-mail:woloncctv@sina.com

http://www.wolcctv.com

经营范围：高清监控系统、网络布线系统。

襄阳欣金穗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西路特1号

电话：0710-3330003

E-mail:330736558@qq.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系统、综合布线。

孝感市天网安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航空路203号

电话：0712-2593618

传真：0712-2593618

E-mail:why102077@163.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孝感市新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长征路32号

电话：0712-2314777

传真：0712-2324000

E-mail:xl@vip.qq.com

鑫诚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随州市时代广场A区49号

电话：0722-7050007

E-mail:525334351@qq.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迅逸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丹江口市大坝二路民欣小学对面

电话：0719-5226286

传真：0719-5226286

E-mail:474310892@qq.com

经营范围：智能管理系统。

宜昌市鑫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CBD6号楼1090

电话：0717-6774676

E-mail:1648548402@qq.com

http://www.cctv-dfd.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安防监控。

智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衡阳市先锋路54号衡阳电脑城2068号

电话：0734-8128883

传真：0734-8128883

E-mail:liucheng_hp@163.com

经营范围：网络布线、网络监控。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九研究所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孝汉大道三江产业园

电话：0712-2359401

E-mail:hlrobot@126.com

http://www.hlxb-robot.com

经营范围：数字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

武汉盈合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喻路1号鹏程国际B座1601室

电话：027-51854914 51854924

传真：027-51854914-808

E-mail:guang1992@126.com

http://www.whyhzx.com

经营范围：从事研发、网络光传输设备。

武汉治利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7号世纪彩城彩城

大厦23楼

电话：027-86780910 86781808

传真：027-86780910

E-mail:5543429@qq.com

http://www.whzlzx.com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楼宇对讲。

武汉智邦安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雄楚大道进步武警龙岗小区9栋3单

元1501

电话：027-87687365

传真：027-87687365

E-mail:zbinfo@qq.com

经营范围：海康威视、天敏品牌的安防器材。

武汉中天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143湘商大厦23楼

电话：027-85617758 82740852

传真：027-85617758

E-mail:root@whzt.com.cn

经营范围：小区智能化及安防监控设备。

武汉众呈精工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沌口开发区三角湖路天鹅湖山庄景

湖园7号

电话：027-83358919

E-mail:584668610@qq.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系统、周界安防系统。

武汉众诚志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民主一街165号广星电子市

场A1号

电话：027-82818925 50520228

E-mail:13707148881@139.com

经营范围：门禁、巡更解决方案。

武汉众联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20号阜华大厦D1105

电话：027-87878856 87161861

传真：027-87161861-812

E-mail:13995610741@139.com

http://www.zlhw.net

经营范围：数据通信、网络安全。

武汉卓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大道特一号国际企业

中心创智楼B座603室

电话：027-86643211

传真：027-86643226

E-mail:yong.cao@zviewtech.com

武汉佐力智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五路25号武汉妇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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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探测与控制技术研究所。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7号兆富国际1708室

电话：027-87665486

传真：027-87666430

E-mail:jg.zhao@unistrong.com

http://www.unistrong.com

恩施瑞安智能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恒通电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地址：恩施市舞阳大街一巷21号

电话：0718-8242052 8238806

传真：0718-8247333

E-mail:2271103508@qq.com

http://www.ruianzn.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门禁对讲。

广州昊烨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书城路文治街武昌府275-2-1202

电话：027-87106430 87585330

传真：027-87106430

E-mail:461184737@qq.com

http://www.gzgsacctv.com

经营范围：数字闭路监控、智能停车场。

南京欧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中南国际D座1单元3103

电话：027-52345221 52345227

传真：027-87258502

E-mail:zhangping@njodin.com

http://www.njodin.com

经营范围：拼接器、VGA矩阵、数字矩阵。

宁波能士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昌区武珞路442号中南国际商务公寓1

单元20层5号

电话：027-87739757

传真：027-87718606

E-mail:nswuhan@nenshi.com

http://www.nenshi.com

经营范围：LED系统方案防雷保护系统。

上海天跃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长湖小区48号阅马场顺民

大厦B座1902室

电话：027-88392863

传真：027-88392863

E-mail:yaoshuncai@typrotech.com.cn

http://www.typrotech.com.cn

经营范围：电视监控、弱电集成。

深圳蓝普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创业街8栋12楼

电话：027-87458175

传真：027-87452001

E-mail:407273929@qq.com

http://www.szlamp.net.cn

经营范围：体育场馆LED显示系统。

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北路18号东湖名居2

栋2单元201

电话：027-84784521

传真：027-84784521

湖北创安公共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电信局西侧50米

电话：0724-6206555

传真：0724-6206555

E-mail:1696028764@qq.com

经营范围：电视监控、联网系统公共广播。

湖北创先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梦泽大道56号

电话：0712-4336435

传真：0712-4336435

E-mail:723940563@qq.com

http://www.yunmeng.ccoo.cn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与酒店弱电系统集成。

湖北龙腾系统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宜宁区湖光路2-10号庭龙科技

电话：0717-6753292 6901126

传真：0717-6753292

E-mail:80988972l@qq.com

http://www.hbltkj.cn

经营范围：远程监控监管系统、防雷系统。

湖北平安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金涛大厦17楼

电话：027-85850009

传真：027-85850009

E-mail:hbpazx@126.com

http://www.hbpazx.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湖北齐天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陆景苑四栋601

电话：027-87418372

传真：027-51779461

E-mail:qtws900l@tom.com

http://www.hbqtws.com

经营范围：广播系统、综合布线。

湖北省襄阳市三友科技发展公司
地址：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路七桥小区负50号

电话：0710-3122881

传真：0710-3333158

E-mail:bxdx6692@163.com

经营范围：管理与设备监控系统。

湖北同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西路168号

电话：027-87830620

传真：027-87830620

E-mail:whctsm@vip.sina.com

http://www.hbtshy.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湖北孝感市百安监控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体育路2号

电话：0712-2687880

E-mail:1009034978@qq.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湖北新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珞路586号江天大厦1706室

电话：027-87655200

传真：027-87655202

http://www.newpower.com

E-mail:1427687196@qq.com

http://www.bestech-cctv.com

经营范围：高清摄像机、高清红外球机。

工程商、集成商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软件园C3栋8层

电话：027-87179095 87588785

传真：027-87179095-888

E-mail:wangaiguo228@sina.com

http://www.xingtu.com

经营范围：远程视频接访系统解决方案。

当阳众城网络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省当阳市新玉阳路123号C区160号

电话：0717-3247999 3247998

传真：0717-3247998

E-mail:894740429@qq.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停车场系统。

武汉恒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高新六路18号长咀工业园

聚贤楼B座201

电话：027-87745211 87745212

传真：027-67845406

E-mail:sales@info-eternal.com

http://www.info-eternal.com

经营范围：光通信用光收发合一模块。

安防制造(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院武汉分院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l号

光谷软件园企业公馆B区A2栋

电话：027-87452733 87452731

传真：027-87405650 87809172

http://www.csst.com

经营范围：智慧城市、数字城市。

赤壁市联创安防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赤壁市沿河大道联创安防

电话：0715-5221877

传真：0715-5221877

E-mail:llaowu5357@163.com

经营范围：监控、楼宇对讲、防盗。

德瑞光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地址：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二路1号

电话：027-87928576

传真：027-87196153

E-mail:liu.huanan@swissoptic.com

http://www.swissoptic.com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光学仪器。

烽火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东信路5号光通信产业大楼

三楼

电话：027-87693390

传真：027-87693257

E-mail:sales@fhn.com.cn

经营范围：嵌入式数字硬盘录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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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监控设备、节电控制器。

湖北亿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西陵一路亚洲广场B座2303号

电话：0717-6738099

传真：0717-6438550

E-mail:anjingjj@163.com

http://hbymtech.com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及网络系统集成。

湖北邮通智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江碧路老邮局大门口

电话：0711-5902199 3229696

传真：0711-3229696-803

E-mail:yt3229696@163.com

http://www.youtong.cc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湖北中保华安保安服务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沿江大道69号长航大厦601室

电话：027-85554643

传真：027-82917893

E-mail:tvtv1000@163.com

经营范围：联网报警、车载。

湖北专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师科技园

2-4

电话：027-86651968 86646609

传真：027-86651968-632

E-mail:867639136@qq.com

经营范围：大屏幕拼接、高清液晶监视器。

黄石市兰德电脑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大道795号汇龙大厦

17楼1708室

电话：0714-6266305

传真：0714-6288561

E-mail:850140260@qq.com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数字广播。

黄石精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76号-3-11

电话：0714-6323618

传真：0714-6323618

E-mail:xiangtao133@163.com

经营范围：消防器材，防盗监控器材。

黄石市腾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青龙山路21-4-1号

电话：0714-6352321

传真：0714-6352321

E-mail:hstfdz@163.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系统、家居智能化系统。

荆门市国威电子
地址：荆门市长宁8号电脑城1楼B508号

电话：0724-2367646

传真：0724-2367646

E-mail:503212504@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综合布线。

荆州市金众安防有限公司
荆州市金威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沙市区荆沙路7号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设备CCD摄像机专业制造

商。

武汉昂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七里香苑4-1-1403

电话：027-85899939

传真：027-85899939

E-mail:779089627@qq.com

经营范围：智能停车管理系统有线。

武汉奥和诚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阜华大厦B座601#

电话：027-87858721 51856548

传真：027-87858721

E-mail:sy6026@sina.com

http://www.soujy.net

经营范围：华为、思科网络服务商。

武汉奥凯特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立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二路金融花园1栋1单

元701

电话：027-85490417 85491893

传真：027-85490417-889

E-mail:whakit@126.com

http://www.whakit.com

经营范围：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武汉百事通光纤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716号华乐大厦B座7层

电话：027-59720398 59720399

传真：027-59720399

E-mail:whpengting@163.com

http://www.bestgq.com

经营范围：光缆、光缆线路器材。

武汉博易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昌卓刀泉北路金桥花园C-2-501

电话：027-87166185

传真：027-87166185-802

E-mail:boyan@wh-boyan.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工程、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关山一路特1号光谷软件园C6栋5层

电话：027-87588000

传真：027-87588000-8039

E-mail:support@dameng.com

http://www.dameng.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119智能管理系统。

武汉当代居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4路72号赛格丰电子城

A15号

电话：027-59507091

传真：027-82831032

E-mail:cbb1108@163.com

http://www.juandz.com.cn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凡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66号(金穗大厦

B-23-01)

电话：027-87326628

传真：027-87127895

电话：0716-8516089

传真：0716-8516086

E-mail:jw@jinweibaoan.com

http://www.jinweibaoan.com

经营范围：专业经营楼宇对讲系统。

荆州市科辰数码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州沙市区江汉北路105号

电话：0716-8113738

传真：0716-8217158

E-mail:82630414@qq.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一卡通设备。

蓝玛卓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武大科技园兴业

南楼1单元5楼

电话：027-87777335

传真：027-87777335-802

E-mail:miller@landmarksys.cn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嵌入式计算机。

深圳市捷尼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小东门现代大厦北座1509室

电话：027-88077055

E-mail:517660402@qq.com

经营范围：智能楼宇对讲系统。

十堰市金隆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陨阳中学对面

电话：0719-8666057/5050

传真：0719-8679993

E-mail:sysjld@163.com

http://www.sysjldkj.com.cn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系统、监控系统。

随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地址：随州市北郊区青河路13号

电话：0722-3315279

传真：0722-3313815

E-mail:2008wuyi@acftu.org.cn 

经营范围：各类安防、消防器材。

武汉爱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2号SBI创意园四楼

电话：027-59817366

传真：027-59817366-803

E-mail:yanli_zhao@126.com

http://www.idtechwh.com

经营范围：考勤、消费、巡更。

武汉安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邮电科学院路88号紫松路28-1-

102

电话：027-87690286/585

传真：027-87690286-8008

E-mail:tan@as86.com

http://www.as86.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工程。

武汉安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广埠屯华中电脑数码城1328室

电话：027-87870912/9

传真：027-87870919

E-mail:szyxcctv@hotmail.com

http://www.saflu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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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whwdfk@sina.com

经营范围：数字化硬盘录像机。

武汉飞达智能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63号永成精英汇B栋

1503室

电话：027-82449891

传真：027-82448563

E-mail:feida95@163.com

http://www.feida95.com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及耗材、安防设备。

武汉飞鹏数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3

栋11楼

电话：027-81628907

传真：027-81628907

E-mail:electrorer@foxmail.com

http://www.whfp.net

经营范围：考勤管理系统、门禁管理系统。

武汉飞天智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7号汉口创

业中心大楼2号楼3楼

电话：027-83560792/508

传真：027-83560792-8315

E-mail:company@ftzn.net

http://www.ftzn.net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智能化信息系统集成。

武汉福元视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80号书香门第

1603室

电话：027-87867743 87663352

传真：027-87868921

E-mail:ylj5l2@163.com

经营范围：从事闭路监控、防盗报警。

武汉冠泰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虹宇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狮南路114号4栋208

电话：027-87886649

传真：027-87889730

E-mail:490528710@qq.com

http://www.whgtwl.cn

经营范围：通信、网络、监控、安防。

武汉国盛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城市印象5栋1605号

电话：027-87262162 87780278

传真：027-87741658

E-mail:gsx168@126.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门禁、考勤。

武汉汉立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御景名门2栋1705室

电话：027-87636399

传真：027-88189449

E-mail:732710825@qq.com

http://www.whhlaf.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防盗报警。

武汉恒安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赛博数码广场3096号

电话：027-87152612

武汉金博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广州军区房管局A座201室

电话：027-82783320

传真：027-82783321

E-mail:cctvboda@163.com

http://www.cctvboda.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防盗报警器材。

武汉金睛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汉口唐家墩顶绣晶城4栋18楼3号

电话：027-85838112 85315917

E-mail:yjwth@163.com

http://www.whjjdz.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武汉金数字图像信号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SB I光谷创业

街5栋13层

电话：027-87561600/1601

传真：027-87561101

E-mail:market@goldigital.com.cn

http://www.goldigital.com.cn

经营范围：图像识别、数字录音录像。

武汉精通赛思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307号七环科技公寓

C栋3单元101

电话：027-82879688

传真：027-82879688

E-mail:531565371@qq.com

http://www.jingtongsaisi.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等、巡更系统。

武汉玖顶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步行街尚都大厦1708

室

电话：027-87387831

传真：027-87387831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武汉居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赛格丰电子城一楼A15

电话：027-82831032 62161432

传真：027-82831032

E-mail:cbb1108@163.com

http://www.juandz.com.cn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巨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春园路后湖路灯管理处旁

电话：0710-3312121

E-mail:whjkkj@163.com

http://www.xy-smarthome.com

经营范围：智能家电。

武汉聚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鹏城国际b座903

电话：027-87528101

E-mail:wuhantrs@126.com

经营范围：停车场管理系统、综合布线系统。

武汉凯鸿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399号运管大厦附1

栋一单元1001

电话：027-85586603

传真：027-87160190

E-mail:haxion@sina.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防盗报警产品及工程。

武汉洪迪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紫菘花园7栋

2单元602

电话：027-87690766

E-mail:xinyue.fu@163.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5号

电话：027-87691459

传真：027-87691380

E-mail:18907136848@163.cn

http://www.hxct.com

武汉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78号当代国际花园8号楼

电话：027-87111920

传真：027-87111900

E-mail:yanan@huaankj.com

http://www.huaankj.com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系统集成。 

武汉华新科域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78号盛源大厦6楼

604室

电话：027-85843103

传真：027-85843103

E-mail:kydz01@163.com

经营范围：数字硬盘录像机。

武汉慧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电脑电子安

防市场3楼1号

电话：027-82855297

传真：027-82855297

E-mail:whhvy618@163.com

http://www.xhyzn.com

经营范围：弱电智能化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慧众博通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洪城国际b座2706

电话：027-87660546

传真：027-87660546

E-mail:mrchenjh@163.com

http://hopezoom.com

经营范围：提供监控系统集成方案。

武汉技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72号赛格丰A10号6楼618

电话：027-59206136 82811526

传真：027-82811526

E-mail:jfkj444@163.com

经营范围：大华硬盘录像机、数码监视器。

武汉捷思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172-5号7层1号

电话：027-83999089

传真：027-83999786

E-mail:jiesr@jiesr.com

经营范围：弱电智能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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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7-85586696

E-mail:522513014@qq.com

http://www.kaihong-js.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公共广播。

武汉凯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塞格丰电子市场3

楼C座6号

电话：027-82789369 82788110

传真：027-82789369

E-mail:kinsun63392119@126.com

http://www.anrte.com

经营范围：无线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科锐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88号

电话：027-85892076

传真：027-85892076

E-mail:wuhandl888@163.com

http://www.5hkrtdz.com

经营范围：一体化摄像机、光端机。

武汉立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80号盛源大楼904室

电话：027-82771040 82814648

传真：027-82771040-806

E-mail:zyclc168@163.com

http://www.whlzkj.cn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防盗报警。

武汉路广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期雄路海峡创业

城2期1栋18楼

电话：027-83390052

传真：027-83390047

E-mail:road_gs@126.com

http://www.road-gs.com

经营范围：停车场管理系统、安防监控系统。

武汉民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62

号光谷总部国际4栋401

电话：027-87856616

传真：027-87855371

E-mail:vincent360@gmail.com

http://www.whminxin.com

经营范围：弱电安装工程、系统集成。

武汉欧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瑜路鲁巷广场光谷中心花园

C3-1001/1002

电话：027-87856681

传真：027-87856681

E-mail:1015182008@qq.com

http://www.whoykj.com

经营范围：门禁一卡通。

武汉旗云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软件园C栋12楼

电话：027-87753177

传真：027-87399557

E-mail:whqygk@163.com

http://www.qygk.cn

经营范围：湖北省安全防范工程设计。

E-mail:aluour@secwibo.com

http://www.secwibo.com

经营范围：3S行业应用系统。

武汉世纪照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紫阳村89-90号

电话：027-88327720

传真：027-88327720

http://www.whsjzl.com

经营范围：LCOC数字高清显示器。

武汉世兴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0号鹏程时代2026

电话：027-85446349

传真：027-85446349

http://www.whshixing.cn

经营范围：监控、公共广播。

武汉市安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长盛大厦815室

电话：027-82755725

传真：027-82755725

E-mail:rlbcsy@126.com

经营范围：安防报警电视监控系统。

武汉市诚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2号省科教大厦C座

1211室

电话：027-87123987

传真：027-87123987

E-mail:whcy_@163.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楼宇对讲系统。

武汉市冠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南京路金宝大厦16楼E座

电话：027-51274093/68

传真：027-51274093

E-mail:v_ant@163.com

http://www.vant.net.cn

经营范围：停车场系统。

武汉市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庙山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电话：027-87180040/302

传真：027-87180302

E-mail:282983823@qq.com

http://www.hcncir.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列产品。

武汉市华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77号东湖广场柏

景阁1单元1018室

电话：027-87522562

传真：027-87522562

E-mail:hzkj@hust.edu.cn

经营范围：智能化建筑、计算机网络。

武汉市丽盛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湾路218号

电话：027-85611750

传真：027-85611750

E-mail:lishengdianzi@sina.com

经营范围：楼宇可视对讲报警系统。

武汉千里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未来城D座1403

电话：027-87399758

传真：027-87399758

E-mail:qianliyan168@163.com

http://www.whqly.cn

经营范围：从事智能联网楼宇对讲系统。

武汉强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2号水岸星城G8栋

E单元2302

电话：027-87838119

传真：027-87838119

E-mail:powert119@163.com

http:// www.power119.cn

经营范围：消防、安防、建筑智能化。

武汉容大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未来公馆B1506

电话：027-87851257

传真：027-87868119

E-mail:rongdacx@163.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防盗报警。

武汉锐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53号洪山创业中

心3楼3030号

电话：027-87360188 87360288

传真：027-87360388

E-mail:yuanleiy197@163.com

http://www.whrst.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 安防监控。

武汉赛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7号珞珈山大厦

A1305

电话：027-87214821 87870231

传真：027-87214821

E-mail:whsaian@126.com

经营范围：电子防盗器材。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
武汉三江航天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9号

电话：027-59393901 59393981

传真：027-59393939

E-mail:805696256@qq.com

http://www.ssnc.com.cn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与系统集成建设。

武汉盛恒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99号健龙尚谷杰

座2-3002室

电话：027-87189366

传真：027-87189366

E-mail:fanxin0609@126.com

http://www.shakj.cn

经营范围：智能化系统。

武汉世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云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大学园路武大科技园

创业楼2楼

电话：027-59335111

传真：027-593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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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通辰网络有限公司
武汉兴蓬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洪山区珞喻路158号华中数码城8楼

8068号

电话：027-87858987 87858755

传真：027-87858755

E-mail:87858987@163.com

经营范围：网络布线工程、安防系统。

武汉市晓原光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紫松工业园

689#-1-2

电话：027-87531380

传真：027-87531380

E-mail:1469328746@qq.com

http://www.xygofc.com

经营范围：光纤通信网络工程配件。

武汉市新海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号鹏程国际B座

1501室

电话：027-87871045 87861453

传真：027-87861453-8004

E-mail:sun_liu@126.com

http://www.wuhancctv.com

经营范围：报警、周边器材全系列。

武汉市新兴达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赛格丰电子市场1

楼A06号

电话：027-82779281 82821983

传真：027-82779281

E-mail:terrychiang@126.com

http://www.whxxd.com.cn

经营范围：安防系统集成、安装施工。

武汉泰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33号世纪大厦9楼2号

电话：027-86773855 86786189

传真：027-86789558

E-mail:tai-tan@tai-tan.com.cn

http://www.tai-tan.com.cn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和研究开发电力设备。

武汉天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电脑城1688#

电话：027-87373163

E-mail:tanping.888@163.com

武汉同泰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珞珈山大厦A座1407

电话：027-87660066

传真：027-87341985

E-mail:wdmzzyf@163.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建筑智能系统设计。

武汉拓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御庭园大厦519室

电话：027-82787277

传真：027-82787277

E-mail:7817xk@sohu.com

http://www.whtjzn.com

经营范围：承接安防监控、防盗报警。

花园4栋1单元1203

电话：027-86646372 87796710

传真：027-87796710-811

E-mail:hac555@126.com

http://www.yltaf.com

经营范围：电子巡更产品、门禁、考勤。

武汉亿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美好数码城6楼612室

电话：027-59520028 82835893

传真：027-87208516

E-mail:whyhwykj@163.com

http://www.yhwycctv.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一站式供应平台。

武汉亿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09号御景名门大

厦B座2303室

电话：027-87752313

传真：027-87868308

E-mail:yhtechwh@126.com

http://www.yhtechwh.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防盗报警。

武汉意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瑜路446号红山科技创业中心B

座9028

电话：027-82669696

传真：027-87506825

E-mail:dsm2006@126.com

http://www.wh-eport.com

经营范围：恒速球及安防周边器材系列。

武汉永嘉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华中数码城一楼

1358-1368号

电话：027-82667788 87163070

传真：027-87862492

E-mail:yjwynet@126.com

http://www.yjwy.net

经营范围：批发监视器、摄像机防盗报警。

武汉裕美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北路265号世界大厦1203

电话：027-87166226

传真：027-87166226

E-mail:yumeiwh@gmail.com

http://www.yumeiwh.com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电子、监控系统。

武汉粤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书香门第1908

电话：027-87742580

传真：027-87742580

E-mail:whyuexin@263.com

http://www.yuexine.com

经营范围：从事闭路电视监控、防盗报警。

武汉正新图像信息技术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67号广埠屯汇通大

厦东座101-102室

电话：027-87661913

传真：027-87164895

经营范围：门禁工程及楼宇对讲设计。

武汉维安宁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维安宁安防器材销售中心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109号-2

电话：027-85852396 85868182

传真：027-85852396

E-mail:wanaf2100@163.com

http://www.wanaf.com

经营范围：摄像机系列、监控周边器材。

武汉鑫葆士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书香门第1805

电话：027-87858642/804

传真：027-87858804

E-mail:powers_wh@163.com

http://www.whpowers.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

武汉鑫成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鹏程国际B座2805室

电话：027-87054468

传真：027-67120688

E-mail:800006354@qq.com

经营范围：智能高速球。

武汉鑫丰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珞狮南路519号高农大厦2

号楼501室

电话：027-87830240

传真：027-87831053

E-mail:luocz@whxfy.com

http://www.whxfy.com

经营范围：人脸识别出入控制与监控。

武汉兴得通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黄龙山北路2号

电话：027-50100696

E-mail:zhounianfa@kingtake.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设计。

武汉星波电子批发部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鄂鸿电子市场１楼B－7号

电话：027-85847482

传真：027-85847482

E-mail:34343714@qq.com

经营范围：智能化电话报警系统。

武汉宣安消防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维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城路118号

电话：027-84291953

传真：027-85850009

E-mail:whjkxffwzx@163.com

经营范围：消防安防器材经营及工程安装。

武汉讯之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雄楚大街938号1-2-

1805

电话：027-87451285

传真：027-87451285/8361

E-mail:caihb123@vip.sina.com

http://www.xmjk.com

经营范围：监控产品、银行。

武汉伊利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光谷步行街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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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智远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石牌岭118号49栋西5楼

电话：027-87869697 87862227

传真：027-87862227

E-mail:whzyxt@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控制系统研发。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1路光谷软

件园C3-10楼

电话：027-87788721

传真：027-87788720

E-mail:wangcheng_wh@126.com

http://www.citms.cn

经营范围：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武汉中原电子信息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科技工业园2号

电话：027-87561288

传真：027-87561558

E-mail:13545370501@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入侵防范系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070号财富大厦B单元四楼

电话：027-82755307/271

传真：027-82755307

E-mail:zyzx688@163.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视频监控保安系统。

武汉重工凌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718号

电话：027-87534031

传真：027-87533242

E-mail:alex709@126.com

http://www.linkit.cn

经营范围：电子标签。

武汉纵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关山大道光谷软件园E3栋16层

电话：027-87592080

传真：027-87592142

E-mail:shihanzhen@zonelink.com.cn

http://www.zone-link.com

经营范围：弱电系统集成专家。

咸宁兴安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咸宁市咸宁经济开发区书台街9号

电话：0715-8323131 8876018

传真：0715-8138238

E-mail:zhuzm72@163.com

http://www.xnxaba.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服务、保安巡逻服务。

襄樊安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囊樊市解放路29号

电话：0710-3475338

传真：0710-3475338

经营范围：数码周界防范围栏报警系统。

襄樊金东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市新华路15号

电话：0710-3250511 3661678

传真：0710-3225145

盈嘉安防(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盈嘉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青年路64号青年广场A栋15层H座

电话：027-85551659

传真：027-85485969

E-mail:joyxxl@126.com

经营范围：产品及工程。

中电科长江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常青路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发

路11号

电话：027-68837300/01

传真：027-68837308

E-mail:service@3wec.com

http://www.cjsj.cn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

广州市宇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泰和3楼9号

电话：027-82773569

传真：027-82773569

E-mail:yhgjj@qq.com

http://www.yuhongcable.com

经营范围：监控视频线、网络线。

工程商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庙山大学园路23号

电话：027-87864601

传真：027-87393063

E-mail:wutos@wri.com.cn

http://www.wutos.com

经营范围：光纤传感器与智能仪器仪表。

湖北中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52号普提金商务中

心B座18F

电话：027-88233969 88853569

E-mail:476080245@qq.com

http://www.hbzcjs.com

经营范围：弱电系统工程、水电安装。

湖北锦程数字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68号南方帝园B座

1704室

电话：027-87168833 87831120

传真：027-87168833

E-mail:wuhanhualite@126.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工程。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经济开发区石桥一路6号科技

创业中心3楼

电话：027-82862379

传真：027-82863807

E-mail:whahrxb@163.com

http://www.wh-anhua.com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鄂州市诺盾安防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鄂州市意家福小区a栋201

电话：0711-3211119

E-mail:xtdjdn@sina.com

http://www.xdjdn.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集成、门禁系统工程。

襄樊科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市长虹路56号

电话：0710-3226333

传真：0710-3818399

E-mail:xf_kydz@sina.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报警、门禁工程。

襄樊市雅声电器商行
地址：襄樊市再尔广场北l07号

电话：0710-3800702 3700992

E-mail:1062772265@qq.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防盗器材。

襄阳市樊城区天龙电子经营部
地址：湖北襄阳市现代城数码港4楼61、62号

电话：0710-3257110

E-mail:chigh@163.com

http://www.xftldz.com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安防监控产品。

宜昌金邦网络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宜昌市夷陵路65号3E商务大厦1404室

电话：0717-6856666 6853333

传真：0717-6853333

E-mail:jt6688@sina.com

http://www.ycjbtx.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工程、楼宇自动化。

宜昌金格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宜昌市西菱2路51号金帝华城3号楼2单元

3楼302

电话：0717-6748333/9333

传真：0717-6749333

E-mail:sb5888@vip.163.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

宜昌市安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港窑路11号13楼2单元

102室

电话：0717-6487058

传真：0717-6487058

E-mail:ycandi@163.com

http://www.ycandi.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门禁一卡通。

宜昌亚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大道221-1号万达广

场2号楼一单元1045室

电话：0717-6470203/261

传真：0717-6470203

E-mail:ycyt@ycyt.com

http://www.ycyt.com

经营范围：安防与信息系统设计。

宜昌永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西陵二路26号

电话：0717-6291549

传真：0717-6854449

E-mail:longquanyong@sina.com

http://www.yjdzkj.com

经营范围：网络产品、对讲机。

版权声明：作品系《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版权所有，转载或部分转载须获得本杂志社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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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立信电子有限公司 TEL:400-678-322
中国行业视频显示产品解决方案品牌商
中国行业液晶专显设计与应用最早的老牌企业

企业名录 
Enterprise Directory

经营范围：联网报警及监控设备销售。

恩施智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建始县业州镇晨曲供电所

电话：0718-3326333

传真：0718-3326333

E-mail:10555098@qq.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智能巡更系统。

湖北安能泓顺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解放路52三峡商城A座1212室

电话：0717-6562678

传真：0717-6760521

湖北北科天翼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昌街道口未来城E座1903、1906

电话：027-87781237

E-mail:416479932@qq.com

http://www.bk009.com

经营范围：安防器材销售及渠道批发。

湖北博欣安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友益街长青广场D座211室

电话：027-82751950

传真：027-87845319

E-mail:280778266@qq.com

http://www.boxinll0.com

经营范围：商品防盗、视频监控。

湖北创举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朝阳北路12号

电话：0719-8655301

传真：0719-8264345-815

E-mail:ymf@kingjoo.com

http://www.kingjoo.com

湖北鄂州市华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鄂州市吴都古肆2-26号

电话：0711-3891396

E-mail:hrdz6808@163.com

经营范围：网络综合布线及电子办公设备。

湖北广信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11花园29栋

1901室

电话：027-82261161

传真：027-82261161

E-mail:liubsky@sina.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设计、施工。

湖北国安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71号

电话：027-87298110

http://www.hbguoan.com

经营范围：安全系统工程设计。

湖北国安安保集团公司
地址：十堰市公园路57号

电话：0719-8289110

http://www.hbguoan.com

湖北恒立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华乐山庄4-1-104

电话：027-87055217

传真：027-87055217

湖北时代卓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大道光谷总部国际2楼

1302室

电话：027-87663552

传真：027-87663552

E-mail:nanxiaoyao@zrtech.net

http://www.zrtech.net

经营范围：楼宇智能化产品。

湖北泰信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泰信科技信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体育馆路2号新凯大厦5楼

电话：027-87320720 87320786

传真：027-87320050

E-mail:taixin027@hotmail.com

http://www.taixin.net

经营范围：防盗报警、安防监控工程。

湖北泰跃卫星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咸宁市温泉月亮湾路青桂巷2号

电话：0715-8015471

E-mail:1478100161@qq.com

经营范围：小区智能化视频监控系统。

湖北万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红安县红坪大道43号

电话：0713-5588999

传真：0713-5283169

E-mail:hujin@189.cn

http://www.hbwonder.cn

经营范围：联网报警、系统集成。

湖北伟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关山口(华工)华城花园8-102室

电话：027-87545252/8

传真：027-87550491

经营范围：门禁、红外报警。

湖北兴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高新6路长咀工业园聚贤

楼10号楼D栋

电话：027-87300512

传真：027-87841982

E-mail:yi-style@163.com

http://www.xyjt027.com

湖北以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8号亚贸广场B座

写字楼10楼1028室

电话：027-87645115/5116

传真：027-87654886

E-mail:wmchen@ether.net.cn

http://www.ether.net.cn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

湖北智泰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浙江路1号M天下6单元1902室

电话：0719-8129357

传真：0719-8129357

E-mail:306957993@qq.com

http://www.hbztaf.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

湖北中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路军区干休所综合楼

E-mail:hbhengfong@126.com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湖北黄石鼎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家属区4号楼101

电话：0714-6282222

传真：0714-6255566

E-mail:109893405@qq.com

经营范围：承接报警、监控、楼宇对讲。

湖北金泓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金泓坤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硚口区建设大道142号湘江大

楼20层

电话：027-83537026/7

传真：027-83537031

E-mail:37454506@qq.com

http://jinhongkj.com

经营范围：承接智能化安防。

湖北科昊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黄州大道90号

电话：0713-8106007

传真：0713-8106007

E-mail:hgaf@qq.com

http://www.hgafw.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湖北鲁长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御景名门2-802室

电话：027-87428566

传真：027-87428566

E-mail:276192730@qq.com

湖北三江航天楚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三江产业园怀仁路

电话：0712-2359377

传真：0712-2359375

E-mail:441215092@qq.com

http://www.sjhtch.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统、消防系统。

湖北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前进路四清村51号

电话：027-88220764 88210762

传真：027-88228827

E-mail:04_zjz@sohu.com

http://www.hbdxzj.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统工程、综合布线等。

湖北省鄂州市贝斯得安防监控有限公司
地址：鄂州市凤凰路36号

电话：0711-3860588

传真：0711-3860118

E-mail:ez_best66@sina.com

经营范围：红外防盗报警设计。

湖北晟诚泰科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51号弘业俊园b座

2601室

电话：027-51896298 51896288

传真：027-51896248

E-mail:shchtk@shchtk.com

http://www.shchtk.com

经营范围：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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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室

电话：027-87740813

传真：027-87740817

E-mail:945842234@qq.com

http://www.odsey.net

经营范围：弱电安防工程设计。

湖北中科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8号亚贸广场A座

2604室

电话：027-87854249/062

传真：027-87854249

http://www.hbzknet.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门禁防盗工程。

湖北中联宏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沃尔玛佳和云居9栋2

单元304室

电话：027-87733402

传真：027-87733402

E-mail:hbzlhy@126.com

http://www.hbzlhy.com

经营范围:消防、安防系统工程设计。

黄冈赛特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黄冈市八一路76-4号

电话：0713-8386018

E-mail:324842711@qq.com

经营范围：摄像头监控系统、对讲系统。

杰普安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沙市区三岔路天然气大厦后塔桥

小区3栋1单元旁

电话：0716-8563684

传真：0716-8563684

E-mail:1442688208@qq.com

经营范围：监控。

捷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大连路8号

电话：0719-8768940

传真：0719-8768942

E-mail:jieshsy@qq.com

http://www.jiesh.net

经营范围：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道闸。

荆门蓝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荆门市北门路中艺商城二楼

电话：0724-2344775

传真：0724-2373175

E-mail:ludebin108@163.com.cn

http://www.gmlyh.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荆门四盟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长宁8号数码广场B7006

电话：0724-2339170 2339171

传真：0724-2339170

E-mail:jmsmwl@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小区系统解决方案。

荆州东方红电子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江汉南路20号嘉美大厦1楼10号

电话：0716-8225413

传真：0716-8214490

传真：0719-8655805

E-mail:lrfty@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统集成。

十堰市龙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十堰市人民中路91号

电话：0719-8663058

传真：0719-8658471

E-mail:longao-888@163.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智能小区工程。

天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大冶市江浙商贸城1258号

电话：0714-8638122

E-mail:740529573@qq.com

武汉市嘉华安全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阜华大厦C座

22B01室

电话：027-87161742/3967

传真：027-87163967

E-mail:whjiahua@126.com

http://www.wuhanjiahua.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集成电子产品销售。

武汉安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首义路精英工馆3楼

电话：027-88393367

传真：027-88393367

E-mail:whaet@163.com

http://www.whaet.net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楼宇对讲。

武汉安鸿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411号翡翠城1609室

电话：027-87410719

传真：027-87410719

E-mail:xiongjianghao1980@163.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安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562号国贸新都西塔楼24

层A座

电话：027-85352700

传真：027-85352756

E-mail:whanlico@126.com

http://www.whanli.com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工程。

武汉安通电讯有限公司
安通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大街88号黄埔东宫A座

二楼

电话：027-82308888

传真：027-82802383

E-mail:market@antong.com

http://www.antong.com

经营范围：智能交通、数字频网络监控。

武汉傲星楼宇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研口区古田二路北特一号古田科

技大厦7楼

电话：027-83848719

传真：027-83838133

E-mail:aoxin93@126.com

http://www.jz-east.com

经营范围：专业音响系列、数字会议系列。

荆州市天诚安防有限公司
地址：荆州市沙市区杨林堤路自安大队

电话：0716-8343399

http://www.fx100.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安防报警。

裏樊金诚华胜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大庆东路7号

电话：0710-3562967

E-mail:18972087897@163.com

经营范围：电子显示屏、监控系统。

猎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恩施市东风大道253号

电话：0718-8468757

E-mail:233098048@qq.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安防监控。

零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黄石市黄石大道887号鼎鑫大厦2102室

电话：0714-6225878

传真：0714-6225878

E-mail:664330045@qq.com

经营范围：网络集成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门吉利公司
地址：襄樊市长虹路语港旺府2-1-505

电话：0710-3223398

传真：0710-3223398

E-mail:532673850@qq.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集成。

蕲春县万佳安光电科技
地址：蕲春县漕河四路212号

电话：0713-7300669

E-mail:83583536@163.com

经营范围：可视楼宇对讲，网络综合布线。

裘樊市顺翔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市追日路高新创业中心A501

电话：0710-3223859

E-mail:610697046@qq.com

经营范围：监控、网络、楼宇对讲。

武汉尚吉电子研究所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小李村15号

电话：027-87717511 87592058

传真：027-87717513

E-mail:yanpeng@shangji.com

http://www.shangji.com

经营范围：车辆管理系统等。

十堰蓝威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张湾区公园路48号

电话：0719-8106676

E-mail:xiaosars@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 网络工程。

十堰森野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十堰市人民北路警民里3号1栋1单元201

室

电话：0719-865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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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mart-home.net.cn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武汉奥睿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汉口车站路70号E品国际

A615

电话：027-82214879

传真：027-82214367

E-mail:arx8888@126.com

http://www.wharx.com

经营范围：家庭防盗报警、无线防盗报警。

武汉奥星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17号兆富国际大厦

0710室

电话：027-87165136 87212797

传真：027-87165136-20

E-mail:wuhan_ocean@163.com

http://www.wuhanocean.com

经营范围：经销安防器材。

武汉保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武汉市武汉市亚贸220B号

电话：027-87642896

传真：027-87649150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武汉保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办事处民族大道318号

丽岛美生6栋15A06

电话：027-88720542

传真：027-88720542

E-mail:whbsd8888@126.com

http://www.wh-bsd.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武汉比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7号中商广场B座1808室

电话：027-87322766 87269861

传真：027-87322755

E-mail:13907100627@billion.net.cn

http://www.billion.net.cn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武汉博睿创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汉区银海商务大厦805

电话：027-85515969

E-mail:whbrct@163.com

http://www.whbrct.com

经营范围：音视频工程设计。

武汉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62号光谷总

部国际8栋803-804房

电话：027-87208309

传真：027-87208309

E-mail:xuanhe67@163.com

经营范围：道路交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武汉楚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华中科技大学东山区57号

401室

电话：027-87559320

传真：027-87559320

E-mail:chutianzhineng@sina.com

经营范围：智能楼宇、电视监控。

武汉创冠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珞瑜路20号阜华大厦C座17楼

电话：027-51854666

传真：027-51854633

http://www.whcgzn.com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系统集成。

武汉创森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48号合汇景苑9

栋2-501

电话：027-51236103

传真：027-84588372

E-mail:54182379@qq.com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武汉大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总部国际1栋1308

电话：027-87689899

E-mail:309165756@qq.com

经营范围：停车门禁管理系统。

武汉德创讯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民意四路37号雅典居B座1506

电话：027-85866866

传真：027-85822166

经营范围：监控、报警、对讲工程。

武汉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阳大道643号

电话：027-84871623

传真：027-84861159

E-mail:275128l@qq.com

http://www.whtec.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

武汉东海口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保成路5号楼1楼

电话：027-82771853 82838868

传真：027-82788623

E-mail:dhaikou@163.net

http://www.dhaikou.com

经营范围：监控器材、楼宇对讲。

武汉东盛维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181号俊华大厦A座

1105

电话：027-82635088 82867088

传真：027-82635088 82867088

E-mail:898128600@qq.com

http://www.wapa.cn

经营范围：百万高清宽动态摄像机。

武汉丰邑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香港路218号华氏儒商花园综合楼

E座1506室

电话：027-82641946

传真：027-82640490

E-mail:fengyizhitong@qq.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等。

武汉风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45号社会科学院

两和院8楼

电话：027-87273041

传真：027-87273041

E-mail:fhkj@163.com

经营范围：承接安防工程设计。

武汉格林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街道口阜华大厦B座902

电话：027-87573855

传真：027-87719805

Email:54282883@qq.com

http://www.whglm.com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

武汉工科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江大路30号

电话：027-82634189 82619673

传真：027-82634189

E-mail:whzdhgs@vip.sina.com

经营范围：承接工业自动化。

武汉光谷新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30号

电话：027-82624098 82639026

传真：027-82616530

E-mail:neogc@126.com

http://www.neoe.cn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

武汉光通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24号龙安港汇城

A座1619

电话：027-87360687 88853656

http://www.gotostar.cn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武汉广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东科技工业园电子港3-1

号楼4楼

电话：027-87561071

传真：027-87561070

E-mail:lisj@egotop.com

http://www.egotop.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报警、门禁工程。

武汉海辰友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区临江大道60号

电话：027-88847511

传真：027-88843508

E-mail:whhcyb@whhcyb.com

http://www.whhcyb.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列工程。

武汉航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40号CB I动漫孵化基

地8楼

电话：027-87785003

传真：027-87785001

E-mail:yaoli@hangtai.net.cn

http://www.hangtai.net.cn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工程、安防工程。

武汉弘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路137号东辉花园1门1501室

电话：027-83741966 83741566 

传真：027-837419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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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ongruikj@126.com

经营范围：数字监控、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弘毅中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鹏程国际A座2418

电话：027-87832858

传真：027-87832808

E-mail:1371419488@qq.com

http://www.whhyzr.com

经营范围：网络综合布线、楼宇门禁系统。

武汉湖滨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456号6楼

电话：027-87495002/4201

传真：027-87494201

E-mail:zou_2004@126.com

经营范围：智能充电机、报警器。

武汉华南鼎鑫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大道62号光谷总部国

际2栋702室

电话：027-87776951 51231819

传真：027-87776951

E-mail:825422147@qq.com

经营范围：弱电工程、智能装修。

武汉华盛天成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涂家岭一村五栋

一单元7-13

电话：027-51835480

E-mail:68790548@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和防盗报警系统。

香港华讯天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华讯天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光谷珞瑜路727号鲁巷新都汇

1栋1401室

电话：027-87606098

传真：027-87606098

E-mail:chenjh1998@163.com

http://www.huaxunnet.com

经营范围：网络监控、机房工程。

武汉华中大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北路东湖公馆2单元l层

电话：027-87877741 87877847

传真：027-87872969 87877741

E-mail:huhx1228@163.com

http://www.hzdy.com.cn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系统。

武汉汇金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洪山广场华银大厦1201室

电话：027-86657377

传真：027-86657339

E-mail:lutingying@163.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工程、安装。

武汉惠尔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泰闸堤街1号

电话：027-88392557

传真：027-88392557

E-mail:wuhanhuierfu@163.com

http://www.whhef.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楼宇对讲。

武汉佳兴方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金墩路15号财神广场9楼

电话：027-59498466

传真：027-59498467

E-mail:jiaxingfangzheng@126.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门禁一卡通系统。

武汉江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11花园36栋

1601室

电话：027-85866789

E-mail:pengyeguo@126.com

http://www.whjzzn.com

经营范围：监控安防工程。

武汉捷利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路206号世纪大厦23楼C、D座

电话：027-82821260/5131

传真：027-82815400

E-mail:mail@jollysound.com.cn

http://www.jollysound.com.cn

经营范围：背景音乐和紧急广播系统。

武汉捷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江大路特1号创业大厦9楼

电话：027-82638646/1930

传真：027-82611930-8002

E-mail:lgq-8888@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停车场、智能门禁。

武汉金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亭路12号湖北经济学院

培训楼2楼

电话：027-87854011

传真：027-87854011

E-mail:liuhqwh@126.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

武汉京汉安防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西马路熊家台四巷22号港台

公寓2楼

电话：027-85728453 85776022

传真：027-85728453

E-mail:jhaf@sina.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报警、门禁。

武汉科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特1号

电话：027-82615140

传真：027-82615140

E-mail:ksw758@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报警、综合布线。

武汉岚博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31号电脑大世界

5058号

电话：027-59718720

传真：027-59718720

E-mail:sasing18@163.com

http://www.lanbo.net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武大

园3路5号

电话：027-87526752

传真：027-87526551

E-mail:zhanjj@icchain.com

http://www.icbase.com

武汉联祥瑞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76号书香门第506室

电话：027-87162571/72

传真：027-87162571-8014

E-mail:2532782980@qq.com

http://www.uni-rihoo.com

经营范围：IC卡、一卡通。

武汉美新瑞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阅马场南方大厦15楼B座

电话：027-88065839

传真：027-88393202

E-mail:hnjb-hb@163.com

http://www.whhxkj.cn

经营范围：校园一卡通管理系统。

武汉摩力克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口特1号东湖广场柏景

阁1单元928

电话：027-87889103 87883550

传真：027-87877221

http://www.moliksys.com

经营范围：承接安防工程设计。

武汉霓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光谷大道62号光

谷总部国际4号407室

电话：027-87602218

传真：027-87602219

E-mail:tonydyh@163.com

http://www.leadinfochina.com.cn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楼宇自控系统。

武汉派思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707号武汉数码港

1310室

电话：027-59209780

传真：027-59209786

E-mail:honge2008@sohu.com

经营范围：楼宇内综合布线建设。

武汉佩力士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84-18号B605

电话：027-85411546

传真：027-85411546

E-mail:13995559095@139.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系统，门禁考勤系统。

武汉平安安达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15号六合新界1栋1

单元2层

电话：027-82423302

传真：027-82423302

E-mail:yxa2006@126.com

经营范围：楼宇自控、电视监控。

武汉瑞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高新区雄楚大道金地中心西4栋

1单元1907

电话：027-8716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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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7-87164361

E-mail:leonchy@126.com

经营范围：一卡通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武汉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华大家园A12-

602

电话：027-87640367

传真：027-87640367

E-mail:qin10051@163.com

http://www.whsaixin.com

经营范围：智能化弱电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武汉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地址：武汉市澳门路232号金冠大厦A座7楼701室

电话：027-82418841 82431391

传真：027-82448960

E-mail:sjscb@126.com

http://www.whsjzk.com

经营范围：智能化弱电系统。

武汉深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特一号

电话：027-82637988 82600899

传真：027-82631973-8002

E-mail:whsjmai1@126.com

http://www.whsjkj.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计算机网络。

武汉市爱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区街道口阜华大厦A座1503号

电话：027-87855381 87212476

传真：027-87212476

E-mail:whaike@163.com

http://www.xtjc.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楼宇对讲系统。

武汉市安智源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大路30号

电话：027-82628443

传真：027-82634298

E-mail:risi2000@21cn.com

经营范围：电视监控安防报警系统。

武汉市白龙马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国际企业中心文韬楼B座

408室

电话：027-67845188

传真：027-67845066

E-mail:409516101@qq.com

http://www.whblm.net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防盗报警。

武汉市博海无线电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625号金华国际大厦9层

电话：027-83647376 83611675

传真：027-83616636-868

E-mail:WHBHCCTV@163.COM

http://www.wuhanbohai.com

经营范围：电视监控、综合布线系统。

武汉市创通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222号华南国际广

场A栋11楼1114号

电话：027-85887711

传真：027-85887722

E-mail:whctdq@126.com

http://www.whctdq.com

经营范围：防雷、安防系统集成工程。

武汉市光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33号

电话：027-87870787 87880941

传真：027-87880941-81

E-mail:whgzkj@126.com

http://www.whgzkj.com

经营范围：视频会议及智能监控系统。

武汉市广联通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花园城成功花园A区5

栋1单元702室

电话：027-87659667 88012590

E-mail:270368318@qq.com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安装。

武汉市华联消防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珞路460号聚豪华庭2301室

电话：027-87258257

传真：027-87258161

E-mail:ecru@163.com

经营范围：监控、楼宇对讲、防盗报警。

武汉市霍克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大道l号光谷软件

园E4栋二层

电话：027-67845128 67845138

传真：027-67845018

E-mail:huoke.wh@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视频点播系统。

武汉市嘉华安全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阜华大厦C座

22B01室

电话：027-87161742/3967

传真：027-87163967

E-mail:whjiahua@126.com

http://www.wuhanjiahua.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集成电子产品。

武汉市杰立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国际大厦B栋13楼c座

电话：027-85898859

传真：027-85898859

E-mail:www.slf731@163.com

经营范围：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武汉市科海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50号永成大厦4楼

电话：027-82627697

传真：027-82627697-100

E-mail:khxf@vip.sina.com

http://www.khxf.com

经营范围：承接楼宇自动化系统。

武汉市武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永清路60号金苑商厦2楼

电话：027-82241002 82860289

传真：027-82860626

E-mail:whwkgs@.188com

http://www.whcontrol.com.cn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报警工程。

武汉市迅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丁字桥路51号弘业俊园b座2601室

电话：027-87262144 87262154

传真：027-87262615

E-mail:qr_speed@126.com

http://www.whspeed.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武汉思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

园华光大道18号高科大厦8088室

电话：027-87610872

传真：027-87617509

E-mail:huangjw@strongit.com.cn

http://www.strongit.com.cn

经营范围：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武汉天常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花园城千秋别墅16栋

电话：027-87613877

传真：027-87613877

E-mail:1847855527@qq.com

http://www.tisunny.com

经营范围：消防设施工程。

武汉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京韵花园A座1001室

电话：027-87663017 87663152

传真：027-87663152

E-mail:office@whth.net

http://www.whth.net

经营范围：前端设备。

武汉天通源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街道口鹏程蕙园1-5E

电话：027-87661740

传真：027-87661740

E-mail:openlby@163.com

http://www.whksdz.com

经营范围：消防设备销售。

武汉天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58号青城国际

1-2-601

电话：027-86571128

传真：027-86603129

E-mail:whtechwe11@126.com

经营范围：监控摄像机、音视频矩阵。

武汉天祥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友谊大道阳光水岸2栋2单元1102

电话：027-87390711/9545

传真：027-87399545

E-mail:tx_cg@126.com

http://www.txinfo.cn

经营范围：网络及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武汉图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三角路水岸国际2

幢2418室

电话：027-88617221 88617331

E-mail:whtujie@163.com

http://www.whtuj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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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弱电综合布线系统。

武汉万德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樱花大厦A座22楼

电话：027-87640402 87648841

传真：027-87886119

E-mail:399204165@qq.com

http://www.wondnet.com

经营范围：承接网络工程、安防监控工程。

武汉网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徐东大街凯旋门广场B座9楼

电话：027-86810000

传真：027-86810000-8008

E-mail:cw@wlian.com.cn

E-mail:1314wwj@163.com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硬件开发。

武汉微创智能网络安防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四路科技王电脑城

电话：027-82754063

E-mail:whxinkai@163.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工程。

武汉维视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公管大楼1层

电话：027-87558346

E-mail:wanlanhua@gmail.com

http://www.visdec.com

经营范围：智能楼宇解决方案。

武汉伟烽光电网络有限公司
武汉伟烽光通讯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中北路231号金沙豪庭A栋5楼D4

电话：027-87719529

传真：027-87719529

E-mail:wfkj_yu@126.com

经营范围：楼宇控制系统设计施工。

武汉欣世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资讯广场2楼2008A

电话：027-87888087

传真：027-51854790

E-mail:whpbx@126.com

http://www.whrcwl.com

经营范围：网络工程、弱电系统集成。

武汉欣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鹏程蕙园3号楼6楼B座

电话：027-87644608 87647955

传真：027-87647955

E-mail:l13349955779@126.com 

http://www.whxintai.com

经营范围：门禁、一卡通。

武汉新宝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二雅路加禾园小区23栋

2-602

电话：027-83088162

传真：027-83264427

E-mail:xq8188@hotmail.com

经营范围：弱电工程、楼字可视对讲。

武汉新能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光谷大道国际企业中心三期文昌楼

b101号

电话：027-87690386

传真：027-87526667

E-mail:xiaobiao@xnlkj.com

http://www.xnlkj.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

武汉新屋熊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武昌区关山一路创业街10栋C2-

2205

电话：027-87158886

E-mail:18971206180@189.cn

http://www.xwxtech.com

经营范围：专业监控方案集成商。

武汉新竹佳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关山大道328号中

杰阳光A2栋2308

电话：027-87180972

传真：027-87741368

E-mail:hansen_nb@foxmail.com

http://www.new-bamboo.com.cn

经营范围：物联网行业无线。

武汉鑫锦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南泥湾大道63号国际企业

分汇A1座602

电话：027-82780680

传真：027-82223022

E-mail:zhf9027@163.com

http://www.xjykj.cn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武汉鑫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创业街12栋3单元601

电话：027-87606266

传真：027-59201120

E-mail:zhouyuanyuan747@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智能小区。

武汉鑫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工农滨路1号军用供应站宾

馆

电话：027-85354886

传真：027-85354566

E-mail:xinlangkj@163.com

经营范围：智能化小区综合管理系统。

武汉耀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中北路青鱼嘴天然城天文阁4单元

201

电话：027-59812496

传真：027-59812496

E-mail:wangfubing@whyhxx.com

经营范围：安防施工。

武汉一安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66号津津花园B座15

楼1508

电话：027-87319121 87312637

传真：027-87300255

http://www.whaeon.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消防系统。

武汉一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步行街康桥小区

2-1-0101

电话：027-86647521 59105381

传真：027-86647521

E-mail:whymzn@sina.com

http://whymzn.com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及弱电工程。

武汉宜佳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江岸区中山大道1131-2号锦江苑2楼

电话：027-82713683 45613685

传真：027-82713683

E-mail:yijia3683@163.com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

武汉毅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鲁巷紫菘花园18栋

一楼中门

电话：027-87693655 87805088

传真：027-87692251

E-mail:12734192@qq.com

经营范围：网络及综合布线系统。

武汉渝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珞狮南路147号未来

城小区D座2403室

电话：027-87652566

传真：027-87652566

E-mail:whylcor@163.com

经营范围：承接报警联网系统。

武汉远东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20号东院1楼

电话：027-82618273/76

传真：027-82618136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硬、数字图像通信。

武汉智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嘉禾园爱晚亭4-1-602

电话：027-83394561

传真：027-83394561

E-mail:619688941@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工程设计安装。

武汉智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北路34号九运大厦19

楼C座

电话：027-85550889

传真：027-85725675

E-mail:zhitong8@sina.com

经营范围：监控工程。

武汉中科地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232号

电话：027-87346021

传真：027-88121105

E-mail:jianguo@zkkeji.com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项目的应用开发。

武汉中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联峰时代八层10-1

电话：027-87415995

传真：027-87415995

E-mail:abc09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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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ongrkj.com

经营范围：电力仪表、通信设备等。

武双蓝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郭茨口水仙里230号702室

电话：027-88878896

E-mail:188077639@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可视对讲。

武穴市普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穴市粮食路11号

电话：0713-6213313

传真：0713-6213313

E-mail:puyuekj@126.com

经营范围：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仙桃市万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仙桃市钱沟电脑城13号

电话：0728-3203575

E-mail:xtwd-pc@163.com

经营范围：网络工程、楼宇布线。

咸宁市龙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双鹤路5号金叶F海岸

2-10

电话：0715-8148848

传真：0715-8148848

E-mail:13971808270@126.com

http://www.whcyjs.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襄樊金正邦电子技术育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春园路现代城国际

公寓C座13楼1502室

电话：0710-3223919 3210900

传真：0710-3223919

E-mail:xfzhengbang@sohu.com

http://www.xyjzb.com

经营范围：网络系统集成、安防工程。

襄樊市创冠智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襄樊市樊城区春园路8号现代城孵化园一

楼A116

电话：0710-3235885

传真：0710-3723786

E-mail:sunfriend1978@163.com

http://www.whcgzn.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综合布线。

襄樊众鑫电气有限公司
襄樊电气传动研究所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松鹤路11号

电话：0710-3821038 3821037

传真：0710-3821038

E-mail:fxy@xfzxdq.com

http://www.xfzxdq.com

经营范围：监控防盗门禁。

襄阳创企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长虹北路6号广景-碧云天商务国

际花园A座8楼801-802室

电话：0710-3213168

传真：0710-3276168

E-mail:xfcq168@163.net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

襄阳市拓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枣阳市民主路帝皇家园7号楼1903

电话：0710-3606511

E-mail:1140691555@qq.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销售安装。

襄阳市宇视通信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长虹路塞尔广场北135号

电话：0710-3235858

传真：0710-3235858

E-mail:licao909@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孝感市同舟网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园林北路

电话：0712-2838268

E-mail:44254276@qq.com

经营范围：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孝感市五环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孝感市长征路23号保丽广场5栋2单元

1829

电话：0712-2465966

传真：0712-2466036

E-mail:wuhuandianqi@126.com

http://www.whdq88.com

经营范围：视频监控、安防报警。

宜昌博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珍珠路41号新天地电脑城4188

电话：0717-6918315

传真：0717-6323728

E-mail:lzwht@163.com

经营范围：酒店一卡通系统集成商。

宜昌彩格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宜昌市东山开发谨发展大道28号创

业中心A座3168室

电话：0717-6344766

传真：0717-6345766

E-mail:yccg766@163.com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安防监控系统。

宜昌诚大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城东大道19号

电话：0717-6907339

E-mail:1294058234@qq.com

经营范围：防盗门。

宜昌泛海巨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开发区珠海路8号

电话：0717-6333167

传真：0717-6336763

E-mail:fhjtkj@163com

http://www.fhjtkj.com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港口智能安防系统。

宜昌汇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珍珠路20-3号

电话：0717-6739786

传真：0717-6742201

E-mail:365769816@qq.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设备及工程。

宜昌市捷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春园路现代城凯旋国际1-2-20-1室

电话：0717-3236328

http://www.jieshun.cn

经营范围：综合布线系统、楼宇对讲系统。

宜昌市君友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绿萝路71-101号

电话：0717-6834246

E-mail:xydz55162199@126.com

经营范围：智能网络综合布线。

宜昌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夷陵区云高路1-103

电话：0717-7856696

传真：0717-7855376

E-mail:344138846@qq.com

http://www.yctcan.cn

经营范围：自动窗帘机、综合布线工程。

宜昌新海宇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宜昌市西陵二路31号香格里拉花园11-

2-302室

电话：0717-6291791

传真：0717-6291791

E-mail:guoqi_shi@163.com

经营范围：数字安防监控系统。

忆正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特1号关

南工业园二号楼西面3楼

电话：027-81736669

传真：027-81736669-7885

E-mail:hujianwen@memoright.com

http://www.memoright.com

浙江新世纪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常宏里裕荣家园52号1栋2

单元401室

电话：027-83531802

传真：027-83531800

E-mail:291924272@qq.com

http://www.cnncfc.com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中冶南方(武汉)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33号

电话：027-81997749

传真：027-81996666

E-mail:46030@wisdri.com

http://www.wisdrisoft.com

卓锐科技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电脑大世界375号

电话：027-51236758

E-mail:2682123278@qq.com

http://www.whzri.com

经营范围：监控报警工程、楼宇对讲。

北京中航弱电系统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中心花园C3栋804室

电话：027-87538777

传真：027-87538777-810

E-mail:sales@zhonghang.cn

http://www.zhongh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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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监控远传、防盗报警。

佛山市荣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光谷大道金融港4路19号

电话：0757-88735618

传真：0757-88735618

E-mail:459187021@qq.com

http://www.ronggaodoor.com

经营范围：电动伸缩门、智缘道闸。

各办事处

天津市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鹏程蕙园1-16B

电话：027-87864515 87865609

传真：027-87864515-810

E-mail:zhangwanlong@chinayaan.com

http://www.chinayaan.com

经营范围：视频图像分析处理。

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汉口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昌中南路街中南二路C座

1202室

电话：027-87338611 87112221

传真：027-87338611

E-mail:shil@aurine.cn

http://www.aurine.cn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和智能家居产品。

深圳市饶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驻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学雅芳邻5栋1单元1102室

电话：027-88063831

http://www.szrec.com

经营范围：停车场管理系统、门禁系统。

广州安维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177号俊华大厦A座

2308

电话：027-82755805/3726

传真：027-82753726

E-mail:chenping1978487@163.com

http://www.watchman.cn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防盗报警。

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汉口江汉区前进一路万科金色家

园3期2单元2808室

电话：027-85890181

传真：027-85890181

E-mail:Wuhan@1999jhl.com

http://www.1999jhl.com

经营范围：安防系列产品。

深圳市达观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美好数码3楼49号

电话：027-85420467

传真：027-85420467

经营范围：网络数字监控。

彩讯科技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97号龙潭大厦

B615

电话：027-86813062 86830212

传真：027-86836071

E-mail:pengzb@china.com

http://www.triolion.com

经营范围：大屏幕显示系统。

德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光谷软件园D8栋2楼

电话：027-87369091/2

传真：027-87369092

E-mail:zyg@det.com.cn

http://www.det.com.cn

经营范围：大屏幕显示。

迪飞达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区电立学院14栋

三门102室

电话：027-8787345

E-mail:dfdsales@cctv-dfd.com

http://www.dfd338.comcn

经营范围：专业监控摄像机安防系列。

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路汉飞滨江国际大厦B

座2704室

电话：027-86827770 86823776

传真：027-86825256-816

E-mail:houxiaohui@cnpwt.com

http://www.cnpwt.com

经营范围：模拟系统集成开发。

广州明诚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未来城E座605

电话：027-87653171

传真：027-50769357

E-mail:mcznwh@163.com

http://www.mczn.com

经营范围：一卡通产品。

广州市安居宝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232号天合大厦

8013室

电话：027-88326915

传真：027-88318960

E-mail:21221119@qq.com

http://www.anjubao.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网络摄像机。

广州粤道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天华新村小高层106室

电话：027-88020057

传真：027-80788070-057

http://www.chinayid.com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

哈尔滨新中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378号未来公馆A座

701

电话：027-87885615

传真：027-87885615

E-mail:lijdong@126.com

http://www.anchang.net

经营范围：食堂微机售饭系统、校园商务管理

系统。

海狮安防湖北营销中心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赛格丰二楼B1O-B11号

电话：027-82816516 82776806

传真：027-82816516

E-mail:2300583141@qq.com

http://www.v-topcctv.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CCVE专业制作商。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软件F4-22东湖开发区

电话：027-87217913/1731

传真：027-87871842-888

E-mail:changhong@hikvision.com

http://www.hikvision.com

经营范围：监控、硬盘录像机产品。

杭州拓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108号保利浅水

湾6号楼2栋1802室

电话：027-87108409

E-mail:1483200819@qq.com

http://www.hztuoan.com

经营范围：红外(激光)高速球型摄像机。

湖北省荆州市保安服务公司沙市分公司
地址：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路179号胜利街派出所

东大楼

电话：0716-8217008 8225200

传真：0716-8236739

经营范围：联网报警器。

惠州市欣信誉科技有限公司洪湖分公司
湖北博士来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洪湖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州洪湖市爱国路107号

电话：0716-2435688

传真：0716-2435688

E-mail:407879043@qq.com

http://www.xxy.qyol.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江苏联通电缆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数码广场3楼

C39号

电话：027-59506936

传真：027-82811656

E-mail:372619068@qq.com

经营范围：工程监控线、控制线、网线。

江苏帝诚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蔡家田B区55栋l单元101

电话：027-82634489

传真：027-82634489

E-mail:1529930918@qq.com

http://www.dcxl.net

经营范围：射频电缆，监控专用电缆。

江苏帝一电气销售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硚口区古田三路东方花城44-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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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7-83869288

传真：027-83795962

E-mail:diyi-xzb@126.com

http://www.chinadiyi.cn

经营范围：智能化电线电缆、综合布线等。

金三立视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西路16号东湖熙园1单

元1804室

电话：027-87898841

传真：027-87898820

E-mail:houjun@sanlachi.com.cn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上海稳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五号308室

电话：027-87860523

传真：027-87166576

http://www.secu365.com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深圳艾立克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大道1号光谷软件

园E4栋1楼

电话：027-87641868/78

传真：027-87641878

E-mail:alec_wh@163.com

http://www.saecctv.com

经营范围：SAE一体化智能球形摄像机。

深圳市百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美好泰和3楼13号

电话：027-82817219

传真：027-82817219

E-mail:liubin2046@126.com

经营范围：各类光端机、光纤收发器。

深圳市海云通数字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98号

电话：027-82830188

E-mail:378705176@qq.com

http://hiyunton.com

经营范围：监控器、天线等配件。

深圳市华美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幸福路幸福小区3号1单

元1604

电话：027-87267499

传真：027-87267499

E-mail:745327802@qq.com

http://www.highmight.cn

经营范围：对讲机、声讯系统。

深圳市金宁达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深圳市利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美好泰和3楼52号

电话：027-82810019

传真：027-82810019

E-mail:chengxg0710@163.com

http://www.lltcable.com

经营范围：安防监控、楼宇智能化。

深圳市景峰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广房电子市场3楼

c08号

电话：027-82816526 89390715

传真：027-82816526 89390065

E-mail:317724787@qq.com

经营范围：红外半球摄像机。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兆富国际l0楼1007

电话：027-87879930

传真：027-87879950

E-mail:wuhan@sunell.com.cn

http://www.sunell.com.cn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深圳市科松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312号双恒创业园

5102室

电话：027-87870542 87176908

传真：027-87870542 87176906

E-mail:lilei@coson.com

http://www.coson.com

经营范围：门禁系统。

深圳市美安科技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胜路丽景苑(家乐福)B座0810室

电话：027-85379889/91

传真：027-85379850

E-mail:anenc@163.com

http://www.meiantech.com

经营范围：专业监控报警制造厂。

深圳市秋田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洪山区关山大道光谷创业街2

栋11楼

电话：027-87856336 86654166

传真：027-86654166

E-mail:szcf.dz@126.com

http://www.szqiutian.com

经营范围：线缆。

深圳市思浪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汉口前进四路72号综合电子市场

A-39

电话：027-82772793

传真：027-82772793

E-mail:xiongdandan8209@163.com

http://www.xenon.cn

经营范围：监控卡、车载硬盘录像机。

深圳市英特安防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新都汇4号楼903室

电话：027-86648156

传真：027-86648156-610

E-mail:531633997@qq.com

http://www.cninter.com.cn

经营范围：专业代理英国DM监控系列。

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办
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二路2号附6号

电话：027-82813339 82210282

传真：027-82210282

E-mail:362492248@qq.com

http://www.china-hushan.com

经营范围：公共广播、数字会议系统。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汉口江汉二路2号-4号

电话：027-82853468 82787925

传真：027-82787925

E-mail:1246445700@qq.com

http://www.china-hushan.com

经营范围：安防工程。

苏州华亿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光谷软件园11607室

电话：027-87737025

传真：027-87737025

E-mail:yangxw@cnivs.com

http://www.cnivs.com

经营范围：智能视频分析。

天诚智能集团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四路科技王广场10楼E座

电话：027-82791808

传真：027-82776682

http://www.tcgroup.com.cn

经营范围：安防系列产品及工程。

天津恩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驻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徐家棚村还建楼3号楼

3单元101

电话：027-50862586

传真：027-86814566

E-mail:npljj@sina.com

经营范围：高速球、可视对讲。

温州市博克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前进4路185号御庭园2601室

电话：027-85440501

传真：027-85440501

E-mail:gtx@bok.com.cn

http://www.bok.com.cn

经营范围：门禁控制器、磁力锁。

武汉豪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699号文豪自由商

务港705

电话：027-87507971

传真：027-87507971

E-mail:hubei@long-horn.com

http://www.long-horn.com

经营范围：监控产品、红外探测器。

武汉科卫通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938号

电话：027-87173199

传真：027-82817619

E-mail:kwtzn@163.com

http://www.kwtzn.com

经营范围：门禁管理系统、考勤系统。

武汉兰德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48号中南国际城C

座2505室

电话：027-87687150

传真：027-87677142

E-mail:zhangxiyuon16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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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d-well.com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武汉深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来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青年广场B座9楼B室

电话：027-83666286

传真：027-83666286

E-mail:cloud523@163.com

http://www.slec.com.cn

经营范围：智能信报箱管理系统。

武汉市泰尼可安防器材经营部
深圳泰尼可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72号赛格丰电子城三楼

C5号

电话：027-82800258 59506958

传真：027-82800258

E-mail:wuhantainike@126.com

http://www.sznikan.com

经营范围：闭路监控、监视器。

武汉一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528号银河苑A座

1405

电话：027-87161456 877490400

传真：027-87260962

E-mail:shiyunfei2004@126.com

http://www.shipgroup.net

经营范围：网络综合布线。

武汉悠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东日信博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利济东街蓝山城市中心907室

电话：027-51315883 51315880

传真：027-51315883

E-mail:whyofo@126.com

http://www.yofocctv.com

经营范围：网络摄像机激光摄像机。

厦门立林电子保安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百步亭花园路百步华庭303栋2单

元1102

电话：027-82449846 85828688

传真：027-85828688

E-mail:13697325922@139.com

http://www.leelen.com

经营范围：楼宇对讲产品。

江苏帝诚线缆有限公司
扬州帝诚线缆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蔡家田D区55栋1单元101

电话：027-82634489

传真：027-85610203

E-mail:yzdchb@163.com

http://www.dcxl.net

经营范围：各种线缆、接插件等。

扬州俊通灵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汉口南京路二院旁鄱阳小区14号1楼

电话：027-82830012

传真：027-82830012

E-mail:jiangling@126.com

http://www.jtlkj.com

经营范围：可视对讲联网控制线。

扬州市长征线缆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前进四路美好3楼c35号

电话：027-82801498 59507030

传真：027-82801498

E-mail:czhuan305@163.com

经营范围：安防产品。

阳光（香港）企业有限公司湖北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8号莲花湖锦绣江

山1-1 2102室

电话：027-85710806

传真：027-85722330-18

E-mail:sunwuhanban@163.com

经营范围：闭路电视监控、公共广播。

友讯网络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街道口未来城A801

电话：027-87440710

传真：027-87440710-604

E-mail:jun_pan@dlink.com.cn

http://www.dlink.com.cn

浙江宏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驻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3号电业新村5栋

1706

电话：027-85742456

传真：027-85742456

E-mail:1748027641@qq.com

http://www.chinahongtai.com

经营范围：电控锁、电磁锁。

中国泰尔实验室技术鉴定中心湖北代理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前进路四清村51号

电话：027-88210762 88216057 

传真：027-88222946

E-mail:04_zjz@sohu.com

http://www.hbdxzj.com

经营范围：安防消防产品及工程。

中山市奥敏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武珞路650号蓝空公寓1单元

402室

电话：027-87889612 87653110

E-mail:mengxinxa@yahoo.com.cn

http://www.aomin.com

经营范围：智能对讲系统。

珠海市竞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头道街航天双城

C2栋21楼2106室

电话：027-82877188 82877288

传真：027-82877388

E-mail:wuhan@competition.com.cn

http://www.competition.com.cn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系统。

其他类

湖北哥特尔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路43号永清庭院2栋1

单元1102室

电话：027-82443211

传真：027-82443515

E-mail:791993462@qq.com

http://www.gete-fumiture.com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湖北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鹏程蕙园3栋

23层

电话：027-87166900 87871265

传真：027-87168651

E-mail:1575529445@qq.com

http://www.hbptkj.com

经营范围：研制防雷产品、承接防雷工程。

顺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33号广源大厦8楼

电话：027-83800645 83806123

http://www.allfang.com

武汉飞鹏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长城园三路精工科技园D

栋2楼

电话：027-59267997

传真：027-59267998

E-mail:voeray.lau@fiberpon.com

http://www.fiberpon.com

经营范围：光纤通信。

武汉神宇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六路清江

工业园

电话：027-81303147 81303192

传真：027-87916650

E-mail:whshenyudq@163.com

http://www.shenyudq.com

经营范围：金属柜。

武汉正源高理光学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园

电话：027-87180680

传真：027-87180058

E-mail:tanchangbao@gaoligx.com

http://www.hggaoligx.com

经营范围：DVD光学零部件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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