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际海洋信息港29号楼 
Tel: 0532 – 58517588  

E-mail：truegis@163.com 
www.esi.so 

青岛地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 公司简介 

2 产品与解决方案 

3 公司架构与团队 

4 荣誉与资质 

5 最新动态 

6 发展愿景与展望 

目录 



•    公司是集科学与工程软件、军工装备和高端仪器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是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及通过双软认证的软件企业。 

•    公司主要业务： 

1.地球及海洋科学软件研发；      2.GPS/BDS/GIS系统开发集成； 

3.海洋测绘工程及装备研制 ；     4.船舶电气自动化及信息系统开发与集成； 

5.关键高可靠实时控制软件研发；6.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软件系统。 
 

公司简介 



科学与工程软件及高端装备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国内领先的数字地球与海洋科学软件开发商。 

国内领先的空中交通管制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定位 

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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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系列 

工业工程系列 

系统集成工程 

四 
大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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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解决方案 

测绘地理信息 



主要产品①：科学研究系列 

Presentation 成果集成展示平台及应用 

•声学探测数据成果集成展示系统 

•大洋资料管理与共享平台 

Explorer 系列，现场作业软件系列 

•Ocean Explorer 海洋探索者 

•Earth Explorer   地球探索者 

•Sky Explorer      天空探索者 

 
Workstation 系列，数据精细后处理软件系列 

• Geophysics Workstation  地球物理探测数据后处理系统  

• Argo Workstation             Argo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           



高可靠嵌入式系统开发（VxWorks、Delta OS） 

•嵌入式GIS系统/嵌入式交互图形系统 

•舰载、机载声呐、雷达DDU、ADS-B、ACARS 

工业自动化系列 

•基础数据采集处理控制软件（ESI工业现场总线及数据采集） 

•设备设施运行监控、设施云（基于数据通信的装备诊断监控） 

•传感器+互联网平台（物联网） 

 

人工智能软件系列 

•机器感官系统（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视频内容识别） 

•机器智慧系统  机器深度学习、推理、行为决策 （True.AI）          

主要产品② ：工业工程系列 



智慧海洋 

•基础平台：精密数字海洋模型+多学科实时、延时、历史数据库。 

•智慧系统：传感器网络+智慧海洋软件系统。 

智慧港口 

•港口GIS+AIS+VTS+FM+RM 

•客户服务+生产管理+运营管理 

•港口运行自动化 

 

船舶信息系统 

•科考船综合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存储系统； 

•全船网络信息系统集成。           

主要产品③ ：系统集成工程 



主要产品④ ：测绘地理信息 

True GIS 3D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Windows、VxWorks多平台） 

•地学计算基础子系统 

•精密数字地球软件开发平台(CGCS2000) 

智慧海洋地理信息框架及应用 

•海洋空间地理信息框架 

•海洋大数据平台/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大洋样品馆业务管理系统/Argo数据 

•海洋监测数据实时发布平台 

 

智慧城市地理信息框架及应用 

• MPinONE Workstation “多规合一” 工作站平台系统  

• BIM Workstation  基于数字地球的建筑信息模型管理系统           



True GIS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 

• True GIS是青岛地球软件开发的基础地理信息软件平台，组件式地理信
息系统开发平台。 

  特点： 

•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所有模块均可提供源码定制开发； 

•  平台采用32/64位代码编译，支持64位海量数据应用； 

•  兼容Open GIS标准，支持标准文件格式，解决数据共享； 

•  采用Open MP架构，性能高度优化，解决海量数据效率； 

•  2D/3D统一数据结构支持；平台统一，具备多种数据集成功能。 



True GIS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 





Explorer现场作业系列 

Explorer系列是青岛地球软件研发的现场作业软件
系列： 

 Ocean Explorer是基于侧扫声呐、浅剖、多波束、地震等
的海洋声学探测现场作业软件。 

 Earth Explorer是基于GPS/BD的导航、定位监控软件。 

 Sky Explorer是基于RADAR/ADS-B/ACARS的ATC现场监视软

件。 



Ocean Explorer 

• Ocean Explorer是一款集导航、声学探测数据采
集、记录和实时处理的声学探测专业软件，目前
共发布了3个版本，主要面向海上现场作业的用户。 

• 特点： 

• 1.开放平台，支持侧扫声呐、浅剖、多波束等多
种设备的集成采集； 

• 2.支持多种探测方法的融合显示，多波束地形与
侧扫地貌的叠加； 

• 3.支持完整GIS功能，从测线布设到施工监控进行
全方位管理； 

• 4.采集数据支持多种格式存储，侧扫XTF、浅剖
SEG-Y、多波束ALL格式。 

 



Earth Explorer 

• GPS、BD移动目标导航定位系统，具备多层次电子地图，能实现海上陆上定位、
导航；支持多个电子围栏，能实现进入禁区（进围栏）报警，离开规定区域
（出围栏）报警。 

• 主要用户： 

• 航天部702所、704所 

• 北京大学遥感所 

• 中国海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 国家海洋局北海技术保障 

  中心 



•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航管雷达终端软件；支持一次、二次雷达，支持ACARS、
ADS-B数据，形成综合监视系统，为军、民航飞行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 软件系统采用WINDOWS平台（支持 

   64位处理器），极易与办公系统集 

   成，构筑网络化应用环境。 

   首创全球观念雷达定位，大地坐标 

   正算，结合高精度电子地图，无级 

   缩放，真正做到导航鸟瞰视图。 

Sky Explorer 



Sky Explorer 



Sky Explorer 



超短基线定位系统软件 

     

    超短基线定位系统是
现代海洋调查作业船只必
不可少的基础性水下定位
保障设备，为配备水声应
答器的水下各类载体（如
水下机器人、声学拖体
等）、海洋工程作业等，
提供水下高精度定位服务，
该软件主要实现人机交互
的显示平台。 



超短基线定位系统软件 



Workstation 后处理系列 

Workstation系列是青岛地球软件研发的精细后处理软件系列： 

 

 Geophysics Workstation 是地球物理勘探数据精细后处理软
件。目前已支持侧扫声呐、浅剖、多波束、单道地震数据的精
细后处理。 

 Argo Workstation是基于全球Argo数据的全功能业务支撑软
件。 



• Workstation SSS：侧扫声呐数据处理系统。 

• Workstation SBP：浅剖数据处理系统。 

• Workstation MBP：多波束数据处理系统。 

• Workstation SEIS：地震数据处理系统。 

• Workstation GMP：重磁数据处理系统。 

• Workstation ELEC：电法数据处理系统。 

 

Geophysics Workstation软件系列： 

地球物理勘探数据处理系统一系列软件的总称。依据所采用的勘探方法
的不同，分为下列不同的版本： 



Workstation SSS 侧扫声呐数据处理系统 

    利用回声测深原理探测海底地貌
和水下物体的设备。又称旁侧声呐或
海底地貌仪。其换能器阵装在船壳内
或拖曳体中，走航时向两侧下方发射
扇形波束的声脉冲（见图）。工作时
发射出的声波投射在海底的区域呈长
条形，换能器阵接收来自照射区各点
的反向散射信号，经放大、处理和记
录，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海底的图像。 



     新一代侧扫声呐数据处理系统（Workstation SSS）是地球软件Geophysics 

Workstation数据后处理软件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软件采用原生64位系统架构，通过采用
全新架构设计，支持最新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相比于传统的侧扫声呐数据处理软件，其
精密镶嵌、精细打印功能无论是在图像质量还是使用便利性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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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tation SSS 侧扫声呐数据处理系统 



侧扫数据加载 瀑布图显示 海底追踪 

镶嵌制作 覆盖计算 斜距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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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tation SSS 侧扫声呐数据处理系统 



Workstation SBP 浅地层剖面数据处理系统 

探头安装 

    浅地层剖面探测是一种基于水声学原理，连续走航式探测方法，可利
用高频小能量的声发射换能器震源对应高频声接收换能器获得较高分辨率
的剖面。 



Workstation SBP  浅地层剖面数据处理系统 

岩石的层状
结构 

浅剖探测剖
面图 

解译结果 



Workstation SBP  浅地层剖面数据处理系统 

    通常获得的浅剖资料，只经过采集系
统的后续处理，处理方法单一。在海上作
业时由于各种噪音的干扰，资料的信噪比
较低，深层同相轴连续性较差，地质特征
不明显，而且海上多次波发育，使得有效
地层层位的追踪较为困难。浅剖资料的解
释工作一直以来都是解释人员手工进行层
位标定和构造解释，该方法无法交互利用
纵横测线的地震数据体信息，效率较低，
工作量大，不容易识别小幅构造，对资料
的解释精确度不够高。 
    Workstation SBP交互解译系统，改变
了传统的纸上解译方式，大大提高的工作
效率和准确性。 

交互解译系统：
手动地层追踪 





              多波束测深仪可以同时发射几十到几百束声脉冲，分别射向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方到达海底，就能

同时测出垂直于轮船航行路径上的几十个到几百点的水深，于是轮船每航行一条航线就能扫过一条带，在设
计下一条航线时，使下一次扫过的带和上一次稍微重叠一点，这样就可大面积测量海底地形地貌。 

Workstation MBP  多波束数据处理系统 



Workstation MBP  多波束数据处理系统 

Workstation MBP 处理成果： 



Workstation MBP  多波束数据处理系统 



Workstation MBP  多波束数据处理系统 



Argo Workstation软件 

    Argo Workstation是国际Argo业务化运行系统的前端操作平台，是一个覆盖Argo业

务全流程、全功能的工作平台。Argo业务化运行系统作为长期运行的业务化系统，不仅

担负着国际义务及时处理发布国内浮标观测数据，也搜集处理Argo计划参与国的浮标数

据供国内用户科学研究、预报、应急灯方面使用，也提供统计监控信息为管理决策服务。 



2014年3月印度洋洋流图 



系统集成的业务功能： 

1.实时、延时数据的人工审核 

2.产品生成 

3.数据管理 

4.数据浏览 

5.入侵监控 

通过系统建设主要实现以下目标: 

1.实现业务工作的自动化、智能化。 

2.实现数据服务的实时、多样化，及时处理发布数据。  

3.实现管理、监控、统计信息的及时、可使化，供管理决策参考  使用。 

4.实现业务系统的结构化、灵活化。 

Argo Workstation软件 



Argo Workstation软件 



基于智慧城市的多规合一工作平台 



VxWorks平台船用导航雷达 

    VxWorks为程序员提供了高效
的实时多任务调度、中断管理以及
实时的系统资源和实时的任务间通
信，并且在各种CPU平台上提供了
统一的编程接口和一致的运行特性，
尽可能的屏蔽不同CPU之间的底层
差异。  
    VxWorks 作为一个高性能、可
裁减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具备
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性，从
而被广泛地应用在电信、网络接入、
军事、航空、航天等高精尖技术及
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中。 



VxWorks平台船用导航雷达 



海洋战场环境作战/训练仿真系统 



科考船综合信息系统 
    科考船综合信息系统是一款定位于科
考船数据统一采集与综合显示的软件系统
，具体包括： 

  1、船载GPS导航定位系统，可实时显示
航速、航向、当前水深、温度气压等基础

信息。 
  2、船载设备状态监控系统，可实现绞车
状态监控、仪器设备监控、视频监控系统
。 

  3、线路规划自主航行系统，通过融合
AIS系统可实现自动导航、航行偏离告警、
航程计算、障碍物报警灯。 



电子海图显示及应用系统 

  电子海图应用系统的种类繁多
，如电子海图显示及信息系统（
ECDIS）、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VTS）等，有些电子海图应用系统
只包括软件，有些应用系统则是
软件和硬件的集成，大多数应用
系统都可接收其它航海设备（如
GPS、AIS、罗经等）信息。但是
，所有的电子海图应用系统都以
电子海图数据为基础。  



ESI ECDIS Kernel作为一款优秀的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ECDIS）核心软件开发包，可以帮助OEM厂商快速开发航海电子产品或以电
子海图为基础的应用系统。 

ESI ECDIS Kernel 

满足以下国际标准： 
 
IHO S-52 
IHO S-57 
IHO S-60 
IHO S-63 
IEC 61174 
IEC 61162 系列 
IMO MSC.232(82)  
 
 

电子海图显示及应用系统 



该引擎采用模块化结构，可根据用户产品或应用需求，选择相关模块进行组合，并可选择
Windows、WinCE、Linux、IOS等多种操作系统，同时支持B/S架构。 

电子海图显示及应用系统 



电子海图显示及应用系统 



地球及海洋科学大数据 
  地球科学大数据中心，拥有全球范围的独家大数据资源。 

    1：全球范围90米（部分地区30米）高程网格数据； 

    2：全球范围30弧秒水深数据； 

    3：全球范围160万个海洋CTD剖面数据，全历史周期Argo数据库； 

    4：洋流、潮汐、气象等水文要素预报系统 

    5：全球范围重力、磁力场数据库 

    6：地球科学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挖掘软件系统。 



地球及海洋科学大数据 



ESI产品特点： 

1.每一款产品都是完全由研发团队从底层自主开发。  

2.每一款产品都是30万行以上C/C++代码的大型重量级软件。  

3.每一款产品都是具备深厚专业学术素养的高科技结晶。 

  



典型客户 



目标客户  主要用途 

高校、科研机构  科考船配套、海洋勘测考察 

航海保障 电子海图前期数据收集处理、数字海图生成 

造修船企业 通讯导航、船舶信息化改造与系统集成 

打捞局 海上搜救、水下物体打捞 

海事、海监局 海事搜救、落水者搜救、水下物体搜寻、水下安检 

海关缉私 船底检查、水底检查 

水下工程勘察 海底地貌、水土结构、水下护堤工程、桥墩检查 

海洋工程 海底管道观察（输油管、输水管、海底光缆、输气管） 

航道局 航道清障、航道救助打捞 

水下考古  沉船发现、水下古城结构观察 

产品目标客户群列表 



年份  项目名称 

2007年  国家863计划协作课题《MBP数据库、绘图包与软件系统》 

2008-2009 国家海洋局908专项《海洋声学探测数据处理与质量评价系统》 

2009-2010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Argo数据业务化处理系统》软件 

2011-2014 国家海洋公益专项《海洋地球物理声学探测数据处理与管理系统》 

2012-2015 大洋协会十二五计划课题《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软件系统开发》 

2013-2016 青岛市科技局《精密海洋数字地球软件开发包》 

2014-2015 科技部创新基金《多型声呐数据集成采集与融合处理系统》 

2014年 黄岛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 
《海洋测绘软件国产化工程全三维多波束数据处理软件》 

2014年 海军装备研究院《*****浮标业务化运行系统》 

2014年 北航空管《****低空目标监视系统》 

2015年 中科院沈自所《潜器目标GIS显控模块》 

2015年 哈工程水声学院《超短基线水下跟踪监控系统》 

公司团队近年完成的项目 



年份  项目名称 

2015-2016年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2016年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精细目标的侧扫声呐数据处理软件》 

2017年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大洋海底地理实体信息管理系统》 

2017年 中船重工719所《水声环境数据管理系统》 

2017年 青岛西海岸新区地震局《数字地震科普馆》 

2017-2018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CMOC/China网站及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2016-2018 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大洋专项样品管理系统》 

2017-2018 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3号科考船综合信息系统》 

公司团队近年完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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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软件 

运行管理中心 资产财务管理部 

科学研究部 工业工程部  

院士专家工作站 

青岛新航行系统有限公司 

 

青岛海洋测绘装备研究院 
 

生产研发中心 市场营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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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阿格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正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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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部  

空管事业部 

测绘事业部 

测绘地理信息部 



• 公司于2013年成功申请院
士专家工作站，驻站专家
有： 

• 金翔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曹立华 中国海洋大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 

• 李金山 中国海洋大学  教
授级高工 

 

公司人员配置 

研发人员30人 

其它人员25人 

测绘工程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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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双软认证软件企业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理事 
军工保密二级资质 
武器装备质量认证体系 
武器装备承制资格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博士科研工作站 
测绘乙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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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参与“中国大洋科考第35航次”科考任务 
    我国远洋科考船“向阳红09”船2014年6月21日从青岛起航，开赴江
苏省江阴市。在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后，“向阳红09”船将于25
日前往西北太平洋执行2014-2015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试验性应用航
次。 

    我公司主要负责“蛟龙”号作业任务保障工作，其中主要包括（1）
船舶视频监控系统保障（2）船舶网络信息系统保障（3）视频会议系统
保障。任务确保海上视频监视监控正常运行，船舶信息、蛟龙号信息、
海图信息完备显示，以及满足与国家海洋局卫星通话的要求。 

企业动态 



企业动态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与潜航员学员合影 

与潜航员付文韬合影 与大洋资料中心合影 



• 公司多次应邀受访，出现在财经日报、青岛晚报等媒体 

企业动态 



• 2016年4月大洋协会十二五课题通过验收 
    大洋协会十二五课题项目“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项目验收会于2016年4月在天津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召开。公司承担的“大洋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软件开发顺利通过验收
，被评为优秀成果。 

 

企业动态 



企业动态 

• 2016年5月承担我国深海远洋型科考船东方红3船全船数据网络设计与
系统软件研发 

       与中船工业708所结成战略合作,专注于科学考察船全船数据网络的设计与软件系统
开发。 

 



企业动态 

    东方红3船是一艘国际一流的5000吨级新型深远海综合科考 
实习船，发改委批准建造费用为6.9亿元，预计2018年交付。     



探测作业系统： 

水体探测系统 

大气探测系统 

海底探测系统 

遥感观测印证系统 

基础数据平台： 

数字海洋系统 

探测数据库系统 

数据服务系统 

 
 

依赖船载网络数据通信 平台，
综合采集各探测系统实时数据；
根据各学科数据规范，进行标准
编码；依据采集时序，存入探测
数据库。 

 
 

 
 
 

建立数据容量不低于 
4000GB的数字地球与 
数字海洋系统，建设研 
究背景数据库；建立调 
查船探测作业历史数据 
库；建设探测项目数据 
管理与服务系统。 

 
 

科考船综合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系统 







•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来公司参观考察 
    2015年7月，中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莅临地球软件参观考
察。 

         金翔龙院士长期致力于中国边缘海的海底
勘查与研究，并率先开展中国渤、黄、东海的
地球物理探测，对中国海的构造格局、地壳性
质与演化，以及边缘海的演化模式等提出过重
要论述，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董事长张俊明
向金院士一行详细介绍了地球软件的发展历
程、技术研发、专利及知识产权申报等公司的
基本信息，并一起观看公司的宣传片。临别，
金院士祝愿地球软件发展的越来越好！ 

企业动态 



• 2015年8月公司出席青岛西海岸新区智慧产业项目集中签
约暨重点支撑平台揭牌仪式 

    本次集中签约的项目共有12个，总投资40亿元，包括公共服务平台项目5个
，智慧产业项目7个，涵盖信息软件开发、海洋信息服务、深远海导航遥感、飞
机系统设计、跨境电商等方面，其中包括国家信息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等“国字号”项目3个。 

    公司投资建设青岛西海岸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该项目由区工信局引
进，落户国际海洋信息港，总投资3000万元，主要建设海洋地理环境信息平台和
海洋产业经济信息平台，为政府机关、科研机构、涉海企业提供海洋综合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础性信息和资源共享服务。 

 

 

企业动态 



企业动态 

西海岸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签约 中国大洋样品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 



• 2015年11月6日，青岛海洋测绘装备研究院揭牌仪式正式
举行    

    11月6日上午，西海岸首届海洋测绘技术研讨会暨青岛海洋测绘装备研究院
揭牌仪式，在黄岛区光谷国际海洋信息港29号楼会议室举行。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乃胜，青岛
市经信委副巡视员董肇胥，海军91286部队空管处处长李华刚，海军92330部队航
保处处长殷正良，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环保处处长金左文，青岛市科技局海洋处
处长杨爱民，青岛市经信委软件处处长李明超，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主任助理马
健，黄岛区科技局副局长李云峰，黄岛区工信局局长董方勇，黄岛区工信局副局
长谢龙目，青岛市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徐爱国等一百余位政商学界代表出
席了本次庆典。 

 

 

企业动态 



企业动态 



企业动态 
2017年3月28日，公司通过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武器
装备承制资格现场评审 

2017年4月20日，公司通

过国家国防科工局武器装
备生产许可证现场评审 



企业动态 
2017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
究所所长顾行发来公司考察交流 



企业动态 2017年6月4日，山东省国防科工办主任靖士宽、
船舶处处长董文照到公司考察、指导 



企业动态 2017年8月1日，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周熙明少将、

北海舰队副司令员陈强南少将、北海舰队副参谋
长杨苏少将来公司考察指导 



企业动态 

• 2017年9月9日,海军潜艇局梁涛、陈观强业务长来公司考察指导。 



企业动态 

• 2017年10月30日-31日，我公司董事长张俊明等一行4人拜访中船重工第716所，与副所长王松岩等领
导及相关技术专家进行了良好的业务沟通。 

• 2017年11月5日，中船重工第716所司广宇副所长、驻716所总军代表彭会斌、海军潜艇局梁涛业务长
等一行12位领导专家莅临公司考察指导，并就双方关注的业务和技术进行沟通和交流。 



企业动态 

• 2018年4月18日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一行来公司调研指导 
  4月18日下午，山东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一行在青岛市发改委主任李刚及新

区副区长隋斌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企业动态 

• 2018年4月21日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赵昌军一行来公司调研指导 
  4月21日下午，山东省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赵昌军一行在区政府党组成员领导刘记军

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企业动态 

• 2018年5月23日，北海舰队副政委钱建军将军，副司令员杨骏飞
将军一行来公司考察。 



企业动态 

• 2018年11月6日，山东省人大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随莲一行
来公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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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科学与工程软件为核心，向外延伸到与国外仪器设

备配套；海洋测绘装备研发、制造；海洋科考服务的同心

圆式发展战略。 

核心软件 

国外配套 

设备制造 

勘探服务 

公司三年规划 



公司三年规划 : 智慧船桥项目 



公司三年规划 : 智慧船桥项目生产基地 



公司三年规划：防务工程科研基地
项目 



公司三年规划：防务工程科研基地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部长尹蔚民到公司考察 

 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到公司考察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到公司考察 



 

 

 

 

 

 
科技部高新技术产业司杨咸武副司长                  青岛科技局盖健书记参观公司展出产品 

参观公司展出产品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刘刻福一行莅临公司指导考察 



青岛市科技局姜波局长一行莅临公司指导考察 







谢谢！ 
 

办公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际海洋信息港29号楼 
Tel: 0532 – 58517588 
E-mail ：truegis@163.com 
Web: www.esi.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