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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枪弹柜行业出现衰退

 全国枪弹柜市场销售总额达到 4.7 亿元，较 2017 年萎缩 44.7%

 公安公务用枪需求五年内首次出现萎缩，资金转向雪亮工程等项目

 部队市场未达到预期中的高速增长，需求释放缓慢

 学校、押运公司等新型行业市场表现不尽人意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形成大厂垄断局面

 TOP 10 厂商市场份额占据 2/3，市场份额被主要厂商瓜分

 90 家厂商份额仅占 1/3 市场，大量企业退出行业

 卓越的产品设计和智能化的新技术将持续对枪弹柜产品带来新的冲击

 卓越的产品设计带来的用户体验成为枪弹柜设计的重中之重

 行为识别、语音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将与枪弹柜更加深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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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枪弹柜行业整体发展概述

1.1. 枪弹柜行业发展现状

2018 年，枪弹柜行业市场整体呈下降趋势。

由于公安枪弹柜市场饱和度不断增高，以及公安行业大量资金预算转向支持雪亮

工程等国家重点大型工程，公安系统公务用枪管理需求五年内首次出现萎缩。

部队枪弹柜市场未达到预期中的高速增长，需求释放缓慢，学校、押运公司等新

型行业市场也表现不尽人意。

枪弹柜整体市场销售额大幅萎缩，预计未来几年枪弹柜市场将进入寒冬。

1.2. 枪弹柜市场规模

据统计，2018 年全国枪弹柜市场销售总额达到 4.7 亿元，较 2017 年减少

44.7%，其中公开项目 289 个，较 2017 年减少 25.7%。公开市场中标厂商 100

家，较 2017 年减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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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 年全国枪弹柜市场规模整体情况

1.3. 枪弹柜行业市场发展空间

本文采用各省份市场饱和度和各省份市场均数据来评估各省枪弹柜行业市场发展

空间，其中省份市场饱和度=该省份已招市区县数量/该省份市县区总量，各省份市场

平均数据包括各省份平均市场总额和各省份平均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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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各省份市场饱和度

图 1-2 2018 年底全国各省份枪弹柜市场发展空间

 75% ≤ 市场饱和度 省份：陕西、北京、天津等 10 省市

 50% ≤ 市场饱和度 ≤ 75%省份：山东、湖南、湖北等 5 省

 25% ≤ 市场饱和度 ≤ 50%省份：山西、青海、广西等 10 省

 市场饱和度 ≤ 25% 省份：广东、河北、河南等 5 省

共有 10 个省份市场饱和度高于 75%，占全国总省份 32.25%。

共有 15 个省份市场饱和度高于 50%，占全国总省份 48.38%。

全国总体市场饱和度为 51%。枪弹柜市场已释放过半，市场发展已进入下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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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各省份市场平均数据

图 1-3 2018 年全国各省份枪弹柜平均数据

 2018 年各省份平均市场销售额约 1500 万元

 2018 年各省份平均公示项目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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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枪弹柜市场竞争分析

2018 年枪弹柜行业竞争较往年更为激烈。据统计，全国公开招标项目 289 个，较

2017 年下降 25.7%。中标单位 100 家，较 2017 年下降 31%。

2018 年全国枪弹柜行业呈现“大厂垄断”的竞争格局。排名前十的大厂市场占有

率合计 65.27%，较 2017 年上升 23.2%.大厂的份额增加，进一步压缩小厂的生存空

间，导致大量企业退出枪弹柜行业。

2.1. 主要厂商业绩排名及简介

排名前十的厂商为：江西金虎、江西远大、宁波永发、江西中盾、江西华鑫、江

西卓尔、江西远洋、泰科力合、湖南创世、济南融霄。

前十厂商市场占有率总和达到 65%，较 2017 年上升 22.6%，大量市场份额被主要

厂商瓜分。前十以外的 90 家厂商合计市场占有率仅为 35%，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阶

段，大量厂商退出枪弹柜行业。

年度排名 厂商名称

1 江西金虎

2 江西远大

3 宁波永发

4 江西中盾

5 江西华鑫

6 江西卓尔

7 江西远洋

8 泰科力合

9 湖南创世

10 济南融霄

表 2-1 2018 年全国枪弹柜行业份额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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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 厂商简介请见附录 1。

2.2. 市场占有率

本文采用厂商分省排名、各省份市场占全国比例两个方面来描述枪弹柜行业

2018 年市场占有率。

2.2.1.厂商分省排名

2018 年部分省份前三厂商排名见表 2-1。

省份
排名

1 2 3

安徽 宁波永发 安徽警泰安 宁波殴佰胜

北京 成都安密 宁波永发 烟台三环

福建 厦门尚易 江西阳光 上海冠意捷

甘肃 江西金虎 甘肃乐豆 陕西宏利

广东 江西金虎 宁波永发 TCL

广西 江西远大 江西金虎 珠海新德汇

贵州 江西金虎 江西华鑫 江西远洋

海南 江西远洋 山东慧若 泰科力合

河北 河北虎牌 江西远洋 烟台三环

河南 洛阳通心 河南航天金安 许昌精通

黑龙江 泰科力合 江西中盾 江西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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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排名

1 2 3

湖北 江西中盾 江西远大 江西远洋

湖南 江西金虎 江西远大 湖南创世

吉林 江西远大 江西金虎 武邑鑫瑞

江苏 宁波永发 南京华讯 江苏国密

江西 江西远大 江西金虎 江西远洋

辽宁 江西华鑫 宁波永发 江西卓尔

内蒙古 宁波永发 江西华鑫 山东卫泰

青海 北京中泰浩邈 江西远大 江西卓尔

山东 济南融宵 烟台三环 泰科力合

山西 江西锐盾 西安贰叁壹 江西远大

四川 四川永亨 江西远大 泰科力合

西藏 江西金虎 江西卓尔 西藏南天

新疆 江西金虎 江西远大 北京万邦众合

云南 江西卓尔 江西远大 宏瑞文博

浙江 宁波永发 泰科力合 东华宏泰

表 2-2 2018 年部分省份前三厂商排名

2.2.2.全国各省份市场占全国市场比例

2018 年全国各省份市场占全国市场比例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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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8 年全国各省份市场占全国市场比例

湖南省市场占比最高，达到 16%。

占比前十分别为湖南省（16%）、湖北省（12%）、四川省（6%）、广西壮族自治

区（6%）、黑龙江省（6%）、云南省（4%）、贵州省（4%）、广东省（4%）、辽宁省

（4%）、山东省（3%）。前十省占比总和达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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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枪弹柜行业发展分析

3.1. 枪弹柜行业政策环境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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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枪弹柜行业技术环境与趋势

2018 年枪弹柜行业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驱动主要厂商不断深入枪弹柜技术的演

化，枪弹柜行业技术门槛日益提高。预计在 2019 年，智能化的新技术将重新定义枪弹

柜，未来智能枪弹柜技术将会向更加卓越的用户体验和更加智能的方向发展。

3.2.1.枪弹柜行业 2018年技术环境

2018 年很多新兴技术在枪弹柜行业逐步成熟稳定，成为枪弹柜行业的标准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

 全国均有大量指静脉枪弹柜项目落地，指静脉识别成为行业常见技术要求

 指纹识别技术精益求精，错误拒绝率已降至 1%以内，并将持续降低

 离线人脸识别技术大规模取代在线人脸识别技术成为主流配置

 库室一体化建设

 库室一体化建设保证枪弹库室整体满足 GA1016-2012 风险等级要求

 智能枪弹柜、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门禁系统实现协调联动

 对枪弹库室所有运行环境和数据进行统一监测、统计、分析

 大数据分析技术

 基于云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已在部分省份落地，并已与当地警用平台对接

 可视化展示统计数据，方便公安领导直观视察，增强警员战斗力

 通过数据挖掘，分析枪支使用情况，判断枪支异常状态，实现系统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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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枪弹柜技术发展预测

 卓越的用户体验成为枪弹柜设计重中之重

 枪弹柜和控制器更加注重外观设计，产品美观成为枪弹柜质量重要衡量标准

 指纹仪错误拒绝率进一步降低并推动行业技术升级

 离线人脸识别形成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出现爆发式需求增长

 诸如待机唤醒、信息报表操作、指示灯等细节设计将大幅提升警员使用体验

 人工智能与枪弹柜行业深度融合

 语音交互技术逐步成熟，辅助触摸屏进行人机交互，提升用户体验

 通过行为识别判断使用者的意图，智能枪弹柜从防护设备变为服务员

 视频事件精准识别，监控报警系统从事后追溯变为事先威胁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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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枪弹柜行业热点

4.1. 枪弹柜行业焦点事件

 12.22 新化公安局涉枪案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2017 年 12 月 22 日，娄底新化县发生一起涉枪案件，民警陈某持枪致两人死亡后携枪

潜逃。案发后，公安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

长坐镇指挥，案件在 48 小时内成功破获，现场缴获手枪一支、弹夹两个。2018 年 1 月

13 日，新化县监察委专题研究新化县公安局“12·22”涉枪故意杀人案相关责任人责

任追究问题等 3起案件，决定党纪立案审查 9人，组织处理 8人，给予 1人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

焦点解读：湖南省公安系统整顿公务用枪管理，枪弹柜采购量居 2018 年全国首位。

 公科信标准[2018]74 号文发布，正式开展 GA 认证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发布《关于同意开展“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自愿性认证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产品”认证工作的批复》（公科信标准[2018]74 号），批准了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2018 年 9 月 1 日起，我国视频监控产品正式纳入中国公共安全

产品认证(GA 认证)范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产品 GA 认证全面开启。

焦点解读：由于智能枪弹柜监控需要与库室环境监控进行一体化联网管理，以

GB/T28181-2016 为代表的视频联网对接及信息传输安全标准，已经成为智能枪弹柜行

业事实上的基础标准之一。

 第九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5 月 15 日-18 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此次展会

由公安部主办，以“打造智能装备、护航平安中国”为主题，旨在展示国际国内警用

装备最新成果，促进国际警用装备合作。本次展会在全国警用装备行业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国内枪弹柜行业各大厂商悉数到场参展。

焦点解读：重要市场宣传渠道成为枪弹柜厂商的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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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战区 200 余台智能弹柜重新招标

2018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省军区招标 200 余台智能弹柜，江西某厂商中标。由

于各方面原因，此次中标未能实现供货。2018 年 12 月，该采购单位对此项目进行重新

招标。

焦点解读：部队用户对枪弹柜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部队项目供货难度加大。

 诸多大项目多次流标/更正

2018 年诸多采购预算 500 万元以上的大标多次流标/更正招标。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公安

分局公务用枪数字化改造项目采购预算 636.6 万元，连续流标三次。邵阳市公安局全

市智能枪库建设项目采购预算 711.7 万元，连续更正三次。

焦点解读：无序化竞争损害行业整体利益，规范化招投标才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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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枪弹柜行业热词

4.2.1.行业热词

图 4-1 2018 年枪弹柜行业 100 热词

热词解读：“衰退”成为 2018 年引人瞩目的枪弹柜行业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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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厂商热词排行

图 4-2 2018 年厂商热词

热词解读：江西金虎、江西远大、宁波永发等行业巨头悉数入选年度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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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行业 TOP10厂商简介

 2018 年市场第一名：江西金虎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3 年，地处江西樟树

福城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销售档案装具、图书设

备、安防保险设备、钢制家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

21666 万元，生产经营场地 98588 ㎡。

金虎科技产业园的建设，旨在建设全国行业一流的研发平台

化、产品智能化、装备数字化、管理信息化、销售网络化、服务定制化的产业基地。集团拥有国际

先进的激光加工中心、自动焊接机器人、数控一体化成形设备和智能全自动喷塑流水线，建立了工

业数据采集和集中监控系统、快速制造 3D 设计研发系统、企业云 ERP 管理系统与 MES 系统打通，

实现数字化车间向智能制造的升级。集团先后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管理体系认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

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国家 3C 强制认证。

 2018 年市场第二名：江西远大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樟树市观上工

业区，专业生产移动炸药库、雷管柜、炸药库房、爆炸物品专用存

放库、防爆库、炸药柜、爆破员作业箱、移动炮弹库、密集架、图

书架等七大系列 80 多个品种，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6.5 万平方米，注册资金 13380 万元，

员工总人数 1320 人，技术力量雄厚，采用国际先进数控设备，注重

新产品研发创新，主营产品有档案装具、图书设备、办公家具、安防设备、教育设备、医用设备、

仓储设备、保险柜，八大系列，两百多个品种。产品工艺精湛，款式新颖，美观大方、高雅尊贵。

公司拥有国际先进数控设备和德国进口智能全自动喷塑流水线。所有产品表面全部自动磷化处理，

高压超水平静电喷塑，产品价格合理，交货迅速，在全国同行业市场赢得良好的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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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市场第三名：宁波永发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8 年，总部位于浙江宁

波，集研发、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生产实体安防和金融产

品的企业。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中国保险箱行业标志

性品牌的荣誉。2013 年，永发承担了公安部《枪支弹药专用保

险柜》行业标准 GA1051-2013 的主起草任务，是国内较早研制生

产智能枪弹柜产品的企业之一。

 2018 年市场第四名：江西中盾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江西省樟树

市，是专业从事智能指纹枪弹柜的研发、生产、销售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重以人为本、以技术为依

托、拥有经验丰富，大胆创新的精英团队，公司以优

秀的产品、优质的方案、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2018 年市场第五名：江西华鑫

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座落在“中国药

都”樟树，是樟树市金属创业产业园中一颗耀眼新星。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以实有资金 13666 万元登记注

册，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

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型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88 亩，其

中宿舍楼面积为 4750 平方米，办公大楼面积为 7000 平

米，两间生产车间总面积为 27600 平方米。

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产品通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中国品牌质量管理评价中心中，公司获得“中国绿色环保产品、

中国著名品牌、全国用户满意品牌、全国质量诚信 AAA 级品牌企业、诚信经营示范企业、中国科技

创新优秀企业、中国安防设备质量过硬服务满意品牌、全国政府采购重点保护企业”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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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市场第六名：江西卓尔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是钢制图书架、移动密集架、钢

制文件柜金属家具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

量管理体系。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

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2018 年市场第七名：江西远洋

江西远洋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中国著名的药

都、中国金属家具产业基地---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66 号，是一

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施工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

型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1.2888 亿元，占地面积 63580 ㎡,员工总数 1262 人，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65

人，专业技术人员 328 人。

集团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装备精良，选置国内、外先进数控设备，拥有数条全自动酸洗、磷

化、静电喷涂流水生产线。企业以市场为根本，着力开拓国内外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 30 多个

省市及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市场规模化促进经济迅猛发展，近几年集团公司实力不断提升，赢得

了良好的商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把持着中国金属家具和保险设备行业的话语权。其主要产品有：

档案装具、图书设备、仓储设备、保险设备、医疗设备、办公家具 6 大系列 500 多个品种。YY-D4

智能密集架获“2009 年度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和“江西省自主创新产品”。

 2018 年市场第八名：泰科力合

浙江泰科力合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智能枪弹柜控制系统提供

商，致力于不断将全球领先的最新技术应用于公司产品，为公检法

司、武警、军队提供卓越设计和体验的军警用设备。泰科力合注册资

金为 5000 万，泰科力合拥有一支具有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持续研

发能力的技术骨干团队，是从事智能枪弹柜系统、智能保密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产品包括智能枪弹柜系列产品、智能保密柜系列产品和应急通信指挥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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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市场第九名：湖南创世

湖南创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6000

万元；公司占地面积 8.2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是一家专业生产安防、消防、人防系列产品的高科技企业，产

品涵盖了“创世”牌智能型枪弹柜、智能枪库专用门、人防工

程防护、防化设备；金库门、移动金库房、爆炸物品存储活动

库房、监室门、密集架、电视监控；防火钢制门、通风管道

等。

公司秉承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创业思路，2007 年协同公安局按照公安部、省公

安厅的部署，在国家专利产品“警用枪支智能安全柜”的基础上，针对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研发了“智能枪弹柜、枪库房管理系统”。该系统以其枪支存放安全、取用快捷、管理规范、

节省警力等特点，在政法系统得到广泛试用，受到了广大客户的普遍欢迎。

 2018 年市场第十名：济南融霄

济南融霄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泉城济南，是原工商银行山东省分

行专用工具实验厂主要技术人员创办的专注于安防领域的高新技术

企业，主要技术骨干是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

体防护设备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0/SC1)委员。公司智能专用柜通

过国家强制认证（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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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8年枪弹柜公示项目（部分）

项目 省份 中标金额（元） 中标单位

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实验室、枪

弹库建设及刑侦设备采购项目
山东 1400000 济南融霄科技有限公司

元谋县公安局智能枪柜采购项目 云南 1578888 江西锐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永州市公安局智能枪弹柜及

枪弹库改造采购项目
湖南 1629313 广东中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永嘉县公安局智能枪库建设项目 浙江 2280000 浙江泰科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军区物资采购站智能

零散子弹柜项目
新疆 50456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孝感市公安局智能枪弹柜及

附属设施项目
湖北 1254989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警河北省总队野战枪弹柜采购项目 河北 1349500 烟台三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智能枪弹柜

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湖北 2180276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智能枪柜、智能案

卷柜采购项目
内蒙古 1996000 山东卫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围场县公安局智能枪弹柜及枪弹库室

AB 门等设备采购于安装项目
河北 1191836 北京卫彬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田东县公安局智能枪弹柜数字化系

统、手摇式档案密集架采购项目
广西 20220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智能枪（弹）

柜采购项目
甘肃 134184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天门市公安局智能电子枪库（二次）

采购项目
湖北 2457800 江西远洋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港智能枪弹一体柜采购项目 天津 1158000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公务用枪

数字化改造项目
河北 1359360 河北虎牌集团奥笛柜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公安局关于智能枪弹柜等

警用设备项目
江苏 5860000 浙江华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智能枪弹柜项目
贵州 12788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智能枪

弹柜管理系统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四川 2285900 四川璐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市公安局

龙泉驿区分局智能枪弹柜采购项目
四川 2696000 四川省永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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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本级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公安局阿坝州公安

局公安业务智能枪柜（一期）项目

四川 14380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公务用枪数字化

枪弹存储库警械设备采购项目
湖北 1726500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十堰市公务用枪数字化改造项目 单一

来源采购项目
湖北 3597000 山东卫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公安局全市智能枪库建设项目 湖南 51800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智能枪弹柜远程监

控系统采购项目
西藏 13086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警察学院文东校区枪弹库

改造项目
山东 1970130 济南融霄科技有限公司

沙洋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枪械库数字

化建设项目
湖北 2937998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黔南州公安局都匀经济开发区分局枪

械库和档案室设施购置项目
贵州 1455400 江西远洋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潜江市公安局智能枪支弹药保险柜购

置及配套设施项目
湖北 3324800 江西远洋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数字化枪支信

息采集设备采购(二次)
云南 2167000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宁远县公安局数字化智能枪弹柜工程 湖南 1026790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蒗县公安局柴油发电机组、智能枪

库（设备）采购项目
云南 1639000 湖南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芒市公安局智能枪弹柜采购项目 云南 1836700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罗湖公安分局公务用枪

数字化改造项目
广东 52932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泸定县公安局专业智能枪弹柜项目 四川 1056000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林周县采购办公安系统智能枪弹柜采

购项目
西藏 1675200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涟源市公安局公务用枪数字化智能枪

库改造项目
湖南 18500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公安局公务用枪智能枪库建

设采购项目
湖南 1158000 湖南创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耒阳市公安局智能枪弹柜采购项目 湖南 12358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莱西市公安局公务用枪

数字化改造项目
山东 2226800 济南融霄科技有限公司

来宾市公安局智能枪弹管理系统二期

建设项目
广西 1320690 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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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市公安局公务用枪数字化

改造采购项目
甘肃 15379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智能枪弹库建

设项目
湖北 1122450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夏区派出所智能枪（弹）库数字化

改造工程
湖北 1439368 湖北省隆福吉实业有限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智能数字枪弹

柜设备采购项目
湖南 1731800 湖南创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智能枪

库改造项目
吉林 1536600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公安局就公务用枪

数字化改造项目
广西 10760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怀远县公安局购置智能枪柜项目 安徽 1250000 安徽警泰安警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衡南县公安局公务用枪数字化

建设项目
湖南 11800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公安厅垦区公安局 2018 年度

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
黑龙江 6485800 北京泰科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警察学院数字化枪械

管理系统项目
河南 2936000 洛阳市通心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公安局_反恐排爆

应急装备采购项目
黑龙江 1205500 黑龙江朗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新

（改）建兵器室采购与安装采购项目
广西 192858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

广西:专用智能管理设备采购项目 广西 15509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监狱枪库改造更新项目 广东 2299600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

鼎城区公安局智能枪弹柜

系统采购（二次）
湖南 1048300 山东卫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智能

枪弹柜采购项目
辽宁 1458000 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电子

枪柜采购项目
辽宁 1231800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数字化

枪柜采购项目
辽宁 2299000 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公务用枪智

能化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辽宁 1698000 宁波永发集团有限公司

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广西新宇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智能枪（弹）柜数

字化建设采购

广西 11958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赤壁市公安局枪弹库建设采购项目 湖北 1949358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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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铁路公安局智能枪弹柜设备

采购项目（第二次）
四川 3447000 北京泰科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公安局公务用枪数字化管理系

统建设（第二次）
湖南 1396868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昌宁县公安局警用专用设备采购项目

(二次)
云南 1529887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策勒县新建农村（社区）警务室、村

综治中心智能枪弹柜采购项目
新疆 12905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兵团公安枪弹设备若干 新疆 1095000 北京万邦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安市公安局智能枪支弹药

保管柜采购项目
黑龙江 1623000 江西中盾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市本级]购置智能

枪弹柜采购项目
湖北 3280000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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