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名录
(截止2019年11月30日)
序号

1

机

构

名

称

中视卫星电视节目有限责任
公司

2 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

3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

服务区

全国范围

全国范围

全国范围

业 务 类 别
向经许可的境外节目接收用户
提供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
务（即配套供应和卫星节目落
地代理、收视授权及组织安装
施工、售后服务维修等相关服
务）
向经许可接收中央电视台加密
卫星电视3、5、5+、6、8、9
套节目的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
网络机构及暂不具备联网条件
的广播电视站，提供专用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即配
套供应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
收视授权及组织安装施工、售
后服务维修等相关服务）
向经许可的数字院线、数字影
院等提供专用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安装服务（即配套供应和境
内卫星数字电影节目落地代理
、收视授权及组织安装施工、
售后服务维修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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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编号

有效期

国110108111111001

自2010年4月9日
至2020年4月9日

国110108111111002

自2010年6月11日
至2020年6月11日

国110108111111003

自2010年7月19日
至2020年7月19日

向经许可的境内直播卫星户户
通节目接收用户提供专用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即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
4
全国范围
卫星直播管理中心
织安装施工及其配套供应、售
后服务维修和卫星节目落地代
理、收视授权等相关服务）
向经许可接收中央电视台公共
频道(除加密卫星电视3、5、
5+、6、8、9套)、中央数字电
视节目平台付费频道的行政区
域性有线电视网络机构、广播
电台、电视台及无线发射台、
转播台以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
5 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全国范围 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和暂不具
备联网条件的广播电视站（即
一些经广电管理部门批准的不
具备联网条件的企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工矿企业、大专院
校、部队等），提供专用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即配
套供应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
收视授权及组织安装施工、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北京市行政 后服务维修等相关服务）
6 北京瑞特影音贸易有限公司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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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10102111111021

自2016年9月2日
至2020年9月2日

国110108111111022

自2018年8月1日至
2020年8月1日

国110105111002022

自2011年3月9日
至2020年3月9日

7 上海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上海市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310103111002018

自2010年10月15日
至2020年10月15日

8 天津市广播技术发展公司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天津市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102103111002047

自2015年5月20日
至2020年5月20日

9 重庆广播电视监测台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以
重庆市行政
及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
区域范围
修等相关服务

国500112111002031

自2011年8月10日
至2020年8月10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河北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10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有限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130104111002044

自2011年1月31日
至2020年6月30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山西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140105111002048

自2016年1月19日
至2020年1月19日

内蒙古自治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内蒙古广电网络资讯传播有
区行政区域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12
限公司
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150102111002023

自2011年6月16日
至2020年6月16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辽宁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13
有限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210103111002056

自2017年9月29日
至2020年9月29日

11 山西电广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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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黑龙江瑞科数码科技有限公 黑龙江省行
14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司
政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230103111002055

自2017年2月7日
至2020年2月7日

国320103111002028

自2011年7月11日
至2020年7月11日

国330105111002008

自2010年8月10日
至2020年8月10日

国340111111002045

自2014年10月30日
至2020年10月30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福建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350102111002053

自2016年12月29日
至2020年12月29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江西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19 江西加扰卫星电视管理中心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360111111002038

自2013年5月28日
至2020年5月28日

国370103111002049

自2016年8月10日
至2020年8月10日

国410105111002042

自2013年12月6日
至2019年12月6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 江苏省行政
15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服务中心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浙江省行政
16 浙江省广播电视工程公司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安徽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17 安徽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18 福建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山东漂流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山东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20
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 河南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21
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第 4 页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监管中 湖北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22
心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420106111002024

自2011年3月9日
至2020年3月9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湖南省行政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430102111002019

自2011年1月21日
至2020年1月21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 广东省行政
24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440305111002025

自2011年6月16日
至2020年6月16日

23 湖南省广播电视器材公司

广西壮族自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25 广西广播电视器材总公司
治区行政区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海南华视卫星电视广播服务 海南省行政
26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有限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四川省行政
27 四川广播电视集团服务部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450103111002005

自2010年7月26日
至2020年7月26日

国4601106111002050

自2016年7月28日
至2020年7月28日

国510104111002057

自2018年7月31日
至2020年7月31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贵州广电卫星电视科技传媒 贵州省行政
28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有限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520102111002013

自2010年8月16日
至2020年8月16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云南广播电视学校技术服务 云南省行政
29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部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530111111002027

自2011年4月20日
至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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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陕西广电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陕西省行政
30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610104111002043

自2013年12月30日
至2019年12月30日

西藏自治区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网络传
31
行政区域范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输中心
围
等相关服务

国540102111002058

自2019年1月4日至
2020年1月4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甘肃省行政
32 甘肃省广播电视器材供应站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国620102111002030

自2011年7月25日
至2020年7月25日

国630104111002054

自2016年12月27日
至2019年12月27日

国640104111002007

自2010年8月10日
至2020年8月10日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青海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 青海省行政
33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份有限公司
区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宁夏回族自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配套供应及
34 宁夏广电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治区行政区 组织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维修
域范围
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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