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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测绘学会文件 
 

桂测学发[2022]3 号 

                                                       

关于 2021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 

（工程）奖奖励的决定 

 

各会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 (工程)奖评选办法》

和《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广西测绘学会对 2021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

程）奖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经过申报项目单位陈述、评审专

家组严格评审，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审议

批准，向社会公示 15 天征询意见无异议，现决定：  

授予 2021 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的项

目有：“《广西历史地图集》”等 4 个项目为金奖;“来宾市天

地图建设项目”等 9 个项目为银奖;“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正

线段）工程用地全野外数字化地形地籍测绘”等 16 个项目为

铜奖。 

希望全区测绘行业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向获奖的单位和个

人学习，继续发扬奋力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促进我区测

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的不断进步和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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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目录  

 

 

                                   广西测绘学会 

2022 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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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候选项目 

金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1-02-01-01 《广西历史地图集》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禤庆东、韦清嫄、廖顺华、黄红华、梁小清、 

王向飞、胡维斌、郑启刚、陈金金、黄春燕、 

陈  丹、蓝如梦、黄小玲、陈  玮、邹军妮 

2021-02-01-02 广西森林资源变化遥感监测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刘润东、刘  清、陈瑞波、陆  洲、赵学松、     

鲍资元、秦恺云、李欣蓉、张建宇、李晓翔、     

陶  衡、刘熙添、李来胜、刘宇威、罗  正 

2021-02-01-03 

国务院“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项目广西左江治旱驮英水库及

灌区工程测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黄军胜、唐  岗、颜景顺、岑  铭、龙  华、     

刘秀平、宋宝民、乐文强、王佑玲、郭碧华、     

韦北海、罗浩然、陆宝生、王荣志、梁东泽 

2021-02-01-04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三次土地调

查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陈兰康、罗崇连、胡  波、韦俊部、何  钊、        

黄海妮、罗小龙、胡乃凡、黄昌学、卢江妹、        

白  翔、冯钊培、刘玉胜、梁林奎、王腾飞 

 
 

 
 

 

 

银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1-02-02-01 来宾市天地图建设项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2.广西树维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张祖宇、黎  胜、郑志安、陈玉鑫、黄  婷、     

覃  智、周  杨、余松梅、杨  健、莫鹏飞、      

2021-02-02-02 
广西快速制图供图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禤庆东、陆朝锋、王向飞、廖顺华、郑启刚、     

谭盛辉、龙息红、王思平、李桂全、胡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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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2-03 
“数字藤县”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肖明虹、朱文德、覃静梅、麦 伟、欧翠芳、      

罗卜忠、蒋冬柏、莫若萍、刘闻丹、吴丕团 

2021-02-02-04 

陆川县本级不动产外业测绘和权

籍调查完成数据整合落宗及测绘

成果配图库建设、成果质检和数

据维护服务项目 

1.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2.南宁天脉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刘  清、潘婵玲、王俊男、陶  迪、韦春霖、     

吴良涛、鲍资元、秦恺云、马义祥、陈庭其 

2021-02-02-05 

北海市银海区福成、银滩镇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

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胡  波、殷  俊、黎  锋、包金明、韦建锐、     

倪德承、韦宗岸、黄云龙、黄劲翔、崔朋举 

2021-02-02-06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性项目广西北

海市合浦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 

连通整治工程测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黄军胜、唐  岗、颜景顺、岑  铭、邱  洁、     

李  鹏、黎富忠、吕华权、龙  华、黄聖心 

2021-02-02-07 
百色市第三次国土利用现状调查

成果市级数据汇总建库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李正洪、曾巧玲、廖启初、庞百宁、何  晶、     

周华英、耿  莉、潘凤桃、王立娜、黄妮妮 

2021-02-02-08 北部生态新区三维摄影测量成图

项目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  健、杨鹏博、冯  冲、潘福军、付  堃、     

蒋江丽、李云翔、韦世照、潘  辉、苏健超 

2021-02-02-09 
新建南宁至广州铁路广西段工程

用地全野外数化地形地籍测绘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罗崇连、何  钊、李俊澎、黄云龙、韦丛夏 

杨  海、罗小龙、韦俊部、黄  程、陆  铸   

铜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1-02-03-01 

新建云桂铁路（广西正线段）工

程用地全野外数字化地形地籍测

绘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罗崇连、何  钊、罗小龙、黄云龙、李俊澎、     

韦丛夏、黄  程 

2021-02-03-02 
岑溪市地籍档案更新整理及档案

数据库建设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覃文凯、何  钊、罗小龙、莫违官、尹秋月、     

段正松、尹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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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3-03 数字平果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院 

张春宗、徐得贵、黄  昕、卜陈浩、李永和、     

杨  微、洪书森 

2021-02-03-04 柳城县第三次国土调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廖之平、张中晓、莫  奔、谢天记、赖业坚、      

梁桂明、韦  萍 

2021-02-03-05 柳江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服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周志宇、蒋济飞、林  敏、黄青霞、刘闻丹、     

黄  祥、丘  婕 

2021-02-03-06 
2019年广西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谢宗音、李来胜、范晓燕、 陆  洲、农  峰、

赵思博、黎  凯 

2021-02-03-07 
数字百色服务平台和数据升级更

新 

1.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2.百色市国土资源信息测绘中心 

李伟鹏、黄师树、陆端喜、陈家兴、欧阳艳梅、

陈金允、苏塬博 

2021-02-03-08 北流市第三次国土调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张祖宇、周文学、黄玉睿、梁海玲、江  腾、     

陈清燕、刘闻丹 

2021-02-03-09 
融安县城区大规模三维实景模型

服务建设项目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  健、杨鹏博、冯  冲、潘福军、蒋江丽、     

李云翔、韦世照 

2021-02-03-10 
马山县不动产登记数据与业务标

准化集成建设项目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莫明伟、马晓东、莫孟飞、方志旭、吴  俊、     

赖镜安、林  冰  

2021-02-03-11 
文化旅游新城三期项目地形图测

绘 
贺州市自然资源测绘地理信息规划院 

郑宗林、杨谦善、韦月红、覃子真、林志干、     

吴祥华、杨  雁 

2021-02-03-12 
崇左市江川区 2018“双高”糖料

蔗基地土地整治项目 
广西地坤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韦福建、段澳海、汪小龙、周永康、杨  铭、     

陈  添、陈宝汉 

2021-02-03-13 钦州市 2020年度基础测绘编绘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王国忠、陆端喜、宋嘉鹏、黄  剑、米  谷、     

李林聪、王晖 

2021-02-03-14 
文化旅游新城二期莲塘片区项目

地形图测绘 
贺州市自然资源测绘地理信息规划院 

郑宗林、杨谦善、韦月红、覃子真、吴祥华、     

杨  雁、林志干 

2021-02-03-15 
广西柳江红花水利枢纽二线船闸

边坡水平垂直位移监测工程项目 
广西北斗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莫良宏、陈秀生、张维裕、梁  鸿、覃  权、     

万华柱、李雪语 

2021-02-03-16 
泓和·旺角商业居住小区（九期）

项目 
建材桂林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周东阳、李  异、黄丹娜、尚  园、韦建宏、     

邓小振、江世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