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测绘学会文件 
桂测学发[2020]26 号 

 

 

广西测绘学会 2020年奖励公告 

 

根据《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广西测绘

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试行）》和《广西优质测绘地

理信息产品 (工程)奖评选办法》等有关规定，广西测绘学会

对 2020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2020 年广西优质测

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进行了评审工作，现将评审结果公

告如下： 

1、本年度收到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 23

项，按照《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实施细则（试

行）》，经评审专家初审、申报一等奖项目单位陈述答辩、评审

委员会讨论、全体评委投票评选等程序，评选出“2020 年广

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获奖候选项目 20项，其中：“桂

隆多测合一智慧 GIS 系统”等 3个项目为一等奖；“基于实时

定位的数字地形图内外业一体化质检系统构建技术研究”等 7

个项目为二等奖；“基于实景导览的多端旅游电子地图服务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 10个项目为三等奖。 



2、本年度受理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推

荐项目 32 项，按照《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

评选办法》、《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 (工程)奖评选实施

细则》，经评审专家初审，后经申报金奖项目单位陈述答辩、

评审委员会讨论、全体评委投票评选等程序，评选出“2020

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获奖候选项目 10

个，其中：“智慧柳州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国家试点项目工程”

等 2个项目为金奖;“南宁市重点区域实景三维数据生产”等

4 个项目为银奖;“倾斜摄影采集及时空数据建库采购”等 4

个项目为铜奖。“广西左江治旱工程驮英水库及灌区工程测量”

因已获得更高级别奖项，不参评。 

 

上述两种奖项的评选结果经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

奖奖励委员会审核批准，为保证评选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

权威性，将通过广西测绘学会网站（www.gxchxh.com）对 2020

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2020 年广西优质

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候选项目向社会公示（详见附件）。 

自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获奖候

选项目持有异议的，均可用真实身份并通过书面形式向广西测

绘学会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本委

员会将按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对异议的内容进行核实、查证和

处理；但不受理匿名异议。 

 

广西测绘学会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办公



室地址：广西南宁市建政路 5号；邮编：530023；电话/传真：

0771-5623384。  

 

附件： 2020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目录公示、

2020年广西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工程）奖目录公示 

  

 

                                   广西测绘学会 

2020 年 11 月 23日



附件： 

2020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 

一等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01-01-01 桂隆多测合一智慧 GIS 系统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黄祥雄、胡小明、梁兴然、刘  洪、漆首令、

刘华尧、凌进新、曾永斌、尹  军、蓝 优 

2020-01-01-02 
智能化“多测合一”综合管理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薛翻琴、余甚洋、李俊双、罗  俨、胡志海、

陈  娴、唐  丽、何养宝、马兵权、高  文 

2020-01-01-03 
实景三维遥感技术在不动产登

记相关业务中的应用创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余万东、潘婵玲、雷江涛、陶  衡、罗义谈、

吴君峰、王国忠、陈家兴、何丽娟、经纬明 

    

二等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01-02-01 

基于实时定位的数字地形图内

外业一体化质检系统构建技术

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产品质量

检验中心 

成国立、李运健、谢  磊、唐  宁、周  毅、

陆  克、高  红  

2020-01-02-02 
地理信息辅助决策下的国防交

通信息平台构建及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禤庆东、廖顺华、王向飞、罗琪斯、陈秉乾、

王珍琴、黄瑞泉  

2020-01-02-03 
广西糖料蔗种植动态监测与估

产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朱  明、宁文怡、蒋宇雯、王国波、邓  娇、

经  波、贺雨晴  

 

2020-01-02-04 

广西应急数据资源服务系统研

发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院 

李  翔、盘贻峰、覃福军、黄  佩、左天惠、

唐长增、邓立争 

2020-01-02-05 
星─地高光谱遥感水体重金属

污染立体监测方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廖之平、黄  铭、肖明虹、郑志安、黄  婷、

刘万理、丘  婕  

2020-01-02-06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海量卫星数

据高效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规划院 
2.北京华图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陈世津、庞  宇、王剑喜、夏  飞、叶  锋、

官  洋、韩  宇 



2020-01-02-07 
基于广西 CORS 系统的播发服

务软件 

1.广西北斗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

心                              
3.武汉大学 

张维裕、卢宪勇、莫良宏、张  良、王俊泽、

陈香萍、陈宣羽 

    

 

   三等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01-03-01 
基于实景导览的多端旅游电子

地图服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刘润东、刘  清、梅树红、陈瑞波、陈金允 

2020-01-03-02 

基于实景三维地物变化监测分

析关键技术应用体系与推广项

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肖明虹、胡应剑、朱文德、麦  伟、覃静梅 

2020-01-03-03 

基于遥感技术的自然资源土地

整治项目质量管控体系建设研

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产品质量检

验中心     
成国立、周  毅、黄小伟、陈玉鑫、陆  天 

2020-01-03-04 
南宁市北斗地灾监测系统关键

技术与应用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肖  震、谭玉婷、蔡斯琴、李雅然、周艳梅 

2020-01-03-05 
基于xml空三成果迁移像控点信

息的研究与应用 

1.广西尺度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2.阳朔县自然资源局 

王晓亮、彭启军、蒋艳莲、劳海波、黄  慧   

2020-01-03-06 低空遥感技术研究与应用 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胡震天、王  昊、陶美斌、张伟坤、唐阳英 

2020-01-03-07 

基于GNSS的多传感器自动化变

形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示范 

1. 广西北斗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2. 广西西江集团红花二线船闸有限公

司                              
3.武汉大学 

张维裕、莫良宏、张  良、黄建勇、覃  权 

2020-01-03-08 

倾斜摄影在地籍级别精度立面

测绘中的应用研究（崇左市江州

区新和镇卜花村立面测绘为例） 

1.广西尺度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2.广西盛鑫自然资源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王晓亮、张小勇、马国宙、卢宪勇、韦柳明 



2020-01-03-09 
多源数据叠加测绘应用技术研

究 

1. 广 西 瀚 维 智 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贵港市恒港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3.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公司   

吕颂延、马传斌、马韩烈辉、黄永向、苏玉

峰 

2020-01-03-10 

小型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建

设项目用地监察中的应用研究

（以监察侵占林业用地为例） 

1.广西尺度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2.阳朔县自然资源局 

彭启军、蒋艳莲、韦柳明、黄  慧、陆美宏 

 

 

 

 

 

 

 

 

 

附件：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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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1-01 
智慧柳州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国

家试点项目工程 

1.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柳州市地理信息中心 

刘  广、仇雪香、严  城、刘  勇、谭红伟、     

潘祯合、曾庆慕、张  翼、辛亚芳、韦晓滨、     

陆振杰、林  龙、杨绍兴、姜华迪、张路遥 

2020-02-01-02 
2018 年柳州市 1:500、1:1000 数字

化地形图测绘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  健、潘福军、陈  钊、付  堃、杨鹏博、     

冯  冲、韦水军、蒋林军、韦世照、潘  辉、     

张难难、苏健超、欧晓燕、黄显柳、宋伟波 

 
 

 
 

 

 



银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02-02-01 
南宁市重点区域实景三维数据生

产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禤庆东、廖顺华、王向飞、谭盛辉、胡维斌、     

陈  玮、王思平、郑启刚、陆朝锋、陈  冰 

2020-02-02-02 
北海市国有农场确权登记发证地

形图测绘项目 
北海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李小军、陈恩星、黄国军、陈继烈、刘小勤、     

陈齐博、黄  昕、赵景宏、吴雅君、钟国荣 

2020-02-02-03 

2018 年柳州市 1：500、1：1000
数字化地形图测绘

(LZG18-482-001 分标：航测法 1：
1000 地形图及实景模型数据采集

（河西块）项目 

1.柳州市国土规划测绘院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黄丽霞、邵渝森、蒋艳玲、吴文玲、杨光源、     

覃洁静、赵  霜、张  冠、韦易伯、曾望春 

2020-02-02-04 
西林县不动产登记历史数据整合

建库项目（第一阶段）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院 

黄泽军、何  晶、廖启初、曾巧玲、曾顺琪、          

张  波、徐丹丹、耿  莉、廖维昌、刘  佳 

铜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02-03-01 
倾斜摄影采集及时空数据建库采

购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孙时钟、蒋小海、吴仙丝、余松梅、陈雁栩、王  

虹、陈  瑛 

2020-02-03-02 
广西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正射影

像生产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梅树红、刘  清、王国忠、经纬明、曾子健、     

黎珍惜、宋嘉鹏 

2020-02-03-03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地图册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禤庆东、廖顺华、覃桂清、梁小清、陈金金、     

何春秀、刘  毅 

2020-02-03-04 
南宁市武鸣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登记发证地籍测绘项目 
南宁乾通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刘  智、李  丰、韦登宇、韦  雄、覃志南、     

潘子健、黄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