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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测绘学会文件 
 

桂测学发[2022]4 号 

                                                        

 

关于 2021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 

科学技术奖奖励的决定 

 

各会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广

西测绘学会《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试行）》

和《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

规定，广西测绘学会对 2021 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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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的项目有：“基

于区块链的不动产登记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 5 个项目为

一等奖；“广西北海红树林湿地变化监测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10 个项目为二等奖；“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中航时

固定翼无人机航空应急测绘系统研究与应用”等 14 个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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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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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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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21年广西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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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1-01 
基于区块链的不动产登记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伍思思、马晓东、吴  俊、梁秀明、廖勇志          

秦宪宏、李颖君、吕国权、蓝程雅、梁娟娟         

李启胜、蒋宗佑、陈宗仁、罗春燕、梁超强 

2021-01-01-02 
糖料蔗全产业链数字化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应用 

1.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2.广西甘蔗生产服务有限公司 

3.广州海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黄启厅、谢国雪、杨绍锷、曾志康、苏秋群         

黄益敏、柏  俊、宋孚东、陈东飞、张  杰         

马灿达、张家玫、张秀龙、林垚君、谢  意 

2021-01-01-03 
广西快速制图供图体系建设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院 

2. 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 

禤庆东、陆朝锋、王向飞、王建忠、廖顺华 

张  璇、李  玲、李  忠、胡小琼、彭  义   

谭盛辉、卢文渊、黄红华、王思平、王超雄   

2021-01-01-04 
广西多源遥感智能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1.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2. 广西遥感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润东、梅树红、黄友菊、韦达铭、吴  慧、

韩广萍、钟  舜、李  彬、麦  超、曾顺琪、

欧阳艳梅、陈金允、秦堃、王雨聪、赵岐东 

2021-01-01-05 
广西遥感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关键

技术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朱  明、宁文怡、贺雨晴、蒋宇雯、姚茂华          

邓  娇、黄  粤、经  波、王国波、邵光州 

何永宁、吴  博、梁小玲、谭太恒、秦  晖 

    

二等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1-01-02-01 
广西北海红树林湿地变化监测技

术研究与应用 

1. 广西测绘职业技术学校 

2. 南宁师范大学 

3. 广西遥畅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柏鹏、廖超明、滕永核、曾  睿、黄新军         

秦登华、闭馨月、赖永军、何湘平、李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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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2-02 

基于 BIM 与 GIS 融合技术的城市

级建设项目管理平台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1.南宁市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管理中

心        

3.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 

王  威、晏明星、肖云龙、黄绍洲、黄绍宗         

李  红、汪晓龙、贾凤海、杜梦丽、蓝天胜          

2021-01-02-03 
广西海岸带自然资源一体化调查

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唐长增、陈湘楠、吴秋靖、韦忠扬、雷博杰 

朱文军、黄  慧、张治林、程少强、周映彤 

2021-01-02-04 
自然资源产权登记体系化装备自

主研发及技术创新研究与应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2. 广西遥感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润东、刘  清、陈瑞波、潘婵玲、吕华权、

何丽娟、鲍资元、谢宗音、雷江涛、曲瑞超 

2021-01-02-05 广西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调查与

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罗崇连、尹秋月、何毅峰、段正松、尹晋磊         

何  钊、黄  曦、韦丛夏、黄仙兰、黄海妮          

2021-01-02-06 
广西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关键技术

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唐长增、潘正强、李新东、郭伟立、杨郑贝          

朱文军、黄  慧、黄  宁、金  健、何启付          

2021-01-02-07 
基于南宁市北斗 CORS的高层建筑

全生命周期自动化监测技术研究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肖  震、马晓东、吴  俊、冯博超、潘付英         

覃丽双、周  安、罗  蕊、李勇霖、潘  静           

2021-01-02-08 倾斜摄影智能增强系统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  健、何湘平、冯  冲、杨鹏博、蒋江丽、

潘福军、张难难、赵丽丽、潘  辉、苏建超       

2021-01-02-09 
广西柳江防洪控制性工程洋溪水

利枢纽地理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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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校、岑  铭、黎富忠          

颜景顺、熊建伟、丁林磊、廖书文、周  然            

2021-01-02-10 自然资源核查分析系统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张祖宇、周培诚、刘德伟、周  菊、余松梅         

何沂铮、肖金群、蒋艳玲、李琰敏、林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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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1-01-03-01 

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

目中航时固定翼无人机航空应

急测绘系统研究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盘贻峰、李  翔、全昌文、唐长增、邓立争          

左天惠、李  洋 

2021-01-03-02 柳州市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系统 
1. 柳 州 市 地 理 信 息 中 心               

2.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李伟军、谭红伟、潘祯合、李  宇、刘  勇         

严  城、林奕成 

2021-01-03-03 
生态环境 GIS综合应用平台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2. 苏州中科蓝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3.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李嘉力、杨海菊、闭馨月、白海强、张  伟          

黄良美、王  喆 

2021-01-03-04 
大面积倾斜摄影空三加密数据

合并的实现与应用 
广西尺度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马国宙、韦柳明、黄  高、黄飘安、吴腾飞 

陆美宏、梁  飞 

2021-01-03-05 农村房地一体权籍调查系统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  健、冯  冲、杨鹏博、潘福军、蒋江丽 

付  堃、韦世照 

2021-01-03-06 
基于移动三维激光扫描背包应

用技术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  

黄  铭、覃  现、郑志安、周  杨、覃  智          

黄  婷、黄丽霞 

2021-01-03-07 
二坑溪流域污水管网外水排查

技术研究 
南宁市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蒋海砖、秦  昆、周  文、杨正韡、王明金          

李永新、李灿兵 

2021-01-03-08 

“规划管理系统”和“规划一张

图”接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平台”系统 

1.防城港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2.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黎海天、韦秀团、梁瑞禄、王绍豪、杜朝配         

冯  惜、江海英 

2021-01-03-09 征地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韦俊部、黄海妮、殷  俊、黄尔恒、雷玉豪         

廖国晖、王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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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3-10 
南宁三塘污水厂外水排查技术

研究 
南宁市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蒋海砖、吴爱群、陆科弟、李  静、林  悦         

段  磊、杨晓生 

2021-01-03-11 
平果县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

系统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潘正强、钟昌海、黄  昕、李开富、李  成         

卢增春、易薇薇 

2021-01-03-12 
桂林市城市规划多源、异构数据

整合技术研究 
桂林市测绘研究院 

方  辉、刘  锟、张艳青、唐甲录、杨日华         

邓富琨、翟元帅 

2021-01-03-13 
桂林市城市规划研究专项数据

库建设技术研究 
桂林市测绘研究院 

莫  江、杨日华、赖洪旺、白嘉毅、蒋丹维、

翟元帅、周  淼   

2021-01-03-14 
北斗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系统 
广西北斗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张维裕、刘林升、莫良宏、陈秀生、马豪保         

黄小明、黎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