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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四川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奖获奖项目 

（排名不分先后） 

金奖 

序号 项目编号 获奖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220003 
岷江（龙溪口枢纽至宜宾合江门）航道整

治一期工程初步设计原型观测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四川江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卢自来、郝岭、朱运权、廖胜利、闫

小平、张浩、丁易峰、马学良、高俊、

罗丹、夏波、冯玉全 

2 20220006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正射影像生产(四川、

西藏、新疆) 
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 

郭文、李学菊、李虎、张艳梅、潘昭

琼、解益辰、吴冲、李伦祥、胡译、

刘悦、曾晓丽、许静旖 

3 20220010 四川省县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集项目 四川省地质测绘院有限公司 

涂继友、冉晓华、李潇、汪盾、李斌、

敬文涛、吴勇、赵旭、周怡、周杨静、

刘毅、李晓刚  

4 20220022 
新疆兵团铁门关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数

据生产入库 

四川地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徐国建、谭斌、冯伟、杨诚、蒋丹、

马丽、徐刚、邓瑶、刘君、王科、杨

杰、何洁 

5 20220033 
成都市地理实体数据生产与更新项目

（2020—2021年度）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李东兴、陈凯、李新双、陈文典、范

云松、李骁、张双双、刘志勇、王誉

洁、吴亮、赵丽丽、李展 

6 20220044 
盐边县农村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

登记颁证服务项目（第 1包） 

四川省天府容大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省川西南地质勘察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盐边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廖冲斌、周平、莫勇、蔡潞燕、吴伟、

李波、张强、何文、罗亮、张翼、任

娟、彭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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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0062 
达州市达川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第二包） 
成都颉达科技有限公司 

赵登文、罗学彬、牟强、杜家刚、刘

波、陈成、何敏、林强、李建平、吕

敏  

8 20220067 宜宾市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设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三大地测量队、宜宾

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陈现春、罗强、高永超、张泽元、范

杰、赵吉明、何亚东、刘慧娟、邢超

琦、周军根、向常淦、陈伟 

9 20220084 
达州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达川区、通川区、高新区） 
自然资源部四川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孙敬杰、耿丽丽、邓大学、龚凡婷、

邱远昱、彭宇、周晓芹、赵鸿浩、王

伟桦、刘晰、雷熙悦、廖一铧 

10 20220098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雨污管网病灶排查项

目测绘标段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工程大

队 

张芳瑜、刘丹、吴佳欣、熊林辉、刘

勇、罗成刚、姜韶、王新、李炳峰、

张坤先、范雷、宫健 

11 20220103 引大济岷工程地质高陡边坡分析测绘 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秦涛、吴航宇、徐建忠、肖文全，张

辉、付勇、赖宇龙、张锟、于浩淼、

陈进、张玉、何方  

12 20220121 
临江新区金台、龙门等片区 1∶500地形图

测绘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量队 

王蕾、李建勇、邓孝应、冯智强、申

学林、吴开岩、史姝、李先锋、周颖

智、杨巍、吴彪、茣建明  

13 20220127 
东安湖体育公园三馆一场项目“多测合一”

测绘工程 
四川倍谊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王鑫、安静、张红、胡俊华、李祖利、

况青、张亚军、曾豪、彭亮、彭阳、

彭绍航、敖垒  

14 20220129 

石家庄至武汉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段）运

营期精测网复测和结构变形监测 YYFC-6 

标段 

四川西南交大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张慧娟、杨岚、王博、王玮、魏光辉、

王鑫、杨帆、路前程、李晓亮、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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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序号 项目编号 获奖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220002 
新建成都至兰州铁路成都至川主寺（黄胜关）

段工程测量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白露、罗远刚、缪志修、

任俊飞、刘志、孔得辉、何

沐、邱春洪、贾伟、罗明圣 

2 20220013 江油市河湖管理范围划定项目（二期） 
四川益新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四

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 

郝增、雷斌、王文科、王子

一、扈志洋、赵春阳、官玲、

宋佳、陈堰垄、冯意贵 

3 20220014 
成都市双流区土地报征全区村（社区）、组

边界勘定技术服务项目 
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庄宏坤、邓科、周利、赵丛

航、万宗朋、刘子溱、郝致

昱、王林、王祥超、陈一  

4 20220016 
四川省自然资源执法监管卫星遥感动态监测

项目 

四川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四川省

卫星应用技术中心） 

王永峰、黄志勤、方铮、师

灿旸、吴斌、朱和丽、张鑫、

朱怡颖、田林、胡婉嫔 

5 20220018 
四川省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项目（第一包、第五包、第七包） 

四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四川省煤田

一四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益新

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杨强、李洁、任帅、江华毅、

陈坤、范沛、廖亮、王波、

彭程、翟娇 

6 20220027 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省级图件编印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四

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 

王建忠、陈家义、谢兴田、

李维庆、刘平、黄政、杨亚

慧、张会玲、陈代蓉 

7 20220029 叙永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四川冶勘汇宇地理信息工程公司 

陈淋、李奎、魏星、王舒龙、

邵曦、钟文、肖伟、姚鑫、

滕江、李洁 

8 20220034 
山西省五台山省直国有林区确权登记主体工

作 
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田辉、罗云峰、徐代珂、邹

谷雨、谢金豆、赵兵、郑星、

郑常丽、杜祥波、许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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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0035 绵竹市农村房屋所有权确权颁证项目（包三） 成都市武测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付飞飞、郭金钟、侯雄、陈

昊洋、卢静、蒋林兵、李华

良、张兴汗、刘强、文浪  

10 20220036 
马边彝族自治县城区规模化供水工程保障工

程一期智慧水务项目 
成都同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李儒兵、吴鹏飞、曹杨、李

东、张丽、徐健、胡洪祥、

萧阳、牟旭阳、蒋伟 

11 20220038 
越西县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确权登记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一大队 

潘浩文、张涛、刘虹、丁铁

锁、何伟、杨恒伟、王小松、

王涛、潘超、刘泽顺 

12 20220051 合江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五队 

邓明娟、王建、肖超、王博、

张瑞龙、魏军、周亚南、林

川、刘雪丰、韦银山 

13 20220054 
大竹县农村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确权登记采购项目 
鑫辉智云集团有限公司 

黄科、张亚丽、刘静、梁进

丽、贾宝国、吴福均、熊中

清、闫静、刘虹、卢忠 

14 20220056 四川省成德眉资同城化网络信息平台建设 成都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应用技术中心 

刘琦、徐万明、马弘斌、王

照卫、余林清、魏永林、江

海涛、陈帅、周瑶嘉、周兴

琼 

15 20220057 
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智慧大运物

联网平台建设项目 
四川易利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唐浩天、孔维、蔡晓燕、刘

仁明、张凯、张海军、周翔、

曹晔、曾凡、袁冬  

16 20220059 
邛崃经芦山至荥经高速公路勘察设计激光雷

达测量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叶朋飞、李升甫、张旭、柯

勇、倪愿、邱毅、李艳玲、

刘赟、杨天宇、李松涛  

17 20220066 
四川省 1:1万无图区域测图工程(2020年乡

城、得荣任务区)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

心 

程多祥、张恒伟、刘飞、崔

兆岩、卫仕桥、潘星、罗绍

雄、钟燃、何静、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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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20075 
泸州二道溪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边坡变形观

测测量工程 
四川自力建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何利洪、冯洪岩、安明洪、

宋佳俊、刘进宇、周清、王

幸琨、曾旭、冯林、李昌林 

19 20220076 
资阳至潼南（川渝界）高速公路资潼 A2标勘

察设计工程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夏波、郝岭、朱运权、卢自

来、马学良、高桃峰、高俊、

肖怡、冯玉全、杨骁 

20 20220086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障碍物测量工

程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徐洪兵、吴亚东、胡伦俊、

甄亚男、崔同建、唐跃书、

汪亮、王雪鹏、朱俊锜、李

金阁 

21 20220093 成都轨道交通 19号线二期工程土建 4工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局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春利、邢坤、周宏亮、邹

杨杰  

22 20220101 

达州市高新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

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及实景三维城市模型建

设项目 

四川地元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四川省

煤田地质局一三七队 

李伟、涂先锋、覃永兵、丁

志刚、黄堰、孙鹏、扈亚琴、

贺家照、杨中峰  向韶林 

23 20220104 
宜宾市叙州区 GIS三维地下排水管网信息平

台系统 

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量队、四川万

江港利水务有限公司 

李建勇、陈小平、曹伟超、

邓凯航、张金花、曹雨、李

炼、李浩铭、谌沂阳、张思

林 

24 20220110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项目（四川、西藏、云南、

广西等省区 DEM、DOM） 
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 

郭文、李学菊、桂木政、张

艳、解益辰、赵元沛、张艳

梅、向勇、傅鹏、吴冲  

25 20220125 南部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四川省川核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覃文柱、吴利军、夏渝翔、

朱健丰、张雪亚、毛嘉慧、

任奕橙、李新潮、董文杰  

26 20220126 渠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服务项目 
中地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师范

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魏冬梅、程武学、王广杰、

魏坤山、符林、易成、朱柳

军、何浪、冯文、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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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20133 
成都市 1:2000数字线划图更新（第一包、第

四包）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尚金光、刘晓华、邹仁均、

张静、石吉宝、韩继旺、董

竹、黄勇、黎雷、杨益群 

 

铜奖 

序号 项目编号 获奖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220007 成都市温江区第三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四川省煤田测绘工程院、四川益新工

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肖坤洪、曾渝、廖亮、陈坤、

王子一、井燕武、丁骑兵、

李浩鸣 

2 20220008 
沐川县农村房地一体及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

记颁证项目 
四川省川核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李宝新、覃文柱、伏勇、唐

猛勇、夏先明、辛龙龙、李

毓钊、许小利 

3 20220012 

2020-2021年度宁夏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库 及“多库合一”项目 数字线划图

（DLG）生产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

心 

程多祥、黄青伦、王晓强、

张恒伟、李志勤、谭继宏、

崔兆岩、王彬 

4 20220015 富顺县城市地下管理普查项目 四川智绘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成、蒋琼、邹源、卿晓

琼、周业、张万罗、王增录、

郑和胜 

5 20220017 河湖管理遥感监测应用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四

川省第二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院） 

张璇、刘娟、杨本勇、马炅

妤、彭义、王谕锋、杨浚、

欧阳许童 

6 20220020 简阳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服务项目 四川三江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周永怀、李莹、宋学锐、唐

小波、谢川、成东、李国凡、

田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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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0024 
重庆第二机场预选场址地形图及净空障碍物

测绘项目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吴亚东、徐洪兵、崔同建、

胡伦俊、杨仲国、郭建鹏、

李前云、魏金庸 

8 20220028 
资中至铜梁（四川境）高速公路 A2标段综合

测量项目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姚周祥、李升甫、张衡、邱

毅、陈朝晖、易菊平、余强、

杨俊 

9 20220031 
达州市达川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

设用地确权登记项目 
柒零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邱俊强、罗伟、辜英忠、熊

燕清、苟伟杰、谢学军、苏

瑞豪、王敏 

10 20220039 
山南市洛扎县农村土地（耕地）承包经权确

权登记颁证耕地测绘 

四川省测绘技术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晋良高、粟万芬、向锺熙、

梁超、杨恩义、任晓轩、晏

继君、李蔚 

11 20220040 
成都轨道交通 11号线一期工程土建项目 2标

项目施工监测 
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周从斌、贺能、雷恒瑞、王

俊、毕永清、周晓锋、周礼

锋、李京强 

12 20220041 
南充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项目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鹏、王鹏、方传海、李晓

知、成曦、张书鑫、杨洲、

陈国军 

13 20220042 盐边县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六 0一大队 

胡刚、高尚、朱仕平、郭勇、

陈寅、王俊伟、万江茂、王

艳蓉 

14 20220043 泸县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项目 
四川中水成勘院测绘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刘光庆、朱静、李禺、贾春

华、黄梅琳、张学仪、李胜

才、柯枭 

15 20220045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内业信息提取（分包 08）

项目 
四川国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李彦乐、李建、刘开煜、曾

新超、罗大勇、孙宣宏、石

利军、李红刚 

16 20220047 成都市 1：2000 数字线划图更新（第 2包） 四川新欣力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杨钦宇、黄宏、杨清云、冯

建元、宋亚菲、刘建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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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爽、尹华健 

17 20220050 盛和林语小区房产测绘 四川准量行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汤志宇、曾强、马文军、杨

锦平、黄思雨、朱志林  

18 20220052 泸定县城乡提升项目勘察设计 四川志德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任志明、丁斌、王林、李道

成、付博、潘倪、高阳、岳

城锐 

19 20220053 
阿坝州州级重要河流、湖泊、水库河道管理

范围划定及岸线规划项目（第三包） 
鑫辉智云集团有限公司 

顾清月、梁进丽、蒋智东、

邓飞、闫静、贾宝国、符海

鸥、吴福均 

20 20220060 
四川省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项目（第二包） 
旭普云智慧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强、李强、秦万里、李国

军、陈陶、朱琳、刘争科、

蒋丽 

21 20220061 石渠县河道管理范围划定项目 四川田册科技有限公司 
张裕兴、高瀚宇、邹媛媛、

陈存鸿、魏小欢、吴东 

22 20220064 成都地铁运营期工程结构监测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刊、宋健、严健、武鹏、

赵有兵、冯树波、麦春、刘

志 

23 20220065 南江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成都光大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吕静、李友、何亚明、李林

贵、代倩、曾良春、胥海兵、

黄磊 

24 20220068 钒钛新城和钒钛高新区地形图测量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三大地测量队、攀枝花

市地理信息中心 

李鹏、袁犁、魏伟、费武君、

谢兵、李丹、赵麒麟、吕德

成 

25 20220069 宜宾市三维辅助系统三期项目 四川创数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朝松、青静、罗强、张翔、

郑春、张惜杰、陈建容、廖

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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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20071 越西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一大队 

张涛、刘虹、潘浩文、刘泽

顺、何宇、丁铁锁、张志高、

何伟 

27 2022007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

应用平台建设项目 
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段国涛、肖凯、张进宇、崔

丽、刘国庆、刘怡、代晓娟、

钱佳佳 

28 20220077 
川西北气矿双鱼石区块甲烷管控试点工程

（完整性管理模块开发及集成）技术服务 

四川空间座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田分公司川西北气矿     

杜强、刘奇林、杜诚、张晋

海、景芋荃、窦上凯、李勇、

夏年业 

29 20220079 

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黄湾乡黑水村、木瓜

村、万年村、张山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项目区 

四川柒元星实业有限公司 

余西亚、李伟、杨天将、伍

登科、唐淋、黄文、朱作良、

张露璐 

30 20220083 
会东县 2021年度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

警 
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马建伟、李秉铎、蔡统庆、

李林、徐廷海、赵虹洋、胥

军均、许会峰 

31 20220090 
成都市双流区雨污排水管网数据库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工程大队 

刘勇、张进、刘瑞、李忠直、

廖玉奎、彭镜源、王战、王

新 

32 20220091 瓦日线南吕梁山隧道变形监测 四川西南交大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来波、张慧娟、雷鹏、魏

艳阳、谢其标、张津三、朱

小锋、王旭 

33 20220094 
四川省民政厅五大经济区“两项改革”后经

济社会发展用图 
成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 

益西达瓦、胡建林、郭静、

范炳涛、鄢来勇、刘国强、

姚虹、范玲娜 

34 20220109 
广元市利州区农村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

确权登记发证服务项目 
四川金土地实业有限公司 

陈文康、徐强、詹祖成、颜

超、李洪俊、徐卓、王本亮、

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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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20111 亭子口灌区工程新市支渠测量工程 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黄伟、李瑞、秦涛、付勇、

费怡、江丹、曹洪、康文海 

36 20220114 
新建叙毕铁路 XZZQSG-3标段隧道施工监控

量测 
四川中图三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粟泽华、马桂平、袁程文、

黎苗、董永顺、彭泽伟 

37 20220117 
阿坝州汶川县 2018 年第二批地质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国光、艾荣超、余龙、蔡

华昆、马在虎、肖剑、刘思

成 

38 20220118 绵竹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服务项目 四川煤田一四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任伟、李鑫、廖纪高、李颖、

张礼勇、湛淇洪、翟娇、邓

华东 

39 20220123 
石棉县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项目（第一包） 

四川中测天翔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石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蒋丹、杨杰、马丽、祁勇、

刘剑、蒋雨琴、黄克金、郑

春军 

40 20220124 
广汉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建设及数据整合

项目 
四川省地质测绘院有限公司 

涂继友、苏洋、岳子雄、刘

金伟、余杰、谭静、吴佐、

白雪 

41 20220130 
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测

量工程(包 8)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王琦、谢海波、杜全维、吴

列、段兴全、戴文君、徐志

茂、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