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协 会
湘地信协发〔2017〕19 号

关于 2017 年度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

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会员单位：

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是表彰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工程质量和成果应用的荣誉奖，每年评选一次，奖

项设置为金、银、铜奖。经过评选委员会严格评选，共选出金奖 6 个、银奖 18 个、铜奖 9 个，其结果公示期已

满，现将获得“2017 年度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的名单予以通报（见附录）。

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创佳绩。协会会员应立足本职，加强地理信息业务交流，持续推广地理信



息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锤炼专业素质，提升科技实力，为推动我省地理信息产业转型

升级贡献力量。

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17 年 11 月 8日



附录

2017 年湖南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

金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承建单位 完成人

HN2017-G-002 长沙市不动产前期数据整理项目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长沙市国土资源测绘院

易擎，姜柱，汤开文，胡勇军，唐仁祥，

朱军华，吴康波，陈铭，蔡得怀，刘俊

HN2017-G-016
2012-2014年佛山市顺德区基本地

形图动态更新及建库

佛山市顺德区测绘地理信息

中心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陈新，陈秋枫，曹佳，仇敏，李侈，曾军，

樊济，龚雨，吴志军，李晨

HN2017-G-019 地理信息野外采集系统(易采)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郭双仁，唐芝青，唐先龙，全思湘，

胡恬，曹吉萍

HN2017-G-003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一张图”

核心数据库及综合应用系统项目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陈晓阳，舒桂秋，罗国良，陈一玮，文小岳，

易美华，郭清泉，吴磊，李勇辉，陈亮

HN2017-G-004
湖南地理信产业园公共服务信息

平台一期二期建设项目

湖南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敏，杨广波，卜鹏飞，陈富权，张哲，

谭振兴，余其富，宋龙，赵光伟，黄欢

HN2017-G-018 深圳市宝安区路灯地下管线普查

深圳市宝安区城市管理局路灯

管理处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醴陵市规划测绘院

陈新，吴志文，曾凡勇，陈秋枫，王烽，

邹乐，欧阳亚雄，欧阳红星，葛磊，刘见开



银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承建单位 完成人

HN2017-G-001

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不动产

系统开发及部署（浏阳市不动产统

一登记系统）

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胡勇军，林朝晖，李勇辉，甘曦，李水湘，

蔡得怀，钟宏伟，周乐，龙增富，朱军华

HN2017-G-005
岳阳市地理空间框架公共专题

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项目
岳阳市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张哲，余其富，谭振兴，吴希欢，黄承，

宋龙，赵光伟，王敏，李波，黄欢

HN2017-G-006

湘潭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修改及城市 2030 年规划

展望编制测绘服务项目

湘潭市城乡规划局 湘潭市勘测设计院
韦军，胡铁钢，彭恒逸，钟玉林，彭燕玲，

田鑫，胡海龙，谢朝阳，周朔,王思如

HN2017-G-007
梅州市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二

期建设
梅州市城乡规划局 长沙市海图科技有限公司

王瑛，黄敬，付亚梁，丘晓文，谌琼，

李向华，周涛，许传斌，杨小林，曾裕

HN2017-G-008
数字株洲地理空间框架公共服务

平台(政务版)升级项目
株洲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金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何亮，周遵义，章万丽，金三锋，吴良锋，

周坤，宋佳辉，白天鹅，李久刚

HN2017-G-013
博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

管理系统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郑旭东，张建国，张幼英，丁钰，刘涛，

陈武强，凌琦

HN2017-G-014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软件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郑旭东，张建国，张幼英，丁钰，刘涛，

陈武强，凌琦

HN2017-G-017
2014-2015 年湘江新区 1：500

地籍建库项目

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

局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杨静，曾艳，陈怀文，匡文元，陈祺，

陈兴，王昭，刘得永，鄢秉超，张思军

HN2017-G-020
望城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项目
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黄磊，刘专，胡赛花，赵淑玲，李雄文，

李云，肖志高，彭能舜，阳雄伟，胡勇攀

HN2017-G-021 醴陵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项目 醴陵市民政局
株洲中天高科技勘测工程有限

公司

兰晓胜，程果，万里鹏，夏海涛，兰世湘，

易树华，邬必亮，陈政华



HN2017-G-022 湖南省政务工作移动用图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地理信息处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陈葵庄，艾驰，杨柳洋，王磊，孙华，

胡海龙，龙潇，杨年鹏，杜彤兵，朱志宁

HN2017-G-023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

情况调查清理采购项目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湖南省勘察测绘院

李学军，廖珊珊，李建华，郭文章，

赵俊锋，兰嗣承，朱彬，刘晃，孙念，李翔

HN2017-G-024
资兴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信息

平台（智慧资兴）
资兴市电子政务中心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何存海，邱剑，黄淼，朱前进，

何飞志，方达任

HN2017-G-025 睢宁县国土资源局档案数字化 睢宁县国土资源局 湖南省地质测绘院
赖继文，龚高太，曹积茁，张淑玲，

刘志荣，陈聪，黄茜，肖斌，胡刚，张晓华

HN2017-G-028
双牌县美丽乡村 1：1000 地形

测绘项目（二标段）
双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衡阳市宏图测绘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毛峻，陈立见，陈金桥，郭文峰，梁绪准，

李珊珊，周巍，宫福佳，黄政，曹理钧

HN2017-G-029
苍梧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技术

服务项目
苍梧县民政局 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

陈湘桂，李衡军，田力，王跃友，欧阳波，

潘志文，李少年，李建华

HN2017-G-030
武义县国土资源局农村（村庄）数

字地籍调查项目标段三
武义县国土资源局

湖南辉达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李军，李林，何禹，吴昌，陈跃辉，龚帅，

陈羽，朱小戌，夏庆锋，何志能

HN2017-G-032
郴州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
郴州市城乡规划局

郴州市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李衍民，孙素霞，于栋山，李昌，郭名怀，

丁伟，刘从丰，张性钦，张中辉，孙乐

铜奖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承建单位 完成人

HN2017-G-009 株洲市国土资源局地形图建库 株洲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金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何亮，邹晶，范翼，陈俊伟，李建华，

金三锋，周遵义，白天鹅，张炎松，李久刚



HN2017-G-010
衡东县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软件

系统开发政府采购项目
衡东县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湖北金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何亮，周遵义，周坤，叶怀宇，郑黎，

郭银雷，刘捷，王磊，李志辉

HN2017-G-011
开福区黑臭水体整治（一期）

项目工程测量
长沙市开福区城乡建设局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

研究总院

万齐，王福生，石亮平，晏汉生，刘贻金，

杨红灿，黄洪林，朱山昱，龙忠，周斌

HN2017-G-012
博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数据

质量检查软件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郑旭东，张建国，张幼英，丁钰，刘涛，

陈武强，凌琦

HN2017-G-015 博通房产信息管理系统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郑旭东，张建国，张幼英，丁钰，刘涛，

陈武强，凌琦

HN2017-G-026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长沙市高铁新

城片魅力之城周边城市设计研究
湖南湘诚壹佰置地有限公司 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

尹长林，喻定权，张鸿辉，黄军林，毛磊，

王柱，曾钰洁，胡承飞，曾山山，刘耿

HN2017-G-027 汝城县沙洲红色旅游项目测量 开元汝城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市宏图测绘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毛峻，陈立见，陈金桥，郭文峰，梁绪准，

李珊珊，周巍，宫福佳，黄政，曹理钧

HN2017-G-031 道县城区道路地下管线探测项目 道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湖南辉达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李军，李林，陈跃辉，吴昌，龚帅，陈羽，

朱小戌，何志能，夏庆锋，杨明

HN2017-G-033
郴州步步高综合楼不动产房产

实测项目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国土资源测绘队

蒋小明，周志芳，胡世华，陈道锦，

罗海兵，曾高峰，宋玲君，余超洋，

雷毅，郭远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