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2019 年度湖北省优秀测绘工程评选结果公示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1 武汉市 2016-2018年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工程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一等奖 
罗名海、张勇、程琦、尹言军、叶琳、梁武卫、秦艳华、

郑志宏、吕晓晴、乔炜、答星、曾露 

2 
湖北省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字正射影像生

产 

湖北省测绘工程院、湖北省航测遥感

院、湖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一等奖 

洪亮、厉芳婷、梁思、邓拓、牛建军、李传芳、饶志青、

王海涛、王奕涵、何雯、王若怡、李晓霞 

3 襄阳市市区三维建模服务项目（二次） 襄阳市测绘研究院 一等奖 
徐峰、盛一楠、姚益平、张凯、王杰、赵增辉、冯坤、沈

长江、伍泽文、秦臻、龚秀兰、栾桂来 

4 武汉市土地市场数据建库与系统建设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 一等奖 
金保彩、黄新、孙萍、童秋英、沈昊、罗长林、戴大鹏、

闫明阳、邓悦、赵萍、韩振海、史琨 

5 
白莲河风景区地形图及白莲河水库库容复核

测量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一等奖 沈方雄、周国成、贺庆、周胜洁、袁启伦、卞磊 

6 新生路第二污水通道综合地下管线探测项目 武汉市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一等奖 
杨文海、何攀、杨江波、郭昱铭、陈元洪、吴祖赐、沙文

东、高方强、方东东、高鹏、康妍斐、肖童 

7 
东莞市城乡规划局东莞市第一批中心镇地下

管线普查项目 G包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周超、丁文胜、庄建林、张兴元、蔡国光、郑杰、丁文韬、

孙启红、袁松、曾远科、李晓进、刘毅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8 
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项目前期工作

原型观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一等奖 

李勇、江木春、洪剑、黄亚平、袁锐、朱春春、张文欢、

王庆春、王柱、尹泽成、卢中、吴旭 

9 基础空间地理信息“一张图”工程 
湖北省测绘成果档案馆（湖北省地理

信息数据交换中心） 
一等奖 

徐之俊、周婧娟、陈涛、赵晶、范巍、李韶颖、曾浩、邢

光成、刘晓玲、周安发、杨丽、涂康 

10 杭黄铁路精密控制测量工程 中铁第四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曹成度、董伟、陈健、闵阳、夏艳军、腾焕乐、童魁、许

诗旋、谭斌、何林烜、刘胜、陶灿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地理信息服务工程 湖北省地图院 一等奖 
何保国、李永丰、汪冰、曾真、汪菁、李晶、苏博文、陈

重远、柯美旺、张淑芬、胡挺、曾芳 

12 宜城市域地形图测绘服务项目 湖北山锐航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高宇、孙磊、贺智超、刘国桥、曾文健、高阳阳、赵悦、

李晓超、郭冲 

13 
合肥市市区地下管线普查和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的普查探测第一包 
武汉科岛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奖 

李予青、胡军虎、唐勇、郑东、杨谈政、梁增伟、胡良梁、

汪应强、刘才平、李强、缪庆海、唐维钰 

14 
2016 年长江中下游河道（城陵矶至九江河

段）地形测量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中游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 
一等奖 

张潮、彭全胜、戴永洪、魏凌飞、米秀玲、郭志金、刘林

佳、黄长红、吴士夫、王超、曹赤林、卓思佳 

15 云梦县 1:1000 地形图测绘项目 湖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 二等奖 
冯庆胜、刘有刚、魏亚妮、魏朝娟、胡天成、王军国、黎

伟、王健、饶德舟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16 
湖北省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质量控制与检查

验收 
湖北省测绘质量监督检验站 二等奖 

杨华先、黄海英、宋超、熊芬、胡瑞生、艾润兴、曹俊、

方锐敏 

17 宜昌市 2000 国家大地坐标基准建设项目 宜昌市测绘大队 二等奖 
朱贤元、卢立、张福利、邓南山、刘强、邹洋、卢云辉、

单昊、关翔 

18 公安县县域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项目 
湖北天玑景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二等奖 

张谋见、罗立红、龚芳、王昭、刘晗、柯聪、董敏、余博

文、刘奇凡 

19 
南昌市市域平面及高程基础控制网的复测与

联测 
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二等奖 

庞正辉、姚宜斌、席青骥、李金涛、吴小串、张品超、彭

文飞、李群喜、邓延银 

20 

石首市第三次土地调查项目（第一包）石首全

域高分辨率航拍遥感影像获取及数据处理项

目 

湖北辉宏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二等奖 王平、刘贤三、王维波、罗胜金、杜婧、黄凯旋 

21 义乌市不动产权籍调查一期 湖北省国土测绘院 二等奖 
王亚毛、谭文专、曹建华、熊忠招、杨莉、刘政纲、张华、

华辉、邹世锋 

22 中山市实景三维影像数据建设项目 武汉金方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涂洋、龚芳、许南茜、舒扬、许文伟、王纲练、王光学、

张文文、程庆 

23 秭归县控制测量网建设项目 秭归县国土资源规划测绘所 二等奖 
叶勇、王伦、周亚鹏、傅李赛、王敬之、崔文浩、王柳青、

颜中华、韩振欧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24 建设排水地理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武汉众智鸿图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周扬、柏莉、韩崔燕、郦璋、堵文东、孙式栋、李晓丽、

王珂、曾玉珠 

25 荆州市市区航空摄影及 DOM、DEM制作项目 
武汉追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航

天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黄健、谢薇、李帅、王颖萍、陈全喜、苏华庆、张军、刘

姣、胡浪浪、 

26 
松滋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业技术服务采

购项目 
武汉数码四维测量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李明鸽、王玉香、郭先锋、周雄、刘军平、姚经风、王秀

华、舒晓明、胡小雄、 

27 
上林县域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及管理平台之

软件开发 

北斗旭普空间信息产业（武汉）有限

公司 
二等奖 

胡娜、胡诚、余利剑、郑雪峰、袁坦、李叶繁、吴文月、

陆泽尧、赵露 

28 

保康县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籍调查、确权登记发证及数据库建设项目

（第二标段） 

湖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 二等奖 
刘先武、叶红宝、王远雄、胡明、钱玉彬、方建、戴金峰、

胡国东、魏强 

29 福星惠誉·东湖城 K1地块房产测绘 武汉兴信测绘有限公司 二等奖 王莹、韩友平、高城峤、张晖、余治、马浩、沈璐斌 

30 
孝南区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确权登记发证（一、三标段）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

汉) 
二等奖 

郭祚界、张潇、赵海、袁银舟、叶青、喻守刚、王俊良、

肖玉钢、薛文平 

31 襄阳市、宜昌市空间利用监测与评价 
湖北省地理国情监测中心、襄阳市测

绘研究院 
三等奖 魏忠、李建松、於新国、于胜杰、王群、杨晓明、吕世充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32 
湖北石首市经济开发区金平工业园区 1:1000

地形测量 
石首市测绘地理信息院 三等奖 徐志杰、王振光、杨世辉、何美、夏正俊、何远、张亭浩 

33 

石首市第三次土地调查相关数据库坐标转换

和首级控制西安 80坐标转换国家 2000坐标项

目 

湖北天行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三等奖 吴继忠、樊黎、万飞、雷冬冬、谭露、彭东、徐智峰 

34 大冶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信息采集项目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 三等奖 吴健、吴远浩、李登朝、鲁启峰、李东曙、黄晨、廖静 

35 
武穴市 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1:2000地形图

航测项目 
湖北丽日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解玉冰、邓辉、姜锋、解威、程丽芳、杨俊、毛艳艳 

36 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施工控制测量 恩施州宏图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谭昌盛、陈学鸣、田昌坤、敖祖群、曾念、张璐、陈国栋 

37 
嘉鱼县县城规划区数字化地形图测绘及成果

入库采购项目 
咸宁市勘察测绘院 三等奖 罗泽宁、王红伟、肖跃军、余先海、刘进亮、郭涛、刘天 

38 
通城县塘湖等两个镇 2014 年高标准基本农田

土地整治项目竣工验收测量服务 
武汉鑫诚鼎泰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王永奎、王潇、冯纬华、陈诺辉、李力、张立辉、张沁 

39 竹根滩镇 1:2000地形图测绘项目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

地理地质信息勘查分公司 
三等奖 

戚长云、蔡齐洋、张超峰、陈建国、王志威、马云洲、许

云飞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奖项 主要完成人 

40 宜昌市夷陵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湖北省鄂西地质测绘队 三等奖 邓清卿、何宏伟、陈伟、何国舟、杜运强、张帆、杨明秀 

41 新建湖北荆州民用机场项目土地勘测定界 荆州市土地勘测规划院 三等奖 文良军、陈登、余启立、王年红、王一龙、万敏 

42 
赤壁赵李桥等四个乡镇（办）2016 年高标准基

本农田土地整治项目（生态项目） 
咸宁市土地勘测规划院 三等奖 陈轩、张玉、苏胜、余文斌、陈俊、孟成、梁丹峰 

43 江陵县湖泊地形测量（13 个湖泊） 
湖北楚峰建科集团远程工程测绘有

限公司 
三等奖 任杰、谢向东、卢涛、孙晓夏、李伟、徐文娟、聂孝梅 

44 
《兴山县行政区划图》、《兴山县地图》、《兴

山县标准地名图集》 
中晟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三等奖 冯淼、陈祖柱、李琼、严芳、张玉萍、杨芷君、印春露 

45 宜城市农房调查、测绘和入库工程项目 武汉吉诺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奖 李鹏、鄢林、毛阿蔚、邵珍、郭爱民、高远、胡俊健 

46 
2018 年度长江三峡工程诱发地震监测系统跨

断层水准观测及激光测距 

武汉地震计量检定与测量工程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李翼、彭友志、胡俊杰、郭若成、何浩鹏、熊晶、马娟娟 

47 旭辉御府房产测绘项目 武汉市房产测绘中心 三等奖 潘峰、杨凡、尹磊、阳涛、吴迪、袁彬、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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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成果地图编

制》项目 
武汉智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李响、徐保华、罗露、郁伦、胡路路、曹婉蕾、王慧 

49 
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及

数据库建设项目 
武汉华中国土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卢晓玲、刘辉、刘续琪、范志刚、闫威良、李润杰、金林 

50 
军运会保障环境综合整治（青山区)项目 1:500

数字化地形图测绘 
湖北省神龙地质工程勘察院 三等奖 杨成波、申传明、徐涛、刘蒙、肖永力、余向东、曾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