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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14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思路

2014 年上半年，在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的领导下，在省民政

厅的指导下，在全体会员的大力配合下，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遵照《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章程》规定，有序开

展各项工作。现就协会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思路汇报如

下：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完成社团各项年检工作，保证协会正常运作

2014 年初，根据陕西省民政厅对全省社会团体实施 2013 年

度检查的工作安排，协会秘书处按期完成《社团 2013 年度工作

报告书》；接受了陕西中庆会计事务所对协会 2013 年度的财务审

计；向民政厅递交了社团法人及负责人变更备案等相关资料，顺

利完成了协会各项证照的年检及变更手续，及协会各类年度统计

工作，确保协会正常运作。

（二）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1.制定协会 2014 年工作要点，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

为贯彻落实全省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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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单位的作用，协会秘书处１月份向省局呈报了 2014 年

重点工作任务分解，确定本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细化工作内容，

明确部门分工，确保协会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2. 加强协会《会讯》、网站及信息群建设及管理工作，发挥

行业沟通与信息交流平台作用

协会秘书处持续关注并认真听取会员单位的需求和建议，充

分利用协会会员信息群、《会讯》和协会网站等多种交流平台，

及时向会员单位传达国家及省政府相关政策、重要通知、行业资

讯等内容，同时多方位展现会员单位的发展状况和风采，有效地

增强了协会与会员单位之间联系。

根据产业园建设需要，上半年协会网站增设《产业园快讯》

栏目，及时将产业园建设情况和相关政策向公众发布。

3、紧密围绕产业发展，扩大行业宣传力度

协会秘书处根据工作部署和要求，紧密围绕协会常规工作和

产业园建设各项工作，在新闻宣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扩大了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影响力。从 2014 年初至 4 月底，从协会发

出的新闻稿有 10 篇刊登在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站、5 篇刊登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站、4篇刊登在《中国测绘报》。

（三）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壮大会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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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召开 2013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三次理事会议

3月28日,协会召开2013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三次理

事会议。省局副局长岳建利、协会领导及全省 107 家单位会员代

表参加会议。会长臧克福做了 2013 年工作总结和 2014 年工作思

路的报告；副会长陈利、王小平、高原分别传达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意见》、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领导

关于促进产业发展的讲话精神、《2014 年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工

作要点》及省局局长武文忠在全省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会议对产业协会《会员公约》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对

2013 年度新增 21 家会员单位和新增补理事进行了表决，对协会

建立工作委员会情况作了说明。会上，部分地理信息产业园入园

企业与产业园投资商签订了入园协议。

2.召开第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

4月 25 日，协会召开第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省局巡视员臧

克福、协会 16 位常务理事参加会议。臧克福肯定了 2013 年协会

在紧密围绕产业发展，积极配合省局工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对协会今后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继续当好省局的助手和参

谋，深入企业调研，及时向省局反馈会员诉求，提出促进产业发

展的意见,为全省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部分法

规的起草提供依据。二要坚持“服务、自律、协调、维权”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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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方针，积极协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

关系，服务会员单位，推动全省地信产业发展。三要团结协会成

员，为会员单位在工作经验、人才管理、技术培训方面的交流合

作搭建更宽广的平台，畅通交流渠道。会议介绍并审议了西安腾

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新申请入会情况，通报了协会领导职

务的人事变动情况，确定了协会会长人选。

（四）发挥桥梁作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１.组织开展国情普查技术培训

根据协会会员单位的生产实际需求及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地

理国情普查工作的需要，协会从３月至５月先后举办了三期地理

国情普查技术培训。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共 259 人次参加

了培训和考核。此系列培训帮助承担地理国情普查任务的单位负

责人、技术人员全面了解地理国情普查的目标内容、主要任务、

各项管理规定、质量要求与成果检验等情况，使其具备承担普查

生产任务的能力，为各单位顺利开展地理国情普查项目做好了技

术支撑和人才储备。

2. 召开参与国情普查项目会员单位座谈会

3月 20 日，协会组织参与我省地理国情普查项目的会员单

位召开座谈会，省局巡视员臧克福、局基础测绘管理处、协会负

责人和西安大地测绘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7家会员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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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会议。会议针对国情普查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讨

论，同时征求了会员单位对做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3.走访会员单位，了解会员实际需求

为做好市场调研，明确服务意识，协会秘书处上半年分别就

如何进一步落实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的意见》精神、产业园建设、地理国情普查实施及检查等事项多

次走访会员单位，向会员传达国家及省局相关政策，听取会员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帮助会员单位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

题，进一步加强协会与会员单位的交流沟通。

4. 组织会员单位代表召开《意见》研讨会

为学习并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2 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陕政办发【2014】45 号)

精神，增强行业凝聚力，紧抓机遇，共谋发展，6月 13 日，产

业协会召开产业发展意见研讨会。来自全省 31 家会员单位的 40

多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省局产业发展处负责人对《意见》出

台的背景及内容进行了解读；参会代表结合各自单位的实际情

况，积极发言各抒己见，提出对国省两级《意见》的认识及测绘

地理信息从业单位如何面对机遇，自我发展等方面提出观点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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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协会会长陈利做了总结发言，汇总了会员代表提出的落实财

税政策、人才培养与管理、行业发展定位、拓展产业链等方面的

意见；并希望各单位紧抓机遇，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内在素质，

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协会也将积极为会员单位提供科技、政

策信息咨询服务，应会员需求开展科技交流、业务培训等活动，

共同推进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配合省局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产业园建设和宣传工作

1.协助省局完成产业园入园企业签约、交纳诚意金、签订金

融服务合作、工程建设等协议

2 月 24 日，协会秘书处组织首批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

入园企业交纳诚意金。3 月 28 日，在协会第一届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之际，秘书处组织入园企业与陕西和胜置业有限公司签

订《入园企业交纳诚意金协议书》；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中

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入园企业金

融服务合作框架协议；协会与陕西和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中国

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工程建设合作协议书》。会后，协助省局完

成第二、三批入园企业签约。

２.协助省局召开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产品推介会

4月 29 日，协会秘书处协助省局召开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

业园一期产品推介会，确定了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一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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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三基地”的总体功能定位，介绍了产业园的区域发展规划、项

目发展优势、整体项目定位策划、前期规划设计等，为产业园建

设进入全方位推进阶段做好前期准备工作。5月 9日，协助省局

完成产业园咸阳地区推介会，并组织咸阳地区入园企业与省局签

订入园协议。

３.协助省局做好产业园相关协调工作

协会秘书处紧紧围绕产业园建设工作，积极加强与西咸新区

管委会、泾河新城管委会、园区建设方和入园企业等方面的协调

工作，保障产业园建设相关工作顺畅进行。

4.充分利用协会交流平台，加强产业园宣传工作

协会秘书处通过协会网站、《会讯》、信息群等交流平台，全

方位多层次对产业园动态进行宣传。上半年协会网站增设《产业

园快讯》专栏，及时准确地将产业园建设状况和相关政策向公众

报道，加大对产业园的宣传力度。

（六）完成省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１.协助省局行业管理处完成 2013 年测绘统计年报工作。

1 月中旬，协会协助省行业管理处顺利完成我省 2013 年测

绘统计年报工作。按照国家局管理信息中心《关于做好 2013 年

统计年报和 2014 年统计季报的通知》（测办【2013】69 号）的

要求，省局安排各市严格依据《测绘地理信息统计报表制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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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013 年测绘统计年报工作。协会秘书处指派专人负责甲乙级

测绘资质单位统计年报工作。对全省 36 家甲级资质单位和 89 家

乙级单位的测绘统计年报资料进行认真核对，逐项审阅。

测绘统计年报工作已被纳入全省各设区、市测绘地理信息行

政主管部门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年度考评内容。此项工作的圆满完

成，为顺利开展我省测绘资质年度注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２.完成《陕西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奖评选办法》的编

改。

为推动我省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项目的科学管理，促进提高项

目实施效益，表彰成绩优异、社会经济效益较好的测绘地理信息

工程项目实施单位。2014 年初，按照省局安排，协会起草了《陕

西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奖评选办法》。经过几个月与专家和

相关部门的研究和探讨，协会完成《陕西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

程奖评选办法》的编改，并印发给全省测绘主管部门和甲、乙级

资质单位。

二、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不断加强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和工作质量

协会秘书处要及时了解国省两级政府对促进地信产业发展

的相关方针、政策，要加强与省民政厅、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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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省级行业协会的交流，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

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质量。

（二）根据会员需求，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技术交流的活动

根据会员需求，开展业务培训和以测绘新技术和企业经营管

理为主题的考察交流活动。

（三）做好民企初级职称评审等日常工作，助推产业持续发

展

继续开展 2014 年度民企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在省局的指导

下，做好陕西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奖评选工作；做好乙级资

质单位信用信息的审核接收工作。

（四）持续协助省局做好产业园建设工作

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现在已进入实质建设阶段，协会将

积极配合省局，加强与产业园投资方、入园企业及其他部门的沟

通与对接，联系协调相关事项，加快推进园区建设。

（五）做好产业发展宣传工作

继续利用网络、会讯、信息交流群等平台，做好产业发展宣

传工作，及时为会员传达相关产业政策及产业发展形势、地理信

息产业新技术、新成果等。及时宣传推广产业园建设情况，持续

为入园企业做好服务。

完成协会在《陕西年鉴》和《中国测绘年鉴》的供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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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多途径增强产业协会及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影响力。

（六）完成省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根据省局工作安排，协会将组织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参与“美

丽中国”第二届国家版图知识竞赛团体赛活动，并及时完成省局

交办的其他工作。

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1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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