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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开展2014年度民营企业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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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动态

一、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协会赴会员单位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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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近日，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天武及工作人

员前往陕西迪博测绘有限公司、西安奥维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与陕西宝岳测绘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研。

张天武介绍了产业协会目前的发展情况，希望三家会员单位

不但要在其专业领域中起到带头作用，还要在增强会员单位之间

凝聚力的同时，加大对产业协会的支持与宣传力度。他勉励会员

单位，随着形势的发展各会员单位一定要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

以此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他希望各会员单位应当充分利用优势

资源，形成产业品牌。同时加大与其他行业与产业的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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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形成一个有自律意识的产业集群。

会谈中，大家集思广益，建议产业协会坚持以“服务、自律、

协调、维权”为工作方针，发挥职能，建立健全适合省情的行业

发展保护机制。从而更好地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 协会圆满完成《全国测绘地理信息法制与行业管理工

作会议》会务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

业发展的意见》，促进测绘地理信息转型升级、跨越发展。7月

初，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在陕西召开《全国测绘地理信息法制与

行业管理工作会议》，省产业协会协助省局圆满完成了此次会议

的会务工作。

自接到省局通知，协会秘书处高度重视并迅速召集全体人员

布置任务。协会副会长张天武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

省局交办的本次工作。

为确保此次会议顺利进行，协会工作人员放弃了休息时间，

协助准备会议资料，并对与会代表进行签到登记，发放会议材料。

三、协会召开“十佳企业”评选办法座谈会

为表彰和奖励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先进单位，提高行业单位发

展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经省局批准同意，协会将分年度开展评

选“十佳测绘地理信息企业”活动。7 月 10 日，协会邀请部分

理事单位代表，就我省开展“十佳企业”的评选办法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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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协会会长陈利、副会长张天武参加座谈并讲话。

陈利表示，开展“十佳企业”评选工作对推动我省测绘地信

企业发展壮大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我省测绘地理

信息行业起到宣传作用，使我省行业单位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服务。

张天武强调，“十佳企业”评选活动不但有利于我省测绘地

理信息企业的发展和行业单位的团结协作，更有利于形成竞争、

公平、有序、重视科技创新与投入的良好市场环境，对壮大我省

地信产业，推动地理信息强省建设也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会上，各代表踊跃发言，大家对评选工作和评选办法提出了

不少良好建议。协会秘书处认真听取并汇总了各方意见，表示将

进一步完善我省“十佳企业”评选办法，推动评选工作落实，为

进一步推动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四、全省民企专业技术人员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全面展开

协会于 7月份全面开展了陕西省 2014 年度测绘地理信息行

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初级技术职称评审工作。

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每年进行一次，评审范围包括在陕西

省内各级测绘资质民营企业中从事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在岗技

术人员，其他测绘资质单位聘用制专业技术人员也可申报。产业

协会秘书处认真总结前两期评审工作的经验，查漏补缺，规范了

申报材料要求，协助相关企业提高递交材料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提高了评审工作效率，促进了 2014 年民营企业初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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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

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工作为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提供了途径，也为相关技术人员参评中高级技术职称打

好了基础，相关工作得到了省内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及相关技

术人员的普遍好评。

五、文艺路地区人大代表座谈会在省局召开

7 月 11 日，文艺路地区部分人大代表在省局开展调研活动。

调研组由碑林区人代常委会主任左长民带队，人大代表、省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成燕辉陪同调研，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天武参加

座谈。

会上，成燕辉对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省局重大

测绘项目工作做了通报，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进行详

细的解说，并表示它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标示物。成燕辉提出，省

局近几年全方位地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希望能够得到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最后，他向地方政府、地方人大表示衷心的感谢。

左长民对 2014 年全区经济建设情况及文艺路地区政情向代

表们做了通报。会后，代表们参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

六、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7 月中旬，在省局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相关部门不懈

努力，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用地征地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

目前，产业园项目建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中。现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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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正在加紧搭建一期建设用地的临时建筑和围墙。产业协会将

全力协助陕西和胜置业有限公司做好产业园项目的版图设计、地

形测量以及园区整体规划建设等相关工作，以确保园区建设的每

一个环节都能够按照科学合理的规划快速高效推进。

七、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第四批入园企业签约

7 月 18 日，省局举办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第四批入园

企业签约仪式。省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成燕辉出席签约仪式并

讲话，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天武作为省局代表与第四批入园企业代

表签订产业园入园协议书。

成燕辉介绍了省局概况，分析了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形

势以及产业园的发展趋势。他指出，产业园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影响力，今后园区将发挥其聚集、示范、引领和推动效应，

全面提升陕西省地信产业的整体规模和综合竞争力，实现全省地

理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省局也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和优惠

政策，为入园企业提供一个优质的发展平台，更好地助推原点地

理信息产业园的建设和全省地信产业的发展。成燕辉要求，入园

企业要紧抓机遇，积极融入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的建设发展，努

力成为推动我省地信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签约仪式上，西安启祥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遥新天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陕西和胜测绘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入园协

议书。

省局行业管理处、省产业协会、陕西和胜置业有限公司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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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签约入园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八、成燕辉会见北京国遥新天地公司总裁吴秋华

7 月 18 日，省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成燕辉会见了中国原

点地信产业园签约企业北京国遥新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吴秋华一行，双方就产业园建设及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内容进行

了会谈。

成燕辉指出，当前，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

及国家局的高度重视，全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发

展势头更加良好。在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项目上，省局将统筹协

调、创建环境、搭建平台，加大对入园测绘地理信息企业的支持

力度，力促优秀企业抱团发展，做大做强，产生规模效益。成燕

辉表示，希望国遥新天地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结合陕西

省重大测绘项目，积极为全省重大测绘工程建设发挥作用。

吴秋华对省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详细介绍了国遥新天

地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测绘工作的开展情况。他表示，希望省

局在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与协助，公司将努力抢抓

机遇，壮大力量，为陕西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和西部测绘强省

建设贡献力量。

省局行业管理处、产业协会负责人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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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局举办丙级测绘资质单位法人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及陕西省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

发展的意见》精神，进一步提升丙级测绘资质企业的生产经营与

管理能力，促进我省地信产业发展，七月底，省局在西安举办丙

级测绘资质单位法人培训班。产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全

省 77 家丙级测绘资质单位的法人代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包括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形势及发展前景、测绘法律

法规与市场监管制度、企业经营与管理、新版《测绘资质管理规

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政策解读及测绘资质复审换证等方

面内容。省地信产业协会负责人还就中国原点地理信息产业园建

设情况向参会代表作了介绍。

此次针对全省丙级资质单位法人代表的专项培训是省局进

一步加大对中小型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培育扶持力度的重要举措。

通过培训，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将逐步提高对产业发展形

势、生产经营与管理、测绘法规等方面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提

高市场竞争力，推动全省地信产业发展。

十、协会参加国家局京外直属单位第二次联系会议

8 月中旬，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召开京外直属单位第二次联

系会议。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平、王晓国，省局副巡视员陈

向阳及分管地理国情普查、基础测绘、数字城市建设、地信产业

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协会副会长张天武代表省地理信

息产业协会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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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展战略和决策部署，

推动务实合作，完善合作机制，会议内容主要围绕地理国情普查

及监测，探讨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发展；进一步交流促进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的工作经验和交流数字伊春建设工作经验。

自接到会议通知，协会按照省局部署积极准备会议交流材

料。对我省地理信息产业规模、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和分析。

进一步深化了对地理信息产业的定义和定位的认识、协会在地理

信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协会的自身建设等。

十一、产业协会组织行业单位参加“美丽中国”国家版图知

识竞赛

近日，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组织我省５家测绘地理信息

企业，顺利完成“美丽中国”第二届国家版图知识（陕西赛区）

团体赛的组队报名工作。

接到省局工作安排后，产业协会领导高度重视，指导协会秘

书处充分利用协会网站和信息群等平台，向我省测绘地理信息行

业单位宣传“美丽中国”第二届国家版图知识竞赛和少儿手绘地

图大赛（陕西赛区）的相关内容，并动员各单位积极参与此项活

动。

目前，协会秘书处组织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

地测绘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中策资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华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华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企

业完成团体赛组队工作，并将５支参赛队伍的报名表等材料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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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省局。各参赛企业积极组织队员学习与国家版图有关的地图、

地理、历史、风景名胜及法律法规等知识，认真备战即将举行的

陕西赛区选拔赛。

会员工作动态

一、陕西省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预备会议

召开

7 月 25 日，陕西省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预备会议暨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在陕西省科技统筹中心召开。省

科技厅领导出席会议，科技厅有关处室负责人、联盟候选的全体

理事代表参加会议。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盟成员单

位参加会议，并成为联盟理事单位。

联盟成员由省内 13 所高校、16 家科研服务机构、53 家信息

化技术企业组成，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徐宗本院士当选为联盟首

任理事长。

联盟是陕西省致力于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研究、开发、产

业化、服务和应用为主的企事业单位等自愿组成的联盟组织。联

盟将围绕我国信息产业和应用领域对大数据与云计算的需求和

产业的发展，打造陕西地区的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产业链、创新

链和服务链，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利合作，提升联

盟成员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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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水三局测量总队协助路桥分局精测队完成外业复测工

作

2014 年 7 月 24 日，经过中水三局有限公司测量总队与路桥

分局精测队 15 天的密切协作，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河

北段站前工程 JSJJSG-5 标段 CPI、CPII 复测工作全面顺利完成，

率先走在了其它标段的复测工作前列。

JSJJSG-5 标段线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境内市，线路北起骆

驼山干柏河特大桥 DK201+510，平行于国道 101、并跨越 101 国

道，线路设承德南车站向柴家泉大桥台尾为标段终点DK174+668，

标段全长 26.8km。其中有特大桥梁 4座计 4386.6 延长米，大桥

1座计 152.75 延长米、中桥 2座计 141.04 延长米，隧道 8座计

19454 延长米，连续现浇梁 928.4 延长米；涵洞 11 座计 1046.68

横延米，路基 2336.26 延长米，梁场 1座、车站 1座（承德南站），

全标段共分布平面控制点 24 个，其中 CPI 点 18 个，CPII 点 6

个，二等水准线路约 180KM。公司测量总队在接到局领导的安排

后，在总队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派出 3名技术，携带 4

台徕卡双频 GPS ATX1230 定位仪，奔赴项目所在现场。到达现

场后，在咨询方及监理方未确定及设计方未现场交点的情况下，

测量总队人员先行一步，急工程之所急的精神，不顾旅途劳累，

提前介入，主动与路桥分局测量人员一起进行现场路线踏勘，查

看具体点位分布情况，完后共同确定具体的复测实施方案，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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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本标段的 CPI、CPII 复测工作。在进行外业数

据采集时，总队测量人员不讲条件、早出晚归，忍受中午不能正

常吃饭，一天持续 12 小时的测量工作的环境，在树丛、密林、

沟壑、田地及山岭中往返穿梭，进行 GPS 数据采集，晚上回到宿

舍还加班加点进行当天数据核对及第二天测量工作安排等。

经过近 20 多天的工作，如期完成外业数据采集工作，目前

数据内业处理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三、会员单位按时提交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近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中策资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新华测绘有限公

司、西安华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七家会员单位积极完成陕西省第

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地理国情普查任

务，并按时提交各自任务区域的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根据《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陕西实施方案》工作计划的

安排，参与国情普查任务的会员单位认真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普查任务。此次普查任务的完成，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全面开

展地理国情普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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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汇编

一、《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开展2014年度民营企业专

业技术人员初级职称评审的通知》

陕测人（2014）15号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测绘

资质单位：

2014年度测绘地理信息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初级职称评

审工作即将展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

本次评审范围为陕西省内各级测绘资质民营企业中从事测

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在岗技术人员，其他测绘资质单位中的聘用制

专业技术人员也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申报条件应满足《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初级职称评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相关要

求。参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学历，所学专业必须是测绘地理信息

及相关专业。破格申报可不受专业限制，但每个企业申报不得超

过２人。

三、申报程序

参加专业技术初级职称评审，由本人提出申请，提供必要的

评审材料，经所在企业审核后，统一报送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

会秘书处。评审材料及评审程序见《办法》。本次评审不受理个



- 14 -

人申请。

四、要求

（一）申报材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客观。

（二）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均需在相关位置加盖单位公章。

（三）报送的评审材料应字迹清晰、书面整洁、内容齐全。

五、报送材料时间

请于2014年9月10日前报送评审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办法》及本通知附件表格可在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网站

下载，网站地址：http://www.shagis.com/

地址：西安市友谊东路334号，陕西测绘科技大厦 A座8楼

联 系 人：郭宁 岳峰

联系电话：（029）87893317 87804033

传 真：（029）87893570

邮 编：710054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2014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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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测绘资质复审

换证工作的通知》

陕测办（2014）11 号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各甲级测绘

资质单位：

为贯彻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测绘资质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开展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的通

知》(测办〔2014〕45 号)要求，现就我省开展测绘资质复审换

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新颁布实施的《规定》和《标准》充分体现了“简政放权、

宽进严管、强化服务”的原则。按照《规定》和《标准》开展复

审换证工作，有利于促进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监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广大测绘

单位的发展信心，为地理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增添动力；有利于发

挥测绘资质管理的杠杆调控作用，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壮大产

业规模。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全力抓

好贯彻落实。

二、工作安排

（一）学习宣贯（2014 年 8 月至 9 月）

各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发文部署、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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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及时将《规定》和《标准》主要内容及

本通知要求传达至各测绘资质单位，确保相关单位和人员知悉、

掌握《规定》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二）受理审批（2014 年 9 月至 12 月）

各测绘资质单位通过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按时提交复审

换证申请材料，各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和《标准》要求进行受理、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测绘资质标准

条件的，上报省局予以换发测绘资质证书；对部分证载专业范围

不符合测绘资质标准条件的，核减相应专业范围后，予以换发测

绘资质证书。对全部证载专业范围均不符合测绘资质标准条件

的，不予换发测绘资质证书，并依法注销测绘资质。逾期未提交

复审换证申请材料的单位，应当依法予以办理注销手续。

复审换证工作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甲级测绘资质单位于 9月底前报送材料，省局负责受理

复审换证申请，并提出初审意见上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2.乙级测绘资质单位于 10 月底前报送材料，省局负责审查

复审换证申请并作出决定；

3.各市级测绘地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

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的复审换证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并于

10 月集中上报省局。

（三）结果公布（2015 年 1 月至 2月）

2015 年 1 月底前，省局向社会公布全省乙、丙、丁级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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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单位复审换证结果。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复审换证结果由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面向社会公布。

三、有关问题说明

（一）关于涉密单位。《规定》第 11 条对拟从事生产、加

工、利用属于国家秘密范围测绘成果的单位，要求具备相应保密

条件。申请单位应当依照《测绘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

（国测办字〔2003〕17 号），就本单位是否拟从事生产、加工、

利用属于国家秘密范围测绘成果，自行作出判断，并在测绘资质

管理信息系统中勾选相应选项。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重点加强对《规定》第 11 条第 2至 4 项条件的考核。

（二）关于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换发的资质证书，有效期一般为 5年；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后

换发的资质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关于双证问题。甲级测绘资质证书实行双证管理。

对甲级测绘单位具有乙级以下专业范围的，分别颁发甲、乙级两

个证书。甲级资质证书载明甲级专业范围，乙级资质证书载明乙

级及以下专业范围。持双证的单位，应当分别向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和省局申请复审换证。

（四）关于注册测绘师。对甲、乙级测绘单位除注册测绘

师数量不符合要求外，其他条件均符合相应资质等级考核要求

的，可为其换发测绘资质证书，但有效期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五）关于软件考核。按各专业标准核算软件套数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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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软件不得计入。对购买的正版软件，应当提供购买发票。对

测绘单位自主开发的软件，应当提供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软件著

作权证书。

（六）关于资质申请。复审换证期间，对于初次申请测绘

资质的，正常受理；测绘资质单位拟变更单位信息的，可一并提

出申请；测绘资质单位拟晋升资质等级、变更专业范围的，暂时

不予受理。

（七）关于在线办理。此次复审换证通过测绘资质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在线办理。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要结合实际，对本地区复审换证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明确时间进

度，落实责任部门和承办人员，给予必要保障。

（二）严格执行政策。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

开展复审换证，如遇问题应当及时请示省局答复后执行，维护法

制统一和市场统一。

（三）强化服务意识。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

在政策解读、资质管理系统操作等方面为测绘单位顺利完成复审

换证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联系人：王绥林（负责陕北、陕南地区）

电 话： 029-87604068

联系人：庞 婷（负责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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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29-87604025

电子邮箱：hyglc@shasm.gov.cn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18 日



陕西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秘书处

地址：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测绘科技大厦 A座 8楼 803 室）

电话：029-87893317 传真：029-87893570

E-mail: sx_chanyexiehui@163.com

协会 QQ 群：1439307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