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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河北省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应用工程奖评选结果公示

各会员单位：

2022 年河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经会员单位

申报、协会秘书处初审、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评定等程序，

共评出金奖 13 项，银奖 40 项，铜奖 65 项，现予以公示。

各单位如对拟获奖项目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材料向

河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秘书处反馈。

公示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

联 系 人：续铁枢 白振海

邮 箱：848659015@qq.com

联系电话：0311-69109569 13730114396；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466 号新钻石广场

B 座 916 室

附件：2022 年河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奖评选结果

2022 年 7 月 27 日

mailto:848659015@qq.com


附件：2022 年河北省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获奖名单

金奖：（13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2022-j-01
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一

期工程测量与物探项目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徐秀川、高 尚、李杰彬、冯海龙、殷雄飞、张龙龙、

张拥军、侯冬松、宋 超、段双全

2022-j-02
2021 年度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

坡合水地区三维地震采集工程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

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张宁、石矿林、吕宝荣、孙斌、雷时东、史小奇、刘

亚宁、张建恩、刘保宁、张永军

2022-j-03
2020 年度柴达木盆地咸东地区

三维地震采集工程测量项目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

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苏海青、庄志伟、邱春雷、涂果、张杰平、李斐、顾

明峰、孙洪凯、徐金瑾、张闫祺

2022-j-04 藁城地形图测绘项目
河北数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王世杰、吴建彬、王世娟、赵晓辉、陈红军、冯涛、

武红雷、温亚娜、曹昶、李崇

2022-j-05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项目（一标段）

河北省区调地质勘查有限

公司

张悉、董丽、郭晓河、李晓坡、王明娇、张琳、刘蕊、

李永波、程海英、肖常青

2022-j-06
平泉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农

村部分）

承德精时测绘工程有限公

司

陆日明、杨小丽、邓丽伟、冯冬冬、张利国、赵敬德、

王志强、张小龙、王春阳、张亚涛

2022-j-07 新县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王灿、邵力、汪飚、张明、刘建禹、王勇、张彦涛、

吕贵奇、曹小川、聂丽艳

2022-j-08 顺平县县域地形测绘项目
河北大地数字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李冬、李翠、刘梦琪、王屿烁、马军帅、杨新倩、张

菲菲、支亚潮、郝登朝、许婷婷

2022-j-09 涞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

中色蓝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赵京黔、张文超、高延猛、王明伟、郭亚宁、申明川、

王晨晨、李林林、刘慧慧、刘金伟



司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2022-j-10
香河县“房地一体”村镇地籍调

查项目（一标段）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河北省

地质测绘院

张良、王达、王秋野、胡军乾、王仕中、赵军亮、刘

刚伟、任冰、宋玉超、陈瑞轩

2022-j-11
第六师五家渠市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棉花生产保护区划定采购项目
中佳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刘宏丽、邓海松、魏雅然、彭乐乐、李坦桦、张计文、

侯吉鹰、高慧、黄理森、刘晓

2022-j-12

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

期二中站至新石家庄站站第三方

监测项目

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张鹏飞、刘洪涛、李杰彬、曹崇、韩森、田力、荣亮、

李延彬、赵博、梁壮

2022-j-13
涿州高新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地

形图及管线探测项目

河北天海测绘服务有限公

司

郝春海、刘焕山、王磊、龙德万、郝春柳、郝铁栓、

肖秀卯、孟庆然、杨涛、田乐

银奖：（40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2022-y-01
国电电力邯郸东郊热电 2×

350MW“上大压小”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进、柴春鹏、郑重、王思鹏、梁强、张焕杰、刘安

涛、彭磊

2022-y-02 张家口-解放 500kV 输变电工程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洪涛、尹亚东、刘安涛、彭磊、邓虎、王少伟、梁

强、柴春鹏、张进、苏宗峰

2022-y-03
全省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遥

感

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查

院

路丽、于谦、冯现辉、齐璐、石静、李战、夏峥嵘、

武子琪、张敏、林慧敏



2022-y-04

海安市建成区部分区域排水管网

工程管网疏通、排查溯源检测和

设计项目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王勇、张彦涛、赵立昌、刘文秋、王军、卢新龙、张

建军、张丹、李春叶、陈晶

2022-y-05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近

坝地带特大型泥石流地质灾害勘

查测绘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国土资源勘查中心(河北

省矿山和地质灾害应急救

援中心)

韩京辉、刘爱磊、张庆圆、张冀鲁、甄彦龙、赵彦博、

葛少挺、张伟朋、张浩

2022-y-06 阳原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三地质大队

魏宗海、郝林欣、熊伟、李泽云、方志航、乔亚坤、

蔡 军、赵军、杨灵贵、左海晨

2022-y-07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内业信息提

取

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

中色蓝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张文超、王凯、赵方博、刘金伟、张 琪、韩建伟、

杨 康、郭建鹏、张浩、张旭靖

2022-y-08
河北省不动产登记统一受理系统

升级项目

河北长风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侯建西、郭小斌、陈鹏、张辉、张志彬、李晓琳、张

云倩、齐笑笑、王玉涛、赵建松

2022-y-09 行唐县第三次土地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六地质大队（河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航空测

量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高晓立、刘怡、李伟、连阵荣、张弛、王文龙、安晓

朋、殷潇、魏竞、田鑫雨

2022-y-10
曲周县农业农村厕污全智能监管

平台建设服务项目

河北鑫发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杨晓磊、杨浩、李晓雷、董洋洋、韩雪飞、李金鹏、

李纯豪、徐俊平、王亚超、刘晓丹

2022-y-11
景德镇市城镇污水管网情况调查

项目

保定金迪地下管线探测工

程有限公司

张海军、司殿臣、温昌泰、刘智远、彭新华、康艳霞、

朱家新、崔伟强、宋贺祥、曹敏瑶

2022-y-12
国家电投湛江徐闻海上风电场项

目 EPC 总承包Ⅱ标测量

中冀石化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陈国成、吴海锋、赵东东、周明、张可奇、付庆梅、

蒋丛丛、张欣欣、冯亚清、王岩



2022-y-13 河北省实景三维建设试点 河北省第三测绘院
李新法、相晓立、吴建菲、张欣欣、刘文凯、马莉莎、

吴秀丽、冉茶、韩闪闪、白卫特

2022-y-14

2020 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滏阳河邯郸市丛台区段补水河道

清理整治工程测量

邯郸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章清坡、王志国、范会平、靳晓贤、熊浩男、韩龙龙、

王艳卿、郭玄杰、赵占恒、闫 欢

2022-y-15
基于地理信息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平台

唐山达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郭银静、钟 亮、王志杰、李 昆、汪 东、邢 谨、

王亚利、王旭东、杜 海、杨 春

2022-y-16 数字文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河北省

地质测绘院

王晓东、朱秀杰、朱会保、玄力建、霍伟奇、姜楠、

徐淼华、刘玲玲、魏晨、鲁珊珊

2022-y-17
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第二标段)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河北省

地质测绘院

宋焕胜、孙雁、胡占红、徐燕、杜文智、厚儒东、张

燕、陈丽姝、仝月、刘梦晴

2022-y-18
绥德县地下综合管线普查及信息

系统建设

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

中色蓝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宁利立、张海瑞、孙莎莎、豆兰欣、穆 星、郭小祥、

张浩凯、韦宗鼓、郭亚宁、王春阳

2022-y-19

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一

期工程第三方监测项目 2505 标

段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侯冬松、冯海龙、韩 森、金 亮、郭 金、刘雨濛、

王 佳、杜 贺、康 凯、时 岩

2022-y-20
河北省第三次土地调查县级成果

预检（唐山、邯郸、沧州）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

刘德、蔡迪、王荫楠、董劲松、郝俊景、许肖斌、赵

祎白、陈阳、高翔、武劲光

2022-y-21
保定市重点铁路沿线监控补点建

设项目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地质勘查局五

一九大队)

刘利峰、高爱强、董伟峰、崔英良、田增彪、杨桄、

郭红志、许丽杰、陈建斌、刘涛

2022-y-22
兴隆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第一标段）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曹影、张朝辉、张军辉、王川、杨小丽、王红娟、刘

丹丹、郭猛、刘夏菁、代立文



2022-y-23
沽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第

一标段)
河北省第三测绘院

焦吉文、李伟、杨大东、贾幸雨、赵兴、曲静、武斌、

韩玉琳、任丽媛、卢艳荣

2022-y-24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园林局雨污水

管网深度排查项目（标三）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

张庆海、王铁军、梁继东、叶小康、杨武刚、廖俊、

崔英良、张云龙、赵晋睿、屈海燕

2022-y-25

容东片区 B1组团安置房及配套

设施项目“多测合一”测绘技术

服务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长科、杨静、张勇、董永振、赵炜明、周志刚、李

志红、原瑞红、张磊、刘顺宇

2022-y-26
博野县县域总体规划修编地形图

测绘项目

河北大地数字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马军帅、杨新倩、王屿烁、李冬、刘梦琪、李翠、郝

登朝、张菲菲、支亚潮、张亚敏

2022-y-27 海兴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赵辉、马艳军、王川、张军辉、贾镇帝、冯雪刚、罗

峰、李安慧、赵学君、陈广伟

2022-y-28
承德市双桥区 2022 年老旧小区

改造测绘项目

承德今图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刘旭德、杨文东、傅晓磊、朱明威、金德喜、常宝琪、

富佳丽、商微微、殷小伟、张丽

2022-y-29

盐城市区第Ⅲ防洪区水环境综合

治理（含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测

绘服务（包件二）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地质勘查局五

一九大队)

裴志、王超、李磊、于腾飞、张雷、吕永杰、宋子健、

胡文武、侯炳吉、贺涛

2022-y-30

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亚夫园区雨

污水管网测绘、CCTV 检测及混接

调查服务工程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

项云生、苑志刚、方必会、贾建庚、崔英良、王磊、

曹江涛、王合军、张占地、陈静娟

2022-y-31 深泽县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六地质大队（河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航空测

量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孙志鹏、石鑫、宋峰、李哲、冯会川、沈涛、韩亚彬、

田惠文、孟晓敏、马晓露

2022-y-32
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养殖用海调查

项目

河北秦地地质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任志刚、杨令刚、王冰、李睿智、王利锋、肖艳来、

贾宗宝、任聪、魏月秀、位杏瑶



2022-y-33
七里海潟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地

形测绘

秦皇岛华勘地质工程有限

公司

李赫、乔吉果、闫利祥、李瑞峰、赵岩、赵丰年、宋

英伦、宋增巡、薛阳、徐露

2022-y-34
2020 年度全省地面沉降监测二

等水准测量
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高明辉、吴广超、邢晓琳、赵永真、王立峰、李沃儒、

秦苏苏

2022-y-35 正定县第三次土地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六地质大队（河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航空测

量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高晓立、张旭飞、陈鹏绘、卢彪、聂利兵、李文华、

王哲、田裕、刘冰珂、张现印

2022-y-36

赤城县 2021 年度宅基地及集体

建设用地不动产数据入库发证项

目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六地质大队（河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航空测

量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聂庆微、王坤、陈利东、赵娜、敦少杰、高帅、郭浩

冉、刘京桐、万春娇、李明辉

2022-y-37
鹿泉区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项

目
河北省第三测绘院

张燕凯、马丙超、杜英波、孙建勋、卢入源、谷雅然、

林建立、李燕燕、王芬、李辛铭

2022-y-38
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阿

拉善某试验场区域工程测绘服务

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瑞红、杨振杰、郭玉虎、夏瑞敬、朱泽宇、郭海洋、

韩松、苟育红、张纲举、雷鸣

2022-y-39 盐山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沧州市地产开发服务中心
吴书帮、李志军、张建中、王彦智、王芳、马刚、

魏新、王亚洲、张景耀、刘砚慧

2022-y-40
衡水市桃城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项目
河北云图测绘有限公司

徐辉、李汝言、代海静、张平、张扬、高继光、陈文

芳、朱百峰、李潮祥、王润赫

铜奖：（65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2022-t-01
三河市精品高端优特产业园总体

规划编制
石家庄启明测绘有限公司

李永杰、杨云凤、刘一飞、唐中左、田毅、郭柯柯、

屈继华、张春生、李利辉、白红叶

2022-t-02
雄安新区安新县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项目
河北省地质工程勘查院

张鹏、李伟、侯树兵、王保群、陈济民、屈继锋、李

昌、侯青燕、曹璇、邓少辉

2022-t-03

宜兴埠 8A、8B 地块电力切改工

程施工邻近地铁 3号线轨道交通

保护服务项目

中佳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刘宏丽、支长城、魏雅然、侯吉鹰、李坦桦、张计文、

高慧、黄森森、刘晓、黄理森

2022-t-04 基地项目沉降观测（一标段）
中冀石化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陈国成、王健平、赵东东、胡清忠、付庆梅、朱松华、

师梦伟、赵悦杉、王艳、郭嫣妍

2022-t-05
邢汾高速公路办理不动产产权登

记服务项目

河北久瑞良测绘服务有限

公司

韩玉红、赵立伟、赵文芹、郎立云、张艳娜、刘建平、

胡潇、路玉英、韩军平、李萌

2022-t-06 邯郸临漳习文 110kV 送电工程
邯郸慧龙电力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张通彪、李雪兵、王治民、辛俊保、李舰、赵丕杰、

马天旭、胡昆、樊和平、陈刚

2022-t-07
高阳县地下管网 GIS 管理系统建

设项目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地质勘查局五

一九大队)

王铁军、高爱强、董伟峰、崔英良、田增彪、张丽、

孙晋生、杨桄、高斌、冯军

2022-t-08 数字城管主城区部件修补测项目
河北高翔地理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余学源、高子阅、高子阳、杨占良、陈冀宏、李辉、

张伟、许世栋、宋红宇、申洪芊

2022-t-09 广平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邯郸市恒达地理信息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王金荣、王慧、杨波、马双叶、李卫华、吴盼龙、孙

小涛、孙菁菁、王新宇、柴丽红

2022-t-10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项目

河北省区调地质勘查有限

公司

王霏、康璇、李聚敏、赵寿艳、赵中秋、王亚利、温

鹏、郭策、郭彬、刘胜杰

2022-t-11
涿鹿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存量登记数据整合汇交

河北数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赵晓辉、吴建彬、冯涛、王世杰、陈红军、李崇、曹

昶、温亚娜、王世娟、陈晓玉



项目

2022-t-12
数字承德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

集、更新项目（2020 年度）

河北翔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李铁军、于学广、方青春、李丽伟、于利剑、张楠、

赵敏、杨少强、孙凡、张玉红

2022-t-13 滦南县城区地下管网普查项目
保定金迪地下管线探测工

程有限公司

司殿臣、邓小军、孙建国、 姜晓聪、顾炳国、王素

英、陈云方、刘文倩、翟天娇、汤万清

2022-t-14
石家庄市 2021 年度耕地“非农

化”专项监测项目
石家庄市土地利用规划院

谢新梅、刘文兵、王宸续、刘育明、蒿雷雷、胡彦广、

童辛、李春雨、李斌、孙诚钤

2022-t-15
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维护及

更新
河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赵国军、尹志永、陈刚、崔世杰、刘伟、和会、王杰、

李光宇、郭兆昕、仝帅

2022-t-16
1：500 地形图测绘（含正射影像）

及数据综合分析项目
河北云图测绘有限公司

霍立杰、高继光、朱百峰、李潮祥、曹梦瑶、陈文芳、

王润赫、李博、叶世鹏

2022-t-17
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

会园博园竣工测量项目
邢台市勘察测绘院

霍拥军、孙秀伟、刘巍、王素伟、张军、张青伟、郭

瑞川、刘倩、崔娜、周泓宇

2022-t-18
保定市排水管网雨污混接调查检

测项目（一期）二标段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王勇、张彦涛、张丹、李春叶、来宏伟、崔明远、王

建兴、张文生、田跃安、张凤吉

2022-t-19
隆尧县（自行开垦）新增耕地项

目
河北金宏源测绘有限公司

张光飞、王伟伟、王培法、徐如霞、李静超、郎立云、

张晓婷、郭佳伟、王恒、赵力伟

2022-t-20 华电康保卧虎石 300MW 风电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宗峰、刘安涛、彭磊、张焕杰、马强、尹亚东、柴

春鹏、梁强、赵秋立、王贵田

2022-t-21
邯郸肥乡小漳堡 110kV 输变电工

程

邯郸慧龙电力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张通彪、李雪兵、王治民、辛俊保、樊和平、李舰、

赵丕杰、马天旭、郭岩、陈刚



2022-t-22

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度市城市区 1500 地形图

更新维护项目

秦皇岛市测绘大队
高杰、潘杰、张赛、解俊涛、张新月、刘昊、刘沛、

赵宇飞、詹经纬、钱娅林

2022-t-23 横琴新区给水管线探测项目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王勇、张彦涛、宋娟娟、刘思宇、何学斌、徐宏旭、

李岳、张鑫、张凤吉、吴东宇

2022-t-24
石河湾一区（4#地块）基坑监测

项目

秦皇岛华勘地质工程有限

公司

张冲、李赫、霍玉兵、李红旗、许特利 、邓生阳、闫

利祥、张宏达、费明石、孙群

2022-t-25
成安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棉花生

产保护区划定工作项目

河北鑫发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杨晓磊、杨浩、李晓雷、董洋洋、韩雪飞、李金鹏、

李纯豪、徐俊平、王亚超、刘晓丹

2022-t-26
廊坊市规划区地面沉降监测项目

（2020 年）
河北省地质测绘院

徐敏、李建军、贾明坤、王立兵、何苗、李云鹏、张

佳佳、李雪静、李瑞蕾、崔紫薇

2022-t-27

故城县国土资源局农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房地一体”村镇地籍确

权登记发证及数据库建设项目

(五标段)

石家庄启明测绘有限公司
李永杰、刘一飞、杨云凤、唐中左、李利辉、郭柯柯、

李晓彩、张凯浩、白红叶、崔世超

2022-t-28
邱县三网水网路网林网工程建设

项目测量

邯郸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朱文明、赵占恒、闫欢、郭玄杰、韩龙龙、靳晓贤、

王志国、梅雪雨、程彪、李勉

2022-t-29
邯郸河务局 2020 年中央直属水

利工程确权划界项目

河北博翔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张静、张剑威、翟延龙、王 航、付江肖、魏 媛、

王同强、袁超超、张瑞维、郭灵敏

2022-t-30
秦皇岛发展荒山光伏发电选址项

目

秦皇岛泽祥测绘服务有限

公司

刘从民、张作安、李春生、何振积、孟宪双、关鉴、

刘焱、宣凯强、李常伟、王爽

2022-t-31
保定宝硕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测量工程
保定房屋测绘队

张鹏、李静、刘鹏、李建新、陈英、李延鹏、吴亚楠、

司宪征、王峥、高青



2022-t-32
邢台县村庄 1：1000 地形图测制

项目

河北久瑞良测绘服务有限

公司

刘建敏、房国瑞、王振芳、路玉英、王丽霞、胡潇、

师金鹏、韩军平、刘洪志、刘建平

2022-t-33
秦皇岛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

目（A包）

河北省区调地质勘查有限

公司

王明娇、张大为、郭丽娜、钱秋蒙、倪志宗、付云强、

张琳、马林华、时雅鹏、蔡迪

2022-t-34
平泉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城

镇部分）项目

河北华勘资环勘测有限公

司

张勇、庄明山、张晓刚、邱亚然、毛兴、张艳锋、罗

玉凤、王欣鸣、刘海生、刘芊妤

2022-t-35 东光县工业用地综合调查项目
河北金达地理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范建华、赵惠鑫、孟德波、张家明、万亚军、刘洪柱、

吴庆军、徐龙、龚悦、张健

2022-t-36
银川市城市排水管网摸查与修复

工程（一期-管网检测）四标段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九大

队

张云龙、王磊、李磊、贺涛、赵晋睿、隋宏岩、王合

军、刘旭、白银光、崔琦

2022-t-37
2021 年度邢台市“万元钱”新增

面积高分卫星遥感监测验收项目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

质队

高鹏远、张一哲、徐斌、李徐亮、李晓雪、刘伟、司

雷、赵萌、智子薇、薛丙欣

2022-t-38
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地形图测

量项目（临泊线北段、临吴线）

河北吉远通用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

刘江涛、杨晨、王文雅、邵亚宁、肖丽丽、刘俊斐、

孙晔冉、张攀、郜云飞、杨远波

2022-t-39
邯郸市丛台区锦河湾房产测绘项

目
邯郸市房地产测绘队

薛冰原、张帆、刘俊杰、焦子宾、郭文军、谢轩、刘

颖华、张一舟、刘晓路、王少伟

2022-t-40 磁县溢泉湖景区地形测绘项目
河北鑫发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杨晓磊、杨浩、李晓雷、董洋洋、韩雪飞、李金鹏、

李纯豪、张文涛、王亚超、徐俊平

2022-t-41
沙河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

河北山维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张元芳、樊娟萍、彭广增、崔永纲、王凯博、张利娜、

靳子天、商江伟、崔东东

2022-t-42
数字宽城城区 90平方公里地形

图数据更新项目项目

河北华勘资环勘测有限公

司

芦斌、谢超、付旭阳、张志辉、刘海生、邓朝文、何

春媚、修美静、张晓刚、邱亚然



2022-t-43
山海关区 3条护城河穿越铁路涵

洞检测项目

秦皇岛华勘地质工程有限

公司

李赫、赵思雨、宫贯乾、宋英伦、闫利祥、费明石、

宋青盛、刘晨康、郑天洋、韩士玉

2022-t-44 2021 年全省测量标志巡查维护
河北省基础测绘设施技术

保障中心
李军华、杨玉静、刘珊、周杰、赵斌

2022-t-45
延安市工程地质钻探与三维模型

建设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九大

队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

责任公司）

任磊、孙萍萍、李春波、王晓勇、田增彪、于蒙、薛

强、赵强、李福庆、高卓亚

2022-t-46 徐水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项目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地质勘查局五

一九大队)

裴志、薛子璞、郭兴平、于腾飞、徐玉娟、王超、张

雷、胡文武、吕永杰、贺涛

2022-t-47 背牛顶及乱刀峪地形图测绘项目
中冶一局（河北）地质科技

有限公司

王行之、李茂智、马驷骏、孙群、朱文未、李金柱、

王静、王宁、陈超、马振海

2022-t-48 唐山市中心区历史建筑测绘建档
河北海润工程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

董飞飞、王阳平、樊海霞、杨飞、郭小宝、李新慧、

孙凯、郭帅男、曹昶、李崇

2022-t-49
锦州港航道改扩建工程水深测量

项目材料

秦皇岛华勘地质工程有限

公司

张冲、李赫、乔吉果、宋英伦、董雁南、闫利祥、徐

红蕾、郝文刚、秦琨、张大璐

2022-t-50

济南市排水服务中心城区排水管

（渠）清淤检查与功能修复项目

（2包）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王勇、张彦涛、赖冬、侯鑫虎、崔明远、罗冬雨、李

岳、张鑫、张凤吉、吴东宇

2022-t-51

皖能新能源宣城九连山风电场项

目地形图测绘及岩土工程勘察项

目

河北天海测绘服务有限公

司

郝春海、刘焕山、王磊、龙德万、郝春柳、郝铁栓、

肖秀卯、郝春华、杨涛、田乐



2022-t-52
邢衡高速公路邢台段不动产产权

登记（信都区（邢台县））
河北金宏源测绘有限公司

张光飞、韩玉红、王培法、赵艳红、赵文芹、孔令壮、

霍风龙、李静超、冯雪峰、孔令杠

2022-t-53 涿州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项目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地质勘查局五

一九大队)

裴志、薛子璞、郭兴平、胡文武、王超、张雷、于腾

飞、吕永杰、贺涛、徐玉娟

2022-t-54
泊头经济开发区地下管线普查项

目

河北数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王世杰、吴建彬、王世娟、赵晓辉、陈红军、冯涛、

武红雷、温亚娜、曹昶、李崇

2022-t-55 唐山市养殖用海调查项目
河北同泰测绘服务有限公

司

刘博、录岳飞、彭首玉、付燕、吴霄、王浩、苏鹏、

张春毅、孙亮、高晨阳

2022-t-56
高阳县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及数

据库建设
河北省地质工程勘查院

李浩亮、刘江、秦雅君、李琳、张腾、张梦杰、段晓

莲、陈济民、张改勋、史金娜

2022-t-57 邯郸市永年区城区道路面积测量 河北国宇测绘有限公司
王国飞、武建新、宋永娜、李静、李艳阳、贡雪坤、

黄文华、赵磊、刘通

2022-t-58 宁晋县储备补充耕地核查项目
河北久瑞良测绘服务有限

公司

房国瑞、路玉英、王丽霞、王振芳、胡潇、师金鹏、

韩军平、曹文哲、刘建平、刘洪志

2022-t-59
平乡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充

调查项目

河北久瑞良测绘服务有限

公司

房国瑞、张艳娜、曹文哲、胡潇、师金鹏、韩军平、

刘建平、罗岚、路玉英、王丽霞

2022-t-60 唐山市海岸线修测工作
河北同泰测绘服务有限公

司

刘博、刘江涛、付燕、吴霄、彭首玉、录岳飞、孙亮、

高晨阳、张瑞华、田奇

2022-t-61
景县中央财富城棚户区改造工程

竣工测绘
衡水精量测绘有限公司

彭燕、景文强、杨中志、褚升学、董庆雷、李恒然、

徐素超、徐彬、王强、封东升

2022-t-62
复兴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项目

河北博翔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房延伟、张剑威、谢利敏、孙其鹏、王 航、武志龙、

苌 萌、梁 晶、汲 振、尚茹强



2022-t-63
晋州市滹沱河沿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地形图测绘
河北国宇测绘有限公司

武建新、王国飞、宋永娜、李静、李艳阳、贡雪坤、

黄文华、赵磊、刘通

2022-t-64 丰宁石人沟区域污水治理项目
承德今图地理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杨文东、朱明威、张丽、张伟、陈红、刘维东、张楠、

刘冀、赵婷婷、杨舟

2022-t-65 航头镇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二期）
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李仁东、付明亮、卢琴、付金路、王军、孟康、王宇

权、许鑫鑫、曾艳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