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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解析





关于“降”——降低准入门槛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降低准入门槛体现在哪里：
   ●从业务类别上看——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专业增设乙级资质，门槛大幅

降低。100人→15人

   ●从人员要求上看——降低专业技术人员要求，原来设置三个和四个等

级的专业甲级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从60人下降为40人。

   ●从技术装备要求上看——采取“种类+合计”的方式，只对申请单位从

事各专业类别基本的常规装备提出考核要求。

   ●从业绩要求上看——在地图编制专业资质中，未对甲级单位单独从技

术能力和生产业绩上提出具体要求。近2年完成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600万元，

原来是1600万元。

请输入内容



关于“减”——减少申报材料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减少申报材料体现在哪里：
●  取消了对注册测绘师、办公场所条件、无人机操控技术人员、地图安全

审校人员等申请材料的要求。但并不是说，这些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用了，其

依然是开展相关工作所必需的条件。

   请输入内容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关于“放”——放宽作业限制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放宽作业限制体现在哪里：
●  从作用难度上划分——大地测量、海洋测绘专业基本延续原所有各子项

乙级作业限额要求。

●  从区域面积上划分——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工程三个专业均出现较大调整。不得承揽两个及以上省级行政区域范围的项

目（线状项目除外，比如公路测量等）。   请输入内容



关于“放”——放宽作业限制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放宽作业限制体现在哪里：
●  其他——1、工程测量专业中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测绘不受范围限制，参

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除国家建设重点工程以外的项目的规划测量没有

面积限制。2、界线与不动产测绘专业中可以从事日常地籍调查和省级、市

级总地籍调查项目。3、地图编制专业中不得从事世界和全国政区地图、超

出省级行政区域范围的教学地图编制。 请输入内容



关于“强”——强化安全管理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强化安全管理体现在哪里：
●  依据《测绘法》和安全、质量、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测绘行业实际，从机构人员、制度建设、设施设备等方面，以列表形式进一

步细化申请单位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测绘成

果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建设等考核要求，发挥资质管理的源头管控作用，切实

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测绘质量安全。请输入内容



关于“严”——严格事前审批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严格事前审批体现在哪里：
—— 彻底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审查模式，从材料的真实性出发，借助新

的、智能化的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严格审查各单位依法提交的资质申请

材料。

——测绘资质管理系统重点审查大家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初次审查是否满足

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的相关要求，并给予相应的提示。

——测绘行业管理相关人员重点审查大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依托各种共享

信息系统的查重工程，判别是否合乎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的要求、提交材料

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或要求单位提交相应的说明

材料。



     
    新标准比较核心的内容

          



通通用考核要求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
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
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基本
要求

 
 
 
 
 
 
 

1.设立测绘地理信息安全
保密工作机构。

 安全保密工作机构由单位主管领导及有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负责组织协调单位的安全
保密工作。（提交：机构组建文件<涵盖承担工作职责和内容>)

2.从事涉密测绘业务的人员应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签订
保密责任书，接受保密教育。

保密责任书内容应包括：遵守保密法以及相关保密规定；旅行保密职责；工作中严格按照
保密标准、程序及规范办事；自觉接受保密教育和保密监督等。
保密教育培训：每年对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安全保密知识（如保密法律法规、保密标准、本
单位保密制度和专业知识等）培训。
（提交：1.从事涉密测绘业务并签署保密责任书的人员清单<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
工作岗位、责任书签署日期>；2.近三年内（或培训证书仍在有限期内）接受过省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或者其它单位及部门组织的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政策等专题培训的人员清
单<包括：姓名、工作岗位、培训机构和时间>)

3.建立健全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管
理制度。明确涉密人员管理、保
密要害部门部位管理、涉密设备
与介质管理、涉密测绘成果全流
程保密、保密自查等要求。

安全保密责任制度：建立相应的安全保密责任制度，明确每个工作人员应承担的责任和义
务。
安全保密工作制度：在涉密信息产生至销毁的全过程中，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明确
机构与人员，落实分工，以及全过程防护管理措施。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保密要害部门指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产生、传递、使用和管理涉密信
息的内设机构；保密要害部位是指制作、存储、保管涉密信息及其载体的专门场所。
保密自查：对人员进行审查，对涉密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评估。
（提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文件）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基本
要求

 
 
 
 
 
 
 

4.明确涉密测绘数据使用审批流
程和责任人，未经批准，涉密测
绘成果不得带离保密要害部门部
位。

 涉密测绘数据须在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内处理和储存。
（提交：1.单位内部涉密测绘成果使用流程规章制度；2.明确责任人及岗位等文件材料；   
3.涉密测绘成果提供使用台账）

5.涉密存储介质专人管理，建立
台账；涉密设备与存储介质应粘
贴密级标识；涉密计算机、涉密
存储介质不得接入互联网或其他
公共信息网络；涉密网络与互联
网或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间实行
物理隔离；涉密计算机外接端口
封闭管理。

涉密设备与存储介质台账信息需包括：使用人、责任人、分类以及所在的位置，同时也可
记录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厂家及型号、IP、MAC地址、所在交换机端口、硬盘序列号、
安装软件、操作系统、系统安装时间、密级及用途等信息。
移动存储介质台账信息需包括: 使用人、责任人、分类以及所在的位置，同时也可记录序
列号、厂家及型号、容量及密级等
密级标识包括：主要为涉密属性和主要用途，也可对所属信息系统、责任人、设备型号及
其它信息进行标识。
涉密计算机外接端口封闭管理指：使用软件对未被使用的串口、并口、网口以及USB接口
等进行功能禁用，同时对禁用端口粘贴易碎签。
（提交：1.涉密设备及照片清单<包括：名称、密级、数量、场所>；2.采用地理信息安全
防控技术的相关材料；3.涉密网络及环境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测评材料<非必要项>)

6.建立健全涉密测绘外业安全保
密管理制度，落实监管人员和保
密责任，外业所用涉密计算机纳
入涉密单机进行管理。

涉密单机指：不与其他计算机或网络相连接，单独存储、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
（提交：1.涉密测绘外业安全保密管理制度；2.外业人员及设备清单<包括：外业从业人
员名单、工作岗位，外业设备名称、密级、数量>)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基本
要求

 
 
 
 
 
 
 

7.对属于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
获取、持有、提供、利用情况进
行登记并长期保存，实行可追溯
管理。

 涉密测绘成果需实行全流程安全保密管理，关键节点应保留相关记录以满足保密检查要
求。
（提交：数据记录<包括：获取、持有、提供、利用、销毁等全闭环>)

8.从事测绘活动，应当遵守保密
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测绘活动应在国家保密法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开展。
（提交：是否发生发生过失泄密情况，是否有因过失泄密隐患问题被公安、保密、安全、
网安等部门处理情况等。如有，需提供后续整改情况材料。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导航
电子
地图
制作
补充
要求

 
 
 
 
 
 
 

1.涉密网络应配备系统管
理员、安全保密管理员和
安全审计员。

 俗称涉密网络 “三员” ，安全审计员与系统管理员、安全保密管理员不能是同一个人。
（提交：人员清单<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岗位>）

2.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应当
确定安全控制区域，采取
电子监控、防盗报警等必
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涉密测绘数据制作应在与非涉密办公场所隔离的保密要害部门、部位内进行，并配置监控报警等物
理防护措施。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禁用具有无线网络功能、蓝牙、红外线等功能的五险传输设备，如无线鼠标，
无线键盘、WiFi路由器等>)
（提交：部门部位及照片清单<包括：名称、密级、防范措施>)

3.配置符合要求的安全保
密专用产品，包括身份鉴
别、访问控制、安全审计、
保密技术防护（三合一）、
漏洞扫描、计算机病毒查
杀、边界安全防护和数据
库安全等产品。

三合一产品是指U盘单向导入装置、专用涉密U盘和涉密计算机防非法外联的组合产品。
相关产品选型可参见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网站。
（提交：采用的地理信息安全防控技术及产品清单<包括：产品名称、型号、数量、用途及产品保
密测评证书编号>)

4.软件开发不得在保密要
害部门部位内进行。

开发、测试涉密业务软件所使用的网络环境和设备应与涉密信息系统实际运行环境、设备物理分离。
（提交：情况说明）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导航
电子
地图
制作
补充
要求

 
 
 
 
 
 
 

5.未经单位安全保密工作机
构批准，单位内部涉密测绘
成果不得采用移动存储介质
进行交换，应基于涉密网络
操作，并进行审计。

 单位内部基于涉密网络进行数据交换并进行实时监控审计。
（提交：规章制度及批准或审计情况）

6.涉密测绘成果对外提供应
配置专人专机。专机需安装
安全审计软件，进行实时审
计。

涉密数据提供应指定专人在已安装安全审计软件的专用涉密终端上进行，并记录相关纸质信息， 
指定专人（与数据提供人员不是同一人）定期核对纸质信息与安全审计软件记录信息的符合性。
安全设计软件产品选型可参见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网站，网址如下：
http://www.nsstec.org.cn/
(提交：清单<包括：专人姓名、专机名称、数量、审计软件安装情况>)

.7.配置红黑电源。

涉密设备应配置安全保密专用插座，不与非涉密设备混用，防止因电磁泄漏导致的泄密。
产品选型可参见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网站，网址如下：
http://www.nsstec.org.cn/
(提交：电源清单<包括:数量、用途>)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一、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互联
网地
图服
务补
充要
求 
 
 
 
 

存放地图数据的服务器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提交：相应设备存放地方<包括IP地址>情况。如使用云服务，相关云服务提供单位应符
合国家基础设施要求）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和管理制度要求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二、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机构
人员 

 
 
 
 
 
 

1、设立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

 《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测绘单位按照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要求，建立
健全覆盖本单位测绘地理信息业务范围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质量管理行为，确保质量管
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一般情况下，甲级测绘单位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应当独立设置。
（提交：设立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文件）

2、明确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的主
管领导、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的
负责人。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负
责人应当具备中级及以上测绘专
业技术职称。

技术和质量管理机构负责人是管理体系中的关键岗位，其职责和权限应包括贯彻实施本单
位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组织编制、审核签发有关的质量文件；处理生产过程中的重大
质量问题和质量争议；处理成果使用中的质量投诉。
（提交：1、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主管领导、技术和质量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文件；2、技术
和质量机构负责人的专业技术职称）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二、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机构
人员 

 
 
 
 

管理
制度

 

3.配备与业务相适应的质检人员。
质检人员应当是测绘专业技术人
员。

 质量检查人员应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测绘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以文件的形式确定并做
到持证上岗。质量检查人员对其所检查的成果质量负责。
（提交：任命质检人员的正式文件；质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文件）

4、建立健全技术管理制度，明确
技术设计、技术处理和技术总结
等要求。其中简单、日常性的测
绘项目可以制定《作业指导书》。

测绘单位应建立健全测绘技术管理制度，对测绘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测绘项目应当坚持
先设计后生产，严禁边设计边生产、没有设计进行生产。技术设计管理制度应保证测绘标
准、规范的现行有效和严格执行。应根据单位测绘业务情况履行技术设计文件的审批程序。
（提交：技术管理制度文件）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二、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管理
制度 

 
 
 
 
 
 

5.建立健全质量检查管理制度，
明确过程检查、最终检查、质量
评定、检查记录和检查报告等要
求。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实行“两级检查”制度。作业部门负责过程检查，测绘单位负责最终
检查，过程成果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后方可转入下一工序。必要时，可在关键工序、难点
工序设置检查点，或开展首件成果检验。应根据GB/T 24356 、GB/T 18316等有关标准的
要求明确各级检查的依据、程序、内容、比例、记录格式、评定标准等。
（提交：质量检查管理制度文件）

6.建立健全人员培训与岗位管理
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岗前培训
考核、继续教育等要求。

（提交：人员培训与岗位管理制度文件）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二、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管理
制度 

 
 
 
 
 
 

7.建立健全测绘仪器设备检定、
校准管理制度，明确测绘仪器设
备的检定、校准、日常管理等要
求。

 用于基础测绘项目和规模化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软件，应得到项目
委托方的同意或通过合法机构或主管部门组织的检验、测试或鉴定。
测绘单位应确保所采购的仪器、设备、软件、配件、材料等符合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与环
保的要求。
（提交：测绘设备检定、校准管理制度文件）

其他 测绘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提交：情况说明）

           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求



三、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求

机构
人员 

 
 
 
 
 
 

1、设立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
机构。

 设立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机构（或管理岗位），机构由单位领导及有关人员共同组
成，负责本单位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的制度建设及日常管理工作。
（提交：有关文件或制度文件<其中应明确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机构>)

2、明确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
工作的主管领导、工作人员及岗
位职责。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负责人原则上要求具备中级以上测绘专业技术职称。
（提交：有关文件或制度文件<其中应明确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工作的主管领导、工
作人员及岗位职责>)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
求



三、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求

管理
制度 

 
 
 
 
 
 

3.建立健全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
管理制度，明确测绘成果接收、
整理、保管、使用、销毁以及建
立台账等管理要求。

 管理制度应覆盖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全过程，包括测绘成果和资料的接收、整理、
保管、使用、汇交（归档）、销毁等。
（提交：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文件<其中应明确测绘成果接收、整理、保管、使
用、销毁等各环节以及建立台账的具体要求>)

4.建立健全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
信息化管理的安全保护制度。

（提交：有关制度文件<其中应明确存储测绘成果资料数据的计算机、网络和各类存储介
质的安全防护要求>)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
求



三、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求

设施
设备 

 
 
 
 
 
 

5.有专门的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
库房，具备防盗、防火、防潮、
防光、防尘、防磁、防有害生物
和污染等安全措施。

 设置独立的成果资料库房，不同种类成果资料分类存放。库房技术要求可参考国家档案
库房有关要求。涉密成果资料库房须满足相关保密管理要求。
（提交：1.关于库房和采取安全措施的说明材料；2.库房照片<应能够反映所采取安全措
施.>)

6.配有与业务相适应的测绘成果
和资料档案专用柜架、专用数据
存储设备。

根据不同种类、不同介质成果资料特点配备专用柜架，满足不同种类成果资料存放要求。
涉密成果资料存放须满足相关保密管理要求。
（提交：1.柜架和数据存储设备情况的说明材料；2.柜架、数据存储设备的照片）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要
求

其他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提交：情况说明）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1、关于测绘业绩
●  取得相应专业类别乙级测绘资质满2年，导航电子地图制作和互联网地

图服务资质可以直接申请甲级。

●  所申请的每个专业类别近2年完成测绘服务总值不少于600万元。区别过

去不分专业类别，只要近2年测绘服务总值达到1600万元，就能达到申请每

个专业类别的业绩考核要求。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1、关于测绘业绩
● 申请每个专业类别资质，需要完成该专业领域至少一个金额不低于50万

元的测绘项目。长期从事分包任务的单位，想要完成升级目标会有较大难度。

行业单位需要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才能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输入内容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1、关于测绘业绩
● 测绘单位转制或分立的，申请原资质等级和专业类别不受甲级测绘业绩

要求限制。

——甲级测绘单位转制或分立，不受业绩满2年的时间限制，但仍需要按照

测绘资质管理办法要求，向相应的审批机关重新申请测绘资质。

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2、关于测绘专业技术人员
●  突出了本项政策的专业性，重点考核测绘专业技术人员。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一块要求是提高了。比如，申请工程测量专业丁级资质，过去要求

1人具有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中级职称，现在要求2人具有测绘专业技术中级

职称、2人具有测绘专业技术初级职称。输入内容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3、关于“老人老办法”

●  对在本标准实施前测绘单位已有的用于申请测绘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不离开本单位的前提下，实行“老人老办法”，原有专业和职称等级继续

有效。——不再以“学历+工作年限”认定专业技术人员。输入内容



其他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请输入合适的内容
3、关于“退休人员”

●  过去：年龄超过65周岁的人员和兼职人员，不得计入专业技术人员的数

量，——对于退休年龄的要求过于宽泛

● 新的：用于申请甲、乙级测绘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的专业技术

人员分别不得超过2人、1人。输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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