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湘地信协发【2022】8 号

关于举办 2022 年度湖南省测绘成果质量

检验培训班的预报名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测绘资质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精神，进一步提高测绘成果质量检

验人员质量意识和技术水平，保障测绘成果质量，满足测

绘资质单位质量管理需求，助力全省测绘地理信息高质量

发展，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协会拟举办“2022 年

度湖南省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培训班”。现将预报名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协办单位：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质量工作委员会

二、培训时间

6 月中、下旬

三、培训内容

培训课程内容见附件 1。

四、培训对象

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质量管理、检验等相关技术人

员。



五、相关费用

（一）1000 元/人，时间两天半（含场地费、授课费、

教材费、资料费等）。

（二）食宿统一安排。住宿协议价为 349 元/间/晚，费

用自理，自行与酒店结算。

（三）已缴纳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1 年会费的会员

单位可享受一个免费培训名额（已缴费单位名单见附件

2），超过的报名人数费用自理。

六、费用收取方式

此次培训费由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统一收取，请

在 6 月 2 日 17:30 前将此次培训费用付款到以下账号：

开户名：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账号：1806 1901 0400 1364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区支行

七、发票说明

（一）在培训完成之后统一开具电子普通发票。

（二）开票以实际到账为准。

八、其他事项

（一）此次培训班学员根据缴费先后顺序确定培训班

次。

（二）培训结束，经考试合格者颁发湖南省测绘成果

质量检验培训证书，计继续教育 20 学时。

（三）确定培训时间、地点后，另行印发培训通知。

（四）请参培人员填写回执表（见附件 3），文件名以

“某某单位质量检验培训回执”命名，于 6 月 2 日 17:30 前

报送至协会秘书处。

邮箱：3557767575@qq.com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彭海燕 13469056069 （报名咨询）

徐雨豪 18974849993 （发票咨询）



附件

1、培训课程表

2、已缴纳 2021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名单

3、2022 年度湖南省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培训班回执表

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附件１

培训课程表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第一天上午 9:00-12:00
测绘技术设计

及技术总结编写要求

伍百发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第一天下午 14:30-17:30 房产测量成果质检
肖淑红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第二天上午 9:00-12:00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两级检查
陈炯炯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第二天下午 14:30-17:30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检验

及监督检查

陈吴敏

（湖南省测绘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第三天上午 9:00-10:30 结业考试



附件２

已缴纳 2021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1 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

2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3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4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5 湖南省地质测绘院

6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7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8 长沙市中智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

11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2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管委会

13 株洲中天高科技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14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15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16 湖南地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7 湖南省测绘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18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9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20 湖北金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22 湖南科创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3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4 湖南盛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5 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有限公司

26 湖南省勘察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27 长沙市海图科技有限公司

28 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9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1 常德市国土资源规划测绘院

32 湖南省资源规划勘测院有限责任公司

33 湖南核工业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4 创辉达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5 衡阳市规划设计院

36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37 益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39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

40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0 九队

41 张家界市测绘院

42 湘潭市国土资源测绘院

43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4 湖南远景经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5 湖南天源国土资源勘查有限公司

46 衡阳市大雁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47 湖南省水工环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48 邵阳市测绘服务中心

49 郴州市自然资源测绘队

50 湖南山和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51 郴州市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3 岳阳市测绘院

54 湖南赤鑫勘测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5 核工业岳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6 湖南中纬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57 湖南中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59 湘潭市勘测设计院

60 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61 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62 湖南省湘西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63 新宁县国土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64 湖南省新希望城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5 长沙市鸿林测绘有限公司

66 湖南宏图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67 岳阳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8 长沙安平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69 桃源县空间规划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70 衡阳市宏图测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1 湖南天绘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72 长沙永信土地规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73 湖南楚林地理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74 湖南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75 湖南华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76 湖南畅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7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78 湖南地科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79 湖南宏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0 湖南瑞信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81 娄底市金伟勘测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82 湖南万维测绘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83 祁阳市勘察测绘院

84 岳阳市规划勘测设计院

85 湖南省湘南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86 中方县国土测量队

87 长沙群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88 湖南虹康规划勘测咨询有限公司

89 长沙力智数字房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90 湖南数据云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 湖南中科星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2 湖南天湘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3 湖南宏烨遥感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94 湖南中测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95 湖南地厘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96 上海井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7 新邵县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98 洪江区国土测绘队

99 湖南广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 湖南欣恒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1 湖南湘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02 湖南峰峦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103 广州全成多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104 湖南宏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5 平江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106 土流集团有限公司

107 湖南德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108 新田县城乡规划设计院

109 湖南省湘诚现代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10 宁乡金土地国土资源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111 湖南韬略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2 湖南优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3 湖南新大陆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114 湖南创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5 湖南多德土地测绘规划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16 长沙测绘有限公司

117 湖南天信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3

2022 年度湖南省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培训班回执表(免章)

单位名称（全称）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制证用）
联系电话

是否住宿

（单/双）

开票信息

接收发票手机号或邮箱 收件人及联系电话（寄证件用）

收件地址（寄证件用）

注意:因报名人数众多,为便于登记信息和后续发证、开票,请大家认真填写本回执表,单位须填写全称，提交回执

格式为 WORD 电子档，不接受图片报名信息，并于 6 月 2 日 17:30 前发送至邮箱 355776757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