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全国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获奖候选项目 

金   奖 

证书号 地图名称 出版单位 编制单位 申报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 

2018-02-01-01 
《北京市第一次地理国情

普查图集》 
内部用图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   北京市测绘设计

研究院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杨伯钢,黄斯曼,李节严,王  红,韩西莹,

刘博文,秦  雨,张延敏,姜坤丽,刘清丽,

黄迎春,王  淼,余永欣,盖  乐,王  攀, 

2018-02-01-02 《珠海·澳门地图集》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地图绘制暨地

籍局、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广东省地图院 

广东省地图院 
练  栩,何忠莲,吴雪涛,邹战文,李承纲, 

邵瑞萍,欧小娥,黄健谦,高  峰,钟智珊 , 

2018-02-0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覆被

地图集 （1：1 000 000）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

司 

中国地图出版社 

吴炳方,钱金凯,曾  源,祁彩梅,宋  杨, 

王元楣,张  磊,颜长珍,王宗明,李爱农 

马荣华,于信芳,黄进良,包安明,陈劲松, 

2018-02-01-04 漫游崂山 AR 纸智图 中国地图出版社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张志华,丁鹏辉,张九宴,李  伟,李颜伶,

刘祥明,王  玮,高珊珊,王晓庆,滕芸芳,

张佳佳,李  丹,翟双全,石乔琳,闫  超, 

2018-02-01-05 《安徽省地图集》（2015） 中国地图出版社 安徽省第四测绘院 安徽省第四测绘院 

李贤虎,汪跃平,方  剑,许晓岩,刘  策,

吴国华,丁  慧,袁  勇,程伟继,陈月波,

侯  卫,方配松,张  晗,朱传跃,沈晓梅, 

2018-02-01-06 
北极东北航道 1:100 万航

海图 
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崔洪生,吴佳鑫,张志玮,杨永平,钱  多,

苏  萍,李春光,梁晓燕,刘  磊,李遵强,

王焱良,兰莉莎,张  昆,陈  阳,许  安, 

银   奖 

2018-02-02-01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气候

图集(1981-2010) 
科学出版社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

所 华东师范大学地图研

究所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

印有限公司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

有限公司 

雷小途,应  明,唐  曦,余  晖,孙斐然,

鲁小琴,赵兵科,顾建峰,高晓梅,黄余明,

彭胜潮,张理学,潘来坤,张雪娇, 

2018-02-02-02 
安徽省矿产资源与地质环

境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安徽省地质测绘技术院 

安徽省地质测绘技术

院 

方国武,许权辉,陈兴仁,杨  强,储修林,

胡静娟,郭  平,孟祥林,费玲玲,黄本柱,

孟献真,李  冬,裘  琳,安永梅,邓  良, 

2018-02-02-03 湖北省历代地图成果概览 湖南地图出版社 湖北省地图院 湖北省地图院 

徐丽坤,廖作民,徐汉卿,蒋共和,张海静,

郭有红,刘娟娟,舒亚敏,陈慧萍,陈重远,

张寒梅,廖小韵,耿  晴,刘  杰,银  波, 

2018-02-02-04 
山西省地理国情普查地图

集 
山西省综合地理信息中心 山西省综合地理信息中心 

山西省综合地理信息

中心 

卫  东,于  颂,蒋彤纳,封  宇,谢  强,

张  楠,曲惠琴,陈文彤,张丽欣,任金霞,

赵亚男,王  全,郭瑞芳,胡瑞青,贾少元, 

2018-02-02-05 
山东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

情普查图集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山东省地图院、山东省地

图出版社 
山东省地图院 

张玉良,丁新华,王玉琴,梁吟君,黎  丽,

杨  增,王泽敏,李炳星,李月霞,尚  良,

崔海华,王勇勇,苑  博,宫立成,李龙凯, 

2018-02-02-06 
黑龙江省第一次地理国情

普查成果地图集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梁安宝,周振发,白国民,赵大龙,孙冠国,

陈永晶,王希科,叶  方,宋程程,白丽华,

贾耘波,刘  爽,梁中杰, 

2018-02-02-07  “海洋强国”系列专题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

中心天津海事测绘中心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

保障中心天津海事测

绘中心 

白亭颖,王  昭,冯立新,董  江,石金榜,

杨  龙,黄东武,王守国,汪连贺,奉定平,

王荣林,张  岳,李  辉,任晓东,邬凌智, 

2018-02-02-08 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芦仲进,李  鑫,邰向荣,曹  艺,周之翠,

李  锐,都  斌,隆鸿昊,晋淑兰,杜秀荣,

王洪波,王  阳,史俊国, 

2018-02-02-09 
湖南省地理国情普查地图

集 
内部用图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周星耀,陈葵庄,汤竞煌,覃  涛,李  辉,

刘仁峰,刘正敏,吴泽权,张  宏,杨柳洋,

方  华,郑仕喜, 



2018-02-02-10 
城市图典——2018 地图日

历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陈  平,卜庆华,陈  宇,方  芳,王  新,

姚维娜,余  凡,王  毅,于至堂,程新蕾, 

2018-02-02-11 中国湿地资源电子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

公约履约办公室、国家林

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

京锐宇博图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

设计院、北京锐宇博图

科技有限公司 

唐小平,王志臣,张阳武,赵  春,周天元,

祁彩梅,杜  爽,孔  颖,邵  炜,梁兵宽,

刘  洋,邱胜荣,李汉臣,尹文超,马双丽, 

2018-02-02-12 
AR 奇遇地球仪（王子版） 

AR 奇遇地球仪（公主版） 
成都地图出版社 成都地图出版社 成都地图出版社 鄢来勇,程海港,唐  艳, 

2018-02-02-13 
中国城市地图集系列——

《南京城市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舆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舆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李  勇,刘  颖,张  涛,芦仲进,施一军,

尹朝阳,邰向荣,黄  宁,董润华,陈荣山,

任万鑫,黄金浪,陆  川,朱诗纯,李佳佳, 

2018-02-02-14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

系列地图产品 
内部用图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

院 

邵  飞,周  宁,杨顺坡,李莉君,李  姣,

于良浩,陈  茜,刘  开,许卫荣,仲伟政,

赵相利,杨健敏,牛晓杰,曲海涛,陈  甫, 

2018-02-02-15 福州市域电子地图 
福州市“数字福州”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 
福州市勘测院 福州市勘测院 

吴  建,方林彬,郑航霞,刘靖球,肖  潇,

李  莉,陶德明,莫国明,洪明格,黄丽娟,

陈艳艳,林立盈,宋莎莎,曾伟东,牛瑞芳, 

2018-02-02-16 
2014-2015 年 30 米格陵兰

遥感影像图 
黑龙江地图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格陵兰

自然资源研究所 

程  晓,陈卓奇,惠凤鸣,Karl Zinglersen,

王凯加,田  颖,张宝钢,刘  岩,章  影,

李香兰,王  坤,胡  越, 

2018-02-02-17 

《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政区沿革 城市变迁 政治

军事》 

西安地图出版社 
重庆市勘测院（重庆市地

图编制中心） 

重庆市勘测院（重庆市

地图编制中心） 

 张  远,陈翰新,熊  明,郑运松,向泽君, 

 颜  宇,刘  军,白轶多,张明心,张  婕, 

陈尔东昊,李  哲,侯素芳,肖城龙,和世开, 

2018-02-02-18 
《秦皇岛市地图》（系列地

图） 
湖南地图出版社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 

高自强,王文栋,张玉华,赵文阁,王洪峰,

郭中社,贾乃娟,胡占红,李  慧,宋焕胜,

徐  燕,张大为,魏华,孟海珍,苏立娟, 

2018-02-02-19 《陕西省历史地图集》 西安地图出版社 
陕西省文物局 西安地图

出版社 
西安地图出版社 

赵  荣,侯勇坚,毛腊梅,罗文利,庞德谦,

呼林贵,韩小武,周  萍,张  鸿,李胜强,

呼雪梅,姚  迪,何远梅,刘玉贞,任  兴, 

2018-02-02-20 四川省地质灾害地图集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三

地理信息制图院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三

地理信息制图院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 

张玉金,谢兴田,文学虎,李维庆,杨本勇,

范建蓉,刘平,黄  政,李永鑫,杨亚慧,陈

家义,王建忠,彭  义,燕  飒,李  炫, 

铜  奖 

2018-02-03-01 
塔里木河流域重点监测区

地表覆盖变化图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科

学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科

学研究院、中测新图（北

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

绘科学研究院 

刘  斌,刘  涛,马英莲,辛海强,肖金城,

张琴琴,王  红,巴艳君,李少军,白  洁,

顾  芳,杜  清,朱丹丹,蒲莉莉,李争光, 

2018-02-03-02 武汉城市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肖建华,刘亚虹,冯  平,于江珮,黄思思,

赵中元,熊红燕,苗  静,程思聪,孔令华,

聂晓倩,尹雅婧,黄中和,刘美春,司  瑶, 

2018-02-03-03 《南通城市地图集》 湖南地图出版社 
南通市测绘院有限公司 

南通市国土资源局 

南通市测绘院有限公

司 南通市国土资源局 

魏钦稳,吴  彪,邢卫兵,黄向阳,刘晓菊,

徐亚军,曹冬梅,奚春华,齐志飞,龚天宇,

王  祥,金  莉,童秀梅,才震宁,王  柳, 

2018-02-03-04  哈尔滨城市地图集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

究院 

何晓军,胡亚明,周振发,李宇新,曹  蕾,

张照锋,衣鸿波,陈  全,白国民,季毅民,

梁中杰,郑  伟,胡静波, 

2018-02-03-05 江苏省地图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地

图学社 
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黄亚萍,刘连喜,白光平,韩玉林,刘  文,

蒋  淼,黄洪纤,李  伟,杨  觅,王海荣,

公孙梦琦,王  欣,张  雷,谢 燕,方 川, 

2018-02-03-06 

《世界三维地貌图（3D 眼

镜版）》《中国三维地貌图

（3D 眼镜版）》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周振发,白国民,赵大龙,梁中杰,宋程程,

孙冠国,王丽欣, 

2018-02-0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分布图》

《黑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分布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周振发,白国民,郑  伟,宋程程,叶  方,

梁中杰,鲁莉铭,刘  爽,胡静波,孙冠国,

王丽欣, 



2018-02-03-08 
《世界地势图（3D 版）》

《中国地势图（3D 版）》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周振发,白国民,孙冠国,赵大龙,郑  伟,

梁中杰,王丽欣, 

2018-02-03-09 厦门市系列公务用图 内部用图 福建省制图院 福建省制图院 

林春敏,王瑞璋,周  伟,王昀昀,程  晔,

游美珍,廖志强,陈能坦,曾光榕,孙  勇,

林  迎,黄晓芳,项淼银, 

2018-02-03-10 
成都市域地图、成都市中心

城区地图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

院 

陈  凯,李  展,张  俊,李新双,程  芸,

曹继花,赵丽丽,宁  力,叶进勇,李祖正,

尚金光,张  勇,谢  露,王前华,谭明珠, 

2018-02-03-11 
基于规划管理的常州市电

子地图建设 
常州市测绘院 常州市测绘院 常州市测绘院 

张云青,张春敏,陈再春,陈  凯,叶金富,

毛浩杰,李小红,丁亚杰,贾  娟,薛赛红,

邓  斌,宗  庆,杨留方, 

2018-02-0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土地

利用图集 
地质出版社 

国土资源部 国务院第二

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高延利,朱留华,高  莉,孙  毅,张炳智,

杨  地,芦仲进,王作勇,宋永存,邰向荣,

李万东,曾  珏,宋海荣,李  琪,辛丽璇, 

2018-02-03-13 江西省土地利用现状图集 地质出版社 
江西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 

江西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廖明伟,王国华,杨树平,罗丹丹,谢清萍,

万冉冉,黄建忠,廖  明,刘正根,申劲松,

冯  严,王作勇,宋永存,何雯琦,吴晓安, 

2018-02-03-14 陕西省水利普查图集 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地下水管理监测

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一航测遥感院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一航测遥感院 

刘云峰,张新利,张海青,王清发,吴长江,

高  晖,朱陈明,姜  宾,陈文郁,李  明,

李  宁, 

2018-02-03-15 嵊州市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浙江有色测绘院 浙江有色测绘院 

刘玉平,俞德权,郑懋军,于海乾,肖红华,

黎汉聪,王国栋,谢  光,王振威,袁辉林,

匡志杰,吕  楠,胡德礼, 

2018-02-03-16 三维长春地图集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长春市测绘院 长春市测绘院 

王雅冬,荆玉平,王  平,张希龙,张  宇,

张  宇,刘  佳,吕绍哲,徐阿丽,韩  聪,

王姝哲,赵春梅,李爱国, 

2018-02-03-17 重庆主城区地形 
中国地图出版社 测绘出

版社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 北

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 

张海鹏,金贤锋,曾安明,张治清,蒋  雪,

张  洵,安丽超,张  喻,陈芳勤,何  宗,

王亚楠,何  俊,王  岚,王  伟,姜紫薇, 

2018-02-03-18 
丝绸之路重要古迹遗址赋

存环境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敦煌研究院、中国地图出

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王旭东,郭进京,祁彩梅,韩文峰,谌文武,

郭青林,王志恒,赵建军,国巧真,修丽娜,

陈  卫,:李秀红,汪东川,段光耀,赵海涛, 

2018-02-03-19 
中国自然灾害图集 

2011-2015 
中国地图出版社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中

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张云霞,祁彩梅,马玉玲,张  鹏,刘  哲,

周  皛,范春波,张妮娜,刘南江,汪  洋,

丁一,孙  舟,陆  野,费  伟,刘龙飞, 

2018-02-03-20 
人教版 中国历史地图册七

八年级（4 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地

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齐世荣,李  卿,李伟科,邢晓凤,吴艳辉,

梁淑修,余桂元,马曙慧,刘亚先,张兴林,

黄云龙,毛远臻,陈书香, 

2018-02-03-21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图集 
内部用图 

宁波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

市规划局（市测绘与地理

信息局） 武汉大学 

宁波市测绘设计研究

院 宁波市规划局（市

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武汉大学 

叶子伟,刘艳芳,刘  彬,程  雄,叶晓婷,

徐虹艳,林  昀,张  琰,吴俊华,戴劲松,

李  璐,陈海珍,张浩宽,蔡  敏,张  业, 

2018-02-03-22 
图说浙江系列——杭州 嘉

兴 湖州 
成都地图出版社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 

应其浩,唐金琴,甘  昱,谢  娟,陈三妹,

徐晓红,张文龙,沈双双,司茂盛,何为国,

安耀华,俞书茵,陈佳媚,林丽雄, 

2018-02-03-23 嘉兴城市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华地

图学社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 嘉兴

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委员

会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 

何足奇,占攀峰,甘  昱,魏  轶,王孝禄,

王慧娟,徐晓红,潘玲燕,司茂盛,黄慧艳,

董  潇,李舒旸,贺  晋,沈双双,付  帅, 

2018-02-03-24 中国地图 （百科知识版） 成都地图出版社 成都地图出版社 成都地图出版社 鄢来勇,唐艳,游世龙, 

2018-02-03-25 
山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电子地图 
山东省国土测绘院 山东省国土测绘院 山东省国土测绘院 

仲  佳,石  娜,姚金明,刘玉华,高东琦,

焦英华,王  永,吕爱美, 

2018-02-03-26 古今丝路丝巾套装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

院 

张志华,丁鹏辉,李  伟,乔相飞,王  玮,

高珊珊,宫艳萍,金  鑫,赵孟远,季顺海,

刘祥明,李颜伶,王晓庆,邵  轶,胡启璐, 

2018-02-03-27 浙江地震应急地图集 内部用图 浙江省测绘资料档案馆 
浙江省测绘资料档案

馆 

吴厚清,花存宏,丁旭华,沈伟勇,李东平,

俞凯旋,唐轲轲,刘倩倩,吕惠庆,刘  多,

马赫鸣, 



2018-02-03-28 
“助力精准扶贫、建设美丽

乡村”政务办公系列地图 
内部用图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

院 

周  宁,李莉君,陈  甫,许卫荣,李  姣,

赵相利,牛晓杰,杨健敏,武丰雷,杨顺坡,

于良浩,陈  茜,张学明,梁  勇,曲海涛, 

2018-02-03-29 
多媒体贵州省旅游资源地

图册 
地质出版社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贵州

省第三测绘院 
贵州省第三测绘院 

陈燕妮,韦  艳,陈  林,吴付英,韦天仙,

李远艳,李小红,张  鹏,王  丽,王国洲,

叶  玮,刘  芳,张志红,黄桂蓉,宋乃娟, 

2018-02-03-30 上海道路交通指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市测绘院 上海市测绘院 

刘美兰,陆爱军,余晨曦,杨  珩,汪  敏,

顾丽敏,张桂芬,施晓文,姚文强,吴宏达,

刘德阳,陈斯嘉,荆  应,李乃良,王鼎平, 

2018-02-03-31 
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

地图系列产品 
中华地图学社 上海市测绘院 上海市测绘院 

余晨曦,姚文强,刘美兰,汪  敏,杨  珩,

朱元溥,梁  莉,毛智俊,侯  超,叶  草,

陆爱军,施晓文,曹  霞,钱晓敏,陈红涛, 

2018-02-03-32 
测绘方寸间——世界测绘

地图邮票明信片集萃 
湖南地图出版社 

重庆市测绘地理信息局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 

付  强,曹春华,张治清,李  静,张海鹏,

银  波,胡旭伟,杨  鑫,蒋  雪, 

2018-02-03-33 
广州市文化遗产系列图件

及电子地图编制 
内部用图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

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

设计研究院 

胡耀锋,何华贵,陶  岚,肖炜枝,陈  飞,

吴健华,黎小敏,林瑾云,郑小炉,胡晓宇,

廖  军,刘发勇,张百灵,吴敏亚,王建军, 

2018-02-03-34 

广州市森林防火应急指挥

地图集、工作挂图及电子地

图 

内部工作用图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

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

设计研究院 

陈  飞,陶  岚,梁飞龙,何华贵,林瑾云,

龚  磊,黄  晔,陈  鹏,张百灵,吴敏亚,

程  敏,黎小敏,金  婷,郭朝晖,陈  熙, 

2018-02-03-35 

《地图礼赞——献给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地

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理信

息局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院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

理信息局 

王重明,刘  秀,张贵俊,杨俊杰,张胜利,

魏富恒,乔俊军,连  锁,何玉霞,訾冬梅,

李  季,王慧霞,刘国斌,乌  兰,王晓蓉, 

2018-02-03-36 《图说甘肃》 系列地图 湖南地图出版社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康二梅,傅  宏,于惠娟,张君君,齐玉婷,

杜丽萍,刘  清,吴  昊,金  莉,王秀梅,

杨茂权,王  鹏,高旭鹏,王锐君,黄  涛, 

2018-02-03-376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

情普查成果图件 
中国地图出版社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 

颉继珍,李克恭,杜丽萍,康二梅,傅  宏,

于惠娟,高晓蓉,杨茂权,刘  昊,张君君,

王秀梅,王锐君,王芸玲,齐玉婷,高旭鹏, 

2018-02-03-38 《图解丝绸之路经济带》 西安地图出版社 西安地图出版社 西安地图出版社 

庞  闻,张  健,毛腊梅,韩小武,许兰州,

张  鸿,董兆昕,任  兴,胡海燕,张  军,

雷  霁,陈菊菊,郭  昕, 

2018-02-03-39 北京市政务版电子地图 

北京九州宏图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

院 

北京九州宏图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

院 

北京九州宏图技术有

限公司 

贾光军,王旭辉,隋志堃,龙家恒,陶迎春,

刘英杰,赵  琦,王  攀,柯晓燕,贾玉霞,

李颖颖,王文静,侯甜润,李  杨,王普乐, 

2018-02-03-40 深圳市行政区划系列图 内部用图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易图资讯股份

有限公司 

王建华,甄  凡,曾秋虹,李  梅,唐淑萍,

李  锦, 

2018-02-03-41 
中国环境变化遥感影像图

集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王卷乐,韩嘉福,刘军会,刘  岳,宋  佳, 

白  燕,柏中强,高孟绪,吴  昊,李  舸,

马  苏,郭海会,吕  鑫,刘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