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测绘学报》编委会
测学委〔2017〕02 号

关于召开测绘地理信息与导航高端论坛
——《测绘学报》创刊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的通知（第二号）

各有关单位:
当前，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正在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泛在测绘与位置服务的发展已经进入大
数据时代，智能、快捷服务已经渗透到我国各个行业，测绘地理信
息行业资本融合势头迅猛。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也在《测绘地理信
息“十三五”规划》中，确立了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应
急测绘、航空航天遥感测绘、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五大业务”
，
形成了公益性保障与地理信息产业市场化服务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
的工作布局。
《测绘学报》长期致力于推动测绘地理信息的基础理论
与技术应用发展，为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生产单位等提供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为进一步促进新理论、新
技术、新方法、新思想的交流，总结和发展近年来我国测绘地理信
息行业的最新成果，《测绘学报》编委会定于 2017 年 10 月 20—21
日在深圳举办“测绘地理信息与导航高端论坛 ——《测绘学报》创
刊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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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测绘与智能服务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月 20—21 日
报到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全天
报到及会议地点：深圳·中天美景大酒店
酒店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 4004 号旭生大厦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测绘学报》编委会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
深圳大学
深圳市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西安测绘研究所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大学导航与空天目标工程学院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海军工程大学导航工程系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洋测绘系
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
深圳市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
《测绘学报》编辑部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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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空间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深圳市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重点实验室
支持媒体：中国测绘报 测绘通报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 泰伯网 慧天地 中国测绘新闻网 测绘科技
信息网 GeoTalks 测绘之家
四、会议日程安排
时间
10 月 20 日
（周五）
10 月 21 日
（周六）

上午

下午

论坛参会人员全天报到

开幕式
主旨报告
院士报告

分论坛报告
（分大地测量学与
导航、摄影测量学与
遥感、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 3 个会场）

五、注册及相关事项
1．参会人员需缴纳会议注册费。注册费采用预先缴费和现场缴
费两种形式。
① 预先缴费（9 月 22 日前）
：普通代表 1200 元/人，学生 800
元/人。以汇款形式汇至以下指定账户，由北京信德创业文化有限公
司开具会议服务发票。如届时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可更换参会者。
账户名：北京信德创业文化有限公司
账 号：01090366300120109102170
开户行：北京银行朝外支行
说 明：请在附言中注明交费人员姓名
② 现场缴费：1500 元/人，学生 1000 元/人。
2．会议期间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3. 会议酒店参考如下：
深圳中天美景大酒店（四星级，标间协议价 320 元/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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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区宝安大道 4004 号旭生大厦）
4. 请参会人员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发至会议秘
书处。
六、会议秘书处联系方式
邵天力、王磊：010-84828600（兼传真）
E-mail：cehuixuebao@vip.163.com
附件 1: 特邀报告专家名单
2: 参会人员回执表
3: 交通方式

《测绘学报》编辑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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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特邀报告专家名单（持续更新中，最终名单以《测绘学
报》官网为准）

大会特邀报告专家：
李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王家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谭述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分论坛特邀报告专家（按姓氏笔画为序）：
艾廷华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文中

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 类)
获得者

边少锋

海军工程大学导航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朱

庆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朱长青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耀林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孙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群

孙中苗

西安测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斐

李志伟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志林

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 类)获得者

李清泉

深圳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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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胜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吴立新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汪云甲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良培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张继贤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新长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

陈

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总工程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陈锐志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

武

芳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双根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姜卫平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姚宜斌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袁运斌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党亚民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唐新明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卫星测绘应用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程鹏飞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童小华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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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测绘地理信息与导航高端论坛
——《测绘学报》创刊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参会代表回执表
单位名称
地址/邮
编

请准确填写，以便后期邮寄发票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交费方式 □ 转账

手机

发票抬头

□ 现场
纳税人
识别号
房间数量 中天美景大酒店
（

）间

（

）床

入住日期

请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前将此表回传至大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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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备注

附件 3

中天美景大酒店地理位置示意图

交通方式
1. 飞机
宝安机场距酒店约 10 公里，打车费用预计 22 元，车程约 15 分钟。
2. 火车
A. 深圳北站，也是高铁站，距酒店约 25 公里
乘坐地铁 5 号线前海湾方向转 1 号线至西乡站 B 出口，费用 6 元，约 35 分钟。
打车费用约 30 元，车程约 30 分钟。
B. 深圳火车站，简称深圳站，也称罗湖火车站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西乡站 B 出口，费用 7 元，约 40 分钟。
打车费用约 35 元，车程约 35 分钟。
C. 深圳西站，也称南头火车站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西乡站 B 出口，费用 4 元，约 25 分钟。
打车费用约 28 元，车程约 25 分钟。
D. 深圳东站，也称布吉火车站
乘坐地铁 5 号线前海湾方向转 1 号线至西乡站 B 出口，费用 7 元。
打车费用约 38 元，车程约 40 分钟。
3. 汽车站
福田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转 1 号线至西乡站 B 出口，费用 6 元，约 30 分钟。
打车费用约 30 元，车程约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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