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山东土地学会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1
“天地图”平台数据更新中数据动态
更新应用技术

山东卫测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棣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李金营,孟垂文,李攀,孙国晖,崔洪昊,王竹海,朱荣贵,司建
棣

一等奖

2
“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与实施路径
研究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东升,丁爱芳,夏鸣晓,徐文洁,武栋,王振坡,刘昕哿,刘志
浩,王亭亭,李静,刘洪铭,张秀云,王函,王先知,姜兰婷

一等奖

3
黄河三角洲农村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
保障研究—以滨州市滨城区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滨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国昌,徐振燕,李金娥,张军,胡晓辉,李雯,崔新波,魏国
锐,黄俊文,刘志文

一等奖

4
基于规则驱动的数据检查工具在不动
产存量数据整合中的应用研究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吴闯，蔡永宁，杨娜，董彦君，何建美，齐俊，吴凯，杲
广文，苑亚丽，郭铭，王潇龙，程飞，杜芩，梁勇，王福
玮

一等奖

5
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对土
地供应政策的影响研究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盖岳峰,周兴伟,李雯,孙祥林,史旭光,王夕业,刘守珍,王用
山,张志涛,闫红磊

一等奖

6 济南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研究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立宇,邵莉,刘妍,李国勇,刘玉钢,李西第,王继民,宋仁
超,王聪聪,李进才

一等奖

7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背景下的村庄规划
编制研究

济南润信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蒙阴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田敏敏,王保林,崔婷婷,杜光海,张纪霞,胡成伦,王洪新,汲
婷婷,郭荣彬,王远美

一等奖

8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生态改良技术
山东无棣金土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无棣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山东无棣金土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郭辉,赵云峰,郭庆川,郭洪涛,陈晓辉,孙胜飞,王磊 二等奖

9
多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协调技术研究
—以临沂市莒南县为例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山东金坤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临沂市莒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尹纲领,李鹏,张峰,公玉磊,王大伟,刘金革,潘从梅,刘传
安,张宣峰,刘明超

二等奖

10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利用市场化推进
矿山生态修复的实践与研究

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任相伟,王传超,孙洋,李迎兵,肖红武,崔建,彭飞,姜娜 二等奖

11
基于乡村旅游的村庄规划编制研究-以
桓台县八里村为例

山东天昀和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李美艳,徐菲,丁昌松,张岳,郑鑫鑫,李薪薪,于鹏,陈蕊,肖
慧,张玉林

二等奖

12
双评价思路下村域国土空间布局助力
乡村振兴的研究-以后诸村为例

山东天昀和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李美艳,张岳,郑鑫鑫,于鹏,徐菲,丁昌松,肖慧,张玉林,陈
蕊

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13 互联网+“精准征收”在线监管系统
杭州今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征地服务
中心

王营,刘金芳,李晓虎,王胜军,吕振东,王站,周彦男 二等奖

14
山东潍坊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

山东大地国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李晓虎,徐会友,时昌武,张树明,王炳勇,时海,李春雷,王冠
男,董亚平,朱惠敏

二等奖

15
基于综合评价的县域补充耕地资源开
发利用研究

莒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阳光土地工程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石世强,管仁利,王德朋,庄肃兵,赵德彩,王培三,李修飞,倪
巨远,于福波,袁建华

二等奖

16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背景下，胶
东地区“三农”问题与对策研究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烟台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刘书斌,王广智,位栋座,徐晓婷,王建红,林迎春,崔传宝,程
绍松,李彩芬,符太成

二等奖

17
国家智慧高速示范工程用地空间布局
技术的研究-以济潍高速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许燕霞,耿巧丽,张纪霞,李晓鸥,王华娜,胡成伦,孙学林,高
金龙,娄本萍,王新玲

二等奖

18
山东省地级城市与全国副省级城市土
地利用强度时空差异研究

济南熙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山东海纳
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张建、韩学山、金美臻、王树祥、武思捷 二等奖

19 荣成市现行空间类规划实施评估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邵光平,胡丽娜,项洪敏,卢佳,李小寒,战彪,尹逸娴,刘洪
铭,张秀云,姜兰婷

二等奖

20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文化康养旅游教
育资源优势空间拓展研究

莱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亿华天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贤良,赵忠亮,许西友,邓秀杰,郑娜,沈萍,王梦婧,张茂
鑫,徐从叶,陆林枫

二等奖

21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体系研
究—以青岛市内三区为例

山东正衡土地房地产评估勘测有限公司,青岛衡元
德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李忠峰,李静,王志晓,胡鹏,张今红,郭朋,盖红光,王克,赵
迪

二等奖

22
淄博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详细评
价研究

山东德昀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山东天昀
和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于恩龙,张纯涛,吴红红,齐会娟,李欣,张培亮,董群,苏凯,
胡安康,李薪薪

二等奖

23
济莱城市一体化高速铁路空间发展研
究—以济莱高铁项目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张骞之,郭鑫,石莎莎,马寅洲,景开坤,王琳琳,赵敏,李苏
莉,牛祖国,孙倩

二等奖

24
村庄土地利用动态管控方法研究与应
用—以邹城市葛炉山片区为例

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深科空间规划勘查
设计有限公司

桑爱菊,楚俊,项洪敏,李玉梅,张德宾,王宸,宋庆梅,马亚
宾,赵环三,颜飞

二等奖

25
基于“类型—等级—潜力”综合视角
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挖潜策略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孔胃,王长鹏,高丽丽,贾敏,马林,冯冠军,齐俊,蔡永宁,何
建美,吴闯

二等奖

26
清洁能源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临时用
地植被恢复与土壤改良技术研究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刘毅,岳传明,郭艳,张兰梅,朱志刚,刘高伟,陈斌,陈如庭,
张庆业,苗健

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27
浅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和区域综合整治（赵堌堆篇）

山东广和规划测绘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王菲,杨乐,张祝鹏,李冰,刘官朋,李燕,马世峰,曹新霞,张
慕恒,薛咪咪

二等奖

28
不动产抵押登记“零见面”服务模式
研究

济南中地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寿光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孟祥明,李波,陈玉杰,苏伟,臧鹏,王慧 三等奖

29
航空摄影测量后动态ppk与像控测量联
合应用技术

山东卫测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棣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成胜伟,胡晓辉,孟垂文,葛佩佩,唐鹏飞 三等奖

30
莒县龙山镇瓦楼村工矿废弃地复垦利
用试点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王程松,王炳勇,张启慧,李卫萍,李建,臧浩 三等奖

31
低山丘陵区小型蓄水工程开发利用的
研究

山东明瑞土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泰安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

李艳华,孔祥勇,张序奎,韩建,尹冬冬,汪洋 三等奖

32
嘉祥县城镇土地级别调整和基准地价
更新研究

嘉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中安土地房地产资
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满正峰,樊晓霞,薛庆,宋臣辉,宋述超,孔美娟 三等奖

33
宁阳县历史遗留采煤塌陷地华丰煤矿
片区治理项目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轲卿,李兆学,李井俊,韩佳佳,梁晓,韩中阳 三等奖

34
面向精细化管理的小城镇风貌管控体
系研究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明超,张宣峰,喻晓,卢恩龙,陈海涛,王文韬 三等奖

35
城市规划对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区域地价影响的研究

山东华典章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李光亮,吴文健,于温玉,郭滨,侯尚海,孙晓燕 三等奖

36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工矿废弃地复垦利
用研究

山东元鸿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杜光海,张磊,高贵芳,徐明,常永兴,何敬伟 三等奖

37
生态文明背景下平原农区（临清为
例）五位一体的耕地保护研究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峰,刘九刚,甄萌萌,邓丽,王森,高斌 三等奖

38
菏泽市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安置区建设
规划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邵光平,尹逸娴,冯涛,王金凤,胡丽娜 ,李若冰 三等奖

39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的村庄发展布局研
究

济南润信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王洪新,柳拥军,孙建国,赵海峰,刘健,王培山 三等奖

40
乡村振兴背景下设施农用地利用与土
地保护方式探索

济南润信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柳拥军,杨树凌,赵倩,郭荣彬,王洪新,孙娟 三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41 耕地开垦费测算研究—以德州市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德州市自
然资源局

赵成坤,景开坤,张学超,陈青锋,程川,柳桂忠 三等奖

42
供需平衡双重约束下的避难疏散场地
资源优化配置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山东土地城乡融合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尹纲领,王小葵,于善初,张晓飞,李美艳,张宣峰 三等奖

43
乡村振兴背景下潍坊乡村风貌与传统
村落民居特色研究

山东土地城乡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建大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琨,陈亮,刘建成,张宣峰,崔玉波,王菊 三等奖

44 山东省城乡地价调查监测研究 山东正衡土地房地产评估勘测有限公司 赵鹏,赵迪,李雪飞,曹宗国,王志晓,王清华 三等奖

45
山东省田庄煤矿有限公司浅层采煤塌
陷地调查评估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 郭栋,田甜,王艳华,杨剑,段磊,华夏 三等奖

46
基于GWR的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周期驱动
因素分析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孔胃,吴凯,刘洪涛,王长鹏,王蒙,郑恕 三等奖

47
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形势下绿色智造产
业项目用地标准研究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刘锦刚,曹光山,盖岳峰,张庆业,孙祥林,史旭光 三等奖

48
济南市国土空间规划基础“双评价”
研究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朱昕虹,邵莉,李砚芬,迟海龙,马东,范绍磊 三等奖

49
业务应用系统在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
“双提升”扩展升级项目的应用

金田产业发展（山东）集团有限公司 朱千,卫博远,刘楠,蔺振辉,姚江,强飞飞 三等奖

50
基于 GIS 和微服务架构的闲置土地综
合管理平台应用研究

金田产业发展（山东）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自然
资源局

刘洪义,郭玉娇,唐慧慈,张雯,吴世国,王雪蕾 三等奖

51 莒南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研究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 崔成,王永亮,孙波,张峰,朱金玉,程丽 三等奖

52
浅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和区域综合整治（小路口篇）

山东广和规划测绘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王菲,杨乐,张祝鹏,张慕恒,薛咪咪,李燕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