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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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的研究-以淄博高新区为例

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任相伟，彭飞，王传超，任林远，姜娜，赵志远，宗娟
娟，孙洋，崔淑婷

一等

2 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天青，吴晓雷，叶果，郑轲予，杨林童，王宁，丁帅
夫，苏诚，王丽婉，张慧婷，彭德福，冯启凤，徐文君，
左琦，毕波

一等

3
基于Snake方法的自然资源信息获取研究与
应用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齐俊，吴闯，梁勇，王长鹏，蔡永宁，何建美，张雅芹，
李云鹏

一等

4
关于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的分析与探究
—以岚山区巨峰镇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王奇浩，于宪美，张生，张浩，王浩，刘萍萍 一等

5
利用黄河淤砂资源实施济宁采煤沉陷区治
理恢复调查研究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O一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彭凯，何冠群，魏善明，韩琳，马海会，殷东方，方晓，
寇雅威，鲁震，苟帅帅，李霞

一等

6
区域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以
山东肥城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邓振利，董锦，邢娟，路亮亮，王娜娜，郭晓静，李腾
飞，刘洁，王菲菲，岳伟静

一等

7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
以牡丹区吴店镇为例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菏泽市牡丹
区自然资源局

马建民，耿兴旺，刘霞，邓化堂，王高建，艾国栋 二等

8
济南市“外热入济”长距离输送供热管网
项目节地评价报告

山东恒博地产评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李修峰，杜防微，程学田，赵在友，张琦，张连水 二等

9
宗地类不动产登记信息“活数据”更新模
式研究与应用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董彦君，孔胃，吴闯，齐俊，蔡永宁，吴凯，何建美，曲
海涛，王福玮

二等

10
淄博市2012~2017年度市重大项目新增建设
用地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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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家庆，蒲勇，李刚，吴红红，齐会娟，李欣，
董群，张培亮，曹淑静，胡安康，苏凯，孙义淋，侯兵，
李薪薪

二等

11
关于进一步推进土地整治挖潜与农村脱贫
工作的研究-以禹城市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禹城市
自然资源局

张娣，潘涛，王明明，谢冲，柳桂忠，张生，崔登超，赵
成坤

二等

12
基于国土空间整治建设中的社会投资项目
如何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

山东明瑞土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艳华，玄凯，张建鹏，李建军，韩清华，徐海成 二等

13 基于乡村振兴的村级国土空间布局研究 山东天昀和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王永发，丁昌松，郑鑫鑫，肖慧，张岳，王建红，陈蕊，
李银平，徐菲，郭玉娇

二等

14
优化国土资源要素配置助推精准扶贫-以沂
源县悦庄镇扶贫项目为例

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姜娜，彭飞，赵志远，王传超，任林远，孙洋 二等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15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质
量的影响研究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一帆，胡月月，王家瑶，符太成，王世杰，张亭亭，王
欢欢，张驰，孙安贵

二等

16
“多规合一”背景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
规划选址“两审合一”研究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广磊，邹温鹏，张亭亭，张宝华，王 娟，王欢欢，王
一帆，张驰，王世杰，胡月月，王家瑶，孙安贵

二等

17
乡村振兴之禹城市安仁社区国土综合利用
研究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
周立新，王永亮，孙波，周培栋  刘恒利，崔成，王岳，
赵莹，王代红，王艳玲

二等

18 国土测绘基坑工程监测技术
山东卫测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梦想田园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王志强，唐鹏飞，刘红霞，田大德，张桂芳，梁英 二等

19 丘陵地区土地生态整治方法的探索与研究
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金田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张磊，李岩，王硕，滕秀云，王步远，杜光海，姜春雷，
赵恒吉，王凯鑫，吕传军

二等

20 土地整治规划关键技术创新研究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全金谊，粘斌，朱传广，亓杉，魏辉，段瑞兰，何建美，
来彦明，陈力，王磊，王婷婷，王翠霞，田慧云，张永
磊，周扬

二等

21
土地供需平衡与地价调控研究—以东营市
为例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王用山，祝自斌，张志涛，岳传明，盖岳峰，刘高伟，张
兰梅，李莉，马胜男，李玉清

二等

22
耕地地力调查及其成果应用研究——基于
GIS技术以蓬莱市为例

山东国华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刘兴达，王燃藜，乔健 二等

23
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推动水库移民新村建设
研究—以东港区陈疃镇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日照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港分局

蒋翠翠，刘召霞，张生，刘萍萍，李凯，于宪美 二等

24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综合整治新模
式

威海市环翠区自然资源局，山东深科空间规划勘
查设计有限公司

刘瑞仙，楚俊，朱启兵，姜晶，张鹏，翟彩荣 二等

25
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沈家河粘土矿区矿山
复绿工程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井俊，李兆学，韩佳佳，梁晓，张轲卿，韩中阳，秦
娟，孟苗苗，陈昊，王超

二等

26
滕州市采煤塌陷地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技
术研究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于树宾，徐辉，臧浩，李洋，李佳佳，李凯，潘继明，孔
帅，丁超，马茹祥

二等

27
项目管理服务在土地整治项目中的应用研
究

山东金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山东鲁坤东方土地
发展有限公司

陈鲁，安中飞，孙靖，牟小兵，张迎春，王金涣 二等

28
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废弃采石场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O一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苟帅帅，尹建波，高文锋，何冠群，刘传娥，寇雅威，马
海会

二等

29
国家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与新用地标准及基
本农田保护平衡技术的研究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许燕霞，赵敏，刘刚军，孙海娟，华涛，李建飞，孙学
林，程付青，高金龙，王华娜

二等

30
山东省重点高速公路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和线路比选优化技术的研究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邓振利，黄红玉，赵晖，程付青，张伟东，赵敏，娄本
萍，徐天玲，李晓鸥，王丙莉

二等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31 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明瑞土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崔凡，尹冬冬，杜娟，胡跃 三等

32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研究

山东天昀和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王永发，张岳，丁昌松，郑鑫鑫，肖慧，王建红，徐菲，
陈蕊，李银平

三等

33
加强耕地资源保护，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以牡丹区黄堽镇为例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立宏，魏聪敏，刘臻，尚建国，白静，孙永号 三等

34
多方参与下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现状分析—
以牡丹区都司镇为例

山东天诚国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黄磊，蒋伟，李国强，李文，陈岩岩，朱玉鑫，赵启洲，
宋培超，刘九刚

三等

35
商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节地评价报
告

山东恒博地产评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在友，臧建运，孙晓明，张琦，张连水，刘微 三等

36 胶州湾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天青，吴晓雷，叶果，郑轲予，杨林童，王宁 三等

37
航空摄影测量电子刺点与电子查图应用技
术

山东卫测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梦想田园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成胜伟，罗新建，王景浩，刘路，赵亚军，郭辉 三等

38
基于综合风险指数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济宁市兖州区自然资源局，济南润信地理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

王国营，赵媛，朱英红，王洪新 三等

39 招远市阜山镇九曲蒋家村村庄规划项目 泰安泰山新晨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王旭，迟义浩，王庆玲，王辉，郗传斌，孙宜聪 三等

40 淄博市淄川区农村闲散土地盘活利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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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家庆，蒲勇，李刚，吴红红，张培亮，齐会
娟，李欣，曹淑静，董群，胡安康，苏凯，孙义淋，侯
兵，李薪薪

三等

41
基于CLUE-S模型的土地利用时空模拟预测
研究——以济南市市六区为例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国勇，刘玉钢，王立宇，王继民，刘妍，李西第 三等

42 特殊工业项目土地利用强度标准研究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刘锦刚，曹光山，袁迎春，陈如庭，刘高伟，闫红磊，王
用山，刘毅

三等

43
海阳市耕地后备资源空间分布特性及其宜
耕性分析研究

山东国华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潘良，马宗城，王立帅 三等

44
国家补充耕地，确保耕地数量，质量双提
升的研究——以栖霞为例

山东国华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王学进，翟桂江，刘永霞 三等

45
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的实践与探索
——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日照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港分局

蒋翠翠，张兰梅，张生，刘萍萍，惠希军，于宪美 三等

46
基于RTK技术的土地开发项目探究-以平原
县恩城镇为例

山东上田沃土地规划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平原县
自然资源局

张浩，耿南南，杨光志，于宪美，张生，刘萍萍 三等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次

47 新形势下耕地后备资源的探索与利用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东深科空间规划勘
查设计有限公司

崔准准，曾继贤，王珊珊，杨爽云，刘路，秦肖伟 三等

48
农旅一体化视角下美丽乡村规划策略研究-
-以邹城市下九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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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臣，赵玮琦，宋庆梅，陈萌，张亭，贾震 三等

49
关于利用水力冲挖黄河泥沙进行土地复垦
的研究

菏泽市牡丹区自然资源局，山东深科空间规划勘
查设计有限公司

许运福，李瑞芹，孙胜，赵顺顺，马双双，蔡萌萌，张长
征，祝海青

三等

50 五莲县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许丙彩，李宜兆，种衍飞，冯英明，秦福锋，杨帆，马茹
祥，臧浩，王惠，李忠涵，张昊，段友春，张启慧

三等

51
土地整治项目引入专业化资料整理和档案
管理的探析

山东金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日照市岚山区自然
资源局

耿庆田，姜庆芳，张迎春，牟小兵，刘星，付海荣 三等

52 珍珠泉清淤工程泉水环境影响评价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O一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赵志强，李海翔，刘小平，张铁，殷淑翠，马海会，李生
清，张金兰，杨元，赵净，杜亚鲁，安桂梅，谢飞，李
鹏，许强

三等

5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历史形成，责任灭失
非煤矿山采空区调查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O一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董浩，杜亚鲁，李海翔，马海会，张金兰，赵宇辉，周兴
涛，许强，赵净，张朝阳

三等

54
济钢集团石门铁矿走马岭矿区尾矿堆积坝
稳定性评价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O一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李海翔，刘小平，陈燕，殷淑翠，李生清，马海会，赵宇
辉，许强，杨元，周兴涛，董浩，张金兰，赵净，李鹏，
杜亚鲁

三等

55
区域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的应用研究——以宁阳县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程玉芳，赵静，王琳琳，李立英，郭晓静，刘洁，路亮
亮，孙敏敏，李金璞，张鹏

三等

56
鲁南高铁日临段与新用地标准及基本农田
保护和平衡技术结合的研究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邓振利，杜防微，王华娜，赵晖，刘营，娄本萍，李仁
华，张保合，徐天玲，王丙莉

三等

57
重大建设项目施工中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研
究—以鲁南高铁辛庄水库溢洪道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张磊，陈军伟，杨东，张运清，赵明遥，王步远，杨兴露 三等

58
岸堤水库防洪保障与新用地标准及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和平衡技术结合的研究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公蒙，杜木，张静，王保林，尚海龙，张纪霞，韩敏，孙
永玉，梁树欢

三等

59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体系研究-以泰安市城区
西部热源项目为例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赵静，王菲菲，任亚飞，刘洁，孙敏敏，张鹏，路亮亮，
李金璞，岳伟静，刘志文

三等

60
鲁南高铁曲菏段与新用地标准及基本农田
保护和平衡技术结合的研究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周艳萍，王玉蒙，梁树欢，刘志伟，张磊，高金龙，孙学
林，娄本萍，赵敏，李建飞

三等

61
社会投资模式下区域综合整治项目的实践
探索

山东广和规划测绘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张祝鹏，马世峰，施乐鑫，张慕恒，吕青凤，李冰，曹新
霞，刘官朋，吕文娟，杨艺萌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