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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京港澳測繪技術交流會   測繪新科技與智慧城市建設

Land Surveying Division
Chairman's Message

Sr Koo Tak Ming  LSD  Council Chairman

自 1999 年起,京港澳測繪技術交流會已經舉行了七次。該會
議系列促進了北京、香港和澳門三地測繪技術的交流及專業
水準的提昇，加強了三地測繪行業專業人士的友誼與合作。
第八屆京港澳測繪技術交流會在 2013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行。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
工程測量師學會和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為
今屆會議主辦單位，由北京測繪學會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協辦。

本屆會議的主題是「測繪新科技與智慧城市建設」。在城市
形態數字化的基礎上，新一代資訊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
智慧化的實現。智慧城市以物聯網感知和高速互聯網技術為
基礎，依託城市一體化資訊平臺，實現智慧應用的協同，促
進城市服務和管理。通過城市資訊化，讓人們盡享更加便利
的生活，並且與環境和諧相處。我們希望三地的專家和學者

將藉此次交流會的機會，共聚一堂，深入交流及探討測繪
技術的發展方向及在構建智慧城市上應用，我們誠摯地邀
請廣大測繪科技工作者踴躍參加此次交流會。

研討會主要內容為：攝影測量與遙感探測、衛星測量與導

航技術、地下管綫探測與管理、區域測繪合作與發展、工
程測量技術發展與應用、地理資訊共用平臺的構建與維
護、地理資訊於城市規劃與社會發展中的應用、空間資訊
基礎設施的建設及管理、數字城市建設、測繪技術在土地
管理上的應用、鐳射掃描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移動測量技
術、雲技術在測繪的應用和無人機技術的應用等範疇。

會 議 註 冊 費 為  H K $ 1 8 0 0 ， 參 加 表 格 可 以 在 網 站 ：
h t t p : / / b h m 2 0 1 3 . l s g i . p o l y u . e d u . h k 下 載 或 電 郵 至 
bhm2013.lsgi@polyu.edu.hk 查詢。

The new GPS+GLONASS satellite positioning reference station data services

The “Hong Kong Satellite Positioning Reference Station 
Network” (SatRef) consists of 12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CORS) even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Hong Kong.  The SatRef, built by the Lands Department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was recently upgraded so that 
it can now receive both GPS and GLONASS satellite data 
around-the-clock and send them to a data centre for further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ho also attended 
the events and exchanged views on the new SatRef.

The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Ms Bernadette Linn, Director of Lands

Hon Tony Tse and Sr Stephen Lai 
at the ceremony

Sr Stephen Lai with other guests and 
officials at the ceremony

The SatRef development has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urveying standards for applications.  It allows for 
GPS RINEX Data Downloads so that users can acquire the 
latest satellite data collected from any of the 12 CORS of 
the SatRef.  The SatRef also supports the Network-RTK 
Service via GSM dataline connection/internet and DGPS 
Service via the internet using the SatRef Ntrip Services for 
receiving correctional signals.  It facilitat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positioning infrastructure, opens up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enables market participation to provide value-add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Hong Kong.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GPS+GLONASS satellite 
positioning reference station data service was held on 20 
February 2013.  Sr Stephen Lai, the President, attended the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HKIS.  He met user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ther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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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海峽兩岸測繪發展研討會指導委員會會議

If you have any views on the Council’s work, please feel free to 
send them to the Hon Secretary at lsd@hkis.org.hk or to me at 

第七屆海峽兩岸測繪發展研討會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於
2013 年 2 日 26 日在深圳市南山區南海大道 3688 號深圳大
學國際會議廳舉行。

兩岸四地的專家都十分重視今屆在香港舉行的研討會，出席
會議的內地代表有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李朋德副局長、武漢
大學李德仁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
大學劉經南前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大學測繪學院李
建成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張繼賢院
長、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衛星測繪應用中心馮先光主任、國
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科技與國際合作司王倩副司長、中國衛星
導航定位協會苗前軍秘書長、深圳大學李清泉校長、深圳市
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郭仁忠副主任和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
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外事處姜曉虹處長；台灣代表有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系主任楊名教授、地籍測量學會盧鄂生
理事長、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理事長陳良健教授和航空
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前理事長王蜀嘉教授；澳門代表包括澳
門特別行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陳漢平局長和馮倩君高級
技術員。

主辦單位代表有香港特別行區政府地政總署邵偉青副署長、
香港測量師學會郭志和高級副會長、土地測量組古德明主
席、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講座丁曉利教授
及系主任、香港工程測量師學會林烈賢主席和吳家驊財務主
任。

兩岸四地的專家在深圳大學國際會議廳前合照

第七屆海峽兩岸測繪發展研討會
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區政府地政總署邵偉青副署
長歡迎兩岸四地的專家參加指導委員會

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李朋德副局長致詞 香港測量師學會郭志和高級副會長
介紹會議議程

指導委員會決定研討會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週四)至 25 
日(週一)日在香港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是「測繪地理信息
服務美好生活」。今次會議的會場安排，承蒙深圳大學承
辦，並由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統籌連繫，令指導委員會會議
得以順利完成。

港澳代表合照: 
古德明測量師、陳漢平局長、
邵偉青副署長、郭志和測量師

姜曉虹處長、馮倩君高級技術員和
陳漢平局長

台灣專家楊名教授、盧鄂生理事長、
陳良健教授和王蜀嘉教授

內地專家馮先光主任、李建成院長、
劉經南前校長和李德仁教授

lsdchairman@hki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