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事项

地点

开幕式
主持人：李朋德，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联合国全球地理
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
领导讲话
09:00-10:30 - 刘慧宴，中国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
多功能厅
- 吴红波，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 库热西 • 买合苏提，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
主题报告
周成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10:30-11:00 休息
单元一：展望未来城市
主持人：蒂莫西 • 特雷纳，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共同
主席，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首席地理信息科学家

5 月 10 日
星期三

报告
1. 格雷格 • 斯科特，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
11:00-12:45
员会秘书处）高级顾问
2. 马丁 • 赫罗尔德，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欧空局全球森林覆盖和
土地动态监测工程地表覆盖项目办公室负责人
3. 李朋德，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

多功能厅

讨论
12:45-14:00 午餐

百合厅

单元二：利用科技创新，建设智慧容灾城市
主持人：史文中，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主任、教授
报告
1. 孙 薇，深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主任
14:00-15:30
2. 詹姆斯 • 诺里斯，英国国家测绘局政府政策顾问
3. 艾哈麦德 • 扎卡利亚，马来西亚国家测绘局政策与协调司司长
4. 玛利亚 • 格雷西亚 • 波罗祖基，阿根廷国家地理院规划司司长

多功能厅

讨论
15:30 -16:00 休息
单元三：集成信息系统，建设智慧容灾城市
主持人：皮耶尔乔治 • 扎赫杜，德国联邦测绘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报告
1. 石田中，日本宇航局卫星应用中心高级专家
16:00-17:30
2. 林 珲，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3. 萨蒂 • 拉德帕萨德，南非国家统计局政策研究与分析司司长
4. 爱德华多 • 德拉 • 托雷，墨西哥国家统计与测绘局规划司司长

多功能厅

讨论
19:00-20:30 欢迎招待会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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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项

地点

单元四：搭建合作机制，建设智慧、容灾与可持续城市
主持人：陈 军，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总工，国际摄影测量与
遥感学会第一副主席
报告
1. 金泰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信息通讯技术与减灾司经济事务官员
09:00-10:30
多功能厅
2. 顾行发，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应用研究所副所长
3. 米兰 • 科尼奇， 国际地图制图协会预警与危机管理应用技术委员会
主席，捷克马萨里克大学教授
4. 阿加罗 • 卡夫瓦达，美国宇航局地球科学司 EO4SDGs 项目执行秘书
讨论
10:30-11:00 休息
单元五：探讨数据之源，实现可持续的数据生态系统
主持人：张志海，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
会秘书处）顾问
11:00-12:45

报告
1. 蒂莫西 • 特雷纳，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首席地理信息科学家
2. 邱福顺，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土地测量署副署长
3. 刘纪平，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讨论

12:45-14:00 午餐

5 月 11 日
星期四

多功能厅

百合厅

单元六：利用数据生态系统
主持人：罗兰多 • 奥坎普，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共同
主席，墨西哥国家测绘与统计局副局长
报告
玛丽 • 哈尔多森，瑞典国家统计局区域环境司司长

14:00-15:30 专家座谈
多功能厅
1. 吴华意，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
2. 劳伦斯 • 莫迪思，南非国家统计局地理信息司司长
3. 桑德拉 • 莉连娜 • 马约加，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地理空间分析师
4. 伯纳德 • 贾斯特斯 • 穆韦兹，乌干达国家统计局地理信息服务主管
讨论
15:30 -16:00 休息
单元七：地理信息应急服务战略框架
主持人：金泰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信息通讯技术与减灾司经济事务官员
报告
1. 安格鲁 • 拉莫斯，菲律宾国家测绘与资源信息局信息系统高级分析师
2. 马克 • 科德灵，牙买加经济与就业部空间数据管理司地理信息基础
设施主管
16:00-17:30
多功能厅
专家座谈
1. 郑全红，四川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应急工程中心主任
2. 苏雷什 • 曼 • 什雷斯塔，尼泊尔国家测绘局
3. 白玛 • 恩克图，蒙古国国家土地与测绘局处长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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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八：提高地理信息可用性，促进地理信息应用
主持人：苏丹 • 阿尔雅，UN-GGIM 非洲区域委员会主席，埃塞俄比亚
国家测绘局局长
报告
09:00-10:30 1. 刘 锐，中科宇图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 拉瓦特、泰普提布 • 班纳吉，印度国家测绘局
3. 多安 • 米勒，巴哈马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技术专家
4. 陈 军，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总工程师

多功能厅

讨论
10:30-11:00 休息
单元九：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主持人：李朋德，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联合国全球地理
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

5 月 12 日
星期五

11:00-12:45

报告
1. 刘 瑜，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教授
2. 罗兰多 • 奥坎普，墨西哥国家测绘与统计局副局长
3. 丹尼尔 • 艾丽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科技官员

多功能厅

讨论
12:45-14:00 午餐

百合厅

单元十：地理信息管理，服务未来城市
主持人：格雷格 • 斯科特，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高级顾问
14:00-15:30

多功能厅

专家座谈
讨论
15:30 -16:00 休息
闭幕式
- 格雷格 • 斯科特，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
16:00-17:00 员会秘书处）高级顾问
- 李朋德，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
理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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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