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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旨在就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SG 理念、实践绩效等内容与各利益相

关方进行坦诚交流，系统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和诉求。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增加报告可比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可

能会超出上述范围。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与公司年度报告同步发布。本次同步披露了 2021 年 ESG 报告英

文版本，在对英文版本理解上发生歧义时，请以中文版本为准。

本报告使用数据来源包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政府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公开数据等。

本报告的财务数据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报告涵盖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

本报告中将“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航天宏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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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SAT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航天宏图继往开来、宏图大展的一

年。我谨代表航天宏图董事会，向给予航天宏图充分信赖的广大客户，向与航天宏图合作共赢的生

态伙伴，向给予航天宏图高度关注的广大投资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自创立以来，航天宏图一直把做中国人自己的遥感图像处理软件——PIE 作为核心使命。2021 年，在

疫情阴霾笼罩、市场需求收缩的形式下公司业绩逆势而上。公司规模快速扩展，分支机构规模爆发式增

长，宏图星座建设全面启动、区域运营中心网络初步形成，PIE 云产品体系不断壮大、平台目前注册用户

近 7 万，风险普查业务全面开花、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业务培训持续开展、智慧地球大讲堂已

逾百期，创新成果丰硕、新增专利 42 个、软著 201 项，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完成股票定增、市值突破百

亿，各项工作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昨日的成就是镌刻在我们身后的丰碑，明日的辉煌是时代赋予我们砥砺前行的责任。2022 年，航

天宏图将继续强化研发管理力度和信息化水平，提升天基、空基数据获取能力，保障航天宏图一号星座

及配套地面应用系统顺利出所；建成多个无人机生产基地，实现无人机量产；夯实“一球、一云、一套

工具集”理念，实现典型产品“实用、好用”；建立区域级产品线根据地，面向实景三维、城市生命

线、普查区划、数字乡村、智慧气象、孪生流域等热点方向，实现行业产品线市场下沉和市县推广；面

向未来 5-10 年，开展卫星互联网、太空经济、元宇宙等新产业方向探索，建立 2035 实验室，开展量

子通信、在轨计算、类脑计算、可回收式天地传输等新兴技术与前沿技术研究……

迎风展翅、众志成城，航天宏图人将继续秉承“全心服务客户，同心共展宏图”的核心价值观，将

公司发展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致辞

董事长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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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航天宏图

PRESIDENT’S STATEMENT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ESG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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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审
部

2021 年航天宏图面向新兴市场，基于公司技术优势，组建卫星运营事业部、无人机事业部、
碳中和事业部等创新业务部门，助力新基建、商业航天、数字经济发展以及“3060”目标实现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架构

2008
成立

80
余个分支机构

2400
余名员工

100
余名博士

700
余名硕士

70
余项发明专利

600
余项软件著作权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066），成立于 2008

年，是国内领先的卫星运营与应用服务

提供商，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公司研发

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遥感与地理

信息一体化软件 PIE（Pixel Information 

Expert），拥有国内首个遥感云服务平

台 PIE-Engine，实现遥感基础软件的国

产化替代，为政府、企业、高校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提供基础软件产品、系统设

计开发、遥感云服务等空间信息应用整

体解决方案。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设有

80 余个分支机构，在西安、南京、成

都、武汉、广州、济南建立研发中心。

公司现有员工 2400 余名，其中博士

100 余名、硕士 700 余名，包括百人计

划在内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有关领域

高端科技人才近 200 余名，工程技术人

员占 80% 以上。拥有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双软企业、CMMI L5、测绘甲

级（含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系统建设

和服务能力评估 4 级等资质。拥有 70

余项发明专利和 526 余项软件著作权。

公司基于自有基础软件平台和核

心技术，独立承担和参与了一系列国

家重大战略工程。服务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气象、海洋、水

利、农业等多个行业部门，提供系统

咨询设计、全流程全要素遥感信息分

析处理，支撑政府机构实施精细化监

管和科学决策；服务金融保险、精准

农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企业用

户，提供空天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服

务；还为其他有关部门提供目标自动

识别、精确导航定位、环境信息分析

等服务。 卫星运营事业部
01 02

无人机事业部
03

碳中和事业部
04

2035 实验室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办

销售中心 运营管理中心

财务部 质量管理中心

证券投资部 人力资源部

实施体系 航天宏图研究院 2035 实验室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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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发展历程
CORPORATE CULTURE EVOLUTION HISTORY

06

科技改变世界，遥感走进生活使命

多维感知天地
让中国人的遥感软件 PIE 服务世界愿景

全心服务客户 , 同心共展宏图价值观

2009

2008

2010

2012

2019

2018

2017

2016

2020

2021

2022

1 月 24 日成立
参与环境减灾卫星工程

参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重大专项

参与空基“十三五”陆地、海洋卫星工程

参与空基“十二五”陆地、海洋卫星工程

发布国内首个遥感云服务平台 PIE-Engine

建设航天宏图一号“SAR 卫星星座”

自主研发 PIE 遥感软件 V1.0 发布
目前已更新至 6.3 版本

参与风云三号卫星工程建设

北斗三号卫星工程
参与风云四号卫星工程、
参与国家军民融合重大专项

PIE 遥感软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月 22 日首批登陆科创板

海洋卫星工程顶层设计
参与空基“十四五”陆地、
参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ESG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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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引领 ◎  企业治理 ◎  合规运营

◎  信息化建设

THE COMMUNIST PARTY BUILDING

IT CONSTRUC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  责任管理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COMPLIANCE OPERATION

08 09

FINE MANAGEMENT

牢筑企业发展之基

精细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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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THE COMMUNIST PARTY BUILDING

与国家天文台、中电 54 所的联合党建

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党建

与国家天文台、中电 54 所的联合党建

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党建

10

强化党建工作责任，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01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学习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抓手，也是党的

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落实责任制是抓好党建工作的关键，坚持把支部班子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形成班

子全体合心合力抓党建的良好氛围。

与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联合党建活动

深化联学共建，探索党建新方法02

为保障党建活动更好开展，公司党支部分别与国家天文

台、中电 54 所、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中国农业大

学土地学院等各行业内企事业单位党支部进行联学共建

活动，相互学习，增进交流，拓宽思维与视野，不断探索

新方法、新路子，更好地学习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真正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是落实数字中国、平安中国、数字经

济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具

体部署，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

撑。航天宏图党支部与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进行联合

党建活动，深入学习习总书记思想的同时，对于实景三维

专业领域进行业务研讨，共同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03

坚持把党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齐抓共管，做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要求每名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党

支部成员的思想觉悟，提升党支部成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公司党支部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团结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党建强业务，不断开创党建

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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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运营
COMPLIANCE OPERATION

企业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切实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及时准确地

进行信息披露，努力维护好投资者关系，为投资者谋取合法权益。坚持规范内控，提升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对以《公司章程》为核心、三会议

事规则等公司治理专项制度为补充的

公司治理制度体系进行了修订，持续深

入开展公司规范治理活动，促进了公司

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

2021 年度，公司以良好治理生态和市场表现获
评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奖（金牛奖）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奖

-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被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商
证监会系统单位推荐评选为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优秀案例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奖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优秀案例

公司董事会由 9 名成员组成，7 名

博士、2 名硕士，覆盖经济、会计、法

律、技术专家等多个专业领域，为公

司重大决策提供有效保障。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可

有效监督公司经营决策，保障全体股

东利益。

2021 年度，公司共召开 2 次股东

大会、5 次董事会、7 次监事会、9 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会议的召开均

符合法定程序。在会议组织筹备中，充

分详实地提供议题资料，使股东、董事

充分了解拟审议题 ; 严格执行会议通知

期限规定 ; 股东大会均为现场和网络相

结合 投票的方式进行，切实保障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2021
年度

2
次股东大会

7
次监事会

9
次董事会委员会

会议召开均符合法定程序

13

精细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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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 责任管理
 IT CONSTRUCTION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为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风险及成本，公司积极应用 OA 协同办公系统、CRM 客户管理系统、企业大学等信息

化运营管理手段，实现线上协同办公、项目管理、客户管理、知识培训等功能，以海量数据存储代替人工及纸质档案记

录，更加便捷、高效。

公司重视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持续了解各方期望及诉求，建立多元化的有效沟通方式，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利益相关方 关注议题 沟通方式

●   合规经营
●   依法纳税
●   响应国家政策
●   服从监管要求

●   遵纪守法
●   配合监管检查
●   参与重大会议及活动
●   定期汇报工作

●   企业稳健发展
●    稳定的投资回报
●   合理经营与信息披露

●   完善公司治理
●   定期信息披露及公告
●   投资者关系管理

●   产品功能迭代
●    服务质量提升
●   沟通渠道顺畅

●   不断提升研发能力及人才素质
●   服务评价体系及客户满意度调查
●   用户日常拜访沟通

●   公平诚信
●   长期稳定

●   优化健全供应商管理体系
●   依法履约

●   保障基本权益
●    合理的薪酬福利
●   培训与发展
●   健康与安全

●   职工大会
●   公平公正的晋升通道
●   完善员工培训
●   扁平化多维度沟通

●   参与公益事业
●   促进行业发展

●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   不断提升研发能力

●   节能运营
●   环境保护

●   控制碳排放量
●   参与环保事业

OA 协同办公系统

CRM 客户管理系统

ACE 项目协作系统

航天宏图企业大学

政府及监管机构

股东及投资方

用户

供应商及合作伙伴

员工

社区及公众

生态环境

OA 协同办公系统

企业大学

CRM 客户管理系统

ACE 项目协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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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遥感软件卡脖子问题

◎  打造首个地球科学领域学术高地

◎  引领行业云服务转型发展

SOLVE THE REMOTE SENSING SOFTWARE STUCK NECK PROBLE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RST ACADEMIC HIGHLAND IN THE FIELD OF EARTH SCIENCES

CLOUD SERVIC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  探索前沿领域验证新兴技术

◎  填补我国商业 SAR 星座空白
FILL THE GAP IN CHINA'S COMMERCIAL SAR CONSTELLATION

EXPLORE FRONTIER AREAS TO VERIFY EMERGING TECHNOLOGIES

以研国之所需为己任

技术创新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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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E

解决遥感软件卡脖子问题
SOLVE THE REMOTE SENSING SOFTWARE STUCK NECK PROBLEM

遥感软件是对卫星拍摄数据进行处理的重要工具，是实现卫星应用价值的核心环节，关系国家的科技安全、产业

安全以及国防安全。欧美等国的遥感软件起步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领先我国 20 年以上，先发优势十分明显，在

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科研教育等行业与领域实现垄断，快速构筑起技术与市场壁垒。90 年代，国外遥感软件进

入中国，目前占据国内主流市场，并形成应用生态，可能导致我国地理空间数据存在跨境非法流出的风险，威胁国家

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

基于遥感应用的需求与前景，航天宏图一直把做中国人自己的遥感软件当作核心使命，树立了“让中国人的遥感软件 PIE

服务世界”的宏伟愿景。公司自主研发的 PIE 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平台，从 2008 年起步，历经 12 年，随着我国一系列重大卫

星工程的实施而不断发展，如环境减灾卫星工程、高分专项、风云卫星工程、海洋卫星工程、北斗卫星工程、空基“十二五”

与“十三五”等。PIE 产品一路支撑了这些重大卫星工程的设计与实施，同时也从中汲取知识与经验，不断发展壮大。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地球观测组织（G EO）2019 年会议

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推出 CNSA-GEO 平台，将中国高

分 16m 数据对外开放共享。针对高分六号卫星的 800km

宽幅超大数据，国家航天局建议可采用国产遥感智能处理

软件 PIE 进行数据处理。这也标志着 PIE 正在逐渐赶超国

外遥感软件，走向国际。

2020 年 1 月，美国政府将“用于自动分析地理空间图

像的软件”列入出口管制范围，这一决定对国内市场产生

了巨大影响。而此时航天宏图的核心产品 PIE 已经突出重

围，完全具备国产化替代能力。

地球观测组织（G EO）2019 年会议

CNSA-GEO 平台
中国高分 16m 数据对外开放共享

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推出

基础版本

PIE 1.0
多源数据处理分析

PIE 3.0
分布式集群处理

PIE 5.0

光学数据处理分析

PIE 2.0

3S 一体化集成

PIE 4.0

遥感云服务

PIE 6.0

持续创新的 PIE 软件技术体系

PIE-Smart 城市三维建模

PIE-Viewer 街景影像叠加漫游

PIE-Map 二三维一体化展示风险灾普综合可视化应用

AR 智慧柑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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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前沿领域验证新兴技术 填补我国商业 SAR 星座空白

SAR 卫星应用场景

全球地形测绘 高精度形变监测 高分辨率宽幅成像
01 02 03

打造首个地球科学领域学术高地

EXPLORE FRONTIER DOMAINS AND VERIFY EMERGING TECHNOLOGIES FILL THE BLANK OF CHINESE COMMERCIAL SAR CONSTELLATIONS

BUILD THE FIRST ACADEMIC HIGHLAND IN THE GEOSCIENCE FIELD

航天宏图在深耕卫星遥感领域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前沿新兴技术。2021 年，面向未来 5-10 年的发展方向，公

司陆续针对卫星互联网、太空经济、元宇宙等新产业方向进行探索，并建立 2035 实验室，开展量子通信、在轨计算、类脑

计算、可回收式天地传输等新兴技术前沿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 SAR 卫星数量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SAR 卫星数据主要依赖进

口，缺少在轨运行的商业 SAR 卫星。航天宏图规划的宏图一号 SAR 卫星星座（一期 4 颗卫星），采用“1 主 +3 辅”新型

分布式技术体制，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高精度 SAR 数据的快速获取。未来，宏图一号 SAR 卫星星座投入使用后，能够有

效改变我国 SAR 卫星数据依赖进口的现状。

“智慧地球大讲堂”是航天宏图自主研发的 PIE-Engine

遥感云服务平台上的特色栏目，由航天宏图主办，中国测绘

学会、中国遥感委员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地面沉降机理与防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指导，遥感应用协

会、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等参与支持。

“智慧地球大讲堂”定期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

前瞻性报告，借助直播课堂的形式与国内外业内人士及兴趣

爱好者探讨遥感、导航、气象、海洋、水利等多个地球科学

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分享地球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

果，力求以专业 + 轻松的双重氛围与大家洞见未来，让遥感

走进生活。

航天宏图一号可在 1 年时间内完

成全球 1:5 万比例尺高精度地形测

绘，得到全球数字高程模型，标志

着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首次实现完

全自主采集全球地形测绘数据，大

幅提升全球测绘能力。该类数据将

在多个行业与领域产生极高的应

用价值。

航天宏图一号可利用干涉雷达测

量（interferometric SAR，InSAR）

手段，实现毫米级的地表形变测

量，能够应用于地表沉降测量、斜

坡失稳（滑坡）测量等，助力区域

地质灾害监测，名胜古迹保护监

测，桥梁、公路、铁路、大坝等重

大基础设施养护监测，在减灾应急

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航天宏图一号最高分辨率可达到

0.5 米， 最 大 幅 宽 可 达 到 80 公

里，能够对大区域范围内进行高

精度成像，精准识别小桥车大小

的物体，助力土地资源调查、地

质环境监测、农作物监测、河湖

监测等，尤其在多云雾遮挡地区

（例如我国西南区域）发挥重要

作用。

卫星互联网   ●   

太空经济   ●   

元宇宙   ●   

等新产业方向进行探索   ●   

●    量子通信
●    在轨计算
●    类脑计算
●    可回收式天地传输
●    等新兴技术前沿技术研究

2021 2035
探索前沿新兴技术

未来 5-10 年的发展方向

航天宏图

遥感 导航 气象 海洋 水利 ......

国内首个分布式干涉 SAR 商业卫星星座

21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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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引领行业云服务转型发展
LEAD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OUD SERVICES

航天宏图作为国内卫星应用产业的排头兵，借助上市优势及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倾力打造了国内首个大众化遥感云服

务平台——PIE-Engine，并于 2020 年正式发布，注册用户近 7 万，打破了国内长期缺失 GEE（谷歌地球引擎 Google Earth 

Engine，简称 GEE）竞品的局面，通过精细化运维，力求将遥感应用延伸至更广范围，解决用户痛点，助力政府精细化监管

及数字化转型。

PIE 遥感计算云服务

PIE-Engine 遥感云服务平台

PIE-Engine AI 智能解译服务平台

PIE-Engine 是国内遥感行业一款跨

时代产品，在自主可控、国产数据适配

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构建了“开放 + 共

建 + 共享”的遥感云生态，在云上打通

了卫星应用上、中、下游，一站式提供

数据获取、数据分析、产品服务。用户

可在平台上传自己的数据、注册自己的

算法，并与他人实现成果共享，实现资

源的高效率流转与利用，激发遥感应用

产业活力，推动遥感应用技术进步。如

今，PIE-Engine 已在自然资源、应急管

理、生态环境、气象海洋等行业与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

PIE-ENGINE
开放+共建 +共享

一站式提供数据获取、数据分析、产品服务

自然资源 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 气象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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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守护绿水青山净土

赋能环保

24

◎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  坚持企业绿色发展

 HELP THE  PEAK CARBON, CARBON NEUTRAL GOAL

ADHERE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  城市级环境遥感云服务
CITY ENVIRONMENT REMOTE SENSING CLOUD SERVIC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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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城市级环境遥感云服务

PROPEL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CITY-LEVEL ENVIRONMENTAL REMOTE SENSING CLOUD SERVICES

2020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航天宏图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持自身绿色发

展的同时，利用行业及自身研发优势，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及

其生成产品，结合各地社会经济、历史数据、气象数据等，

提供地理区域、行政区域碳汇能力、碳盈亏评估、清洁能源

资源评估等服务，助力“3060”目标实现。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航天宏图展出了

多项碳排放监测产品，并配合精彩路演活动。工作人员从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经济问题入手，对国内外

目前“碳减排”政策、方案制定、卫星发射及技术攻关情况

进行了全面回顾，并介绍了在当前国际环境和背景下，航

天宏图在“双碳”赛道，依托遥感和大数据技术提供的各类

产品及服务。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送平台

航天宏图服贸会路演

石家庄污染热点网格分布图

基于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激光雷达、地面监测等多源

数据，开展大气环境相关指标如 PM2.5/PM10 监测、污

染气体监测、火点监测、污染物溯源等。

01>  助力城市大气污染治理

充分发挥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地面调查等各种技术

手段的优势，建立“大范围摸底排查、局部详查、地面

核查”的黑臭水体监测监管体系，打造“摸底排查—治理

监督—成效评估”于一体的黑臭水体长效监测服务，助

力各级监管部门全面提升黑臭水体的监测监管能力。

02>  助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基于卫星遥感影像与算法模型，根据固废卫星遥感监测

与分析结果，进行城市范围内固体废弃物类别判定、面

积排名统计等，形成城市固体废弃物分布专题图，维度

包括固体废物面积、固体废物堆砌点数量、所属区域占

比等，为固废监管与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03>  助力城市垃圾治理

黑臭水体一张图监督服务平台

航天宏图聚焦遥感及卫星应用产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日常运营过程中，不涉及传统工业

废水、 废气、废物、噪声等排放。公司定期对员工进行节

能办公、环境保护等相关培训，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观念，执行垃圾分类、节能降碳等政策，为绿色发展作出

有力贡献。

坚持企业绿色发展
ADHERE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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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人力资本

28

◎  完善的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

◎  优越的员工福利体系

PERFECT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

SUPERIOR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  先进高效的评估与激励体系
ADVANCED AND EFFICIENT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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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
PERFECT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

航天宏图以企业做好为目标，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使命，将人才培养为责任。公司现已形成了完善的新员工入职

培训——岗前部门业务培训——月度专家培训体系，利用企业大学平台，提供适合各岗位的定制化培训课程及资料。公司制

定《航天宏图员工证书管理办法》，积极鼓励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职称评定和资格考试，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获得相应

津贴，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先进高效的评估与激励体系
ADVANCED AND EFFICIENT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

航天宏图坚持以奋斗者、贡献者为本。公司设置专业、管理两个晋升序列，并根据员工工作职责及内容分设置高级管理

岗、销售岗、技术岗、咨询岗、职能岗等五类绩效考核标准，同时制定《航天宏图员工虚拟股权激励方案》，多重维度给予

激励，力求为员工提供公正透明的评价及激励体系，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从客观的评估结果中找到努力的方向。

为优化组织结构、提升人员效率，航天宏图基于 IPD 管理体系，结合公司实际施行增量绩效管理改革，对客户满意

度高、响应迅速、对项目贡献大的员工进行多维度激励。

I P D
人才培养及晋升体系

应届生“一对一”导师制 新人特训营、精英座谈会
行业专家讲座

鼓励攻读在职博士学位
公司报销全额学费

企业文化与团建

“企业大学”E-learning 部门轮训、竞聘择岗
拓宽多元化晋升通道

2021 届应届毕业生入职培训

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格

2021 年 12 月 30 日，航天宏图正式获得获得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格，对人才的培养培训、选拔使

用、表彰激励起到积极作用，也将为员工成长成才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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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员工福利体系
SUPERIOR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航天宏图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为每一位在职员工缴纳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及生育保险，维

护员工切身利益。积极完善各项福利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宿舍，提供带薪年假、健康检查、团建聚餐、午晚餐补

贴、节日礼金、优秀员工旅游等。

福利体系

薪酬待遇在行业内
位居前列水平

与业绩挂钩的
年终奖 核心骨干股权激励

卓越人才解决户口 工作居住证 专业技术职称津贴
专利、论文发表奖励

博士后工作站 生日礼金新婚
礼金及年节礼品 优秀员工出国旅游

人才公寓 丰富多彩的
团建活动

缴纳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带薪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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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HANDS

共建卫星产业生态

携手并进

34

◎  产学共建，高校深度合作

◎  助力下游，升级 PIE 软件产品

INDUSTRY-SCHOOL INTEGRATION: DEEP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BOOST THE DOWNSTREAM: UPGRADE PIE SOFTWARE PRODUCTS

◎  进军上游，宏图一号星座蓄势待发
JOIN THE UPSTREAM: PIESAT-1 CONSTELLATION IS READY TO SERV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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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共建，高校深度合作
INDUSTRY-SCHOOL INTEGRATION: DEEP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高校是科技智力资源与创新高端载体集聚之地，航天宏图一直以来重视与高校的创新合作，与武汉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院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产学研为一体的实训基地，在技术研发、项目

合作、人才培养、精准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双赢发展。

建立产学研为一体的实训基地

武汉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人才培养 精准就业技术研发 项目合作

PIES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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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上游，宏图一号星座蓄势待发
JOIN THE UPSTREAM: PIESAT-1 CONSTELLATION IS READY TO SERVE

2021 年 7 月 26 日，航天宏图与银河航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航天宏图在卫星遥感行业应用市场积累与银河航天在

低轨通信、遥感卫星研制技术优势，面向通导遥一体的技术融合趋势，在 SAR 遥感星座以及与通信星座系统融合、通信导航

遥感一体化卫星研制、地面测运控与应用系统建设、市场与资本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

SAR 遥感星座系统

面向市场对 SAR 星座的需求，双方合作论证创新 SAR 星座任务，航天宏图提供应用需求，
银河航天提供星座建设方案，合作建设 SAR 遥感星座系统，推动商业化 SAR 遥感星座发展及应用普及。

SAR 遥感星座系统

航天宏图与银河航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 动 商 业 化 S A R 遥 感 星 座 发 展 及 应 用 普 及

合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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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下游，升级 PIE 软件产品
BOOST THE DOWNSTREAM: UPGRADE PIE SOFTWARE PRODUCTS

2009 年，航天宏图自主研发的遥感软件 PIE1.0 正式发布，经过持续不断的升级，目前已更新至 6.3 版本，在原

有的 PIE 遥感图像处理工具及行业插件平台的基础上，结合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先进信息技术，形成了“一

云”、“一球”、“一工具集”的产品序列。

PIE 6.3PIE 1.0 升级、完善

时 空 遥 感 云 服 务 平 台 的 PIE-

Engine 集 成 PIE-Engine Server

时空数据服务模块、PIE-Engine 

Studio 遥感技术服务模块、PIE-

Engine AI智能解译服务模块、PIE-

Engine Factory 数据处理服务模

块、PIE-Engine UAV无人机应用服

务模块等，满足用户基于云计算进

行地球科学大数据分析应用的需

求以及支撑行业领域业务系统的

构建需求，同时也为广大 C 端用户

提供了低成本的教育与工作平台。

PIE基础软件工具集，提供覆盖多源

地理时空数据的分析、处理与加工

生产能力，已实现全类型、全传感

器、全流程的数据服务能力。

PIE 在国产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方

面能力卓越，实现了遥感信息与行

业信息的融合应用：为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气象海洋、水

利、农业、林业等国家各部委以及

省市管理部门，提供全流程、全要

素遥感信息分析处理，支撑政府机

构实施精细化监管和科学决策；为

金融保险、精准农业、能源电力、

交通运输等企业用户，提供空天大

数据分析和信息服务，提升企业决

策制定和运营效率。

以仿真与 XR 为核心的 PIE-Earth 智

慧地球平台，集成了 PIE-Map 跨平

台 GIS 开发组件，具备云、边、端

多种形态，满足互联网场景下大规

模仿真、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及特种

领域的态势呈现、指挥控制等应用

需求，PIE-Earth Meta 数字孪生构

建服务模块，可用于快速构建不同

尺度、高度逼真的实景三维和数字

孪生城市场景。

一云 一球 一工具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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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坚定履行社会责任

公益服务 ◎  免费学生技能培训

◎  建党 100 周年庆典气象保障

◎  冬奥保驾护航

FREE SKILL TRAINING FOR STUDENTS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10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CEREMON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UPPORT WINTER OLYMPICS

◎  江西“红色文化旅游 + 北斗示范” 助力
SUPPORT FOR JIANGXI “RED CULTURAL TOURISM + BEIDOU DEMONSTRATION” PROJECT

◎  社会援助◎  产教融合项目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JECTS SOCI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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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学生技能培训
FREE SKILL TRAINING FOR STUDENTS

人才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资源，起步较晚的遥感及卫星应用行业更加需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2021 年，航天宏图走进

全国高校，针对高校学生进行免费的应用技能培训，共完成国产遥感软件 PIE 培训 228 次，涉及高校 / 单位 137 所，参与人

数 11000 余名。

参与人数 11000 余名

涉及高校 / 单位 137 所

PIE PIE 培训 228 次

航天宏图针对高校学生
免费技能培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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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联合航天宏图及其他相关单位共同举办

“PIE 遥感与地理信息一体化软件”培训及“利用遥感技术发现自然与文化遗产大赛”

航天宏图作为独家赞助方深度参与此次竞赛活动

为所有参赛者提供

PIE 系列软件的免费试用许可证、时长超 24 小时的线上遥感图像处理专业培训以及技术指导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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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项目

2021年航天宏图→协同育人项目申报立项名单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JECTS

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培养测绘遥感地信类专业紧缺人才，航天宏图

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成功遴选教育部 2021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公司获批的 36 个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主要包括：30 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6

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

个36
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改改项目

项30
实践条件

实践基地健身项目

项6
航天宏图

成功遴选教育部

年2021

编号 申报题目 申报高校 项目类型

1 科教产融合背景下基于 PIE 平台的海洋遥感影像
应用教学实践平台建设 齐鲁工业大学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2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创新联合实验室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 海量卫星数据和 PIE 支持下的矿业特色遥感实践基地 中国矿业大学

4 航天宏图 - 南邮联合共建多源遥感数据综合处理实验室 南京邮电大学

5 海洋遥感数据智能化处理实践基地建设 上海海洋大学

6 星载 SAR 海洋遥感综合实验室 厦门大学

7 基于 PIE 的水利类专业《遥感水文》
混合式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济南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8 基于 PIE 平台二次开发与应用的 C# 程序设计课程改革 山东建筑大学

9 PIE 支持的《遥感概论》金课建设与应用研究 南通大学

10 《数据挖掘与分析》示范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山东农业大学

11 城乡规划专业遥感新技术应用的教改探索 上海大学

12 面向遥感云计算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首都师范大学

13 基于 PIE 软件的地学遥感课程体系建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4 PIE 系列软件赋能《工程测量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太原理工大学

协同育人项目年度申报答辩 协同育人项目年度评审答辩

15 PIE 在水文水利计算实践教学
及洪灾损失管理系列毕设中的应用 华北电力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16 基于 PIE 软件的地方农业院校遥感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山西农业大学

17 基于 PIE 平台的土地资源遥感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18 基于 PIE 的遥感信息智能提取课程群建设 河南理工大学

19 基于 PIE 支持的《遥感地学分析》
等遥感类课程应用型教学改革研究 邢台学院

20 《PIE-Engine 遥感大数据云计算实战》课程建设与实践 华北理工大学

21 基于 PIE 的遥感高阶专业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2 地理空间信息支撑下的
自然资源管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23 企业需求导向的“课设 - 大创 - 实习 - 毕设”
立体化培养机制的遥感智能课程体系改革 中南大学

24 基于 PIE 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课程改革与实践 洛阳师范学院

25 《遥感图像处理专题与实践》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 江西理工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6 基于 PIE 软件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27 基于校企联动的《遥感原理与应用》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8 基于 PIE 遥感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

29 基于 PIE 软件的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专业遥感课程案例建设与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

30 基于国产遥感数据面向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应用的
遥感课程教学改革 西南石油大学

31 城市地理信息类课程产学研课改示范 云南大学

32 PIE 与 ENVI 在《遥感数字图像处理》中的
实验对比与开发实践 广州大学

33 基于 PIE 的“遥感概论”国际化课程建设 福建师范大学

34 产教深度融合下遥感地学应用课程群改革与建设 长安大学

35 基于 PIE-SDK 的遥感专业开发类课程改革 西安科技大学

36 基于 PIE 软件的《遥感原理与应用》示范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沈阳建筑大学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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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援助

建党 100 周年庆典气象保障

SOCIAL ASSISTANCE

METEOR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10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CEREMON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22 日，河南省中北部地区连降暴雨，局部地区降水量接近 1000 毫米，突破了中国陆地降雨

量历史极值。这场“千年一遇”天灾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2021 年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多场地、多时次、多要素对天

气的需求，让气象保障成为庆祝大会顺利举办的重要环

节。航天宏图承建的冬奥服务保障业务支撑系统作为北京

市气象局“十三五”重点推动的项目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重大活动保障期间，承担为天安门地区管理

委员会提供实况数据和预报数据服务的任务，服务期间数

据提供及时、准确、稳定，为本次重大活动保障的决策工

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航天宏图项目团队在活动保障期间坚持 24 小时的巡检、汇报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大活动气象保障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航天宏图捐赠 100 万救灾物资 航天宏图无人机团队提供技术支持保障

航天宏图团队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供技术保障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

航天宏图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向河南省鹤壁市捐赠 100 万元救灾物资，支援河南省抗洪救灾工作，公司无人

机团队也于 7 月 22 日前往鹤壁市浚县新镇，运用公司拥有独立知识技术产权生产的无人机参与抗洪救灾，连

续不间断采集灾害数据，为当地应急救灾指挥部门决策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保障。

江西“红色文化旅游 + 北斗示范” 助力
SUPPORT FOR JIANGXI “RED CULTURAL TOURISM + BEIDOU 
DEMONSTRATION” PROJECT

为了加速北斗在红色文化旅游行业的应用，同时利用北斗推动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2020 年 1 月北斗三号首个区

域应用示范项目（北斗卫星导航综合应用示范项目）落地江西，其中的“红色旅游示范应用平台”由航天宏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公司通过江西省北斗卫星导航综合应用示范项目的建设，打造了北斗卫星导航综合应用示范的“江

西样板”。积累了丰富的省市级北斗 + 服务中心的建设经验，总结出一套 “1+N”模式建设省市级北斗 + 服务中心的宏

图方案，助力红色旅游发展。

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展出

在江西萍乡“甘祖昌干部学院”，进行了演示、培训和试运行

红色旅游示范应用平台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ESG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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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务

冬奥保驾护航
SUPPORT WINTER OLYMPICS

冬奥保障期间，北京气象信息中心联合航天宏图等公司开发建设了冬奥服务保障业务支撑系统作为冬奥室内外各比

赛场馆、场地气象数据的第一接收系统，承担着为下游各系统提供及时、稳定、高效的数据传输服务的重任，为电视评

论员、解说员、比赛现场大屏、媒体、主控制中心、世界各地媒体、转播机构等各单位的决策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实

现京冀冬奥气象服务和一体化气象业务的强有力支撑。

同时，航天宏图还有另外一支团队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驻场保障，依托与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联合建设的卫星天气应用平

台提供冬奥专题监测服务，为值班人员开展气象保障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利用风云系列卫星开展天气、地表温度、积雪和雪

深等多方面的监测服务工作。

气象应急服务平台

在应急保障方面，航天宏图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天空地协同遥感监测精准应急服务体系构建与示范”

项目中面向冬奥会气象应急服务保障需求，建设了北京冬奥会外赛场气象应急服务平台。

北京冬奥会外赛场气象应急服务平台

气象综合指挥平台 - 实况预报一体化显示界面

张家口赛区场馆分布遥感影像图（来源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积雪 雪深天气监测服务 地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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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荣誉
HONORS OF 2021

航天宏图 2021 年积极参与国家相关行业单位、协会等开展的技术创新及行业研讨工作，获得公司级荣誉奖项 10 余

项，以专业能力和优质服务获得各级单位及合作伙伴表扬信 300 余封。

2021 年度 ESG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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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机构

2021 年 第二十三届上市公司金牛奖 中国证券报

2021 年 2021 无人系统行业金翼奖

2021 年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奖

2021 年 MVX 最具价值体验作品金奖 深圳体验设计协会

2021 年 1 月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1 年 4 月 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技术协作单位 电力行业输配电技术协作网

2021 年 4 月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和产业发
展委员会理事单位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
和产业发展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第十届
理事会会员单位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2021 年 10 月 测绘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2021 年 10 月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2021 年 10 月 ARMS11 科技创新工业展览会优秀参展单位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2021 年 11 月 北京生态修复学会普通团体会员单位 北京生态修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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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索引 读者反馈
 SEARCH INDEX READER FEEDBACK

2021 年度 ESG 报告

尊敬的读者：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ESG 报告》，为向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更

有价值的信息，并有效促进公司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优化 ESG 报告质量，我们真诚期待您的意见和建议。

您还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快递寄

送方式向我们反馈您的宝贵意见或建

议，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益园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 A 区 1 号楼 5 层

ir@piesat.cn

100195

010-8255-6572

证券部

您的联系方式：

您对航天宏图及本报告内容有何意见建议？

目录 GRI standards CASS-4.0

走进航天宏图

董事长致辞 GRI 102 P2.1、P2.2

公司简介 GRI 102 P4.2、P4.3

组织架构 GRI 102 P4.1

企业文化 GRI 102 G1.1、G1.2

发展历程 GRI 102

精细管治
牢筑企业发展之基

党建引领 GRI 102 G3.1

企业治理 GRI 102 G3.2、G3.3、M1.1

合规运营 GRI 102 G4.1、M1.4

信息化建设 GRI 418 S2.14、E3.1

责任管理 GRI 101、GRI 102 G2.1、G6.1

技术创新
以研国之所需为己任

解决遥感软件卡脖子问题 GRI 102 P4.2、M3.6

探索前沿领域验证新兴技术 GRI 102 M2.4

打造首个地球科学领域学术高地 GRI 102 P3.1、M2.1

填补我国商业 SAR 星座空白 GRI 102 P3.1、M3.6

引领行业云服务转型发展 GRI 102 P4.2、M2.1、M3.6

赋能环保
守护绿水青山净土

助力“3060”目标 GRI 201 E1.3、E1.7

城市级环境遥感云服务 GRI 201 E1.3

坚持企业绿色发展 GRI 302、GRI 305 E1.1、E3.1

人力资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完善的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 GRI 404 S2.14、S2.16

先进高效的评估与激励体系 GRI 401 S2.8

优越的员工福利体系 GRI 401 S2.10

携手并进
共建卫星产业生态

产学共建，高校深度合作 GRI 102 M3.4

进军上游，宏图一号星座蓄势待发 GRI 102 M3.4、M3.6

助力下游，升级 PIE 软件产品 GRI 102 M3.6

公益服务·坚定履行社会责任

免费学生技能培训 GRI 102 P3.1

产教融合项目 GRI 102 P3.1

河南水灾驰援 GRI 415 P3.1

建党 100 周年庆典气象保障 GRI 102 P3.1

江西“红色文化旅游 + 北斗示范” 助力 GRI 102 P3.1

冬奥保驾护航 GRI 102 P3.1

企业荣誉 GRI 102 A3

指标索引 GRI 101 A5

读者反馈 A6

选择题（请在相应位置打√）

1. 您对本报告的总体评价是：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2. 报告对利益相关方所关心问题的回应和披露？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3. 您认为航天宏图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4. 您认为航天宏图在节能环保方面做得如何？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5. 您认为航天宏图在企业管理方面做得如何？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6. 报告披露的信息、指标、数据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  非常好                  □  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7. 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方便阅读？

□  是                         □  否                  

联系部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姓名 电话

通讯地址

工作单位 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