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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CRS 用户培训会通知 

 

尊敬的用户： 

为给用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数据获取渠道，使现有的

在轨运行的陆地观测卫星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能够更好服务

用户，中国遥感应用协会通过完善 CRS（Convenient, Rapid and 

Safe）服务方式，将为广大用户提供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

推广国产卫星遥感数据、探讨技术方法、交流应用成果，同

时为国产遥感卫星服务及应用献言献策。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定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7 月 28 日在

哈尔滨市举办“2017 年度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CRS 用户培训

会”，请贵单位派代表参会，并对国产陆地观测卫星服务及

应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诚邀广大用户及会员单位届时参

加、积极交流。 

联系人： 刘舒波  芦祎霖 

电话／手机：010-58937162  13717912619 传真：010-57503347 

电子邮箱：crs_ygxh@163.com 

附件一：会议注意事项 

附件二：CRS 数据使用协议 



附件三：CRS 数据服务说明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2017 年 6 月 23 日



 

附件一： 

会议注意事项 

一、参会人员差旅及食宿自理。参会人数 1 人免培训费，超

出人员，培训费 1200 元/人，现场交纳现金或支票。 

二、CRS 年服务费国家事业法人单位或教育科研机构优惠价

格 4000 元/年；CRS 用户可有两种办理及款项交纳方式： 

1）提前汇款并邮寄 CRS 数据使用协议（盖贵单位公章），

会议现场将提供发票并反馈 CRS 数据使用协议（加盖协会公

章）； 

2）会议现场交纳现金或支票，同时办理 CRS 数据使用协

议加盖协会公章，发票将于会后 10 个工作日内开具并邮寄。 

三、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28 日； 

四、报到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15:00~21:00 

五、会议地点：哈尔滨市曼哈顿大酒店 

酒店联系电话： 0451- 87053989 

地址：哈尔滨市道理区兆麟街 57 号 

酒店地图： 

 

 

 

 

 

 



 

六、乘车方式： 

1) 哈尔滨站：步行至火车站上车，乘坐 74 路至建筑艺术广

场站下车，步行 30 米；出租车参考价格 11 元 

2) 哈尔滨东站：步行至哈东站上车，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博物

馆下车，步行 280 米乘坐 74 路、13 路、47 路至建筑艺术

广场下车，步行 30 米；出租车参考价格：20 元 

3) 哈尔滨西站：步行至哈尔滨西站上车，乘坐地铁 3 号线在

医大二院换乘地铁 1 号线至博物馆下车，步行 270 米，乘

坐 74 路、13 路、47 路至建筑艺术广场下车，步行 30 米；

出租车参考价格：30 元 

4) 哈尔滨机场：步行至太平国际机场航站楼上车，乘坐机场

大巴 3 号线至八区站下车，步行 320 米，在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站上车乘坐 116 路至建筑艺术广场，步行 30 米；出



租车参考价格：103 元 

七、参会回执：请将参会回执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17:00 前以

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给我们，非常感谢！ 



2017 年度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CRS 用户培训会参会回执 

注：1、“单位名称”将作为开具发票的单位名称，请填写准确；  

2、请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17:00 前反馈回执； 

3、之前签署过 CRS 协议的单位如有数据管理员信息变更，请将新数据管理员相关信息（姓名、手机、电子邮

箱、身份证复印件）连同参会回执提交至会议联系人。 

4、请各位用户回复确认参会人员住宿时间及本单位需要的房间总数。 

姓 名 单位名称 性 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住宿时间 
本单位所需房间

间总数 

    
 □26 日、□27 日、

□28 日 

     
 □26 日、□27 日、

□28 日 

    
 □26 日、□27 日、

□28 日 



附件二： 

数据使用协议 

甲方：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乙方： 

为加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管理，确保卫星数据安全保密和依法应用，防止发

生失泄密事件，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申领使用单位，以及使用和保管该数据的单

位。 

二、乙方已被告知并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相关数

据管理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规章，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依法进行管理和使

用，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三、甲乙双方必须对有关合作的事项及内容进行保密，未经双方同意,不得

向甲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透露。 

四、乙方作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使用者，不得擅自复制、转让或转借所获取

数据，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高分辨率卫星数据，

不得将所获取数据用于批准用途以外的其它方面。 

五、乙方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存放设施与条件应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档案

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建立完善的数据使用管理与跟踪追查制度。明确责任

管理人，并由其统一提出数据需求。（账号名称：           ，责任

人：             ，电话/手机：            ，E-mail:               ） 

六、如需通过互联网传递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乙方应妥善保管注册用户名和

密码，如因乙方用户名和密码泄露引起的数据外泄，甲方有权追究其责任，并终

止向乙方提供数据。 

七、乙方有义务向甲方反馈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应用情况及应用成果。 

八、乙方在使用从甲方获取的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所取得成果的显著位置，注

明卫星数据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数据版权所有者为“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九、乙方对所领取的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在依法销毁之前，承诺按此协议执

行。 

十、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协议书的条款,违约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 

十一、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本协议部分或整体转让。 



十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协商解决。 

十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十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盖章）：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乙方（盖章）： 

法定（委托）代表人（签名）：               法定（委托）代表人（签名）： 

联系电话：010-58937162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丰贤东路 5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100094                          邮政编码：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CRS 数据服务说明 

为更好地推进国产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应用，为用户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的数据获取渠道，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将继续实行 CRS 数据服务方式。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CRS 用户享有权利 

服务费用：4000 元／年。用户可享有 

     1）使用卫星数据共计 20 景(ZY-1 02C、ZY-3、GF-1、

CBERS-04)； 

     2）使用中低分辨率卫星数据； 

     3）每年参加 CRS 用户培训会； 

4）优先安排卫星数据编程； 

5）优先展示应用成果； 

     6）优先提供服务； 

     7）优先发展为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会员，会员单位可试用 1

景高分二号卫星数据。 

    二、办理流程 

     1 ）用户在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数据服务网站

（www.cresda.com）注册账号； 

     2）用户签订数据使用协议，邮寄至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3）用户向中国遥感应用协会提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4）信息核实通过后，用户交付服务年费； 

     5）用户获取所需数据。 

    三、续约 

     1）用户可根据需要每年进行续约，续约须在有效期截止日



期前 15 个工作日与中国遥感应用协会进行确认； 

     2）续约由用户主动发起，须提供用户单位盖章的续约声明，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审核无误后办理相关手续，即可完成续约。 

    四、用户培训 

参加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举办的 CRS 用户培训会。 

    五、其他说明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有权根据国家数据政策和实际情况，对本

说明中的条款进行更改，更改内容须告知所有签约用户。 

    六、备注： 

    收款单位：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学园南路支行 

    账    号：0200246309020112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