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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快速,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带动了各个领域的发展。GIS技术就
是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并被广泛的应用在国土资源管理中,不仅有效的提高了全国土地统计的效率,而
且有效的提高了国土资源管理的质量,为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对GIS
在国土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给相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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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s very fast, an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ha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GIS technology is a new typ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land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land statistics,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and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rational planning of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land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to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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