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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常德市自然资源项目库的建设是从源抓起,彻底解决各部门项目独立、存放混乱、监督困难的
有限手段,并基于项目库,创建常德特有的业务码,以码管项目,从而实现各个管理环节的数据共享,真正
实现常德“一码通”办,有利的优化了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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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Database and "One Code Connection"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Xuelan Guo Bo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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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angde's natural resources project database is to start from the source, and is
limited means to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project independence, storage confusion, and supervision
difficultie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project database, the unique business code of Changde is
created, and the project is managed by the code to realize the data sharing of various management links, and
truly realize Changde's “one-code connection”, which has favorably optimize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project database; business integration; one code connection
引言
随着自然资源和规划业务不断融合,
对自然资源数据管理、应用,业务融合、
协同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不断深化
改革创新,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
资源及成果信息服务等方面实现全方位
协同一体化发展,创新自然资源管理工
[1]
作势在必行 。

结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两
统一”职能转变,以及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审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工作
的启动,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政
府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途径。为提高自然
资源管理的行政审批效率,解决管理冲
突、交叉、重叠等问题,亟需摸清自然资
源数据家底,对原各部门各类数据的现状

图 1 总体架构图

版本、规划版本、历史版本进行全面系统

资源综合业务一体化平台,辅助支撑自然

是推动自然资源机构改革职能落地、履

的梳理和融合,统一数据分类、标准及相

资源业务系统审批应用,全面提升国土空

行“两统一”职责的重要支撑,是提升自

关规范,汇聚融合并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
大数据资源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自然
28

[2]

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自然资源综合业务一体化平台建设

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3] 。
本文以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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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项目库、业务融合及“一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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