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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产测绘成果数据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房产权属单位、开发商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本文以房产测绘成果检查为基础,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房产项目总结出各类项目的特点、容易出现的问题
以及具体的检查侧重点,最后总结归纳出四类常见测绘成果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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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the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real estate ownership units, developers and individuals.Based on the inspection of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rojects, prone problems and specific
inspection points and focus by analyzing different types of real estate projects, and finally summarizes four kinds
of inspection methods of comm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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