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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
创业,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居住,但受到城镇土地承载力的限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形成了一定影响。因此,
我们既要对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必要的管理与保护,又要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促进当地经济积极发展。其中,测绘技术作为土地规划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术环节,在保证土地资源
开发与利用合理性方面极为关键。所以我们需要对该项技术的发展升级密切关注,重视测绘新技术在土
地规划管理当中的运用,实现该项工作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打好基础。本文重点分
析了测绘新技术在土地规划管理中的实际运用,说明测绘新技术实际运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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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many migrant worker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have moved to cities to liv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urban land carrying capacity, it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Therefore, we must
not only carry out the necessary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limited land resources, but also carry out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rational us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use, so as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Among them,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s an indispensable
technical link in 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s extremely critical in ensuring the rationality of l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refore, we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this technology,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in 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is work,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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