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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可以与时代发展步伐接轨,主要运用行之有效的策略,对第三
次国土调查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有效调整国土调查工作的政策,这样一来,除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之外,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土资源利用率。因此,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土
调查工作的质量以及效率,本文先说明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过程中的内容,再阐述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工作中的问题,最后对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对策建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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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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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in order to be in line with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e mainly us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analyz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effectively adjust the policies of land survey. In this way,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need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can als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and and resources.
Therefore,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land survey,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tents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then expounds the problems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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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国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调查表
地区
面积（万公顷） 占据全国的比重（%）
全国
549.6
100
东部地区
33.6
6.1
中部地区
75.6
13.8
西部地区
439.4
79.9
东北地区
1.0
0.2

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给予引导,
让工作人员以及全体部门等统统会加入
调查工作中,这样一来才可以最大限度
地提升工作的质量。
3.4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开展土地调查的工作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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