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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应确保耕地资源的充足性,为粮食生产作业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助于确保粮食生
产作业的安全性,为生产作业和日常生活提供充足的粮食供给。在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的实施过程中,
通过对耕地资源的调查和认定,突出了此项调查内容的关键作用。由于原有的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等情
况较为突出,需要借鉴先行的调查技术标准,基于完善的实践操作要求,对耕地进行全面调查,确保认定工
作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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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we should ensure the adequac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ion operations, which is helpful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ood
production operations, and provides adequate food supply for production operations and daily lif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land survey, the key role of the survey content is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Due to the outstanding situation of non-food and
non-agricultural conversion of the original cultivated land,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 previous investiga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perfect practical
operation requirement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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