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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在农村地区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奠定了技术支撑。进行不动
产登记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基本财产权,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土地利用的监管水平。因此,为了加快不动产
登记的进度和效率,探讨新的测绘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不动产登记中的应用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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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t has laid a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system in rural area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farmers'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level of land use. Therefore,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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