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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着崭新局面,如何有效运用科学合理的
方法与策略,全面优化提升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成效,备受业内关注。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土地资源管
理的重要性,分析了土地资源管理与土地利用的内容,在探讨当前土地资源管理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结合相关实践经验,分别从建立健全土地资源管理和规划制度等多个角度与方面,探讨了土地资源管
理与土地利用综合规划的方法路径,阐述了个人对此的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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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s facing a new situation, and how to effectively us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land use planning,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land use, and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system,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comprehensive land use planning, and
expounds some of the individuals' views on this.
[Key words]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land use planning; current situation issu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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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息化手段的充分应用,构造搭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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