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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土地变更的情况来看,若不能及时获取并了解其实际变更的相关数据信息,则会对国家经
济发展及社会建设形成阻碍,尤其是对于建筑工程、林业管理等工作开展来说。对此,研究以分析全国土
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的实施为基准,以此来进一步掌握2021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实际情况,切实
根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等相关工作准则为主导来开展全国
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本次研究从多个层面来具体分析该项工作在实施中的具体事项,以此来
丰富相关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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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land change, if the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of the actual change
cannot be obtained and understood in time, it will hinder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orestry management and other work.
In this regard,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d change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in order to further grasp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d use change in 2021,
earnestly according to our country curr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Land Survey" as well as related working principles to carry out national land change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ecific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work from
multiple levels to enrich relevant research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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