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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要求,本文研究运用大数据存储、计算、服务引擎、模型构建、数
据挖掘和可视化等技术,构建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有效挖掘自然资源数据价值,从而精准支撑各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在自然资源信息服务、业务审核、形势分析和决策支持等领域的应用,并将应用成果向其
他行业共享,创新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强化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智能决
策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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