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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建设日益推进的大背景下,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土地资源稀缺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均土
地占有面积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为了确保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相关部门需要注重土地测绘工
作,将其渗透到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通过利用土地测绘技术制定详细的土地资料,为国家开发规划
提供依据,实现我国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文章主要针对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
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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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l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Hean Cui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natur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scarcity of land resources is seriou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nfiltrate it into l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formulate detailed land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l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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