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
源。

如何保护耕地，如何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如
何确保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需求，
这些都是土地及自然资源管理的“大
文章”。要做好这些“大文章”，必须要
有土地方面的基础国情国力调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土地调查条例》的相关要求，
我国每10年开展一次土地方面的基
础国情国力调查工作。

据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市三调办常务副主任曹春华介绍，我
市按照国家部署，曾开展过两次土地
调查。第一次是1984—1996年的全
国土地详查（下称一调），第二次是
2007—2009年的全国土地调查（下
称二调）。

2017年10月，国务院部署启动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2018年9月，国
务院将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调整为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三调）。

曹春华说，重庆的三调工作，从
2018年1月全面启动。“很多人觉得，
国土调查跟自己关系不大。其实，与

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曹春华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这些调查信息将帮助
国家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为后续各
项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它既关系国
家的发展，也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
益。

“例如，一个农民要申请宅基地，
管理部门就要在土地调查后形成的
图上，查看占用的地块是什么状态，
是耕地，林地，还是园地？是不是基
本农田，符不符合规划等。”曹春华
说。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其实

应用的方面很多。”曹春华说，最直接
的，就是用到国土管理的“批、供、用、
补、查”上（批，即审批批准；供，即土
地供地；用，即土地利用；补，即占补
平衡；查，即执法、督查）。宏观管理
上，调查成果将关系到国家编制“十
四五”发展规划和“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重要基础判断。

“尤其是此次调查将‘土地’变为
‘国土’，仅一字之差，但内涵深刻。”
重庆社科院研究院王秀模说。

在他看来，三调是我国发展进入
新时代后，一次重要的基础国情国力
调查，反映了中央机构改革最新的战
略考虑，迈开了自然资源集中统一调
查过渡的重要步伐，为实现自然资源
管理“一张底板、一套数据、一个平
台”打下基础。

“土地”变为“国土” 一字之差但内涵更丰富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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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进行了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每一次调查都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同时折射出我国科技
水平的发展变化。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叫土地
详查。当时没有卫星图片，是以航片
为底图来做的，而且没有实现全覆盖，
有些地方没有影像资料，调查人员就
用地形图作为基础资料。

但地形图不是影像资料，无法反
映地类的利用情况。因此人们只有在
地形图基础上，通过全野外的调查，人
工画上去，最后形成的成果也是纸图，
没有建立数据库。人们要用的时候，
就把纸图拿出来，更新也很不方便。

2007 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有了覆盖全域的影像资料，也建
立了统一的数据库。此后，地方每年
给国家上报变更调查的情况，国家实
时更新，实现动态管理。但当时的比
例尺、上图标准，以及调查内容的丰富
性，与这次开展的三调还有明显差距。

这次的三调，运用了一大批高新
技术，既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又能保
证调查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到，此
举将极大促进自然资源数据搜集、整
理、整合、应用，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
质量效益，完善规划体系，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次国土调查
折射我国

科技水平的发展
本报记者 曾立

▲6月25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国土调查员
深入田间地头。

最新卫星技术、人机交互核查、互联网+举证……

用高科技摸清8.24万平方公里土地“家底”
本报记者 曾立

2018 年 1 月以

来，重庆根据国家

部署，启动了第三

次 国 土 调 查 。 如

今，重庆第三次国

土调查已完成阶段

任务，相关成果正

陆续报送全国三调

办接受国家核查。

第三次国土调

查查些什么？和第

二次土地调查比有

什么不同？运用了

哪些高科技？重庆

日报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核心提示

6月 25日，沙坪坝
区青木关镇管家桥村，
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那人背着背包，手
里拿着一个平板，在田
坎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只见他时而用手里
的平板，对着庄稼地、鱼
塘、农民的房子拍照，时
而在平板上点点、画画。

他在干什么？好奇
的村民有的停下脚步远
远望着他，有的干脆走
上前询问。

从他佩戴的工作牌
上，村民们看到了“国土
调查”的字样。“国土调
查是什么？”“以前好像
没有听说过。”村民们议
论起来。

“就是以前的土地
调查，十年一次，这次是
第一次更名为国土调
查，你们没听说过不奇
怪。”这个人名叫李杨，
是重庆中科勘测设计公
司的专业调查人员。

他告诉村民，这一
年多来，重庆有1363人
每天干着和他同样的工
作，最高峰时有近5000
人。他们行走在重庆
8.24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上，收集每一寸土地最
真实的信息。

这就是正在开展的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相比于过去两次调查，三调的内
容更丰富，也更加精细。”曾参与二调
的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土地
调查所所长彭正涛，对此深有感触。

首先，在比例尺上，2007年进行
的二调，比例尺是1:10000；这次三
调，农村执行1:5000，城镇1:2000。
比例尺更大，表示内容也更详细。

其次，提升了上图面积的标准。
二调时，建设用地要求400平方米才
上图，这次国家规定是200平方米上
图，重庆结合实际，提出60平方米上
图。“因为重庆的地形特点，造成农村
很多村庄居民点分散，且面积较小”。

彭正涛举例说，比如一个200平
方米的宅基地，周围是农田，二调的
时候这个宅基地就没有办法上图，因
为达不到上图面积。图上显示的就
是一片农田，没有房子。如果相关住
户要办理手续，就会出现差异。因
此，三调要求更加精细化，既要保障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也要保障老百姓
的权益。

耕地、林地等其它地类的上图标
准也有提升。其中，耕地、林地分别
从过去的600平方米、1500平方米
提升到400平方米。

此外，在过去的调查内容上，三
调还增加了4个专项用地调查与评
价、8大类属性标注和24个单独图
层。这也是前两次调查没有的。

什么是专项用地调查与评价？
“这是结合自然资源管理形成的

各类管理信息，根据自然资源精细化
管理、节约集约用地评价及相关专项
工作的需要开展的专项调查。如耕
地就有一个专项调查。”彭正涛称，那
些在河道旁、林区、湖区的耕地，喀斯
特地区的耕地、沙化耕地等，都要进行
耕地细化调查。“这部分耕地，可能会
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无法长期稳定
利用。今后国家在划定基本农田，实

现占补平衡，实施土地整治的时候，对
这些区域，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彭正
涛称，之前的调查中耕地就是耕地，从
来没有进行如此细化的调查。

类似这样的专项用地调查与评
价，还有永久基本农田调查、耕地质
量等级调查评价和耕地分等定级调
查评价。

什么是属性标注？
彭正涛举例称，如一块地，按地

类划分属于耕地。那么在图上除了
要区分它是水田还是旱地，并记录坡
度、田坎系数、权属单位等基本信息
外，此次还增加了耕地的种植属性标
注，即要标注是已耕种，还是未耕种，
还是轮作；如果是已耕种，还要标注
种的是粮食作物、非粮食作物，还是
轮作的作物。

除了种植属性标注，还有恢复属
性标注。比如过去的一块耕地，如今
变成了非耕地，用来种草皮、栽果树、

挖塘养鱼等作其它用途了。那么就
要调查它，是通过简单清理就可恢复
成耕地呢，还是要投入大量资金，通
过工程力量才能恢复成耕地。这就
叫“恢复属性标注”。

类似这样的属性标注，一共有8类。
什么是单独图层？
彭正涛解释到，即在一幅图的基

础上，再叠加一幅图。因此，三调最
后的成果，相当于在一张基础信息的
地图上，叠加了 24 张图（专题信
息）。其中包括推土区、拆除未尽区、
开发园区等等。

如此一来，三调的工作量相比二
调，大大增加。“三调的细化内容是二
调的n倍，做起来难度非常大。”彭正
涛说，其工作量的大小无法具体比
较，但仅图斑数量这一项，三调就是
二调的2倍。

据称，本次三调，重庆调查人员勾
画的图斑超过1000万个。勾画出图
斑后，调查人员还要逐个图斑开展外
业调查，并通过“互联网+”在线举证
方式开展外业举证，最后按建库标准
建立数据库，形成集影像、数据、图件、
文字及数据库为一体的调查成果。

国家规定200平方米上图 重庆提升标准建设用地60平方米上图

三次国土调查
时间

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一调）

1984—1996年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二调）

2007—2009年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三调）

2017年10月启动
2018年9月将第三次全国
土地调查调整为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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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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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旬，经过一年多的调
查攻坚，重庆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
完成阶段任务，相关成果正陆续报送
全国三调办接受国家核查。

这意味着，一调用了12年时间，
二调用了近3年时间，三调在工作量
多出数倍的前提下，只用了1年多时
间。

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因为我们采用了大量先进的科

技手段。”彭正涛告诉记者，二调时，
影像的分辨率基本在2米左右，看起
来很模糊，他们工作时困难也很多。
而本次三调，全市采用了最新的卫星
技术，其影像分辨率达到0.2米。

0.2米是什么概念？一眼望去，

植被、车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正是在高精度影像的帮助下，内

业人员可以先结合相关资料，在影像
底图上，把全部地类的利用状态勾绘
出来，以此形成1000万多个图斑的
数据基础，再进行外业核实和调查。
而不是像2007年二调时，调查人员
要先带着纸和笔到野外，用笔描绘下
来，然后再回来输入计算机。“在这个
环节，效率大幅提升。”彭正涛说。

上千万块图斑并非画好就完事，
还要去核查。这么大的工作量怎么
办？

市勘测院基础测绘分院工程师
李晗介绍，“我们采取人机交互方式
核查，人工逐图斑核实地类真实性和

边界准确率，计算机自动比对找出变
化图斑，人工再次对变化的图斑进行
再次核对确认。”李晗表示，他们自己
开发出一套叫“集景”的系统，该系统
可根据标准设定，自动对比找出产生
变化的图斑。

记者现场看到，只需要在一个区
域使用该系统，便会出现类似“进度
条”的界面，然后依次对图斑进行比
对，如果出现变化图斑，便会有提示。

“全市1000万多个图斑，通过计
算机自动比对，两天就找出变化图
斑。”李晗说，目前这一系统已经申请
专利。

此外，为确保调查的真实性，三调
还采用了“互联网+举证软件”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外业调查人员通
过平板或手机，连接举证平台。外业
调查人员开展现场调查时，举证平台
不仅可通过全球定位获取现场人员
的位置，还能实时回传现场人员的拍
摄照片，并自动计算拍摄角度、距离、
坐标、位置等信息，确保了调查数据
真实，从源头上预防了数据造假。

“现在的外业调查人员，不需要
像以前一样扛着大堆测绘仪器，而是
一个平板就搞定。”彭正涛说。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还将以三调
的成果数据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主体功能区
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因素精准落地，
逐步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同时，我市还将就耕地、建设用
地、湿地、林地、草地、种植园用地、交
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等主要地类进行
专题分析，以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采用最新卫星技术 一眼望去，植被、车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最新卫星技术，其影像分辨率达到0.2米，
让调查数据更准确。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罗斌 摄

▲6月25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国土调查员
们正在进行当天的任务分解，以便高效精准地实
施调查工作。

2019年6月25日，沙坪坝
区青木关镇，国土调查员拿着
设备，在田坎间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