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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青稞作为藏区最重
要的生产作物,近年来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青稞种植和生产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就将对藏
区青稞机械化生产现状和发展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通过相关工作建议和指导方案,为后续青稞产量
和质量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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