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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农产品国际化参与度不断提高,为挖掘我国农产品对
外贸易潜力,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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