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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保证基层烟叶生产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做好基层烟叶生产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从对
目前基层烟叶生产管理的研究可知,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管理能力较低、机械化作
业效率低、工作人员积极性较弱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基层烟叶企业的前行带来了阻碍。基于此,应针对
现存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以提高基层烟叶生产管理水平,推动产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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