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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在科学技术日益创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
今天,农业技术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这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但是,农业的
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农业气象防雷技术就是非常关键的一大方面,对农业气象防雷进行
优化可以改变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工作现状中的一系列问题,为我国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更多
的可能性。接下来,本文对优化农业气象防雷研究工作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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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农业气象防雷研究工作
的具体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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