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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来源。水稻种植技术发展至今,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改
进,已经有相当大的成就,但病虫害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为了提高水稻种植产量,需要对病
虫害加以防治。基于此,文章就水稻种植及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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