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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土资源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想最大限度地展现国土资源作业的作
用,就应做好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优化资源配置,增大土地利用率。但是现阶段,有关部门管理观念不
合理,执法缺乏力度,使得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依然不够理想。为此,有必要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加以
改进。
[关键词] 国土资源管理；资源配置；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P641.8 文献标识码：A
国土资源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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