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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矿产资源利用率不断提升,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对
矿产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还应该加强对未开发资源的勘察。我国虽然有着总量较多的矿产资源,但是在长
时间勘察不合理的影响下,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不高问题始终存在,严重影响了矿产企业的发展。在
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怎样对地质矿产资源勘察质量进行提升,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也成为了
时代发展的必要要求。基于此,本文就将对地质矿产资源勘察和合理开发问题展开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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