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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在不断提升,这就使其在气象信息服务
方面的要求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当前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气象灾害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如何
有效应对气象变化产生的危害,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重点。通过对气象信息服务分析,能够更好的发
挥出其在农业生产指导以及防灾减灾当中的作用,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篇研究将对气象
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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