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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完善的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机制,有利于国土资源分配,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各
地区有必要结合实际发展概况,积极探索国土资源节约集约路径,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此,全面
探究构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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