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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提升和改善。相关城镇化建设
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面有效地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然而,在加速城市化进
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环境发展中面临的不可避
免的问题,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及建议,以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基于此,本文以中山市民众镇为例,
首先分析了中山市民众镇城镇化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分析了中山市民众镇生态环境保护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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