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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关系国计民生,是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一项课题,其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也不乏解
决之道。本文聚焦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指出了克服这
些困难、最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益的方法,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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