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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经济形式的到来,使各地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作为联通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桥梁的交通运输
工程得到高度重视。如今,我国农村经济进入发展新时期,在该阶段,需做好交通运输工程的各项管护,以
推动农村经济的长远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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