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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测绘工作是我国地质事业发展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地质测绘工程中运用
现代测绘技术,能增加测绘工作的精度,提高地质测绘工作的整体效益,在地质调查、生态修复和矿产勘
探等工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质测绘工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必将推进我国地质事业向前发展,
进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水平的提高。本文将简要分析地质测绘工作发展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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