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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速土地流转是我国当前关于土地政策的一项新的尝试。自实施以来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对我国在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马克思地租理
论为理论指导来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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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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