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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优化,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了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了十
分良好的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现有资金的实际利用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
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并进一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当前宏观经济产生的各种
影响,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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