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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及林业资源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要想让林
业工程的荒山造林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就必须充分分析环境、气候、土壤等因素,根据不同树种的不同
特征确定造林的具体方案。造林工作的相关人员必须要对现有的荒山造林方法进行创新和突破,才能最
终取得优质造林的成果。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很多工作人员仍未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本课题的研
究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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