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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在各个行业当中应用不断
广泛,尤其是对与环保相接近行业来讲,可持续发展将会大力的提升行业发展水平以及速度。因此,在此
篇文章中要针对甘肃地区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推动甘肃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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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Especially for industries clos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eed of
the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Gansu are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ans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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