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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机场鸟类迁徙期鸟害防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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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施机场地处湖北西南部,是鸟类迁徙的必经之地,因此迁徙期鸟害防范是机场的重点工作,必
须认真对待,制定严谨的防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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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scheme of bird damage during bird migration in Enshi Airport
Fangyan Gan
Enshi forest seedling and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tation
[Abstract] Enshi airpor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which is the only place for birds to
migrate. Therefore, the prevention of bird damage during the migration period is the key work of the airport,
which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and a rigorous prevention plan should be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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