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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漠地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是林业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沙漠地
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同时也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文章针对目前土
地防沙治沙的现状展开讨论,分析了土地沙漠化治理工作的重点,同时详细论述了如何更好进行林业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希望以此促进土地沙漠化管理工作的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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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and control and forest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Tu Ba
Forest and grassland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brigade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Bureau in Wengniute Banner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esert are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forestry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estry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esert area is highly comprehensive, but also limited and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nd discusses in detail how to better carry out forest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oping to
promote the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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