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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纸一体化项目原料林大规模建设会直接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如何将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是林纸一体化项目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建造原料林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如何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提出了几点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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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nqun Xia, Shuai Zheng, Peilei Zhang
Daishan branch of Zhoush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raw material forest in forest 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 to control the impact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is the key
problem to be studied in forest 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aw material forest on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new
measures on 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apermaking raw material forest;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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