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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幅员辽阔,土地资源总量多,但是人均占有量却较少,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数
的29%。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使用要求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都对我国
的土地使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土地整治工程实现对土地资源的
综合整治、开发和合理利用。在社会发展以及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系统都遭到
破坏,给当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本文就将从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对当前土地整治工
程中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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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a large amount of land resources, but its per capita land area is only 29%
of the world's per capit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the use of land resource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nd the ever-growing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put forward more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lan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rough the land renovation project. Under
the joint effe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factors, the ecological system in many areas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destroyed, which has brought the local eco-environmental crisis to different degree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b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current land rehabilitation project in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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