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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是地球之肾,而森林是地球之肺,森林在遇到火灾、病虫等灾害后表现十分脆弱。由于林业
资金偏少,森林受到损毁后没有资金难以修复,所以森林资源的保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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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fores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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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is the kidney of the earth, and forest is the lung of the earth. The forest is very fragile in case
of fir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Due to the lack of forestry funds, it is difficult to repair the damaged forest
without funds, so the insuranc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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