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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全球的气候变暖,以及环境恶化对今后人类
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林业种苗的存在,可以对我国目前林业产业的发展和建设,有效的带动经济和
生态的发展及平衡。确立林业种苗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的林业建设打好基础和保障。
[关键词] 林业种苗；重要性；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41-32 文献标识码：A

Importanc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orestry seedlings in fore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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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social resources have been seriously damaged, and global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life in the future. The existence of
forestry seedling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balance of economy and ec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urrent forestry industry.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orestry seedling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China's forest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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