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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得生态坏境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林业作为一项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项目,
其发展建设是国家以及各地区都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投入了越来越多
的精力,以促进人与自然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
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概述
分析,阐述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意义与作用,还有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
施这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未来能够有所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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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dern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qiang Xiang
Wanyuan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ity ha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a projec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stry is an issue
that needs close attention by the country and all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also invested more and more
ener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 that man and nature can get along more harmoniously.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modern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modern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modern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modern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future progress direction are deeply analyzed.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Forestry issu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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