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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项惠及
子孙、意义无限的伟大事业,是林业生产的希望工程。乡镇林业站是森林保护的主要执行者,是林业主管
部门联系广大林农的纽带和桥梁,是各项林业工作的真正落脚点。为此,我将要在本文中对乡镇林业站如
何保护森林资源进行探讨,希望对促进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可以起到有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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