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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过程中成为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国家大力提
倡生态环境保护,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大了扶持力度。现阶段,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生
态文化、营造生态文明,管理和维护区域内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这些内容与林业
建设相辅相成,因此自然保护区在林业建设中的作用突出,值得相关人员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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