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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林工作是一项长久坚持发展的生态工作,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着较为完善和科学
的营林工作机制,才能更好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本文从新形势下营林工作的新要求入手,就林业营林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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