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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林业资源转型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构建和发展,从而在开发
和利用过程中,实现林业经济转型。现阶段我国林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在持
续发展理念引导下更需要加强对林业资源的保护,确保开发质量和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只有这
样才能在综合性林业资源管理机制帮助下,推动我国现代林业技术的支持,为林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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