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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的健康是维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林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
用,是我国社会公益性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人们对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土地沙化、酸雨等问题更尖锐,并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针对生态环境和园林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发现其问题所在并提出合理
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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