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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保
护问题,国家也加大了林业推广的力度,这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鉴于此,本文阐述林业技术
推广在生态林业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分析林业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林业推广在生态林业建设中
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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