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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旅游项目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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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发展,人口不断聚集,城市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森林旅游受到了越来越
多人的喜爱。在森林园区中,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舒缓紧张疲惫的神经,而且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陶冶自身情操。重视森林旅游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对推动森林旅游业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满足人
们亲近自然理念的基础上,成功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旅游项目,是如今至关重要的
课题。只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才可以推动森林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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