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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经济管理对于林业行业发展而言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对林业经济效益进行提升
和优化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但是收到传统林业发展方式的影响和限制,很多地区
在开展林业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认识到林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出现了很多资源开采不合理或是经济
管理方式错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林业经济发展,同时对于我国整体经
济建设水平的提升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就将对林业发展作为研究基础,进一步分析林
业经济管理的优势作用,希望对我国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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