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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国家越来越重视林业发展,加大了在林
业规划、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发挥林业资源在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的作用。而为了使林业生产建设
能够高效的实行,应做好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工作来为其生产建设提供基础依据及指导,通过完善的林业
调查规划设计来保证相关活动能够得到规范化、合理化的实行,使林业是林业生产建设可以取得更高的
效益。下文主要就林业生产建设中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所处于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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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Role of Forestry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Jianjun Lin
Greater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Forestr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attach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s its
investment in forestr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o as to play the role of forestry resources in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forestry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to provide basic basis and guidance for its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activities can be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through the perfect
forestry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so that forestry is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an achieve
higher efficiency. The following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forestry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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