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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林业在生态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林业的良好发展,能够营造出和谐的人与自然
的关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林业展现出巨大的魅力。所以,我们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
是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也同样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鉴于此,文章分析了我国森林资源发
展存在的管理问题,提出了相关的保护与管理措施,以达到提升森林资源利用率、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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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Forestry Development
Ashar Buick Bashar Khan
Forestry Workstation in Emin County, Tacheng, Xinjiang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fore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can creat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ork, the forestry shows a great charm. Therefore, our efforts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but also shows that China is actively
responding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ive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in forest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proposes relevan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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