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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速度和利用率也在不断地增加,大量的自然资
源被采用使得自然环境被严重地破坏,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之后,我国越来越加大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
力度,而荒山造林新增森林资源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我国森林资源的再生与保障。
所以为了能够
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提高相应的管护水平,根据在具体工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来进行处理,进而更好的保障
森林生态效益的有效增强。基于此,本文即针对广东省荒山造林新增森林资源管护工作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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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fforestation Project Quality in Barren Hills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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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speed and utilization for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is in constant increase, a lot of natural resources have be used to severely damag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put forward, more and mor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new forest resources for afforestation of barren hill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 which is the regeneration and guarantee of forest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in
order to do these works wel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level and
deal with them according to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pecific projects, so as to better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forest ecological benefi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new forest resources for afforestation in barren hills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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