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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明确森林资源管理要求,根据实际情况了解森林对人们所带来的好处,增强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做好水源涵养等各项工作,确保有效的利用森林资源构建良好的生态与生活环境。对此,本
文针对当前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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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of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forest to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do a good job in
water conservation and other work, ensure the effective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build a good ecological and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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