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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却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
难题。林业是维持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其实
现持续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环境、经济、资源、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国家高度重视林业改革的进程下,
通过何种有效的林业经济管理措施更好地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前林业部门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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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Binbin Li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Urban Management Bureau of Yuancheng District, He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so made breakthrough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energy
issu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Forestr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for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I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y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y.
Promoting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better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economy, resources, and society. As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cess of forestry reform,
what kind of effective forestry economic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better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forestry department's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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