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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植树造林力度的提升,我国森林资源的覆盖面积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有害生物的
发病概率逐年提升,给林业资源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做好林业资源发展过程中有害生物的防治,
针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对策,选择科学的生物防治措施,并且加大对技术的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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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afforestation efforts, the coverage area of China's forest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incidence probability of harmful organism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causing great harm to
forestry resources.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resources, take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forestry pests, choose
scientific biolog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increas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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