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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稳步的推进林权配套改革,在全民动员、同心播绿和寻求突破、破解难题等多个方面采取
实际的行动,主张林业生态建设的新模式和新路子加以确定,为林业生态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本文
重点概述林权改革背景下林业生态建设的路径,以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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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supporting reform of forest rights,practical actions were taken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mobilizing the whole people, sowing green with one heart, seeking breakthroughs and
solving difficult problems, etc., and new modes and new ways of forestr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ere
advocated to be determined, which laid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forestr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th of forestr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right reform to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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