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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对于社会经济以及自然生态发展非常重要,其有效性不仅能够起到防
风固沙的作用,并且对于水土保持以及物种保护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去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
影响,导致森森面积范围日益减少、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沙尘气象越来越多以及动物多样性变得越
来越少,使得人们逐步认识到环境以及植物造林的重要性。而植物造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
营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有效性以及促进我国林业的健康发展,本文阐述了营林工程中主要的植树造林
方法,对营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要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与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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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fforestation in afforest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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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orestation in afforestation projec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social economy and natur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ts effectiveness can not only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wind and sand fixation, but als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pecies prote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in the past, the area of forests has been decreasing, soil eros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sand and dust weathe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nd animal diversity has become less and less, making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 the environmental and plant afforestation importance. Plant afforest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fforestation in afforestation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forestr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main afforestation methods in afforestation
projects, The main poi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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