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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其主要体现在为社会相关行业提供木材而体现的经济形式
(比如可以为建筑业、家具以及造纸等行业提供原材料),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促进林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不断提升林业经济效益以及挖掘其新
的增长形式。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以及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使得环境污染现
象变得日趋严重,而通过促进林业发展以及提升林业经济效益,不仅可以解决环境污染现象(比如吸收废
气、释放氧气等),可以防止土壤的沙化问题,还能够为社会建设发展提供原材料以及构建完整的林业产
业体系,同时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简述了我国林业经济现状,对提升林
业经济效益的有效路径及其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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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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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economy.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form of providing wood for social-related industries (for example, it can provide raw materials for construction,
furniture, and papermaking industrie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orestry, and explore new forms of growth.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xcessiv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human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orest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not only be solved (such as absorbing waste gas), releasing oxygen, etc.), which can
prevent the problem of soil desertification, can also provide raw materials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omplete forestry industr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y country's forestry economy,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 ways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forestry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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