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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生态建设时,需要严格遵循森林生态发展规律,做好林业经济发展工作,确保森林生态系统
的优越性,将林业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林业生态建设不仅能最大化推动林业经济发
展,而且还能创造良好的生态效益,保障林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现代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促进林业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所以,
相关部门要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加大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探索有效的策略,在林业生态环
境保护下推动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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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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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ry ecology, we need to strictly follow the law of forest ecological
development, do a good job in fore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sure the superiority of forest eco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forestry resources in the ecosystem. Forestr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max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but also create good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ensure the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restry industry,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under forestr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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