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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在不牺牲环境的大前提下进行生产活动,是各行各业传统经营模式、生产
模式改革的重要理念之一,尤其是在当前环境问题突出、人与生态之间矛盾加重的情况下,如何在可持续
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生产成为各界需要积极探究的问题。对于林业来说,环境、生态从始至终都是不可
避开的话题,利用生态模式改善林业生产经营状况,探索现代科技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重要作用,掌
握生产规律进行合理化生产,是林业相关部门及人员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新型经
营模式,促进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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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ecologic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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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o carry out production activities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and production model reform
in all walks of life.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aggrav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ecology, how to carry out prod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become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ctively explored by all circles. For
forestr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are unavoidable topics from beginning to end. Using ecological model to
improve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ster the production law and carry out rational
production are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and solved by relevant forestry departments and personnel.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reate a new business model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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