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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造林工程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育苗和造林是当前林业绿化工作中的两
项重点。采用先进的育苗技术,把握不同林木的育苗要点,对切实提升林业造林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在具体工作中,务必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充分了解和掌握地区各方面环境条件,提高育苗技术和造
林方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确保林业树木健康生长,从而使其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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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afforestation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ety.
Seedling raising and afforestation are two key points in the current forestry greening work.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dopt advanced seedling raising technology,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seedling raising of different
tre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the specific work,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ful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all aspects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scientificity of seedling raising technology and
afforestation method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forestry trees, so as to maximize thei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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