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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ＮＬｉ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８２）

"""""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
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Ｕ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８７）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Ｓ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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