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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 广西植物» 前身为« 植物研究通讯» ꎬ于 １９７５ 年作为内部资料发行ꎮ １９８１ 年以« 广西植物» 为名正式创刊ꎬ在
历届编委会和办刊人员的共同努力以及同行专家的支持下ꎬ期刊的综合质量明显提高ꎬ成为植物科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性
刊物ꎮ 本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植物科学研究的兴盛与成就ꎮ 站在新时代节点ꎬ回顾 ４０ 年的发展历程ꎬ« 广
西植物» 将继续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不懈奋斗ꎮ
照片示: 封面图片展示了刊物封面在 ４０ 年中的变化ꎮ 封面图片和设计方案由蒋巧媛提供ꎮ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５８５~１５９４ 页
蒋巧媛等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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