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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设能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城市建设包含的内容较多,涉及范围较
广,建设内容包括城市系统内的各种物质设施。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要求企业以美化城市为主体,加快中
国城镇化建设。市政工程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以及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相关企业必须重视
市政工程质量,切实整顿市政工程中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提高市政工程中排水管道等工程的质量。本文
阐述市政工程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协调景观设计与市政工程之间的关系,提高市政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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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dscape Design in Municip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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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construction can improve th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Urban
construction includes many contents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including various material facilities in the urban
system. The state has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to require enterprises to beautify the city as the main body and
speed up China's urbanization. Municipal Engineering represents the image of a city and reflect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Relevant enterpris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rectif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arke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rainage pipeline and other project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urban design, coordin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design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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