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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几年,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城市绿化重要一环的苗木种植和养护
管理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保证园林绿化苗木种植的成活率,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水
平,园林绿化技术人员需要对园林绿化苗木种植的方法和养护管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应通过试验研究,
掌握科学有效的苗木种植方法和养护管理技术,满足人们对园林绿化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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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greening, seedling planting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rvival rate of landscaping seedlings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urban landscaping, landscaping technicians need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planting methods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echniques of landscaping seedlings.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we should
master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eedling planting methods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echniques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people for landsc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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