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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各项经济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的风景园林行业也迎来了快
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更加重视风景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另外由于国家城市化的发
展速度正在不断地加快,所以居民对于环境上的要求也趋于多样化,不仅要求风景园林绿化工程具备足
够的实用性,还要求其具备一定的美观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关部门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对风景园林绿化
工程的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当前风景园林绿化工程的管理现状,围绕其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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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national economic undertakings and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China'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has also ushered in a good opportunity for rapid
developmen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greening projects. In addi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sidents'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tend to be diversified,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the landscape greening project to have enough
practicability, but also requires it to have a certain aesthetic degree. Under this premis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tatus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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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园林绿化工程内部所种植的植物
和花卉应当始终坚持以覆盖地面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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