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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及高速公路网的不断完善,高速公路现已转变成社会大众出行最
为便捷的交通方式之一,因此高速公路的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绿化景观作为高速公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使行车环境更加美观。基于此,文章就高速公路绿化景观工程管理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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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presswa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xpressway
network, expresswa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for the public, so the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pressway, green landscape can make the driving environment more beautifu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highway greening landscap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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