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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速度逐渐加快,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生态环境
恶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提高城市生活水平和质量,园林建设工程管理工作势在必行,这也是形成
生态城市建筑的重点。园林工程作为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对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和建设环境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园林工程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关键。下文围绕园林建设工程管理与控制展开分
析,通过问题点给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供同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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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garden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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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is gradually
accelerated,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but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quality of the city, the management of garde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imperative. Garden
engineering also relieves people's work and life pressure in urban life,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forming
ecological urban architecture.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garden engineering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relieving people's work pressure in urban lif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and
harmonious urban life.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he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of garde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re given through problem points for reference by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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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把园林工程后期养护管理工作
做好
对于园林工程,要想更好地发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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