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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金奖 24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泽雅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主干道路工程（景观绿化）一期

申报单位：浙江国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温州市滨江商务区 T04-02A 地块（桃花岛 D 地块）安置房

D-1 地块室外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大地绿化有限公司

温州市滨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诺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瑶溪南片居住区 E-5 地块小学建设工程室外附属及景观绿

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绿艺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大道建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温州市龙湾区状元街道周宅城中村改造工程室外附属及景

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绿艺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状元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温州瓯海大道西延段两侧提升工程——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大地绿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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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瓯海区金丽温高速古岸头互通绿化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绣山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林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龙港新城月湖公园建设项目（周边配套景观工程--绿化）

申报单位：浙江绣山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瑞安市瑞枫公路及江南大道绿化提升工程（Ⅱ标段）

申报单位：浙江伟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瑞安市交通工程建设办公室（瑞安市铁路建设办公室）

9、 项目名称：瑞安市瑞祥实验小学南侧滨水绿地景观及道路桥梁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一正建设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瓯北 12#地块农房改造集聚一期建设项目景观市政工程

申报单位：中力禾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园区中心区纬十浦、滨海塘河、

环城河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申报单位：宁波市花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项目前期管理中心

宁波市花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温州道德馆暨杨府山公园管理用房室外景观配套工程

申报单位：腾方建设有限公司



- 4 -

13、 项目名称：瑞安市瑞枫公路及江南大道绿化提升工程（Ⅰ标）

申报单位：浙江原野建设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温州银行瓯海大楼室外配套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湾园区西片 4 号小区地块住宅建设

项目绿化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杭州萧山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平阳县城东新区 B67-1 地块品致小区项目绿化及硬质景观

工程Ⅱ标段

申报单位：浙江金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平阳县品致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麦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华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瓯江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工程Ⅰ标（区）

段-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文景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水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主单位）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丽岙街道白门社区保障性安居工程一期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恒运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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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区汇昌河公园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建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中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 项目名称：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瓯海桐岭至瑞安仙降段绿化改建工程

申报单位：瑞安市东南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区交通工程建设中心

21、 项目名称：温州市洪殿旧村蒋家桥自然村改建工程 A-08 地块工程景观

绿化

申报单位：浙江红欣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2、 项目名称：温州市城市中央绿轴区域 E-26a 地块、E-23 地下空间地块

（大诚名座）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红欣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温州东海控股有限公司

23、 项目名称：森马电商物流项目（温州市瓯海中心区横屿单元 B-29 地块

工程一期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欣华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24、 项目名称：上塘中心城区屿门-黄屿农房集聚建设项目（一期）景观、

市政道路及综合管线工程

申报单位：博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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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银奖 27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温州市安居工程瑶溪住宅区西地块 B11a、B11b 地块（四组

团）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绍兴市四季青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绿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温州道尔顿小学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亿莱建设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G322 国道瑞安段（56 省道）绿化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瑞安市裕欣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温州市中医院新院区二期建设工程室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荣仙绿化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洞头南岸段生态廊道沙岙村庄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垠星建设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建设工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室

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永昌路富康公园新建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德润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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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8、 项目名称：南湖路安置房建设工程（一期）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正坚建设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赤岩道观安置用房

申报单位：腾方建设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龙湾区瓯江路（蒲州桥-龙腾路）绿化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绿水青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林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新桥街道山前社区（C-08 地块）保障性安居工程一期室外

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绿水青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桥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同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蟠龙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瑞安市塘下中心公园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原野建设有限公司

13、 项目名称：永嘉县上塘 20#地块示范区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永嘉县中梁城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澜道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林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乌岩岭入口停车场、滨溪步道改造及野生动物救护站景观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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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城乡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瑞安市 2017 年城市森林大道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城乡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温州西高速互通口绿化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杭州申华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娄桥街道保障性安居工程（B-13）工程室外附属及景观绿

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中广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瑶溪街道校东滨水公园建设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中越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9、 项目名称：昆阳镇京都红墅旁滨水小公园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荣德建设有限公司

20、 项目名称：温州市滨江商务区 CBD 片区 14-01B 地块建设工程室外附属

及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国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1、 项目名称：平阳县昆宋大道（万鳌公路-经十三路段）两侧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金峨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22、 项目名称：温州市海洋科技创业园提升改造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冶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3、 项目名称：温州市洪殿街区 1#地块安置房建设工程南地块室外景观绿

化及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冶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4、 项目名称：温州市西向生态填埋场一期绿化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恒运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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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名称：龙湾城市中心区旧城改造安置房及配套一期工程（永强北

片奥林匹克单元 B01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绿色园林市政有限公司

26、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大道西段快速路房屋拆迁安置房建设工程—梧

田林村安置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博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7、 项目名称：汇洲锦园市政园林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胜元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铜奖 19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瓯海区东垟路道路综合整治工程（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天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温州瓯海天长岭隧道复线及接线改建工程 5 合同段（绿化）

申报单位：浙江天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滨海城市广场及滨河绿化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铭润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浙江德润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参建）



- 10 -

4、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横渎河西 A-37a-1 地块项目建设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华宏建设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瑞安市飞云街道东风村安置留地（公建及商住块）室外景

观工程

申报单位：华宇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桐浦镇桐溪河沿岸滨水景观改造工程（桐浦村、浦西村段）

申报单位：温州市日宏建设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虹三线马岙段景观带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永嘉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泰顺县廊氡省级旅游度假区小松坡自驾车营地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振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温州市汇昌河葡萄居住区 10-1、13-1 地块附属景观绿化工

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隆建设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瓯海区瞿溪街道延川路和信达街改建工程（一期）1#地块

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隆建设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前庄河东岸临时绿道贯通工程

申报单位：湖州好山好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新院区一期工程室外和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湖州好山好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3、 项目名称：乐清市淡溪镇梅溪村荷花塘景观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二期

申报单位：绅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永嘉县桥头镇新城农房改造集聚建设工程-室外附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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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浙江申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南湖城市综合体安置房二期建设工程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申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瓯海中心区沉木桥河沿河景观绿化一期工程

申报单位：江西绿巨人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乐清市中心区 B-c1-1a 地块实景展示区园林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龙湾新区道路网一期工程沙中安置点拆迁安置房附属景观

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建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9、 项目名称：永嘉县城体育馆游泳馆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胜元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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