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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增强园林绿化施工企业质量意识，推动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管理水平，全面提高我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质量，决

定开展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评选活动。

第二条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设金奖、银奖和铜奖三

级奖项，其工程施工质量须达到本市先进水平，并具有较好的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评选工作由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组

织实施。

第三条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 每年评选一次，并与推

荐申报温州市“瓯江杯(优质工程)”和浙江省“优秀园林工程”

相衔接。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四条 评选范围

一、工程施工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或工程造价 300 万元

以上的公园绿地（全市性公园和区域性公园等），专类公园（儿

童公园、动植物园、风景名胜公园、游乐公园、雕塑园、盆景

园、历史名园、体育公园、纪念性公园、带状公园、居住区公园

和小游园等），街旁绿地，防护绿地（卫生隔离带、水系防护绿

地、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

带等），附属绿地（居住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公共设施绿地、

工业绿地、仓储绿地、对外交通绿地、道路绿地、市政设施绿

地、特殊绿地等）和其他绿地（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

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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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

二、工程施工面积 5000 平方米且造价 500 万元以上的提升

改造类园林绿化工程；

三、以园林为主办方进行招标的 300 万元以上，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其中一个单体建筑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的园林

建筑或园林仿古建筑；

第五条 申报条件

申报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必须是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工程项目；

二、工程施工按规定进行了招标投标（直接发包）程序；

三、设计、施工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四、严格执行“强制性条文”，达到国家和部或省颁布的

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并有创新提高，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六、必须经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反映良

好；

七、应是完整、独立合同的工程项目。

八、每单位不得超过 2 个申报项目。

第三章 申报时间和资料要求

第六条、申报时间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评选申报具体时间，根据省风景

园林学会、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年度工作安排，由市园林绿

化建设行业协会另行通知。申报单位应按要求填写温州市“优秀

园林工程”申报表，准备相关申报资料，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

第七条、资料要求

申报资料包括下列内容：

一、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 申报表(一式两份，采用温

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统一印制的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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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资料

（一）施工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三）施工承包合同或分包合同（复印件一份）；

（四）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或竣工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各

一份）；

（五）已办理工程结算的项目工程结算价和中标价不一致的

须提供工程结算报告（复印件一份）；

三、图片资料

能够反映工程整体感观效果和局部细节的近期照片 20 张以

上（每张照片应注明其反映的具体内容）；

（基本资料和图片资料统一采用 A4 纸装订成册，并按顺序

编制总目录，注明资料名称、页码。）

四、视频资料（刻录光盘或 U 盘存储）

（一）视频资料可由施工现场数码照片和摄像制作而成，

能够如实地反映工程整体感观和质量特色，照片数量不少于 20

张，其中反映工程全貌的照片不少于 2 张（所有照片不得经加工

合成），视频资料时长 3-5 分钟。

（二）WORD 格式 1000 字左右的项目介绍：内容包括工程概

况、工程植物配置、景观小品等，能够反映工程特点、难点的说

明文字，要求语句通顺、连贯，内容专业性强，且有针对性，不

得雷同。

（三）CAD 格式工程竣工图一套，包括项目总平面图、绿化

种植图、道路硬质铺装图、各景观节点详图等。

第八条 申报资料所提供的文件、印章必须真实、清晰；申

报表中需有关单位签章、出具意见的要签填齐全；在评审过程中

如发现有资料作假行为，并经核实的一票否决取消参评资格；情

节恶劣的报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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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九条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评审程序分为资料初

审、初评、终评、公示和公布等五个阶段；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三章规定的参评项目，由项目

施工单位报项目所在地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或园林绿化工程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签署意见后，报温州市园林绿化

建设行业协会秘书处（市本级项目直接报送），经资料初审后开

展初评工作。

第十一条 初评工作由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组

织，邀请园林专家、市园林协会有关人员参加。

第十二条 初评工作主要内容：

一、召开初评工作会议：听取参评项目资料初审情况汇

报；对参评项目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分类；根据参评项目分类组建

若干初评专家小组；查阅（抽查）参评项目申报资料，重点查阅

质量评定资料和图片资料。

二、实地检查参评项目施工质量、整体效果、养护情况，

发现亮点，找出不足。要求施工企业必须派人到场、配合实地检

查，否则按自动放弃处理。

三、初评专家小组对实地检查参评项目进行评议，做出评

价，初步确定参评项目获奖档次，形成书面初评报告。

第十三条 终评工作由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组

织，邀请行业专家和相关部门及协会有关人员参加，并组成评审

委员会。为坚持评审工作的认真、严肃、公平、公正的原则，终

评工作会议必须由评审委员会成员本人参加，不得委派代表出

席。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被推荐工程的申报资料和初评

小组的书面初评报告，通过审阅资料讨论评议，最终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确定获奖工程名单。

第十五条 经评审委员会确定拟授予奖项的参评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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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

示无异议后，由协会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第五章 颁奖和其他

第十六条 荣获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 的参评项目，由

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予以通报表彰，并报温州市住建局

备案，有关信息同时在温州市住建局、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

协会网站上公布。对获奖项目的施工单位授予“优秀园林工程”

奖牌和荣誉证书，对统一申报的获奖项目的建设、设计、监理等

单位给予颁发荣誉证书。

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获奖项目的企业，在年度评优评先时

应给予相应的考虑，对获奖项目做出贡献的人员建议有关企业给

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七条 择优推荐获评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金奖项

目，参加温州市“瓯江杯（优质工程）”和浙江省“优秀园林工

程奖”评选。

一、温州市“瓯江杯（优质工程）”推荐要求：工程面积和

造价分别为 8000 ㎡和 600 万元以上,获评温州市级建筑安全文明

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

二、浙江省“优秀园林工程奖”评选推荐要求：获评温州市

“优秀园林工程”金奖项目。

第十八条 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当年编辑《温州

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项目集锦》，将获奖工程和获奖企业载

入画册。

第六章 评审纪律

第十九条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 的申报单位不得弄虚

作假，不得请客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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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初评人员和评审委员必须秉公办事，廉洁自

律，不得收受企业和有关人员的礼品礼金。

第二十一条 评选费用严格执行社团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已获奖的项目，如发现有不实的申报内容和

涉及安全质量问题，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要组织专家鉴定，

必要时有权作出取消获奖资格的决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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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 州 市

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申报表

工程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章)：

申 报 日 期：

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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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 请如实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用黑色或蓝色的水笔或钢

笔。

二、 本申请表由申报单位填写，一式二份送至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

行业协会。

三、 本表内“申报工程项目概况”栏下注明建设、设计、监理单位

是否统一申报，统一申报的单位需加公章，“设计单位”和

“监理单位”若没有，请填写“无”，不要空着。

四、 封面的工程名称与表内工程名称必须与立项批文或招投标文件

的工程名称一致。如有变更，需有立项单位的变更的正式手

续。

五、 封面的“申报企业（章）”与承包合同中的企业名称相一致，

均为规范的全称，而不能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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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简况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

技术负责人 手机号码

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企业的基本实力，主要业绩和近年的经营情况及工程

的组织管理等）

主要参建或分包单位：（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电话及参建或分包的工程内

容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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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工程项目概况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造价 决算造价

工程概况：（工程施工范围、施工内容、工程面积、绿化植物工程量以及工

程性质的概括性说明。）

工程验收（验收时间、参加单位、评定结果）

是否获得温州市级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 是；否□

建设

单位

法定

代表

联系

电话

设计

单位

负责

人

联系

电话

监理

单位

现场

总监

联系

电话

统一申报单位：



13

工程简要说明（可附页）

重点说明：

1、申报工程是否符合“优秀绿化工程”的申报条件。

2、工程的主题、蕴含的寓意以及设计风格、设计理念、造景手法等。

3、工程本身的特质，包括地理位置、土壤、建筑结构等各方面因素、是

否对施工造成影响，是如何克服、如何结合的。

4、绿化工程的设计以及绿植的运用、乔灌木的搭配；工程所在地本身的

土壤特质是否会影响绿植的生长，有否对土壤进行过改良。

5、硬质铺装是否有新材料或新工艺的运用，小品等是否有特别之处或点

睛之笔。

6、古建筑传统工艺手法与现代材料如何配合，是否有独具匠心的造园风

格等。

7、水、电、智能化有否采用节能减排新技术、新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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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

建设单

位意见

（章） 年 月 日

县（市、

区）园林绿

化工程建设

行政主管部

门推荐意见

（章） 年 月 日

温州市园林

绿化建设行

业协会意见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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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申报项目介绍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起止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xxxx 年 xx 月 xx 日

总造价：xxxx 万元（合同价）

景观面积：

工程概况（200-300 字左右）：

工程介绍（1000 字左右）：

申报企业：

地址：

邮编：

联系人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