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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绿化项目对于提高城市绿色面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园林绿化项目的施工质量对于
整体绿化效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使园林绿化项目更好的发挥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就需要加强对园林绿化项目施工质量的控制。但是从园林绿化项目施工质量控制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
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园林绿化项目进一步的发展。针对此情况,本文主要探讨了园林绿化项目施工质量
控制,希望能够为园林绿化施工质量的提高带来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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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ing projec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urban green area,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landscaping project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overall greening effe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the landscaping project better play its role in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landscaping project.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landscaping projec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which
affect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andscaping project.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landscaping project, 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the improvement of
landscap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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