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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mproves year by year,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food and clothing
demand makes peopl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gardens requires the
garden construction to adopt fine management methods, through this method to ensur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garden landscap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rea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rde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unit is more involved in it, there are certain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lack of
tree species procurement supervision system make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can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 Professional
greening supervision personnel are less, so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ing project did not reflect the expected effect
exhibition, now the real role of the greening project and so on.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make the greening effect greatly reduced,
but also affec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effect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garde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fine management strategies, so a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find the right management direction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garde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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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的运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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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温饱需求的满足使得人们对于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园林
的发展要求园林施工采取精细化的管理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来确保园林景观的整体效果。但就目前园林工程施工的现状来
说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由于施工单位牵扯较多，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碍。树种采购监管制度的缺乏使得
整体的施工质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专业的绿化监管人员较少，使得绿化工程在实施后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效果展，现
出绿化工程真正的作用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得绿化效果大打折扣，也影响了整体的施工质量。因此，论文针对当前园林工
程施工管理现状进行有效分析，通过提出合理的精细化管理策略，从而帮助施工企业找到正确的管理方向促进园林事业的
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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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园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现状

园林工程是指在特定的地区开展造园工程技术应用和

随着中国园林事业的蓬勃发展，园林施工水平也有所

艺术创造，园林工程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技术性、综合性、

提高，经过了中国多年的学习和探索也掌握了一套先进的管

生态性、可持续性等特点。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包括园林建

理方法。精细化管理作为国内外常见的管理手段也被中国的

筑工程、绿化工程、水电工程多个阶段，通过多个阶段的共

园林工程施工部门广泛应用。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园林

同作用，从而达到预期的绿化效果，但就目前的施工现状来

景观成为标志性的城市风景，也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但

说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运用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能够

随着园林事业的不断扩大，管理模式中的弊端也逐渐凸显出

有效提高整体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满足预期规划的发展

来，目前园林工程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统一的施工标准，

需求，解决当前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不必要的麻烦，促进施工

由于缺乏统一的施工标准使得中国园林工程在开展精细化

项目的有序开展。

管理的过程中并不能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使得
整体的管理成果大打折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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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园林工程来说施工人员的专业程度直接影响了后
续的展示效果，施工人员在园林工程施工中占据着重要位

园林景观·第 07 卷·第 1 期·2022 年

置。但就目前中国的施工现状来说，绝大多数的施工人员的

有可能产生的花销进行精准计算，对于一些可以节省资金的

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无论是专业技能还是工作素质方面都有

地方进行了解，而对于哪些地方不能节省资金应当进行合理

很大的晋升空间。因此，为了使中国的园林事业达到一个更

的资金控制。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使有限的资金能够做更

高的标准，需要对施工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通过提升工作

多的事情。除此之外，由于资金使用是有限的，政府下拨的

人员对待工作的态度，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满足园林工

资金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利用资金的过程中需要对各个环

程发展的需求。但由于管理水平落后、整体素质较差，在开

节进行精准把控，在缓解当前环境压力的同时建设更多的园

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不能使园林工程现

林工程，确保有限的价格实现无限的价值。

场管理工作得到更好地开展，影响了整体的管理质量。

4.3 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3 园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的作用

园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
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但随着园林事业的逐步扩

首先，在园林工程施工中，运用精细化管理有利于在

大，对于人员需求逐年增大，很多缺乏专业经验的工作人员

施工前做好分析预测工作。精细化管理在园林工程施工过程

也融入到了施工团队当中。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园林工程技

中需要应用在施工前、施工过程中、施工完成后三个阶段，

术的把控，也会由于沟通不到位出现问题。因此，提升管理

其中在施工前主要是针对施工工作进行一个目标的设定，通

人员的综合素质极为重要。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进行系

过分析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统的培训，通过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确保管理人

从而制定具体的施工计划和详细的时间安排。通过对施工过

员能够满足实际的管理需求。除此之外，对于管理者的违规

程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预测，从而为整体的施工提供一个大方

行为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惩处，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确保园

向，引领工程正确前进，并且通过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的有效实施 [5,6]。

问题进行有效的预测，从而及时应对突发状况，确保施工工
程能够有序开展。

5 结语

其次，在园林工程施工过程中，运用精细化管理能够

结合上述分析，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逐渐意

更好地进行成本核算，便于资金控制。园林工程是一项极为

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也越

耗时耗力的项目，同时也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

来越强烈，城市中开展园林工程不仅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

因此，做好资金管理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材料

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够为逐渐恶化的环境带来希

价格、机器设备、人员的资金进行充分的核算，确保资金的

望。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率

高效使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过多的消费，使资金能

低下，缺乏良好的管理意识使得园林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很

够真正的花到刀刃上，确保施工工程的有序开展。

大的问题。而为了改善这些问题融入精细化管理模式成为当

最后，在园林工程施工中运用精细化管理有利于提高

前优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采取精细

施工质量和效率。良好的施工方法能够使整体的施工项目达

化的管理手段，对园林工程施工项目的各项施工成本进行精

到更高的品质，园林工程也是如此，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对各

细核算，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个环节进行合理的安排，从而确保施工工程的有序进行，能

能够有效提高整体的施工质量缓解。当前经济发展对于环境

够有效提升整体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3,4]

。

4 园林工程施工中精细化管理的应用对策
4.1 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产生的压力，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使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加
优美，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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