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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5 年 1 月 16 日，河南
省园林绿化协会 2014 年年会在郑
州嵩山饭店召开。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城建处处长魏琳、省园林绿化
协会会长邓留献分别代表省住建厅
和省园林绿化协会对我省园林行业
2014年度 46家先进集体和 82名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近年来，河南省园林绿化协会
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切实提
高服务水平。在加快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活动，
推进生态型、节约型园林城镇建
设，城市绿地的规划和建设，园林
绿化工程的监督和管理等方面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省园林
绿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做出了突
出贡献。

2014 年以来，在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的大力支持下，在河南省园
林绿化协会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省园林绿化协会依据协会
章程，牢记服务宗旨，不断创新工
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积极开展活
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努力提高
园林建设、管理、服务质量，充分发
挥了协会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圆满完成了
2014 年度协会的各项工作。

搭平台，抓基础，当
好政府部门助手

2014 年，省委、省政府先后出
台了建设美丽河南的指导意见、蓝
天工程行动计划、城市河流清洁计
划和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城市
园林绿化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河南省园林绿化协会积极参与了
省住建厅组织的行业指导活动，并
圆满完成了相关工作任务。

全面推进节约型生态型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园林绿化协会积
极协助省住建厅制订节约型、生态
型园林绿化建设方案，重点指导培
育节约型、生态型园林建设试点城
市和示范项目。全省各市县结合
自己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工建设
了一批大型公园绿地、城市河道综
合整治和生态建设等园林绿化项
目。郑州市投资 3.8 亿元，继续推
进“两环三十一放射”生态廊道建
设，建成了南环公园等 9 个城市公
园和 11 个游园；洛阳市投资 1.2 亿
元，沿伊河开工建设了伊滨公园；
开封市成立了高规格的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指挥部，投资近 10 亿元，
开工建设了汴西湖公园和环城墙
公园（五期）等重点绿化项目，有效
提高了城市形象和品位。

积极推进河道综合整治和生
态建设。城市河道综合整治和生
态建设是 2014 年城市园林绿化行
业管理的重头戏。该协会积极配
合省住建厅组织专家，现场指导各
市县对城区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和
生态化建设，促使城市河道成为城
市的一道亮丽风景。2014 年全省
共开展城市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71

个，完成投资 52 亿元。
指导园林城市、县城、城镇创

建工作。该协会积极协助省住建
厅做好园林城市、县城、城镇的创
建指导工作。协调组织专家，推荐
上报开封市、邓州市、林州市、武陟
县、社旗县、伊川县以及巩义市小
关镇、巩义市新中镇等参加住建部
组织的国家级评审。协助做好省
级园林城市、县城、园林城镇的创
建指导工作，积极推进园林单位、
小区、公园、广场及道路的绿化达
标活动。2014 年全省 261 家园林
单位（小区）、79 条道路、26 个公
园、广场通过绿化达标。

积 极 开 展 行 业 书 籍 编 制 工
作。为做好适地适树应用工作，减
少资源浪费，该协会协助省住建厅
经过详细调查摸底，整理汇总全省
城市园林绿化植物 1080 种，并编写
了《河南省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名录
指引》。为我省园林植物种植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城市园林
绿地分级养护作业标准》和《城市园
林绿化养护定额》编制工作自去年
以来，已召开多次参编单位会议，预
计 2015年 3月将形成初稿。

搞活动，抓管理，积
极发挥行业专业优势

2014 年，省园林绿化协会各专
业委员会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组织
会员单位开展各类活动，并取得了
较好效果。

公园管理专业委员会积极搭
建会员服务平台，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结合我省公园管理工作实际，
把行业制度、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
提升固化，形成配套齐全的行业地
方标准规范体系，建立了“登台阶、
上水平、创一流”、“五级五星管理竞
赛考评活动”等一系列推动公园精
细化管理的长效机制。使我省在

“国家重点公园”等创建工作中取得
了优异成绩，管理水平走在国内前
列。公园管理专业委员会还以开展
培训竞赛活动为抓手，推动学习型
园林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园管理水
平和园林职工队伍素质，促进全省
公园行业持续科学发展。先后组织
举办了“郑州市月季插花比赛”、“南
阳月季文化节精品月季插花艺术盆
景大赛”、“2014 年度洛阳市园林职
工职业竞赛”等行业技能竞赛活动。

2014 年，园林企业管理专业委
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

《河南省园林绿化建设工程苗木参
考价格信息》的编制工作，目前已
在部分地市和园林企业中进行推
广。此项工作在指导工程用苗木
价格、规范取费标准、保护推广河
南当地适生树种、维护全省园林企
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014 年 4 月，受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委托，园林科研和设计专业委
员会举办了第四届风景园林月活
动 ，内 容 包 括“ 风 景 园 林 科 研 动
态”、“园林绿地系统与城市微气
候”、“风景园林与中原经济区人居

环境”等专题。
在认真做好河南省园林养护

定额编制的同时，园林绿化养护管
理专业委员会不断探索提高行业
的养护管理水平，通过花卉种植提
高景观观赏效果。如郑州绿地引
种应用了由 20 多种花卉组成的野
花组合，从春到冬花开不断，极大
提升了城市绿地的景观观赏品位，
节约了管护成本。

抓队伍，提素质，努
力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2014 年以来，省园林绿化协会
坚持在打牢基础、强化组织建设、
内部管理和健全职能上下工夫，取
得了显著成效。

不断壮大会员队伍。会员单
位是协会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协会
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会员单位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一年来，协会积极
发展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不断壮
大协会会员队伍，扩大行业覆盖面，
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协会组织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列入日程，常抓
不懈。截至目前，协会已有会员单
位 380 家，涵盖各行业主管部门、事
业单位、园林企业以及科研院所。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一年来，
协会不断完善工作规范和办事流
程，着眼于园林事业发展大局，努力

提高协会服务质量和水平，拓宽服
务对象，改进工作方式，协助政府积
极宣传我省园林事业发展的有关政
策，桥梁纽带作用更加突出。协会
认真开展行业调研，加强和企业的
联系与互动，经常和企业沟通交流，
密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通过专题
走访、结合业务活动等形式，多渠道
联系企业，及时了解和解决会员单
位诉求。开拓思路，切实维护会员
的合法权益，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为行业发展雪中送炭。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2014 年
以来，协会围绕行业自律和规范市
场秩序，切实加强会员普法教育，
努力增强会员法律意识。建立健
全了行业相关自律制度，积极构建
行业信用体系。探索实行诚信备
案制度，规范会员及企业行为。倡
导企业遵纪守法，努力营造公平竞
争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自觉履行
社会责任，塑树行业良好形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在 2015 年工作中，省园
林绿化协会将在省住建厅的正确
领导下，按照国家对社团工作“提
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总
要求，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承
担省住建厅交办的各项工作，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开拓创新，扎实工
作，为提升行业地位和服务水平，
为建设美丽河南续写新的篇章。

安阳易园

郑东新区

郑州市风景园林协会
安阳市风景园林学会
焦作市风景园林学会
河南楚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翰墨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莱泰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林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绿建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荣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山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尚都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士达园艺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洲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省润青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圣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天图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河南万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园林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园林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周口市园林管理处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怡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七斗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碧苑园林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晓尚园林有限公司
南阳市顺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濮阳市市政园林管理局
汝州市城市园林管理处
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乡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新县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所
许昌大林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信阳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市花都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金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绿化工程管理处
河南九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邓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郑州绿元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盛世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14年度先进集体
河南省园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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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全力助推园林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