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冶杯精品园林奖评选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在园林行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工程

质量和水平，提倡自主创新，鼓励创作优秀作品，推动技术进步，加快

科技成果应用，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精品园林奖分为工程和设计两类进行申报。工程和设计均

按照大奖、金奖、银奖进行评审。

获得金奖以上的工程项目可以直接推荐为亚洲园林协会造园质量

奖，获得金奖以上的设计项目可以推荐为亚洲园林协会优秀设计奖。获

得银奖的项目可以直接参与亚洲园林协会奖项的评审竞赛。

第三条评选范围：各类公园绿地、休憩广场、道路绿化、屋顶花

园、郊野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主题乐园、博览园林、休憩娱乐

场地设计和生态修复景观设计、景点设计，及其它各类园林、绿地、景

观设计、城市设计。

第四条精品园林奖项目由亚洲园林协会会员、中国花卉园艺与园

林绿化行业协会会员、中国风景园林网会员、世界园林杂志理事单位等

均可自愿申报。

第五条地方园林行业协会（学会）或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向组委会

协商，申请设立地区报名点和初审专家组，负责组织本地区的申报和审

查工作。

第六条申报工程奖的项目应设计合理，符合国家和行业设计标准、

规范；施工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技术规范及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工程已



验收合格，并经过一年管护期或保修期，竣工 3年以内，没有发现质量

问题和隐患。

第七条申报材料

（一）工程类项目申报：

1、参评申报表一份；

2、项目说明不少于 1000 字；

3、总平面图 1张，设计图、效果图不少于 6张，（工程类的平面

图、种植图和竣工图不少于 3张）现场照片不少于 15张；（如图纸或

照片太多，可提供重要节点部位的图纸）各一张；

4、项目合同、竣工单、企业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扫描件）。

（5）项目概况介绍，重点说明施工方法、施工技术、施工重点和难

点；

（6）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情况，以图文结合形式详细说

明；

（7）反映工程项目概貌和工程特点（如工程重点部位、植物景观、

园林小品、水景等）的彩色照片（规格 6吋、1000 万像素以上）10 张

（在照片背面编号，并附简要文字说明）。

（二）设计类项目申报：

（1）项目申报表、设计类项目合同复印件或规划类项目批准实施文

件，规划评审意见及项目获奖证明（后两项有则附）。

（2）项目说明不少于 1000 字；



（3）总平面图 1张，设计图、效果图不少于 6张，（工程类的平

面图、种植图和竣工图不少于 3张）现场照片不少于 15张；（如图纸

或照片太多，可提供重要节点部位的图纸）各一张；

（4）已竣工的设计类参评项目须提交当地主管部门或委托方的评

价证明、竣工验收证明；方案类参评项目须提交项目招标文件、甲方委

托书或合同其中之一即可（未施工项目以后不能再参评）。

（5）正式规划设计成果。含文本、说明书、规划设计图册等。

（6）项目内容在中国风景园林网上注册上传的同时提交光盘。内容

要求如下：1、POWERPOINT（2003 版本）演示文件，文件不超过 80M，

播放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介绍内容主要包括：规划设计的基本思路、

主要内容、特色及创新点。2、主要规划设计图及实施效果照片的电子

文件（详细规划、专项设计必须有实施效果的照片），文件类型为 JPEG

格式，图像打印尺寸不应小于 A4规格，分辨率为 300DPI。3、项目文字

说明的电子文件，文件类型为 WORD 文档。4、可附介绍项目及实施效果

的其它电子文件。

注：申报材料均须提供电子版（光盘）。

第八条参评单位对参赛作品具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主办方拥有书

籍、杂志、报纸、网络等媒体发表刊登的权利，任何可能发生的各种形

式的版权纠纷，其责任将全部由参评单位承担。

第九条 评审办公室组织对参评项目在中国风景园林网上进行展

示，进行网络投票。

第十条 经核验合格的工程项目进入现场考察程序。专家评审组

3-4 人以及联络员 1人组成。请受查单位选派 1名主持或熟悉该申报工



程的专业人员配合工作。复查时间由评审办公室提前五天通知受查单

位。

第十一条 考察小组负责对参评项目的规划设计、绿化施工、养

护管理等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和评分,并撰写现场考查报告。考查组长负

责牵头组织现场考查工作，对现场考查工作质量全面负责。

第十二条 现场考查工作程序：

1、听取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介绍、查看工程施工技术资料；

2、实地考查，并予逐项评分；

3、收集整理工程资料。包括：工程概况、工程特点及相关影像资

料；

4、编写现场考查报告；

5、提出综合考评意见。

第十三条 项目现场考查报告由工程概况、工程特点、主要问题

和综合意见四部分组成。工程概况包括景观特色、施工工艺、植物材料

应用及养护管理等情况。工程特点主要包括工程重点部位、植物配置、

园林小品等景观特点，并附彩色照片 10张（像素 1280×960 以上）。

第十四条 现场考查结束后，考查小组将考察报告及相关资料提

交评审委员会。组委会秘书处负责汇总现场考查情况，提出综合评审工

作方案。

第十五条园冶杯精品园林奖地评审工作由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

竞赛组委会、中国花卉园艺与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邀请园林设计和工程的

专家为评委会。

综合评审结果中国风景园林网网上公示，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公



示期间，接受投诉举报。公示期满后，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竞赛组委会、

中国花卉园艺与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发文表彰。

第十六条从园冶杯精品园林奖获奖作品中推选参加亚洲园林协

会造园质量奖和亚洲园林协会优秀设计奖的评选推荐。

亚洲园林协会造园质量奖和亚洲园林协会优秀设计奖的评选工作

由亚洲园林协会、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竞赛组委会组织，综合评审结果

中国风景园林网网上公示，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投诉

举报。公示期满后，亚洲园林协会协会发文表彰。

第十七条 获奖单位在园冶高峰论坛和亚洲园林大会上颁发奖

牌和获奖证书；

第十八条凡按期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免收申报费。获奖单位须
缴纳证书、奖牌费。

获奖单位将在中国风景园林网、世界园林杂志上进行专题宣传，获

奖单位须缴纳一定的宣传费。

第十九条获金奖以上的项目单位可以同时申请优秀设计机构和

优秀施工承包商称号。获金奖以上的项目的主设计师、项目经理可以申

报“优秀设计师”和“优秀园林项目经理”。

第二十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园林工程现场考查评分标准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序

号
内 容 评 分 标 准 评比方式 分值 增减分 考核得分

1 工程资料

1、工程资料齐全。包括：立项批文、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承包合同（协议）、

工程设计图纸、设计变更签证等。(2.5 分)

2、工程备案及竣工验收移交资料齐全，且符合相关程序及技术标准。(2.5 分)

文件审查 5 分

2 景观设计

1、主题鲜明、创意新颖、富有特色。(2 分)

2、符合有关规范、标准和导则。(2 分)

3、布局合理、功能健全。(2 分)

4、保护并合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植物和人文景观等基址资源。(2 分)

听取汇报

文件审查
8 分

3 地形处理

1、因地制宜，空间围合、划分合理。(5 分)

2、结合自然排水、兼顾雨水收集。(4 分)

3、实景尺度合理，满足大众行为，施工创面少。(3 分)

现场考察 12 分

4 绿化配置

1、符合各类绿地的设计规范和导则。(4 分)

2、植物配置体现复层种植、季相变化、混交群落等生态因素,与疏密、开合、夏荫冬

阳等场地因素有机相融，景观效果丰富自然。(10 分)

3、绿化树种选择按照“适地适树”原则 ，将植物生物属性（阳性、阴性、中性、速

生、慢生、湿生、旱生等）与植物生态适应性（地带性、抗劣性、相容性）相结合，

体现“多样性与生态性。”(10 分)

4、合理利用立体绿化、垂直绿化等形式。(4分)

现场考察 28 分



5 绿化养护

1、养护管理到位,养护精细。(3 分)

2、乔、灌木的成活率应达到 95%以上，珍贵树种和孤植树应保证成活。植物密度符

合自然生长要求；草坪无杂草、无枯黄，种植覆盖率应达到 95%。(5 分)

3、植物生长茂盛，无病虫害，修剪造型块面饱满分明，绿化景观效果较好。(4 分)

4、运用喷、滴、渗的节水型浇灌设施。(3 分)

现场考察 15 分

6
景观构筑及

小品

1、山石工程：①掇山：基础及石山体无裂缝，石接缝顺纹顺势，水泥勾缝不明显，

纵向层次分明，横向脉络连延。山石石质统一、形状大小、纹理及色泽自然，搭配植

物衬挡合理。若人工假石，色泽自然不灰暗。②置石：功能明确，选点合理，与搭配

要素协调。（5分）

2、道路广场工程：地面平整，铺面牢固。有伸缩缝及排水处理功能正常。无积水。

收边收口衔接良好。满足聚散、运动、休闲功能。其它构筑物（配套建筑、树木、地

形等）无质量通病，构成的空间具有一定特色，整体环境优美。（8分）

3、水景工程：利用水的形、光、声结合山石、小品、生物、植物等因素营造水景；

符合安全与节能要求；符合防渗防滑要求；符合环境保护要求。（5分）

4、小品工程：施工精细，表层及配件做工精良：位置、体量、色彩、造型合理，质

量验收合格。与周围环境协调，（4分）

现场考察 22 分

7 环保节能
工程体现环保节能理念，采用节水、节地、节能、节材等节约措施，并具有相关工艺。

（4 分）
现场考察 4 分

8 使用与管理
1、现场整洁，总体景观效果好。（3 分）

2、设施完好无损。（3 分）
现场考察 6 分

总分

专家意见

（优点与不足）
签名：



附件 1

工程项目综合评审表

专家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项目名称
评选结果
（√）

备注
序
号

项目名称
评选结果
（√）

备注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