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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金奖 21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大自然滨江花园绿化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欣华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宁波路（温瞿公路-六虹桥路、中汇路-陈焦路）道路整治

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大地绿化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温州森马学校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振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温州滨江广场项目二期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木材集团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温州市广化路安置房 D 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冶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104 国道飞云段沿线两侧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伟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瑞安江南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 3 -

浙江天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温州生态园吕家岸三产返回安置房 A-02b 地块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易拓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大道（府东路-汤家桥路）综合整治工

程（景观绿化提升）

申报单位：永嘉县原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新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华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龙湾城市中心区 C-14 地块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永嘉县原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穗丰村三产返回安置房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江滨路鹿城段永川路地块安置房一期附属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红欣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鹿城区七都岛 03-C-16 地块二期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绿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3、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江滨路-市府路）综合整治工程（景

观绿化提升）

申报单位：浙江绿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华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乐清市中心区中运河景观绿化带二期工程（甬台温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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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至霖霄路）

申报单位：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温州市七都大桥口绿化景观工程（一期）

申报单位：浙江胜元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七都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

温州市林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车站大道两侧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绣山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温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主体育场一期室外附属及景观绿

化工程

申报单位：宁波市花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体育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滨海大道（经开区段）综合整治工程（绿化部分）

申报单位：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滨海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9、 项目名称：瑞安市飞云中心区 E-36，E39 地块景观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隆尚建设有限公司

20、 项目名称：泰顺县仕阳镇龟湖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焜伟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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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名称：乐清市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二区五路”工程安置房建

设工程 G-a12 地块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东阳市中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银奖 26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汇豪公馆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铭润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温州航空总部大楼（龙湾行政中心区 E11 地块）室外附

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华宏市政园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诸永高速公路延伸线温州北进城口景观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温州市滨海大道（龙湾段）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耀华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5、 项目名称：昆阳镇新 104 国道（公园路-广天集团）绿化提升工程二

标段

申报单位：温州一正建设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瓯海中心南单元 E-02 地块岩头村三产返回安置房附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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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浙江德润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温州市龙湾区永强中学迁扩建工程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

工程

申报单位：博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杨府山居住区核心区文化中心景观及附属配套工程

申报单位：博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苍南县龙港新城月湖公园景观工程（一期）

申报单位：浙江埃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瑞安市飞云中心区横河村返回地（锦绣华城）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华宇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瓯江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工程Ⅳ标

（区）段-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文景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龙湾城市中心区企业安置办公楼（瑶溪南片居住区 K11

地块）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恒运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3、 项目名称：温州市广化路安置房 C 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区经济适用房瞿溪点建设工程（B17 地块及

C2-2 地块）景观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国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温州外国语学校建设工程西区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天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瓯海大道（瓯海段）整治提升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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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中力禾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浙江大自然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新建一期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大地绿化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温州市汇昌河葡萄居住区 6-3 地块（一期）附属景观绿化

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华隆建设有限公司

19、 项目名称：温州市城区防洪堤（郭公山-解放北路）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卓越市政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项目名称：瓯海中心区企业拆迁安置商务楼工程景观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1、 项目名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项目

申报单位：温州市文景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22、 项目名称：灵昆新市镇二期工程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中泰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3、 项目名称：吉祥家园室外景观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欣华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24、 项目名称：汤家桥公交总站综合体一期（E-02 地块）室外附属及景

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市龙湾建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交运集团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华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5、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大道西段快速路房屋拆迁安置建设工程-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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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堡安置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绿色园林市政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大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6、 项目名称：温州市瓯海区牛山整治城中村改造 C-58 地块安置房工程

（室外配套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绍兴市第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参建）

温州华隆建设有限公司（参建）

2018 年度温州市“优秀园林工程”获奖名单

铜奖 21 个（排名不分先后）

1、 项目名称：温州市西向排洪工程鹿城段安置房鞋都 58#地块附属景观

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正坚建设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永嘉县桥头镇林立路道路及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正坚建设有限公司

3、 项目名称：江南御府围墙内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振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 项目名称：浦发银行大厦室外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冶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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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丽岙街道农房改造安置工程（丽南社区地块）景观附属

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佰晟建设有限公司

6、 项目名称：温州市滨江商务区 CBD 片区 17-05 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

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后花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7、 项目名称：温州市铁路新客站站前区 F-17b 地块室外、屋顶景观绿化

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后花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8、 项目名称：浙江省烟草公司温州市公司新建卷烟物流配送中心景观

及附属配套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红欣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9、 项目名称：乐清市大荆镇久防滩健身公园

申报单位：绅坊建设有限公司

10、 项目名称：瓯江口新区 77 省道（灵昆连接公路段）环境提升工程

申报单位：万源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11、 项目名称：瑞安市塘下镇肇平垟中村四号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景观

及附属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名博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2、 项目名称：景山街道净水社区保障性安居工程（D39 地块）景观绿化

申报单位：温州泓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3、 项目名称：104 国道瓯海时尚智造小镇段沿线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一期

申报单位：浙江绣山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4、 项目名称：瓯海区瞿溪街道 C6-2 地块农房改造安置工程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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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中建华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项目名称：温州市瑶溪住宅区 B13 地块（老人公寓）室外附属及景

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埃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6、 项目名称：温州商贸城北片改造一期工程 C-12 地块室外附属及景观

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国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7、 项目名称：温州空港新区永兴北园经五路、经六路、纬一路等六条

道路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宁波市花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8、 项目名称：温州市中心血站迁建工程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

申报单位：中力禾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9、 项目名称：瓯海时尚智造小镇绿化工程沈一路沿线绿化一期（官山

河段）

申报单位：温州绿水青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 项目名称：平阳县国发创业大楼室外配套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温州景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1、 项目名称：龙湾区规划展示馆建设工程景观工程

申报单位：浙江中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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