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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园林局文件

郑园林〔2017〕55号

郑州市园林局
关于印发 2017 年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管委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市园林专业单位和各有关单

位：

现将《郑州市园林局 2017年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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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园林局
2017 年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

为全面提升我市园林绿化管理水平，营造良好的生态和景观

环境，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按照抓基础、抓规范、抓

管理、抓提升的要求，彻底消除缺株断带、黄土裸露、管理粗放

等问题。根据《2017年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要求，

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标准和目标

（一）市区所有主次干道、环城路绿化达到《郑州市道路绿

化精细化管理标准》的要求。支路背街绿化做到行道树无死缺株、

无枯枝，树穴整洁，侧石完好，绿篱无缺株断垄，花坛花带内洁

净、全部消除黄土裸露，花坛挡墙、围栏、侧石完好，乔灌木等

园林植物及时修剪。沿街单位绿化管理精细。

（二）市区所有公园、游园、绿化广场、沿街花坛花带绿地

必须达到《郑州市公园游园广场精细化管理标准》的要求。

（三）加强园林设施管理维护。绿地内各类园林设施（包括

路面、侧石、挡墙、照明、喷泉喷灌、座椅、围栏、公厕、果皮

箱、休闲晨练游乐设施、园林小品和建筑等）保护良好，损坏部

分及时修复。公厕按照规定时间正常开放。

二、范围

市区五区、郑东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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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火车站地区内所有公园、游园、绿化广场、行道树、

道路绿地、河岸绿地以及沿街单位庭院绿地。

三、工作重点

（一）行道树、道路绿化带（花坛花带）、两侧绿地和节点

绿地。

1. 补植补栽行道树，消除缺株；绿化带内补植补栽植物，消

除缺株断垄和黄土裸露，对植物及时修剪整形。

2. 清除死树、枯枝、病株、残株。

3. 修缮花坛侧石（挡土墙）、树穴侧石和围栏，对市区重点

路段的树穴进行美化覆盖。

4. 清理树木的白色污染，绿化带、绿地、树穴内的垃圾，并

保洁。

（二）公园（包括金水河、熊儿河、东风渠滨河公园）、广

场、游园。

1. 做好补植补栽工作，消除绿篱、模纹植物缺株断垄和黄土

裸露现象。

2. 修缮或更换破损的硬化路面、侧石、挡墙、照明、喷泉喷

灌、座椅、围栏、公厕、果皮箱、休闲晨练游乐设施、小品等。

3. 对植物及时修剪整形、防治病虫害。

4. 清理草坪、树木的白色污染，花坛、绿地、树穴内的垃圾，

并保洁。

（三）沿街单位庭院内的绿地、树木。

1. 补植补栽，清除死树枯枝，消除黄土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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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植物及时修剪整形。

3. 清理草坪、树木的白色污染，花坛、绿地、树穴内的垃圾，

并保洁。

（四）出入市口绿化、生态水系绿化。

1. 补植补栽，清除死树枯枝，消除黄土裸露。

2. 对植物及时修剪整形。

3. 清理草坪、树木的白色污染，花坛、绿地、树穴内的垃圾，

并保洁。

四、主要工作内容

（一）加强绿地松土、施肥、浇水灌溉，保证植物良好生长

各责任单位，要对所管养绿地全面排查，全覆盖对绿地进行

科学松土、浇水、施肥工作。要制定松土、除草、浇水的技术规

范，确保无板结、无干旱、无缺肥现象，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

尤其是加强对缺乏浇水设施植物和绿地的观测，及时有效补给水

肥。

（二）利用春季补植补栽，全面消除黄土裸露

一是对行道树进行集中整治，全面清除行道树死株缺株。二

是对绿化带进行集中整治，实施补植补栽、植物充实完善，消除

绿化带缺株断带和黄土裸露；对景观不突出的绿化带增加树状月

季、造型植物等，进行补植补栽。三是对支路背街道路绿地和沿

街花坛花带进行集中整治，实施补植补栽，增加观花观叶植物比

例。四是对公园、游园绿地进行补植补栽，确保景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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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植物修剪造型，提高园林园艺水平

加强行道树树形修剪。生长季节不定时修剪，确保行道树修

剪造型美观。

加强各类绿篱（模纹）修剪。平整修剪达到“三个面两条线”，

棱角分明，无凸凹现象；弧形修剪线条圆润。达到曲线圆滑、直

线笔直、图案清晰、层次分明。

加强造型植物修剪。要达到形似、神似，体现出设计景观效

果。

加强草坪修剪。要达到整齐划一、边线整齐，无凸凹不平现

象。

（四）加强病虫害防治，减少对植物的危害

要根据病虫害发生的规律，加强预测预报，采取有效措施及

时防治，对越冬虫卵、春夏季易发病虫害要采取针对性防治手段，

达到及时有效，减少对植物的危害。

（五）加强管理保洁，保持绿化景观清洁卫生

实施全日制保洁，不留卫生死角，及时清理草坪、树木的白

色污染和花坛、绿地、树穴、水体内的垃圾。

（六）加强各类设施的维修维护，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硬化路面、侧石、挡墙、照明、喷泉喷灌、座椅、围栏、公

厕、果皮箱、休闲晨练游乐设施、小品等各类园林设施要维护良

好，损坏部分要及时修复，确保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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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责任划分

（一）市园林局

1. 负责市内五区主次干道绿化、市管街头游园绿地。由市绿

化工程管理处落实。

2. 负责市区三环路绿化。由市环道绿化管理处落实。

3. 负责市管公园、绿化广场。由各公园、广场管理单位落实。

（二）市城市管理局负责金水河、熊儿河、东风渠绿化和二

七广场地区绿化的管理。

（三）市交运委负责四环路、高速下道口及自建自管范围的

绿化管理。

（四）市水务局负责市区七里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等自

建自管滨河生态水系绿地绿化管理。

（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区、惠济区负责本辖

区支路背街绿化，区管公园、游园绿地的绿化管理，并督导庭院

单位、小区的绿化管理，抓好并指导办事处、乡镇、村委会所管

的道路绿化、游园、绿地的管理。

（七）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航空港区、火车站地区

管委会分别负责本辖区内所有道路绿化、公园游园绿地及庭院单

位、小区的绿化管理。

六、时间安排

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4月 1日—4月 10日开展

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备案，边排查边整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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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补植补栽；4月 11日—5月 31日针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全

面整治；6月—12月强化巩固效果，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七、有关要求

（一）明确管理责任，做好有关方案、进度上报工作。各区、

各园林专业单位和有关单位要按照要求，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

人，一是对集中整治提升工作要专门制定方案；二是按要求上报

松土、植物补植补栽和整形修剪进度。

（二）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加强园林绿化管理是提升市区

园林绿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各区、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认真安排，按照职责分工，4月 10日前制定相应的操作

性强的具体管理提升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集中精力开展

好动态和长效管理，通过管理达到明显成效，展示园林园艺水平。

（三）加强督导考核。园林局对各区、管委会园林绿化管理

提升工作情况、支路背街园林绿化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并对各区

（管委会）进行月评比排名（附表 2），结果将报市精细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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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支路背街整治园林绿化项目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扣分标准 分值设定 实得分

1 景观优美

行道树规格（胸径≥10厘米）、枝下高（≥3
米）一致，冠大阴浓（冠幅≥3米），生长
健壮，整齐美观。

行道树枝下高（≥3米）、规格（胸径≥10
厘米）、冠幅不达标，长势不良，发现一
项扣 1分，扣完为止，下同；

25分

2 生长良好

1.缺株死株率5%以下。
2. 叶色基本正常，无明显黄叶、焦叶、卷叶，
生长季节不落叶，无明显病症和虫害遗留物（虫

网、虫粪、蜜露等），病虫害防治率达到92%。

1.缺株死株率超过 5%，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扣一分。

2. 病虫害防治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
分。

25分

3 修剪科学

1. 枝干正常，无明显枯死枝杈。
2. 冠形基本完整，分枝点基本合适，主侧枝基
本分布匀称，内膛通风透光。

3. 无遮挡信号灯、交通指示牌现象（交通信号
灯、指示牌设置不合理的除外）。

1. 无明显枯死枝杈，发现一处扣一分。
2. 冠形基本完整，分枝点基本合适，主侧枝基
本分布匀称，内膛通风透光。否则，发现一处

扣一分。

3. 无遮挡信号灯、交通指示牌现象（交通信号
灯、指示牌设置不合理的除外），否则，发现

一处扣一分。

25分

4 树穴规范平整
每路（段）树穴大小、式样一致，整齐划

一，树穴按要求进行覆盖，整齐美观。
树穴规格不一、无覆盖，发现一处扣 1分。 25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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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考评评分细则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分）

扣分细则
扣分
及原因

绿
化
养
护
管
理

1.树木花草生长茂盛，无死株、
缺株、残株；无干枯枝、劈裂枝、树
洞及断头现象，生长季节无卷叶、焦
叶、枯萎现象；倒伏、倾斜处理及时。

2.草坪无杂草、斑秃及明显践踏
现象，草坪生长均匀平整，修剪及时。

3.树木修剪分枝合理，形状良好，
剪口平滑，有保护措施，抹芽及时彻
底，树木伐除或修剪后不留树桩。

4.绿篱及模纹修剪三面平整，直
线笔直，曲线流畅，无缺株断垄现象。

5.浇水排涝及时，无旱相和积水。
6.病虫害防治措施得当，无明显

病虫为害现象。
7.土地平整，无板结、无杂草，

无缺肥及肥害现象。
8.树穴内无垃圾、杂物、杂草，

冬季无含融雪剂的积雪堆积。

60

1.植物有死株、缺株、残株；无干
枯枝、劈裂枝、树洞及断头现象，生长
季节无卷叶、焦叶、枯萎现象；倒伏、
倾斜处理不及时，发现一项扣 1分。

2.草坪斑秃大于 1㎡，杂草明显，
发现一处扣 1分。

3.树木修剪不到位，无保护措施，
树木伐除或修剪后留有树桩，发现一项
扣 1分。

4.绿篱及模纹有缺株断垄现象，修
剪不到位，发现一项扣 1分。

5.有旱相和积水，发现一项扣 1分。
6.有明显病虫害危害现象，发现一

处扣 1分。
7.土地不平整，土壤板结，有缺肥及肥害现

象，有明显杂草，发现一处扣1分。
8.树穴内有垃圾、杂物、杂草，冬

季有含融雪剂的积雪堆积，发现一处扣
1分。

设
施
园
林
管
理

1.厕所正常开放，无污迹、无异味、
无破损。
2.围栏整齐一致，完好无破损。
3.园林建筑和各类公共设施外观

完好，功能齐全，构建完整无损；浇
灌、游路、坐凳、垃圾箱、照明等设
施完好，能正常使用。

4.小卖部、餐饮设施、游乐设施、
观光车辆等有序定位，运行正常，周
边无乱堆乱放杂物、工具及其他物
品。

15

1.厕所不能正常开放、有污迹、异
味、破损，发现一项扣 1分。

2.座椅、果皮箱、围栏、浇灌、游路、
花坛等设施损坏，线杆、电线、箱体、
窨井损坏未及时整修，发现一处扣 1分；

3.服务摊点周边有乱堆、乱放，发
现一处扣 1分。

其
他

1.园林绿化施工工地做到六个
100%。

2.没有毁绿占绿现象，无新闻媒
体负面报道或上级领导点名批评。

10

1.园林绿化施工工地违反六个
100%，发现一项扣 1分；

2.有毁绿占绿现象，被新闻媒体负
面曝光或上级领导点名批评，发现一次
扣 2分。

环
境
卫
生

1.无乱贴、乱画、乱刻乱挂现象，
树枝树干无乱挂、乱钉、乱拉、乱搭
等现象。

2.保洁及时到位，整洁卫生，垃
圾日产日清。

3.无违章搭建、私设广告。
4.园内水体清洁，水质达到国家

景观用水标准。

15

1.有乱贴、乱画、乱刻乱挂、乱拉、
乱搭等现象，发现一处扣 1分。

2.保洁不到位及垃圾积存，发现一
处扣 1分。

3.绿地内有违章搭建、私设广告，
发现一项扣 1分。

4.水面漂浮物打捞不及时，发现一
处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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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7年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督查考核打分表
打分单位:市园林局

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成绩

四环内绿化 支路背街园林绿化整治

区（管委会） 原分值 2% 原分值

金水区

二七区

管城区

中原区

惠济区

航空港区

郑东新区

高新区

经开区

郑州市园林局办公室 2017年 4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