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质量奖情况一览表

施工类项目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获奖

1
珠海经济特区鸿苑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金山软件园二期公共配套工程（科创文化示范中心广

场）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华发依山郡三期非展示区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3 广东天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10期A区展示区、香园景观工

程
一等奖

4
珠海市绿怡居园艺工程有限

公司
世荣尚观花园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5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片区金融岛中央公园绿化工

程EPC总承包
一等奖

6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金湾华发商都中心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7 广东天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非展示区景观工程 一等奖

8 御园景观集团有限公司
金湾区红旗镇大林片区规划二路、规划三路道路改建工

程绿化工程
一等奖

9 广东天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智汇湾创新中心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10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天大药业珠海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厂区园林景观与

海绵设施施工工程
一等奖

11
珠海市清木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香炉湾城市阳台水秀剧场园建工程、香炉湾城市阳台水
秀剧场绿化工程、香炉湾城市阳台（S3地块）喷泉电气

、给排水安装工程
一等奖

12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b#地块)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13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保税区中油时代广场项目展示区园林绿化 （生

态）建设工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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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珠海北站TOD项目公共景观工程 一等奖

15 珠海汇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飞沙村口文体小游园绿化景观工程 一等奖

16
珠海经济特区园景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横琴南光大厦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一等奖

17 珠海市格馨园艺有限公司 创业中路和丽珠南路绿化提升工程 一等奖

18
珠海城春市政环境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珠海海韵星湾项目展示区绿化景观工程 一等奖

19 广东宗泽建工园林有限公司 2019年社区公园建设工程 一等奖

20
慧昌生态环境（大连）有限

公司
碧桂园天玺湾花园二期A-1地块展示区园林工程 一等奖

21
珠海经济特区鸿苑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珠海优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厂区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22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唐家湾会同古村活化提升项目旧村样板段 （五巷11
号、五巷12号、八巷09号、八巷15号、八巷17号、八巷

27号）外立面改造工程
一等奖

23
珠海经济特区园海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格力海岸S5地块二标段景观工程 一等奖

24 广东天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横琴华发世界汇（32#、39#）园林展示区景观工程 一等奖

25 御园景观集团有限公司
信德横琴口岸服务区A03地块开发项目-园林专业分包工

程
一等奖

26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深蓝视界广场项目展示区景观工程、人才公寓泳池周边

景观及围档工程合同
一等奖

27
珠海经济特区园景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8期小镇中心景观工程 一等奖

28
珠海市熙园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天茂领航花园（珠自然资储2019-34地块）展示区园林

景观工程
一等奖

29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新扩建工程—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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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起步区第一小学园林景观工程 一等奖

31
珠海经济特区园景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主题文化街（南区）项目室

内外景观工程
一等奖

32 珠海高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后环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一等奖

33 珠海正圆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南屏镇华发社区丰华路社区公园建设项目 一等奖

34
珠海市城春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瑧林山庄项目供应及安装园林绿化独立承包工程 二等奖

35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保利百合公馆项目园林绿化 （生态）建设

工程
二等奖

36
珠海经济特区园海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荔枝校园环境整治工程 二等奖

37 广东争芳建设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景观湖环境提升工程（一期） 二等奖

38
慧昌生态环境（大连）有限

公司
香琴花园S2地块园林展示区景观工程及销售中心景观改

造工程
二等奖

39
珠海岭绿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珠海斗门项目二期（汇景嘉园）非展示区园林工程 二等奖

40
珠海经济特区园景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前环海岸线绿带景观及配套工程 二等奖

41
珠海岭绿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珠海斗门项目一期（汇景嘉园）非展示区园林工程 二等奖

42 珠海正圆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金琴快线南屏段沿线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二等奖

43 珠海市嘉建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科技创新海岸（北围）A区、B区公共景观绿化工程

二期五区
二等奖

44 珠海正圆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翠香街道垃圾分类宣教基地建设项目 二等奖

45
珠海市清木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裕泽海滨广场（东堤极限运动公园）景观工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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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珠海市清木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珠海横琴星艺文创天地项目二期（地块1）-哈罗国际
（中国）管理横琴礼德学校园林景观专业分包工程

二等奖

47
广东永硕建设有限公司（参
建单位：广东争芳建设有限

公司）
斗门区禾益湿地公园 二等奖

48
珠海市粤华园林绿化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新光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场改造项目 二等奖

49 广东天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东澳岛风车山景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二等奖

50
珠海市熙园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天悦湾花园项目二期示范区标段园林景观工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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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类项目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获奖

1
珠海高华市政综合管理有限

公司
唐家共乐大花园 一等奖

2
珠海经济特区鸿苑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珠海金山软件园一期绿化养护管理合同 一等奖

3
珠海高华市政综合管理有限

公司
会同古村旅游区 一等奖

4 珠海汇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南水镇村居人居环境、乡村道路等管养项目 一等奖

5
珠海市绿怡居园艺工程有限

公司
蓝湾半岛4-5期绿化养护管理 一等奖

6
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花海长廊 一等奖

7 珠海琴建园林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公共建设服务中心2021--2022年横琴新

区湿地公园管养服务采购项目服务合同
一等奖

8
珠海经济特区园景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华发水郡花园三期C区绿化养护工程 一等奖

9
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限

公司
海天公园养护项目 一等奖

10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京华假日湾花园C区一期景观工程 一等奖

11
珠海市风景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6.7期）景观工程 一等奖

12
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限

公司
香山湖公园养护项目 一等奖

13
珠海市晟华园林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珠海大道绿化契约式特许经营养护（珠海大桥至珠港大
道中间绿化带、包括金湾立交绿化带、鹤州北南北侧绿

化带）
一等奖

14
珠海市粤华园林绿化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市属公园养护契约式特许经营合同书（白莲洞公园）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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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珠海市粤华园林绿化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市属公园养护契约式特许经营合同书（海滨公园） 一等奖

16
珠海经济特区园海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格力海岸S5地块景观绿化养护 一等奖

17
珠海经济特区园海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平沙九号广场绿化养护 一等奖

18
珠海市京师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云顶澜山北区绿化养护工程 一等奖

19
珠海市祥苑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绿化养护项目 一等奖

20
珠海经济特区园海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格力海岸S1区和S2区2021-2022年度园林绿化养护 二等奖

21
珠海市祥苑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香华校区及心华校区绿化养护

管理服务
二等奖

22
珠海市云天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2021-2022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绿化管养项目 二等奖

23 珠海正圆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度翠屏路沿线绿化、888街旁街角绿地、人民西

路与坦洲环洲东南路衔接工程绿地管养维护项目
二等奖

24 御园景观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人民政府省道272绿化提升及管养

服务采购项目
二等奖

25
珠海华发市政综合服务有限

公司
2021年横琴新区（一体化区域）市政管养采购项目-四

季半岛绿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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