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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绿化是城市规划众多配套资源中唯一有生命力的公共设施,对于建立美好城市环境,提高
城市视觉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的城区园林绿化工程,能够对城市的生态环境起到较大的改善作用,
同时还具备美化城市的作用。在此期间,城区园林养护管理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优化城市环境
和增强城市生态多样性,同时也能够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相应场所,对于维护城市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基
于此,文章就城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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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区园林植物根于现代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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