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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是园林工程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园林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成
本投入的重要手段,在园林工程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园林工程项目成
本管理工作仍存在较多问题,只有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园林工程施工质量。
[关键词] 园林工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6.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Cost Management of the Garden Engineering Project
Di Gan
Zhejiang Greentow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o., Ltd
[Abstract] Engineering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arde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garden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trol cost input, and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garden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garden
engineering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work. Only by solv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can the garden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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