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广东园林学会

关于召开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

会”年会暨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顺应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提升乡

村振兴发展的文化旅游等产业竞争力，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

园林城市的转型升级，作为花境这个新兴产物，为进一步规范花

境营造标准，切实促进园林行业花境营造建设，提高我省的各中

高职、本科院校的花境营造师资水平和行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东园林学会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将

于 8 月 24 日至 29 日期间在广州举办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园

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

会议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将重点借鉴国内外经典花境营造

经验，分析总结国内外花境发展趋势，强化花境材料选择、花境

设计施工技巧以及花境低成本维护新技术等专业知识，提高园艺

美学鉴赏水平，解决我国花城、花园、花境建设瓶颈问题的路径

和策略，实现花境低成本维护技术的广泛应用。

鉴于我省花境领域刚起步，为提高乡土的植物应用和花境造



景水平，特举办我省花境营造师研修班，该研修班将为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花境营造前沿技术和方法，快速提升花境营造理论和实

战能力，也为业界提供多一种职业技能证书。

本次会议和研修班的举办将有助于推动风景园林及其相关

行业的高水平发展，欢迎政府各相关管理部门、风景园林等企事

业单位骨干人才、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报名参加。

附件：1.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

会”年会议程

2.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日程

抄送：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广州市城市绿化协会、深圳市风

景园林协会。



附件 1：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年会议程

一、会议目的与适合对象

为顺应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提升乡

村振兴发展的文化旅游等产业竞争力，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

园林城市的转型升级，作为花境这个新兴产物，为进一步规范花

境营造标准，切实促进园林行业花境营造建设，提高我省的各中

高职、本科院校的花境营造师资水平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

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东园林学会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将于 2019

年 8月24日在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召开2019年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年会。

会议将重点探讨新时代花境发展的新机遇、常用花境植物的

现状与发展及新品种推广，花境营造技术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

升。

欢迎政府各相关管理部门、风景园林等企事业单位骨干人

才、花卉上下游供应链、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积极报名参加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年会。

二、会议主题报告



1. 花境植物——宿根花卉的现状与发展——叶剑秋（上海

智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中国园艺学会球宿

根花卉分会花境专家委员会委员）

2. 新时代花境发展的新机遇——刘坤良（中国花境推广第

一人，棕榈公司首席植物专家）

3.肖洁舒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园林

工程师作主题报告：华南地区花境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4.四季茶花育种进展与推广——赵强民（棕榈生态城镇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长期从事新优园林植物的引种驯化、选

育以及推广应用工作）

三、会议日程

日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主持人

8

月

24

日

上

午

8:00

-8:30

会议报到

领取资料，进入会场

实训中

心一楼

大堂

报到组

8:30

-9:00

会议开幕式

1.主持人介绍到会领导和嘉宾

2.广州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院长阮琳讲

话

3.广东园林学会秘书长彭承宜讲话

4.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总工程师粟娟讲话

5.专委会主任张方秋作总结讲话

实训中

心一楼

大会议

室

张方秋



9:00-

9:20
拍大合照（办公楼前）、茶歇（实训一楼大堂）

9:20

-10:30

1.叶剑秋 上海智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中国花境专家委员会

专家作主题报告：花境植物——宿根花卉

的现状与发展

实训中

心一楼

大会议

室

10:30

-11:30

2. 刘坤良 中国花境推广第一人，棕榈公

司首席植物专家，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

植物专委会副主任作主题报告：新时代花

境发展的新机遇

11:30

-12:10

3.肖洁舒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建筑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总园林工程师作主题报告：

华南地区花境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12:10

-12:40

4.赵强民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

监，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生态保护委员

会委员，长期从事新优园林植物的引种驯

化、选育以及推广应用工作。主题报告：

四季茶花育种进展与推广

12:40

-14:00
午餐和休息 会务组

8

月

24

日

下

午

14:00

-16:50
外出学术参观学习交流

云台花

园
苏伟业



四、会议注册及食宿安排

请于 2019 年 8月 16 日（星期五）前将参会回执（见附件）

电子版发送到会议邮箱完成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收取会务费，会务费标准为 1200 元/人，学生凭证

会务费 600 元/人，参会代表食宿自理（或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需提前说明，费用自理）。

五、会务费支付方式

1.对公转帐

请参会人员于 8 月 16 日前将会务费汇款至以下银行账号,

并注明：姓名+年会或单位+年会。

名 称：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开户行：广发银行广州龙洞支行

账 号：122004516018002267

2.微信缴费方式

16:50

-18:50
外出学术参观学习交流

广州市

林业和

园林科

学研究

院

阮琳

18:50

-19:50
晚餐和散会



【报名方式】加张老师微信（18312663396/微信手机同步），

注明姓名-报名会议，转帐时注明姓名+年会，付款后领取回执表

格，填写后请将表格与汇款截图一并发邮箱：136856193@qq.com。

咨询联系人：张老师（同微信号）18312663396

罗老师（同微信号）13570200787

六、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广东园林学会

承办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广州市绿化公司

社旗县观赏草花木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业园艺有限公司

七、其他事宜

会议通知和动态将及时发布于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

会员群和公众号广生态职院风景园林系中，欢迎添加并查询。

【备注：参加论坛可获得再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八、联系方式

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及广

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会务组



张爱娣 电话：18312663396 136856193@qq.com

罗 中 电话：13570200787 1074913397@qq.com

彭莉霞 电话：13570958870 20186598@qq.com

九、报名回执表

2019 年广东园林学会 “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年会会

议报名回执表

备注：报名回执表请发送至张爱娣老师的电子邮箱136856193@qq.com

十、会议地址及酒店位置

姓名
性

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邮箱

住宿要求 住宿时间

单间
合

住
23 24 25

开票

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开具金额

电子邮箱（接

收发票）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mailto:1074913397@qq.com


备注：参会代表亦可自行在网上订酒店

1、会议地址

会议地点：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实训中心

会议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广汕一路 297 号大院（地铁

六号线“龙洞站”D 出口）

2、酒店推荐

① 酒店推荐一：凤凰山宾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332 号

距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200 米（与学院两对面）

联系方式：电话 020-66608883 传真 020-66673989



曾经理：18676630830（电话订房时告之是参加生态院花境

培训）

标间均价：300 元，协议价（以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名

义可享此价）：288 元（含早餐）

（注：下图路线略显弯曲是由于需过天桥）



② 酒店推荐二：广州渔民新村汇东酒店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路 1号汇东假日酒店 1-3

层(近龙洞村口)

距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00 米（往植物园方向）

联系方式：电话 020-87030038 传真 020-87030068

标间均价：240 元（不含早餐）



○3 酒店推荐三：广州龙会酒店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1223 号(89 中学旁边)

距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800 米（往植物园方向），地铁一

个站（龙洞站 D 出口--植物园 F 出口）

联系方式：电话 020-87021699



标间均价：288 元（不含早餐）



附件 2：

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日程

一、营造师研修班的目的与适合对象

为顺应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和进一

步规范花境营造标准，切实促进园林行业花境营造建设，提高我

省的各大学、职业院校的风景园林相关专业的师资水平和应用型

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东园林学会联合国内优

势单位，将在广州举办“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

花境营造师研修班将重点借鉴国内外经典的皇家花园营造

经验，分析总结国内外花境发展趋势，强化花境材料选择、花境

设计施工技巧以及花境低成本维护新技术等专业知识，提高园艺

美学鉴赏水平,解决我国花城、花园、花境建设瓶颈问题的路径

和策略，实现花境低成本维护技术的广泛应用。

该研修班的举办将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花境营造前沿技术

和方法，快速提升花境营造理论和实战能力，经研修班理论和实

践考试合格者，即可获得广东园林学会三级以上《花境营造师》

等级证书，为其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顺应教育部的职业规

划 3+X 技能证书要求，《花境营造师》等级证书将成为重要职业

技能证书之一。欢迎政府各相关管理部门、风景园林等企事业单

位骨干人才、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报名参加。



二、研修班开班时间、地点

【时间】8 月 25 日-8 月 29 日

【地点】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三、研修班课程

日期 时间 地点 授课内容 指导教师

8 月 25

日

8：30

-11：50

鸿业园艺、

二沙岛

花境作品赏析、花境植物品种

考查
余兴卫/苏伟业

14：20

-17：20
室内

分析华南常用花境品种、优势

品种、潜力品种
陈燕纯

19：00

-21：00
室内 花境概述 余兴卫

8月 26

日

8：30

-11：50
室内

花境设计与点位把控，图纸规

范
余兴卫/文才臻

14：20

-17：20
室内 花境养护管理 余兴卫/文才臻

19：00

-21：00
室内 理论考试 考务老师

8月 27

日

8：30

-11：50
户外/室内

实操场地考察测量、花境设计

及图纸表达
余兴卫/米秀宝

14：20

-17：20
室内 花境设计及图纸表达 余兴卫/米秀宝

19：00

-21：00
室内 方案汇报 余兴卫/米秀宝

8月 28

日

8：30

-17：50
户外 分组实操、花境作品项目落地 余兴卫/米秀宝

8月 29

日

8：30

-11：30
户外 点评总结 余兴卫/米秀宝

中午 喜运来酒店 聚餐+闭幕
学员、领导、组

委



四、研修班报名与收费

【报名方式】加张老师微信（18312663396/微信手机同步），

注明姓名-报名学习，付款后领取回执表格，填写后请将表格与

汇款截图一并发回 136856193@qq.com 邮箱。

咨询联系人：张老师（同微信号）18312663396

罗老师（同微信号）13570200787

【收费标准】研修班学费 4500 元/人，包含考察时大巴车费

用、考试费、材料费、证书费、讲师费和档案费等，食宿自理（住

宿可协助预定），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 8 月 16 号。7 月 31 日前

缴费优惠价 4000 元/人，学生优惠价 2500 元/人。8 月 1 日至 8

月 16 号缴费 4500 元/人，学生优惠价 2800 元/人。5 人以上一

起报名可享受团购价，优惠力度咨询老师微信（备注：参加研修

班可免费参加年会论坛）。

【缴费方式】

1.对公转帐，并注明姓名+花境培训费或单位+花境培训费

名 称：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开户行：广发银行广州龙洞支行

账 号：122004516018002267

2.微信缴费方式

加张老师微信（18312663396/微信手机同号），注明姓名-

报名学习，付款后领取回执表格，填写后请将表格与汇款截图一

并发邮箱：136856193@qq.com。



【招收名额】 为保证教学效果，本班限招 50 人，（注：30

人以上成班，不成班届时将取消本次培训，并及时退回所缴费用）

五、花境实训营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广东园林学会

承办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广州市绿化公司

社旗县观赏草花木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业园艺有限公司

六、其他事宜

会议通知和动态将及时发布于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

会员群及公众号广生态职院风景园林系中，欢迎添加并查询。

【备注：参加论坛和培训皆可获得再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参

加培训并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广东园林学会颁发的“花境师”三级

等级证书】

七、联系方式

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及广东

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会务组

张爱娣 电话：18312663396 136856193@qq.com



罗 中 电话：13570200787 1074913397@qq.com

八、报名回执表

第二届花境营造师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备注：报名回执表请发送至张爱娣老师的电子邮箱136856193@qq.com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位 手机 邮箱

开票

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开具金额

电子邮箱（接收发

票）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