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景园林科技奖评选按照《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

章程》（附件 1）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实施细则》

（附件 2）进行。

二、评奖范围和申报条件

风景园林科技奖奖励对象为在推动我国风景园林各领域科技

进步、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评奖范

围为风景园林领域科技成果、规划设计及工程项目等，设科技进步

奖、规划设计奖和园林工程奖三个子奖项。

风景园林科技奖实行自主申报。申报主体须为中国境内合法登

记的风景园林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奖励对象原则上限

在中国境内完成的项目。

各子奖项具体条件要求如下：

（一）风景园林科技奖实施分子奖项按类别申报。风景园林科

技奖设科技进步奖、规划设计奖和园林工程奖三个子奖项。各子奖

项类别设定如下：

1、科技进步奖子奖项设“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

“标准”、“图书”、“科普”等类别。

2、规划设计奖子奖项设“规划类” 、“设计类”和“园林建

筑类”三类。设计类项目规模一般在 2 万平方米以上或工程造价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4a671135-4b5f-4e56-bb50-c273931c4511&FileName=%e9%99%84%e4%bb%b61%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5%a5%96%e5%8a%b1%e7%ab%a0%e7%a8%8b.doc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f29b103e-2c5e-430e-bbd6-a7aea60d694f&FileName=%e9%99%84%e4%bb%b62%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8%af%84%e5%a5%96%e5%ae%9e%e6%96%bd%e7%bb%86%e5%88%99.doc


3、园林工程奖子奖项设“园林绿化工程”和“园林古建工程”

两类。园林绿化工程项目面积一般在 3 万平方米以上且工程造价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园林古建工程项目要求新建、维修的古建筑

面积一般在 500 平方米以上且工程造价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风景园林科技奖的申报项目均须为已完成项目。

1、申报科技进步奖子奖项的科研项目（标准、图书、科普类

除外）须完成整体验收并应用满 1 年。

2、申报规划设计奖子奖项的规划类项目须经规定程序审查通

过或批准，法定规划类项目须取得正式批复文件，其他规划类项目

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设计类和园林建筑类项目须完成方案设

计、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完整项目阶段，并施工完成，取得竣

工验收材料。

3、申报园林工程奖子奖项的工程项目须是近三年建成项目，

在评奖年度前 3 年内竣工验收合格，且满 1 年以上养护期。

（三）项目界定原则上以合同为准。一个项目合同中，分部分、

分区域，不得单独申报。鼓励同一区域关联项目打包联合申报。

1、同一项目分若干个标段分别签订合同的，可按多个项目申

报。鼓励多个标段联合，将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采用分标段单

独申报的，不可再整体申报；反之亦然。



2、同一项目分若干个阶段分别签订合同的，须按整体申报，

不得分阶段申报。可由牵头单位联合其他参加单位整合申报。

3、同一项目分若干专业协作完成并分别签订合同的，应按项

目整体申报，其子项目或分项目不得另行申报。

（四）同一年度内，项目申报数量限定如下：

1、科技进步奖子奖项对一个年度内申报数量暂不作限定。但

连续两个年度中，所申报项目均无入围的单位，将暂停一年申报

资格。

2、规划设计子奖项在一个评奖年度内，风景园林专项设计或

综合甲级设计单位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最多可以申报 3个项目，并

可增加报送 2 个非第一申报单位的联合申报项目。风景园林专项

设计乙级单位或其他规划设计资质单位，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最多

可以申报 2个项目，并可以增加报送 1 个非第一申报单位的联合

申报项目。如申报单位在一个年度内超数量申报，申报材料退回，

暂停本年度申报资格。

3、园林工程子奖项在一个评奖年度内，同一单位作为第一申

报单位可以申报一个项目，但上一年度自营收入超过十亿元的单

位允许申报两个项目（须提供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并加

盖企业公章）。



（五）项目完成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 家。单独申报的项目完成

人原则上不得超过 12 人，合作申报的项目不超过 15人。人员名单

一经申报，原则上不得更改。

（六）所有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无论授奖与否，三年内不得

再次申报（评审委员会裁定的缓评项目除外）。

（七）项目涉及到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国家安全的不得

申报。

三、材料提交要求

申报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填写《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

奖》各子奖项申报书（下简称《申报书》，附件 3、附件 4、附件 5），

并提交相关材料。本年度电子版申报材料（申报书及相关材料）须

通 过 中 国 风 景 园 林 学 会 科 学 技 术 奖 申 报 系 统

（http://www.chslaawards.com）完成，纸质申报材料仍通过邮寄

完成，系统申报及材料邮寄（以邮戳时间为准）截止日期为 6月 15

日，逾期系统关闭，纸质版材料不予接收。

目前系统因调试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在学会官网发布，

请及时关注官网通知栏。因申报时间有限，建议申报单位和个人

提前准备《申报书》（附件 3、附件 4、附件 5）内容及相关材料

电子版扫描件，便于系统开放后及时完成申报内容填写及电子版

扫描件上传。申报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http://www.chslaawards.com）。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2d6d5beb-3071-4ad6-a6b3-b87d595f0db3&FileName=%e9%99%84%e4%bb%b63%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f%bc%88%e7%a7%91%e6%8a%80%e8%bf%9b%e6%ad%a5%e5%a5%96%ef%bc%89%e7%94%b3%e6%8a%a5%e4%b9%a6.doc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aeb74d35-86d8-4210-97ac-4a50072696d4&FileName=%e9%99%84%e4%bb%b64%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f%bc%88%e8%a7%84%e5%88%92%e8%ae%be%e8%ae%a1%e5%a5%96%ef%bc%89%e7%94%b3%e6%8a%a5%e4%b9%a6.doc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f20bd4ae-a981-4855-a40d-4cdc917a2350&FileName=%e9%99%84%e4%bb%b65%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f%bc%88%e5%9b%ad%e6%9e%97%e5%b7%a5%e7%a8%8b%e5%a5%96%ef%bc%89%e7%94%b3%e6%8a%a5%e4%b9%a6.doc


（一）申报材料包含申报材料目录、申报书、项目申报单位

（第一完成单位）单位简介（附件 6）和相关附件材料。

（二）科技进步奖子奖项申报材料如下：

1、纸质版材料：

（1）申报材料目录（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

（2）项目申报书原件两份。填写完整且签字、盖章齐全，A4

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3）项目立项报告（或合同）和科技成果内容文本。

（4）研究成果、技术革新成果（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产品），应提供成果评价证明（技术鉴定证书、评审证书、技

术评议报告或验收报告等）、主要单位采纳或应用证明、应用后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证明。

（5）标准应提供编制计划、评审意见、批准文件（或公告）。

（6）图书、著作等，应提供发行量、书评或新闻报道、社会

影响等证明，并提供原著 1本。

（7）科普项目应提供应用和社会效益证明。

（8）其他证明材料：如发明专利应提供知识产权证明、有关

部门出具的法律证明、应用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证明。

2、电子版材料（各项单独设置文件夹）：



（1）申报材料目录：Word 格式。

（2）申报书：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盖章扫描件。

（3）项目申报单位（第一完成单位）简介：Word 格式，附

营业执照扫描件。

（4）纸质版相关证明材料：JPG 或 PDF 格式扫描件。

（5）项目曾获奖励证书：JPG 或 PDF 格式扫描件。

（三）规划设计奖子奖项申报材料如下：

1、纸质版材料：

（1）申报材料目录（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

（2）项目申报书原件两份。填写完整且签字、盖章齐全，A4

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3）参评项目技术文件，A3图册形式。具体要求如下：

1）不超过 20个页面（Page），选用 80g 左右一般复印纸双

面打印，简单装订成册。

2）主要表达规划设计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重点强调项目难

点、创新点及特色。

3）设计类和园林建筑类项目内容包括：①项目文字说明（不

超过 1500 字）；②主要方案设计理念及设计思路和科技创新点；



③主要方案图纸，必要的节点设计图；④设计效果图及建成后实

景照片（实景照片请注明具体位置，并标注“实景”）。

4）规划类项目内容包括：①项目文字说明（不超过 1500 字）；

②主要规划理念、思路和技术创新点；③主要规划图纸；④规划

实施的综合效益分析。

（4）其他必要性证明材料（如项目名称、委托单位名称、编

制单位名称、资质等级等在项目编制过程中发生变更证明等）。

2、电子版材料（各项单独设置文件夹）：

（1）申报材料目录：Word 格式。

（2）申报书：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盖章扫描件。

（3）项目申报单位（第一完成单位）简介：Word 格式，附

营业执照扫描件和规划设计资质证书扫描件。

（4）参评项目技术文件（A3图册）：JPG 或 PDF 格式（要求

与纸质版一致）。

（5）项目演示文件：播放时间不超过 8 分钟，格式

为.MPG，.FLV，或.PPT，须有同步语音解说。介绍内容主要包括：

规划设计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特色及创新点、实施效果（效

益）。



（6）提供建成后的实景照片(禁止后期合成)：10-20 张，每

张照片小于 2M，且名称与内容对应，以“序号+位置名称+实景”

命名。

（7）项目合同：PDF 格式的项目合同扫描件，如有其他参与

单位的外协合同一并提交。附中标通知书扫描件。

（8）项目曾获奖励证书：JPG 或 PDF 格式扫描件。

（9）项目成果：与合同要求一致的正式规划设计成果的电子

文档。设计方案和规划为 ppt 或 pdf 格式，施工图为 pdf 格式（须

包含总图部分）。

（10）竣工验收材料：设计类和园林建筑类项目须提交委托

方的竣工验收证明。如果一个项目分为若干标段，须提供标段划

分说明和所有标段验收材料，甲方的使用评价证明不能代替竣工

验收材料。以上材料均须原件的电子扫描件。

（11）审查/审核材料：①规划类项目经规定程序审查通过或

批准，法定规划类项目须取得正式批复文件，其他规划类项目有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大型规划类招投标项目必须有中标通知

书和整合方案的正式审查意见。②项目编制过程中的技术性审查/

审核意见,如有则附。以上材料均须原件的电子扫描件。其他补充

性材料。

（四）园林工程子奖项申报材料如下：



1、纸质版材料：

（1）申报材料目录（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

（2）项目申报书原件两份。填写完整且签字、盖章齐全，A4

双面打印，装订成册。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如与申报项目相关的变更及补充说

明等。

2、电子版材料（各项单独设置文件夹）：

（1）申报材料目录：Word 格式。

（2）申报书：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盖章扫描件。

（3）项目申报单位（第一完成单位）简介：Word 格式，附

营业执照扫描件。

（4）施工合同书：PDF 格式扫描件。

（5）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JPG 或 PDF 格式扫描件。

（4）项目曾获奖励证书：JPG 或 PDF 格式扫描件。

（5）工程平面图、种植图和竣工图：CAD 格式（如图纸太多，

可提供重要节点部位的图纸）各一张。

（6）工程概貌和工程特点（如工程重点部位、植物景观、园

林小品、水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说明：PPT 或 PDF

格式文件，须单独提供相关彩色照片（1000 万像素以上）25张以



上。其中，夜景图片或鸟瞰图片分别不得超过 2张，且改造类项

目必须提供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3-5 组。

（7）项目现场短视频：格式为.MPG，.FLV，或.PPT，长度 3

分钟。

注：申报单位事先应就申报书和相关材料，征得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风景园林学（协）会的真实

性审查意见并盖章。

四、评审和推荐

学会将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

由学会颁发获奖证书，予以表彰。学会将推荐优秀项目参评国家科

学技术奖及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等奖项。

评审结果以学会文件公布为准，不另行通知，申报材料不退回。

五、其他

1、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学会

及与评审相关的机构和个人不得向申报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

用。

2、本文件所含附件电子版请到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网站

（www.chsla.org.cn）下载。

六、 联系方式及材料邮寄地址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杨忠全 付彦荣

电 话：010-88083198

邮 箱：chsla_ywb@163.com

各子奖项工作组联系人：

科技进步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3 号建筑文化中

心 C座 7002 室

联系人：刘艳梅 罗正时

电 话：010-88083198，18513082199，18610890239

电子邮箱：chsla_pst@126.com

规划设计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分会，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0

号

联系人：郭鑫

电 话：010-58323017，15011150635

电子邮箱：ghsjfh2018@163.com；

园林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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