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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龙路实施景观精细化提升

核心商圈谋划新蝶变

打造“环五马”
千亿级时尚商圈

浙南科技城这条科创示范路越变越美

本报记者 笑银
漫步于改造提升后的五马街-禅街—公园路，
有一种穿越回民国的感觉，老石板、古建筑、红
灯笼……自五马历史街区改造提升以来，鹿城的核
心商业街区正焕发出新生机，并成为时下“网红”打
卡地。
而今，随着五马街区的不断升级及大南、南塘、
欧洲城等商业中心的日渐繁荣，以五马—大南商圈
为核心的“时尚城区”，
正借助总体规划、基础
设施建设、文化引领等
举措，一个彰显历史文
化与现代商业完美交融
的千亿级特色时尚商圈
呼之欲出。

沿路景观带。

市中心南塘区块
现代商业气息浓郁。
大南街道提供

历史与现代交融
五马商圈扩容蝶变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温州商业文
化源远流长。五马街古称五马坊，后成为
我市标志性购物步行街，
保留了原有的中
西合璧建筑风格，以及五味和、金三益、老
香山等一批老字号。此外，周边的鼓楼

街、公园路、解放路、庆年坊、登选坊、朔门
街等，都是众多老温州人的记忆所在。
可以说，这个历经百年、阅尽繁华的
五马商圈，几乎浓缩了整部温州近现代
史，更是见证了城市变迁、经济发展的每

一个脚印。而今，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
的发展，五马商圈也在不断谋求升级蝶
变，
以五马—大南为中心的环五马商圈顺
势而起。
环五马商圈地处主城区核心地带，
府
前街、胜利路、小南路、大南路、五马街、纱
帽河、人民路、荷花路等传统商业街巷纵
横交错，商业气息浓郁，是本土时尚潮流
的聚集地，并拥有五马、大南、欧洲城、南
塘等多个城市商圈。

为提升街区整体品质和形象，近两
年来我市先后对五马街、禅街进行改造
升级，街区面貌焕然一新，并于今年上
半年成功入选浙江省高品质步行街试点
名单。而经过提升的公园路也即将于本
月底正式开街，打造以温州传统民居风
建筑为主的特色历史街巷，并与禅街、
五马街连为一体，形成以步行街、慢行
为主要形式的五马街历史文化商圈主动
脉。

名城广场。
名城广场
。杨冰杰 摄

而在我市商业格局中，五马商圈的地
位也是极为重要，作为商业地标和城市会
客厅进行打造。2016 年我市曾出台温州
市城市商圈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重点
推进环五马文化商圈建设，通过五马中心
商贸区块、大南现代商业区块、环九山湖

休闲旅游区块、南塘时尚乐生活区块等四
个区块错位发展，打造环五马千亿级商
圈，构建现代时尚“商贸极”，使之成为展
示城市商贸繁荣繁华、汇聚传递现代时尚
的主窗口。根据 2018 年 3 月我市发布的
《温州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2010-2020)》

置信中心两栋超高层建筑，时尚气息浓
郁。而从去年开始，
鹿城区大南街道就开
始高站位谋划大南商轴，空间上以人民
路-大南路-山前街-飞霞南路为中轴线，
突出世贸、置信两座地标的集聚作用，整
合大南里、南塘新天地等商业体资源，使
商轴资源串珠成链。
与此同时，位于北面的五马街区也
积极引入各类品牌业态，并计划投资 20
亿元打造五马华盖里文旅项目。其中，
项目一期为五马街、禅街片区历史文化
商圈改造提升，目前已基本完成；二期范
围约 87 亩，为华盖里、墨池坊片区的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将以温州本地文
化为基础，结合国际化视野，打造城市中
与众不同的商业文化综合体、温州城市
会客厅。

至广场路、南至纱帽河、东至环城路、西
至信河街，包括禅街、五马街、公园路、
公安路、纱帽河在内的步行街体系将在
2020 年至 2021 年展开建设。同时，统筹
五马街与周边商业资源，立足主街、拓展
辅街，让步行街由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
打造综合性分段式高品质步行街。
在今年 3 月我市发布的 《关于培育月
光经济产业的实施意见》 中，就将环五
马商圈列为重点，要求在主城区集中发
展鹿城“中央商轴”，打造提升朔门街、
康乐街、五马街、人民路、大南路等，
使其成为夜间购物的重要区域，组织和
鼓励商家利用节假日和节庆、店庆、季
节转换等节点在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
开展各类夜间促销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在 《温州市区月光经济产业发展三

网友温州之声问：位于市区滨江 CBD 核心区内的
远洋鹿城公馆（瓯宸府）和华润滨江万象天地（九宸园）
都已于今年 7 月交付入住，
这两个住宅小区属于哪个学
区？
鹿城区教育局回复：根据 2020 年鹿城区小学招生
施教区划分，
滨江 CBD 配套小学正在规划中，
建成投入
使用前该区域学生由新田园小学会展校区代招。根据
2020 年鹿城区初中招生施教区划分，市民所述地块所
在位置初中辖区学校为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实际招
生政策及施教区划分以入学当年公布为准。

七都环岛路是否已开建
网友杨剑问：
我看到鹿城区的七都环岛有部分地段
在施工，
是不是七都环岛路已经开建？后续进度如何安
排？
鹿城区七都街道办事处回复：
七都规划环岛路暂因
涉及土地指标、
建设资金等限制还未正式启动，
且温州
高速大桥以东部分属于非建设区更难以实施。目前在
施工实施的是按 6 米宽四好农村公路在环岛先行设置
一条临时道路解决环岛区块的通行串联问题，总长度
11 公里，
预计年内完工。

远期有无规划建设新机场

改造升级“加速跑”
驱动古城焕发新生机
“如今的环五马商圈既有浓浓的温州
文化味，又有现代时尚，可逛可玩可赏的
地方。
”市民秦女士告诉记者，一有外地
朋友来玩，她便会带他们到老城区的环五
马商圈。白天逛逛五马街、纱帽河或者商
场，
还可以到巷子里品尝正宗温州美食，
晚
上来一趟夜游南塘，
欣赏印象南塘光影秀。
事实上，近年来我市一直致力于推进
环五马商圈整体品质和档次的提升，古城
“中子城”一期 （谯楼、公安路等） 工
程、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五马后巷
改造提升工程、五马历史文化商圈南片区
一期改造工程、五马历史文化商圈南片区
二期改造工程等都在加紧实施中。
与此同时，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1+N”
规
划体系也于今年上半年出炉。即一条主
街，
“N”条背街小巷。以五马街为主，北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王伦） 近日途经浙南科技城曹龙
路的市民会惊喜地发现，
道路两侧绿化带花团锦簇、绿草如
茵，
且新增了众多精致的科创文化标识，
塑造了浓郁的科技
发展氛围，让浙南科技城区域辨识度激增。无论是白天或
是晚上，
这条科创大道都散发着无限的科技光芒。
为进一步优化浙南科技城核心区环境形象，推动城市
景观专项规划、城市家具专项规划落实落地，
浙南科技城今
年率先在曹龙路实施形象精细化建设工程，打造门户道路
迎宾景观形象。
据了解，此次形象精细化建设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公共
艺术装置（景观小品）、文化宣传字、形象宣传牌、休闲座椅、
垃圾桶、草地灯等。同时，结合曹龙路两侧 15 米绿化工程
的实施，
在道路两侧沿路绿地植入环大罗山科创走廊、科技
城形象宣传文化等元素，
既与沿路绿地景观形成相互衬托、
相映点缀的人文绿轴形象，又提升了门户道路的人文气息
和地域特色，
塑造具有高辨识度、高人气值并体现科创走廊
“六化”
建设的景观形象廊道。

远洋鹿城公馆学区是哪

大型商业体齐聚
商圈能级日渐凸显
(2017 年修订)，我市将形成“两心六极多
点”的商业总体发展结构，五马-大南商
圈作为市级商业中心重新进行规划定位。
历史文化街区是当前我市重点打造
的“两线三片”亮点区块之一，而五马-大
南商圈更是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核心部
分。如今，
随着大型商业体的入驻和商圈
形象的提升，五马-大南商圈实力和能级
日渐增强。形成了以凸显温州历史文化
特色为主的五马商业街区和现代时尚特
色明显的大南商业轴线，
两条纵横商轴架
起了整个中心城区核心商圈构架。
自五马街为起点，沿解放南路、大南
路向南延伸至锦绣路，
沿路布局了温州名
城广场、开太百货、银泰百货、苏宁联合广
场、闻宅步行街、大南里慢生活街区、南塘
新天地等大型商业体，
还拥有世贸中心和

浙南科技城提供

公园路历史文化街区本月底开街。
年行动计划 （2020 年-2022 年） 项目清
单》 中，就包含了环五马商圈内的诸多
项目，如大南商圈改造提升项目、印象
南塘景区及周边改造提升项目、墨池-华
盖里历史文化街区综合文旅项目、朔门
历史文化街区综合文旅项目、禅街-五马
街-公园路-解放街整治提升项目等。其

陈翔 摄

中，大南商圈改造提升项目将整合世贸
房开和下沉式广场商业资源，联通联合
广场与莲花大厦商业综合体，打造休闲
恬静的消费广场。可以预见，随着今后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用，环五马商圈——
这个温州市级核心商圈的“金名片”有
望焕发出全新活力。

网友小小问：
温州只有一个龙湾国际机场，
但是温
州南北距离较远，
交通十分不便，
远期是否有规划在温
州南部建设新的机场？
温州机场集团回复：
根据民航局方批复，
2030 年至
2050 年仍在温州机场现有场址进行改扩建，能够很好
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没有新建机场计划。
为了方便温州市各县市区旅客快速到达机场，
特别
是温州市南北两端旅客到达机场，
温州市政府已在温州
机场东侧规划建设有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该高速公
路温州段起于乐清止于苍南，
在温州机场南侧设机场高
速出口，目前灵昆至苍南段高速已于 2019 年 11 月份建
成通车。同时还规划建设市域轨道交通 2 号线，
该线由
北向南起于乐清止于瑞安，
途经温州机场，
在温州机场
T2 航站楼前设机场站，
可以与市域轨道交通 S1 线互通
换乘，
进一步解决南北两端旅客交通问题。
银子 整理
家门口规划有何变化，业主权益是否被侵？
有疑问网友可关注“温州网络问政”公众号或温州
新闻 APP 问政栏目进行咨询、
建议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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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银 行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