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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建大美 同心共享
围绕“比质量、争贡献，比位次、争前列，比创新、争高地，比项目、争能级，比环境、争一流，比担当、争风
采”，市里推出“六比争先”实绩展示活动，计划半月一期，分主题展示最具亮点的发展成效。本期，围绕“大建
大美”，市委办、大建大美办确定 5 个典型案例，在温州日报、温州日报微信号、温州新闻 app、党报阅报屏等平
台展示。

鹿城区•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

打造湿地休闲片区

打造高品质文旅休闲步行街
坊”微信公众号和文化节事活动，深
入宣传温州传统文化；在业态优化方
面，采用“统一征收、统一租赁、统
一招商”的方式，整合公园路、五马
后巷等街巷商业资源，并在五马街、
禅街等 5 条重点街巷成功推行业态审
批机制的基础上，将解放街、登选坊
等 16 条周边街巷纳入审批范围；在
生态改善方面，建立全省首个物业化
管理历史街区，并在五马街区重点街
巷试点打造街区信息化管理服务平
台，先试先行“五禁三审批”“诚信
积分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整合公
安、交警、执法、市监等职能部门力
量开展联合执法。
三、工作成效
项目自 2018 年 3 月启动以来，已
陆续完成禅街、五马街等 7 条重点街
巷改造提升工作，并成功推进公园路
统一招商运营项目。今年公园路片区
试开街后，街区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党
政考察团 91 批次，中央级媒体报道 13
次。
成效一：老街区呈现新风貌。改
造提升后的五马街区，形成了以五马
街、禅街、公园路为主轴，14 条背
街小巷为脉络的网络化、组团式发展
格局。其中，步行主街拓展到 1400
米，比上海南京路还长 200 米；各街

•城市生态休闲片区工程

融合城市发展生态保护

重塑历史风貌 丰富业态布局

一、项目概况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
位于鹿城区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北至
广场路，西至府前街，南至第一桥，东
至解放街，包括禅街（新国光广场）、公
园路（解放街至环城东路），总占地面
积 23 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投入 6.3
亿元。根据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项目主要按照
“一纵一横
一环”规划开发格局，从工程、文化、业
态、管理等四大方面着手，力促五马街
区整体贯通、华丽蝶变。
二、工作举措
始终坚持“修旧如旧，建新如
故”的理念，采取“点线结合”的方
式，创新实施形态、文态、业态、生
态“四大提升行动”，全方位推动街
区的精彩蝶变。在形态修复方面，以
温州民国晚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为原
型，先后实施了禅街、五马街、公园
路等 9 大工程项目，以“工匠精神”
精心雕琢每条街巷、每幢建筑的“一
砖一瓦”，最大程度还原建筑原貌，
传承历史文脉；在文态融合方面，坚
持文化保护、挖掘、展示相结合的方
式，从古城老街、坊巷制度、温州开
埠、历史名人等角度切入，深挖温州
郡城文化精髓，并植入工程设计方案
和场馆展陈设计，通过“温州三十六

温州生态园管委会

巷累计植入旧石板 2896 块、旧条石
园路实现
“三线”
落地，
排水、排污等地
831 条、老瓦 6 万片、老砖 31 万块，
下管网设施更加完善，居民生活环境
活化文保建筑、历史建筑 23 幢、总
得到大幅改善。
禅街、公园路调整为步
面积 1.5 万平方米，成为了凝聚温州
行街，
华盖山、中山公园等地外围通道
人乡愁记忆的特色建筑“博物馆”。
打开，
大幅提升老百姓逛街区、游公园
成效二：老故事讲出新味道。累
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真正实现
“还街区
计整理汇编历史典故 159 个、旧城往
于民、还公园于民”
。
事 35 个、诗词对联作品 72 件，活化
四、示范意义
利用温州大酒家、五味和、县城隍等
（一）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
百年传统老字号 10 处，串联“公园
设有利于街区文化传承。 “形而上
路十景”等文化味十足的网红景点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近几
22 个 ， 高 标 准 打 造 温 州 科 举 展 示
年的历史街区改造工作，我们始终坚
馆、府学文庙展示馆等文化展示精品
持原汁原味恢复历史街区建筑风貌，
项目 11 个，让温州的传统文化在新
通过深挖历史文化元素并植入工程建
时代老街区建设中绽放光芒。
设这个有形载体，更是为了扬其
成效三：老商圈焕发新生机。由 “道”
，较好地保留五马街区历史文化
政 府 统 租 统 征 房 产 资 源 19533 平 方
记忆，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有利于历
米，建成名城广场综合体、中荣城市
史文化延续与传承。
广场等一批连片商业空间，引进无料
（二）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
书铺等网红业态 32 家，建成全国首
设有利于推进城市发展。习近平总书
条刷脸支付商业街。改造后的五马街
记在如何处理传统历史风貌保护与现
区商业面积从 5 万平方米增加到 20 万
代城市建设的关系时指出，“保护古
平方米、翻了两番，单日最高人流量
城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应当把古
达到 15.2 万人次，年营业额 32.6 亿
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
元、创历史新高，被评为浙江省首批
来”。通过对街区进行业态优化、管
高品质步行街。
理提升，使五马街区重现“温州第一
成效四：
老居民乐享新生活。
五马
街”盛况，激活了街区旅游经济，带
街、禅街通过实施智能化、物业化管
动了古城的良好循环发展，为打造温
理，
率先达到
“席地而坐”
管理标准，
公
州亮丽城市名片提供了动力。

市现代集团•南塘夜市

一、项目概况
城市生态休闲片区工程，
呈东西走向的带状用地形状，
西起北
入口，
东至中兴大道，
北靠瓯海大道，
南至三垟湿地内河道。项目
总面积27万公顷，
绿化种植面积19万公顷，
铺装面积5万公顷，
建
设周期9个月，
工程总投资3.86亿元，
目标建成四个区域：
城市生态
休闲公园、
城市社交文化公园、
生态星空主题乐园、
稻香小镇。
二、工作举措
加强与属地街道的工作对接，
加快湿地征地拆迁节奏，
多措
并举，
积极动员湿地各村提前拆迁；
建立健全大建大美监督工作
机制，
做到考核目标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
清单节点化，
由主任牵
头定期研究大建大美实施计划进度，落实各监管部门与业主单
位的主体责任，
明确相关攻坚事项的处置时限。
科学把控项目工作面，
边征拆政策处理边排班施工，
科学安
排湿地建设时序，
有效调解项目间、分部分项工程间的交叉施工
难题；加强部门联动，做好发改局项目审批、资规局供地用地和
住建局工程建设监管之间的职能衔接，
合理压缩项目前期时间，
有效减少项目从启动到建成的时间，力争做到大建大美精建精
美的形象、进度和效益应出尽出。
三、工作成效
社交文化公园，以娱乐与运动为中心，
包括多功能草坪、充
分展现“运动同心，健康同行”的公园文化理念。其中多功能草
坪为可移动的临时运动装置，保留大片草坪空间以呼应生态主
题，融入科技为元素，打造出生态运动体验路径。增添运动氛
围，
强化文化主题概念。
稻香小镇，为都市农业绿心数字引擎、研学教育中心，都市
农业研学教育体验窗口，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展示窗口。以
原生态农业稻田为教学场所，
结合人工智能科技技术，
以互动体
验式项目为载体，
结合贯穿探究式团队学习方法，
让学生在稻田
情境中感知，
在行走观察中学习。
四、示范意义
城市休闲片区是集综合集散服务、大众体育休闲、农业科普
教育和亲子游乐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是一个集休闲、运
动、游乐、体验于一体的富有诗意的生态休闲场所。
通过流线型的魅力线条，将城市的活力，田园的魅力，自然
的静谧，
划分为不同功能的城市空间与湿地空间，
通过人群活动
的影响使得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最终来实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理想式城市湿地模式。

打造南塘夜市

助力打响温州
“月光经济”品牌
一、项目概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月光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要求，市
现代集团积极谋划，为进一步发展印
象南塘文化旅游区“月光经济”，着力
在景区中融入有地方特色的夜景、夜
购、夜娱、夜休闲等业态新格局，打造
了南塘夜市项目，增加景区内消费点
位，带动景区整体文化氛围，
从而拉动
景区夜间消费力，助力打响温州
“月光
经济”品牌。
南塘夜市项目总投资 300 万元，
地处温州南塘文化旅游区，分为风貌
街段、文化村段两部分。风貌街段为
南塘风貌街 1 号楼北广场至 1 号桥的
沿河区域，占地长约 370 米，
设 22 个摊
位；文化村段为塘河夜画码头位置至
数学名人馆之间，占地长 100 米，同样
也设置了 22 个摊位。夜市摊位及外
摆区域总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还配
备了附带 LED 显示屏的小舞台。
南塘夜市项目为与南塘文化相统
一，取名
“南塘夜肆”
，夜市各区域按方
位划分有
“东肆、西肆、南肆、北肆”，
将
温州塘河沿岸旧时的夜摊文化与现下

流行的地摊经济相结合，
古为今用，
推
式引入具有丰富市集运营经验的运营
陈出新，为印象南塘景区的夜游经济
策划公司，由其根据制定的业态准入
注入了新的活力。南塘夜市在业态上
机制对夜市各区域的业态布局进行规
引入了非遗、文创等文化类产业，
设置
划，完成摊主的招募，负责整体运营。
有舞台、网红直播间及体验式玩乐区
公司旨在借用运营策划公司的先进运
等特色互动区，集中了一批网红美食
营理念与方式，加快南塘夜市的培育
与本地特色小吃，集游、玩、吃与一体，
与良性成长，有效提升印象南塘景区
极大地满足了市民茶余饭后的休闲娱
的市场活力。
乐需求。
该项目管理单位——名城资产公
二、工作举措和成效
司则集中精力，狠抓管理，负责对夜
南塘夜市选址在印象南塘景区北
市的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督、考核，
入口处，充分发挥了该处客流量大的
有效地保证了夜市经营的规范化。
地理优势，能够很好地满足夜市建成
三、示范意义
后客流需求。
一是南塘夜市项目的建成，改变
南塘夜市在整体规划上打破了以
了原来景区的业态布局。景区由原来
往市民对夜市脏乱差的固有印象，摒
的光影秀、塘河夜游、商业街等业
弃了画地为摊的旧夜市模式，引进整
态，扩展到夜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了
体装修的特色餐车作为摊位，避免了
印象南塘文化旅游区“月光经济”，
因摊位大小不一而产生纷争。同时统
着力在景区中融入有地方特色的夜
一的标识，统一的规格，统一的装饰，
景、夜购、夜娱、夜休闲等业态新格
统一的规划，避免了杂乱无序，
点亮了
局，带动景区整体文化氛围，从而拉
南塘河畔，成为印象南塘景区一道独
动景区夜间消费力，助力打响温州
特的人文景观。
“月光经济”品牌。
南塘夜市在运营方式上也另辟蹊
二是南塘夜市项目的建成，进一
径，将运营权外放。经由招投标的方
步创新了夜市经济的新模式。南塘夜

市采用定制统一餐车作为摊位的打造
方式，既突出了夜市的特色，又规范
了市场形象，具有很好的示范借鉴作
用。该项目根据客流量来明确区位选
址，保证了开市后能有充足的流量，
为类似项目的打造提供了选址范本。
同时，在运营方面交由有经营、有资
质的运营策划公司进行统一运营，由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使得夜市的运
作、盈利得到有效保障。
三是南塘夜市项目的建成，进一
步增进了市民的体验感。通过打造南
塘夜市，增加景区内消费点位，引入
的摊位业态涉及非遗产品展示、文创
相关产业、体验式玩乐、舞台及网红
直播间、网红美食、本地特色小吃
等，进一步增强了市民的体验感，打
造市民晚饭后休闲娱乐的又一新晋网
红景点。
南塘夜市的建成，为市民、游客
茶余饭后的休闲消费增加了新去处，
为印象南塘景区夜间流量的提升增加
了新点位，为推动温州“月光经济”的
发展增加了新筹码，为温州城市的大
建大美增加了新亮点。

市城发集团•体育休闲公园冰雪中心

强化空间利用 引导社会资本

探索打造体育休闲公园冰雪中心
一、项目概况
冰雪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 26074
平方米，折合 39.1 亩。主要建设内容
为钢结构气膜屋顶滑雪场，室外冰雪
活动区及配套用房。地上建筑面积约
22000 平 方 米 。 其 中 室 内 冰 雪 馆 约
19200 平方米，冰雪馆室外配套用房
约 2800 平方米，除配套用房外室外
冰雪活动区约 8000 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约 14249 万元，并配建 400 个车
位的大型停车场。
二、工作举措
（一） 创新审批模式。该公园是
我省首例建在污水处理厂屋面上的项
目，引进了土地空间分层利用理念，
即以污水处理厂屋面为起始高度，采
用上下分层供地模式办理土地证，在

全市范围内首创同一土地范围竖向空
间多元化开发利用的成功案例。同时
在冰雪项目中首创钢结构和气模结构
组合，屋顶气模外形采取不规则形
态，减轻项目重量，确保下部主体结
构安全。
（二） 加强生态修复。该区域原
集聚了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设
施，周边生态环境不佳。针对这一问
题，市城发集团于 2017 年先行启动
垃圾填埋场强化治理，现已基本完成
生态修复；还计划在垃圾填埋场及粪
便处理厂上盖建设约 10 万平方米的
公园，全面解决公园整体绿化率问
题。
（三） 强化空间利用。为解决原
区域内公共空间可达性和游憩性较差

的问题，市城发集团积极改造提升原
粗犷零散的市政配套设施，共释放约
400 亩住宅及商办用地。同时，通过
利用污水处理厂屋顶空间打造多元化
休闲娱乐设施，实现了空间利用集约
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等目标，也为同
类型项目盘活空间资源提供了积极借
鉴。
（四） 引入社会资本。冰雪中心
项目以类 BOT 模式招商，成功招引
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业公司负责建
设和运营，后续，将继续借助社会力
量兴办游泳馆、羽毛球馆等体育项
目，助力我市社会力量办体育事业试
点城市建设。
三、工作成效
该项目积极响应中央“冰雪运动

走出山海关”“三亿人上冰雪”的创
新 载 体 ， 通 过 “ 类 BOT 投 资 运 营 ”
方式建设管理，公开招引社会资本方
自筹资金参与冰雪中心投资建设及运
维，建设以冰雪运动为主题，涵盖运
动健身、体育竞技、文化娱乐、冰雪
运动总部经济，打造集参与性、观赏
性、运动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冰雪王国，填补了温州体育冬季竞
技项目的空白，是温州月光经济产业
发展的核心项目。
四、示范意义
该项目首创同类项目审批建设新
模式，探索生态环境绿化提升新路
子，充分盘活利用劣势空间资源，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发展体育事业，是温
州“大建大美”工作创新的典范。

鹿城区•江心屿改造提升

彰显千年孤屿唯一性

打造温州文化地标
一、项目概况
江心屿改造提升工程是全市瓯江沿线重点建设项目。其
中，东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为 2.6783 亿元，项目总用地面积
283089 平方米（折合约 424.6 亩），总建筑面积 23321 平方米。以
温州历史文化为基本脉络，以诗情、禅韵、航标为灵魂，将“诗、
禅、古航标”三大文化特质融入自然景观之中，实现“诗词圣地、
江天佛国、世界古航标”
三大目标。
二、工作举措
（一）多措并举，实现整体提升。在江心屿东园改造提升工
程中，
整体景观以
“起承转合”
为组织关系，
结合地形地貌及现状
资源分别设置 9 大重点景观区块。项目采取保护、修缮、保留、
新建等 7 种方式进行改造提升。如核心文保区以突出文保区块
历史文化底蕴，以提升文物保护为主，景观改造修复为辅，在此
基础上，更新登岛景观，提升整体风貌，让市民游客入岛即能感
受改造提升成果；荷风柳月区块以荷、柳、湖、林为景观特色，打
造四季有花、闲适悠然的景点。在之前已形成的环共青湖游线
的基础上，
国庆节将基本整体展现江心屿东园靓丽新姿。
（二）和谐共生，
做足环境优化。一方面，
抓好生态优化。按照
水体净化、
截污纳管、
源头引水的整体要求，
实施完成了碧波湖共
青湖水环境治理；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南经典山水园林为
原则，
在做好名木古树保护的同时，
对植被进行重新梳理，
展现春
有樱花、
夏有荷花、
秋有桂花、
冬有梅花的四季花镜，
绿化景观工程
面积达到163307平方米。另一方面，
抓好设施优化。配套建设城
市家具，
统一设计、
突出温州地域文化和温州符号，
并同步推进景
区标识标牌、
夜景照明系统、
5G等配套设施建设；
从提升、
扮靓景区
门户出发，
启动了江心屿码头提升改造工程，
将展示
“新码头、
新渡
轮、
新形象”
。引进经营业态项目，
将在国庆节初步亮相。
（三）活化资源，
深耕文化植入。江心屿处处是文化，
本身就是
一个极为难得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因此，
在改造提升工程中，
同步
推进文化植入。打造
“诗忆江心”
，
邀请一批温籍书法名家为江心
东园亭台楼阁题写楹联匾额，
并突出展现榕林诗径区块的诗文化
内容；
呈现
“诗读江心”
，
谋划数字化解读项目，
未来让江心屿文化
在可看的同时，
还可听、
可赏、
可分享。同时，
将文化挖掘和自然生
态进行有效结合，
江心屿七口古井的恢复展示，
让古井生态资源得
以
“活化”
；
英国驻温州领事馆旧址环境整治提升既有效保护了文
保资源，
又发挥挖掘了文化功能，
在已形成了3大不同文化主题的
区块展馆基础上，
国庆节将在4号楼亮相钟表文化展。
三、工作成效
江心屿改造提升工程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通过整体挖掘独特的历史人文古迹和江南山水
景观蕴藏的内涵，使得江心屿所拥有的文化唯一性、景观唯一
性、功能唯一性逐步得以呈现。
四、示范意义
江心屿改造提升工程的实施，
品牌吸引力将不断增大，
并与
沿江地段形成功能上的互补、业态上的互融、文化上的互动，将
进一步提升江心屿这一温州文化地标的整体形象，并推动城屿
联动，
形成拥江发展、瓯江全线带动的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