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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宁：打造多元特色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建议——以温州市瓯海区为例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措施。可以看出，
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关键任务。

打造多元特色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建议
——以温州市瓯海区为例

[摘

要]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考

察国内外城市关于构建国际消费中心的政策举措，分析温州市瓯海区在产业、自然资源、华侨等方面的优势，充分认
识顶层设计、承接载体、政策方面的劣势，提出多元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助推新消费新业态，强化

温州市瓯海区是一座面向未来、快速崛起的开

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更是打通国内国际

放活力之城，商业活跃度高。文旅消费、夜间经济培

[1]

双循环的重要途径 。

育、现代物流发展列入省级试点，消费舒适度好，曾
量发展百强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活力创新之

国际商务和交流频繁，国际品牌入驻多，高收入人群

都。瓯海中心区的高铁新城正在加快推进，交通将更

密集，这些因素在实施国际消费中心城区建设的任

加便利；华润万象城、银泰城等区域地标性消费中心

务上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以瓯海区为例，讨论

初具规模，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辐射效应；温州新

传统制造出口产业城区挖掘自身优势，多元化打造

天地、山根音乐艺术小村试营业，以及新桥美食小镇

具有本地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建议。

等7 个月光经济项目投用，创成税收“亿元楼”5 幢；

一、各地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举措

源要素聚集、产业业态创新、消费层次合理且具国际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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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肯恩大学，外教、留学生众多，华侨基础深厚，

医养结合体制，发挥侨乡资源优势，聚焦文化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国际商贸、养老、教育、旅游消费中心，建成资
[关键词] 国际消费中心；多元特色；侨乡资源；温州

二、瓯海区国际消费的基本条件

在后疫情时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区，不仅是提振

瓯海区是温州的活力新城区，这里有茶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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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地纷纷发布

全球商品贸易港 2020 年完成扩容提质，带动全区进
口额达59.90亿元，相比2019年增长478.9%。

１．产业条件

国际消费城市实施方案。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充

瓯海区民营经济发达，拥有服装、鞋革、眼镜、

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新引擎作用，打响“ 云购物”品

锁具等传统优势出口产业，集成研发、设计、生产、

Policy Suggestions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with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牌 。武汉将成为现代化商业聚集地、国际化消费目

销售、物流等全流程完整产业链。同时近年来正在积

的地、便利化时尚宜居地，树立“武汉购”的消费理

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集群化转型，通过搭建多

念。宁波将围绕全国重要的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城

元化产业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融入跨境电商大环

— Taking Ouhai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 as an example

市、长三角重要的购物中心城市、全省消费便利化示

境，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区，实现产业高

范城市这三大功能定位，把宁波打造成接轨国际、辐

效能、高质量、高附加值的跨越式增长。

Du Jianing
(Wenzhou Polytechnic,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will further expand the role of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economy,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ycle develop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Ouhai District in Wenzhou in industry, natural resources, overseas Chinese,
etc., and fully understood the disadvantages of top-level design, undertaking carriers and policies. In this way,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with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promoting new forms of consumption,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of combining medical care with nursing car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ulture, and striving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for commerce, pension, education and tourism, so as to build a consumption center
with concentrated resources, innovative industrial forms, reasonable consumption level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center;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Qiaoxiang resources; Wenzhou
2021 年 6 月，商务部印发了《“十四五”商务发

务部宣布将率先在上海、北京等五城市开展国际消

展规划》，明确提出提升传统消费品质、培育新型消

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2021 年9 月，温州市政府发布

费模式，升级消费平台，全面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加

《大力培育发展“温州新消费”加快打造区域消费中

速需求驱动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建设。7 月，商

心城市实施方案》，提出了在“十四五”时期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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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射国内、惠及民生的国际消费城市 。

２．商贸条件

上海静安区走在新零售模式试验的最前列，聚

瓯海区聚集传化公路港、华润万象城、大西洋

集了国际零售商和国际知名品牌，汇集了以演出展

银泰城、云天楼洲际酒店等多家高规格、大规模的综

览为核心的综合文旅项目，戏剧《不眠之夜》、四行

合商业体，配套多项便捷的交通、服务、物流设施，

仓库抗战纪念馆、上海书展、上海时装周等多种形

站前商贸区、大西洋商贸区等示范性商圈已经逐步

式的文旅品牌效应不断突出，显著拉动了客流和文

成形，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入驻，国际化消费氛

[4]

旅消费 。北京朝阳区对标国际顶级地标性商圈，打

围浓厚，商贸辐射效果明显。

造“一核两带五片区”的空间格局，融合高端商务、

３．文化自然条件

时尚前沿、国际风情、古风古韵等多个主题特色园

瓯海区自然风景优美，人文底蕴深厚，旅游资

区，着力为商圈内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

源得天独厚。境内拥有温瑞塘河、戍浦江两大水系以

企业跟踪、分类指导的服务制度，提升综合管理能

及三垟湿地、泽雅和仙岩风景区，自古就是文人墨客

力。重庆市九龙坡区聚集众多“国际范、重庆味”的

踏青郊游之地，更有环大罗山文化、千年纸山文化及

IP打卡地、时尚体验、国潮新锐、人文艺术、酷炫数

塘河文化，构筑起别具特色的“两山一水”文化，形

码、非遗文创等精品“菜肴”、精美“礼物”、精致场

成了以休闲度假和乡土民俗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社区

景，涵盖“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购”的“五

和旅游村 [6]。

夜”生活业态，九龙新商圈已形成国际消费新型商
圈，改写了重庆商圈版图 [5]。重庆市渝中区《关于加

三、瓯海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基础条件

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建设的扶持办法》，对商

瓯海区作为著名的华侨聚居地、非遗故乡，虽

业品牌街区、商贸类精品节和商贸类峰会的举办企

然有着丰富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但仍需要深入挖

业进行奖励。

掘本地独有优势，融合购物节、艺术节、展会等活动
形式提升文旅消费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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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区作为著名的华侨聚居地、非遗故乡，虽

业品牌街区、商贸类精品节和商贸类峰会的举办企

然有着丰富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但仍需要深入挖

业进行奖励。

掘本地独有优势，融合购物节、艺术节、展会等活动
形式提升文旅消费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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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优势分析

将在 2022 年发挥运动活力；投资 88 亿元的泽雅全域

合发展名街名镇，打造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空间环

区设立城市免税店及展览展示中心，定期举办专门

瓯海区是温州市四大城区之一，也是著名的侨

旅游项目启动建设；极地海洋世界、山根音乐艺术

境整体设计风格，突出区域和文化特色，引导老字

品类及跨品类综合性跨境购物节，建设“跨境+体验

乡，具有极高的国际知名度。2020 年瓯海区实现外

小村等成为网红打卡点。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一期

号、特色餐饮、知名品牌建立形象店，将非遗元素创

+消费”新零售平台。简化“关、汇、税”全方位全

贸进出口总额249.94 亿元，增长34.9%。其中出口总

工程开工建设，将打造山水和人文融合的西部生态

新融入国际品牌建设，凸显温州文化特征。融入非遗

流程手续，缩短退税时间，加快审批流程，提升政府

额 190.04 亿元，增长 8.6%；进口总额 59.90 亿元，增

走廊和现代城市板块。

文化技艺展示、现场体验等项目，使消费者全方位参

数字贸易服务效率。试点供应链金融等融资政策，推

与，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强化特色商业街区环

动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增强，有效提升进出口企业融

境智能化改造，改善公共交通环境，推进智能街区建

资便利度，吸引更多商户入驻。积极融入“长江三角

２．劣势分析

长 478.9%。作为温州的商贸和创新集中区，瓯海区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丰富，本地特色突出，近年城

（1）缺乏顶层设计。瓯海区尚未编制国际消费中

市发展始终围绕国际融合、品质提升、特色发展做文

心城区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各个主体独立规划发展，

设，重视白天文化元素展现及夜间灯光美化，将区域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杭州、上海港口

章，在建设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区方面，瓯海

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且规范

文化融入街区景观，提升街区环境品质。支持特色街

合作，借助智能物流网络体系畅通物流通道，提升物

区具有独特优势。

缺乏准确定位，优势不明显，对吸引以华侨为重点的

区开展推介、促销活动，对入驻商家参加全国性、地

流服务质量。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和长三角经济融合

国际消费谋划不够。

域性展会予以资金支持，鼓励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促

发展的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优惠

（2）缺少载体承接。瓯海区尚无专门的学校和旅

销活动、群众性活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特色街

政策吸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驻外经济事

131 个国家和地区。瓯海丽岙有归侨、侨眷 1.2 万人。

游线路来吸引国外的生源和游客，华侨子女教育、国

区建设成区域民众和国际游客满意的休闲娱乐场所。

务机构、经贸中介机构入驻，构建功能完善、品质创

温州海外华侨在欧美从事皮革生产、皮革销售、餐饮

际旅游资源等流失严重。环境优美的商业综合体、商

（2）新型消费培育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等行业，影响力大，财力雄厚。

业步行街不足，街区缺乏吸引力，空置率偏高。

（1）华侨资源丰富。温州目前有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68.84 万人，归侨侨眷50 万人，分布在全球

新的综合服务平台 [9]。

来，为了服务线上无接触交易的发展，
“云经济”
“云

２．强化医养结合体制，打造国际养老消费中心

（2）优质消费资源集聚。瓯海区聚集了温医大附

（3）缺少“医养结合”的政策配套。华侨长期生

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形态，在发展消费新模式新

（1）高质量华侨养老培育行动。推动养老服务向

一新院、温州市人民医院娄桥院区、市中医院、基因

活在国外，对生活品质和医疗条件要求高。尚没有完

业态、促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服务质量、扩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发挥瓯海区统战部和华侨联

药谷、浙南美谷等优质医疗资源。拥有肯恩大学、温

善的养老、医疗设施和制度，资源分散且质量参差不

大服务覆盖面等方面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将成为消

合会的作用，利用华侨资本培育养老产业，建设高端

[8]

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商学院和温州职业技术

齐，华侨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针对性不

费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引进奥特莱斯等名品折扣购

国际社区和华侨养老院。打造中国基因药谷，开展基

学院等优质教育资源，国际交流和活动频繁，国际

够强。

物中心建设项目，承接因疫情被压抑的境外消费需

因测序和药物研发。商务和医疗管理部门定期举办

商务和旅游消费较多。大罗山、泽雅和温瑞塘河两岸

（4）尚无有针对性的国家级政策扶持。瓯江口新

求，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同时聚集国际名品资源，打

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分设养老服务、

风景迷人，旅游资源丰富。全球商品贸易港、华润万

区有综合保税区，鹿城区有市场贸易采购中心，但没

造新型消费商圈。充分激发时尚行业消费潜力，推动

医疗康复、医疗器械、居家护理、无障碍设施、健康

象城等七大商贸综合体已经投用。南湖、大学城、朝

有一个国家级商贸平台直接落户瓯海，在进出口贸

进口时尚产业的发展，加强与国际传统媒体和设计

管理展区。加快养老产业数字化赋能，利用“互联网

霞、慈湖商圈，南湖众创、茶山夜市、龙霞饮食、丽

易流程、外汇管理、资金融通方面缺乏专门的国家级

品牌交流合作，建设线上展示、发布、交易的时尚商

+”建立智能养老平台，共享网络平台和技术手段，

岙风情街区，以及以高铁新城为主枢纽联动中心区

政策保障。

品专区，扩大免税店和首发、首秀等活动影响力。紧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10]，推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新

跟国潮文化兴起的趋势，培育一批具有中国文化特

业态的发展，倡导社会资金参与养老项目建设，并积

色、符合时尚前沿审美、富有原创设计能力的本土企

极与政府、医疗机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支持养老

在加快编制出台“十四五”商贸业、旅游业专项

业，树立瓯海文化标识，向世界输出泽雅花灯、制纸

产业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及全方位发展，加强中

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是一座宜居宜商的城市。瓯海

规划的基础上，细化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区三年行

民俗等非遗文化内核。建设示范性夜间消费圈和特

外养老机构交流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

区地处温州市区西南部，北靠鹿城区，东邻龙湾区，

动计划，全面参与温州市的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城

色夜间街区，推出音乐俱乐部、歌舞剧场、24小时书

升养老产业综合服务能力。

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境内拥有三条高速公路、三条

市建设。具体实施“1413”工程，即锁定1个目标——

店等夜间文化娱乐项目；街头设置 3D照明、全息投

铁路、四个高速公路出口、一个高铁站、四大城市组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聚焦4 大重点领域——国际

影等光影装置，举行实景表演和灯光秀，运用直播、

镇，地处三垟湿地公园西南侧，环境优美，适宜老人

团，使瓯海区成为连接长三角、对接粤闽浙沿海城市

商贸消费、国际养老消费、国际教育消费、国际旅游

短视频等新媒体互动平台，提升直接与间接参与人

生活居住。利用省级医院的集聚优势，支持泰康人寿

群的交通要道，决定了瓯海在未来温州城市建设中

消费；推进特色街区建设等13项专门行动。

数，推动夜间经济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等龙头企业共同打造符合现代养老需求的“生命健

和郭瞿片区平原地带等，商业繁荣兴旺，
“都市商港”

四、瓯海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建议

已逐步形成。
（3）软硬环境齐备。温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2）龙头康养企业引育行动。瓯海区生命健康小

的中心地位。东部邻近永强机场和三垟湿地公园，中

１．助推新消费新业态，打造国际商贸消费中心

（3）全球贸易港升级行动。通过六个结合，依托

康小镇区”。针对健康小镇概念，实施品牌战略，提

部有高铁站和S1 线，东南部有大学城和万象城，瓯

（1）特色商业街区建设行动。遵循一街一特色的

综保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打造全球贸易港 2.0

高创新能力，引入相关产业，形成一批涵盖养生保

海中心城区范围正在谋划国际消费枢纽，全球贸易

原则，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明确重点街区的定位和

版。加快推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贸易

健、康复医疗、老年器械、生活服务等多种业态的完

港将被打造成国际消费中心的新地标。

发展目标，全面升级特色商业名街名镇，打造梅泉大

进程，布局线下展示体验门店和品牌旗舰店，支持建

整养老产业集群。制定养老服务体系标准，从物质、

（4）龙头项目已初露端倪。南湖未来社区建设已

街、丽岙咖啡街等一批新兴特色街区，引入特色餐饮

立沉浸式产品展示、视听展示、直播展示等全方位立

文化、精神上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全面提升华侨老

经启动，中心区、高铁新城加快推进，泰康人寿旗下

小吃、文创产品等业态，引导街区个性化、精致化发

体化商品展销手段。重点关注一批综合性大型企业、

人对于故乡的归属感和生活幸福度。依托周边良好

[7]

的泰康之家·瓯园高品质养老社区正式落地瓯海生命

展 。推进南部城区商贸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打造

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助力企业数字转型。与综合保税

的自然环境资源，建设休闲农庄、温泉度假、养生谷

健康小镇。高339 米的君康健康产业中心在建成后将

休闲购物生活标志商圈。挖掘纸山文化产业特色，依

区结合，支持瓯海进口商品贸易港拓展进口业务，利

等生态养老设施，打造休闲观光与健康相融合的田

成为温州“第一高楼”；亚运龙舟运动基地落户瓯海，

托历史文化传承，建设瞿溪、泽雅、茶山等文商旅融

用华侨资源，引导国外知名进口企业落户贸易港。城

园生态养生产业。借助资本市场，融入创新思维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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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优势分析

将在 2022 年发挥运动活力；投资 88 亿元的泽雅全域

合发展名街名镇，打造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空间环

区设立城市免税店及展览展示中心，定期举办专门

瓯海区是温州市四大城区之一，也是著名的侨

旅游项目启动建设；极地海洋世界、山根音乐艺术

境整体设计风格，突出区域和文化特色，引导老字

品类及跨品类综合性跨境购物节，建设“跨境+体验

乡，具有极高的国际知名度。2020 年瓯海区实现外

小村等成为网红打卡点。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一期

号、特色餐饮、知名品牌建立形象店，将非遗元素创

+消费”新零售平台。简化“关、汇、税”全方位全

贸进出口总额249.94 亿元，增长34.9%。其中出口总

工程开工建设，将打造山水和人文融合的西部生态

新融入国际品牌建设，凸显温州文化特征。融入非遗

流程手续，缩短退税时间，加快审批流程，提升政府

额 190.04 亿元，增长 8.6%；进口总额 59.90 亿元，增

走廊和现代城市板块。

文化技艺展示、现场体验等项目，使消费者全方位参

数字贸易服务效率。试点供应链金融等融资政策，推

与，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强化特色商业街区环

动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增强，有效提升进出口企业融

境智能化改造，改善公共交通环境，推进智能街区建

资便利度，吸引更多商户入驻。积极融入“长江三角

２．劣势分析

长 478.9%。作为温州的商贸和创新集中区，瓯海区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丰富，本地特色突出，近年城

（1）缺乏顶层设计。瓯海区尚未编制国际消费中

市发展始终围绕国际融合、品质提升、特色发展做文

心城区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各个主体独立规划发展，

设，重视白天文化元素展现及夜间灯光美化，将区域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杭州、上海港口

章，在建设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区方面，瓯海

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且规范

文化融入街区景观，提升街区环境品质。支持特色街

合作，借助智能物流网络体系畅通物流通道，提升物

区具有独特优势。

缺乏准确定位，优势不明显，对吸引以华侨为重点的

区开展推介、促销活动，对入驻商家参加全国性、地

流服务质量。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和长三角经济融合

国际消费谋划不够。

域性展会予以资金支持，鼓励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促

发展的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优惠

（2）缺少载体承接。瓯海区尚无专门的学校和旅

销活动、群众性活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特色街

政策吸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驻外经济事

131 个国家和地区。瓯海丽岙有归侨、侨眷 1.2 万人。

游线路来吸引国外的生源和游客，华侨子女教育、国

区建设成区域民众和国际游客满意的休闲娱乐场所。

务机构、经贸中介机构入驻，构建功能完善、品质创

温州海外华侨在欧美从事皮革生产、皮革销售、餐饮

际旅游资源等流失严重。环境优美的商业综合体、商

（2）新型消费培育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等行业，影响力大，财力雄厚。

业步行街不足，街区缺乏吸引力，空置率偏高。

（1）华侨资源丰富。温州目前有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68.84 万人，归侨侨眷50 万人，分布在全球

新的综合服务平台 [9]。

来，为了服务线上无接触交易的发展，
“云经济”
“云

２．强化医养结合体制，打造国际养老消费中心

（2）优质消费资源集聚。瓯海区聚集了温医大附

（3）缺少“医养结合”的政策配套。华侨长期生

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形态，在发展消费新模式新

（1）高质量华侨养老培育行动。推动养老服务向

一新院、温州市人民医院娄桥院区、市中医院、基因

活在国外，对生活品质和医疗条件要求高。尚没有完

业态、促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服务质量、扩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发挥瓯海区统战部和华侨联

药谷、浙南美谷等优质医疗资源。拥有肯恩大学、温

善的养老、医疗设施和制度，资源分散且质量参差不

大服务覆盖面等方面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将成为消

合会的作用，利用华侨资本培育养老产业，建设高端

[8]

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商学院和温州职业技术

齐，华侨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针对性不

费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引进奥特莱斯等名品折扣购

国际社区和华侨养老院。打造中国基因药谷，开展基

学院等优质教育资源，国际交流和活动频繁，国际

够强。

物中心建设项目，承接因疫情被压抑的境外消费需

因测序和药物研发。商务和医疗管理部门定期举办

商务和旅游消费较多。大罗山、泽雅和温瑞塘河两岸

（4）尚无有针对性的国家级政策扶持。瓯江口新

求，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同时聚集国际名品资源，打

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分设养老服务、

风景迷人，旅游资源丰富。全球商品贸易港、华润万

区有综合保税区，鹿城区有市场贸易采购中心，但没

造新型消费商圈。充分激发时尚行业消费潜力，推动

医疗康复、医疗器械、居家护理、无障碍设施、健康

象城等七大商贸综合体已经投用。南湖、大学城、朝

有一个国家级商贸平台直接落户瓯海，在进出口贸

进口时尚产业的发展，加强与国际传统媒体和设计

管理展区。加快养老产业数字化赋能，利用“互联网

霞、慈湖商圈，南湖众创、茶山夜市、龙霞饮食、丽

易流程、外汇管理、资金融通方面缺乏专门的国家级

品牌交流合作，建设线上展示、发布、交易的时尚商

+”建立智能养老平台，共享网络平台和技术手段，

岙风情街区，以及以高铁新城为主枢纽联动中心区

政策保障。

品专区，扩大免税店和首发、首秀等活动影响力。紧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10]，推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新

跟国潮文化兴起的趋势，培育一批具有中国文化特

业态的发展，倡导社会资金参与养老项目建设，并积

色、符合时尚前沿审美、富有原创设计能力的本土企

极与政府、医疗机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支持养老

在加快编制出台“十四五”商贸业、旅游业专项

业，树立瓯海文化标识，向世界输出泽雅花灯、制纸

产业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及全方位发展，加强中

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是一座宜居宜商的城市。瓯海

规划的基础上，细化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区三年行

民俗等非遗文化内核。建设示范性夜间消费圈和特

外养老机构交流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

区地处温州市区西南部，北靠鹿城区，东邻龙湾区，

动计划，全面参与温州市的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城

色夜间街区，推出音乐俱乐部、歌舞剧场、24小时书

升养老产业综合服务能力。

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境内拥有三条高速公路、三条

市建设。具体实施“1413”工程，即锁定1个目标——

店等夜间文化娱乐项目；街头设置 3D照明、全息投

铁路、四个高速公路出口、一个高铁站、四大城市组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聚焦4 大重点领域——国际

影等光影装置，举行实景表演和灯光秀，运用直播、

镇，地处三垟湿地公园西南侧，环境优美，适宜老人

团，使瓯海区成为连接长三角、对接粤闽浙沿海城市

商贸消费、国际养老消费、国际教育消费、国际旅游

短视频等新媒体互动平台，提升直接与间接参与人

生活居住。利用省级医院的集聚优势，支持泰康人寿

群的交通要道，决定了瓯海在未来温州城市建设中

消费；推进特色街区建设等13项专门行动。

数，推动夜间经济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等龙头企业共同打造符合现代养老需求的“生命健

和郭瞿片区平原地带等，商业繁荣兴旺，
“都市商港”

四、瓯海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政策建议

已逐步形成。
（3）软硬环境齐备。温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2）龙头康养企业引育行动。瓯海区生命健康小

的中心地位。东部邻近永强机场和三垟湿地公园，中

１．助推新消费新业态，打造国际商贸消费中心

（3）全球贸易港升级行动。通过六个结合，依托

康小镇区”。针对健康小镇概念，实施品牌战略，提

部有高铁站和S1 线，东南部有大学城和万象城，瓯

（1）特色商业街区建设行动。遵循一街一特色的

综保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打造全球贸易港 2.0

高创新能力，引入相关产业，形成一批涵盖养生保

海中心城区范围正在谋划国际消费枢纽，全球贸易

原则，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明确重点街区的定位和

版。加快推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贸易

健、康复医疗、老年器械、生活服务等多种业态的完

港将被打造成国际消费中心的新地标。

发展目标，全面升级特色商业名街名镇，打造梅泉大

进程，布局线下展示体验门店和品牌旗舰店，支持建

整养老产业集群。制定养老服务体系标准，从物质、

（4）龙头项目已初露端倪。南湖未来社区建设已

街、丽岙咖啡街等一批新兴特色街区，引入特色餐饮

立沉浸式产品展示、视听展示、直播展示等全方位立

文化、精神上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全面提升华侨老

经启动，中心区、高铁新城加快推进，泰康人寿旗下

小吃、文创产品等业态，引导街区个性化、精致化发

体化商品展销手段。重点关注一批综合性大型企业、

人对于故乡的归属感和生活幸福度。依托周边良好

[7]

的泰康之家·瓯园高品质养老社区正式落地瓯海生命

展 。推进南部城区商贸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打造

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助力企业数字转型。与综合保税

的自然环境资源，建设休闲农庄、温泉度假、养生谷

健康小镇。高339 米的君康健康产业中心在建成后将

休闲购物生活标志商圈。挖掘纸山文化产业特色，依

区结合，支持瓯海进口商品贸易港拓展进口业务，利

等生态养老设施，打造休闲观光与健康相融合的田

成为温州“第一高楼”；亚运龙舟运动基地落户瓯海，

托历史文化传承，建设瞿溪、泽雅、茶山等文商旅融

用华侨资源，引导国外知名进口企业落户贸易港。城

园生态养生产业。借助资本市场，融入创新思维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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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把生命健康小镇打造成富有竞争力的科创

高校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设置“人才高地”等高层

使用统一形象和品牌进行整合营销，提升旅游形象

强与国际运营商合作，保证国际漫游通信质量。完善

生态联合体，成为瓯海创新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次的人才项目，以重点项目吸引国际化人才，并加强

认知度。打造立足于东南沿海口岸，集教育、文化、

区域内二次交通建设，加快构建机场、高铁站、高速

（3）医养结合体制攻坚行动。出台华侨出资兴办

人才市场信息化、国际化建设，鼓励企业成立国际化

休闲、度假等多元特色协同发展且具国际影响力的

公路至主要景点、商圈的交通网络，使得民航、铁路

养老院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华侨资金进入健康产

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培养基地。推进职

旅游目的地。针对华侨及外宾对瓯海区古朴、乡土氛

和公路旅客均能直达目的地，提高旅行便捷性。开通

业和养老服务业。发挥华侨资金优势，健全“医养结

业资格国际互认，简化认证手续，放开优秀人才的年

围的追求，开发以田园风光、乡土民情为依托的互动

前往仙湖度假小镇、栖云生态农业区等景点的客运

合”衔接协调机制。制定“医养结合”华侨养老发展

龄、学历限制，使人才薪酬待遇市场化，营造国际化

体验式“侨家乐”多种主题旅游产品。如，当地向导

班次，按照旅游淡旺季优化班次设置，同时考虑相邻

规划，将卫生事业、医疗机构设置和国际养老规划进

的人才评价环境。

带领登山、专业组队徒步等深度定制户外产品；手工

景区空间距离，形成旅游环线。根据景区分布推动交

行多规合一。依托老年服务平台，以社区为单位将老

（3）华文教育境外云推广行动。通过线上线下课

技艺、传统节庆等感受民俗风情体验型产品；钓鱼

通干线与景区的连接公路建设，形成自驾游精品线

年人的养老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进

程建设，为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师生提供收费培训和

捕捞、果蔬采摘等劳动参与型产品；农业度假村或

路。根据需求设置自行车道、跑步道等休闲型交通设

行整合管理和统筹。通过智能养老终端设备，健康数

教育项目，推行“中文+培训”等工作，服务国际教

农庄旅游等综合型产品。针对高端消费人群个性化、

施，结合沿线自然风貌，打造兼具景观、体验、健身、

据实时接入养老管理系统，医疗及养老机构同时获

育共同体，并以中文为文化载体，进行中国教育、中

多元化旅行需求，打造旅游与美食、建筑、摄影等主

文化等多主题的复合型主题线路。

取实时健康信息，实现即时监测。推进医疗机构与养

国文化推广。借助“中国教育云”建立中国特色国际

题相融合，如新婚之旅、摄影之旅、建筑之旅等专业

老机构信息、认证对接，结合分级诊疗制度，集中优

课程推广平台，建设一批文化与兴趣有机结合、寓教

领域旅游产品。以亚运新城、泽雅纸山、温瑞塘河、

旅游业深度融合。深度挖掘泽雅花灯、制纸民俗文化

质医疗资源。支持实体医疗机构从业医生在互联网

于乐、深入浅出的面向华裔青少年的课程，并运用多

浙南花城等核心景点为主题，田园风光、乡土民情为

内涵和文化积淀，坚持文化带动旅游的战略，以乡土

诊疗平台执业，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

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新形势下，

依托，打造一批深度体验式旅游产品和经典线路，实

文化为核心，鼓励举办国际摄影大赛、民俗文艺汇

源进社区、进家庭。完善电子处方、药品零售的一体

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加快在线课程建

现旅游产品多元高质量发展。加快仙湖生态旅游度

演、农产品展销大会等旅行文化演艺和节庆活动，实

化监管，促进医疗机构处方与药店信息互通。建立和

设，扩大教育国际公共品供给。通过中外合作培养、

假区建设，深度挖掘仙湖、仙门山自然资源，引入龙

现文旅产业有机融合，吸引近郊游客休闲娱乐、华侨

完善“ 医养结合”服务法律法规和相关促进发展政

定向委培等方式，培养专业素质突出、文化涵养出众

舟竞渡等人文元素，开发现代城市农业公园片区，建

外宾体验文化与感受自然。强化节庆活动文化建设，

策，形成政府、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多方主体有

的华文教育教师，并建立起职前培训、在职培训、短

成兼具景观与休闲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小镇。

提升文化内涵，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活动品牌。利用

[11]

机结合的共推共建局面 。

期培训相结合的培训生态系统。

３．发挥侨乡资源优势，打造国际教育消费中心

（4）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拓展行动。积极争取世

（1）国际学校建设行动。依托肯恩大学辐射效

（2）景区配套设施提升行动。加强国际化公共服

（3）文旅体农商融合行动。大力发展文体产业与

自然优势，挖掘体育赛事资源，引进优质体育项目，

务体系建设，全面完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对错误标

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举办国际龙舟赛、城

界级学术交流会议主办权，邀请相关领域外籍专家

识进行整改，确保标识的准确性、统一性和规范性，

市定向赛等国际体育赛事，并完善游购娱产业链，推

应，打造国际社区，在引进人才密集区域兴办从幼儿

参会，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机构交流，打造开放性

建立长效的标识管理机制，提升区域国际化形象。加

动区内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展会筹划运营能力，举办

园到高中的一贯制国际学校。聘请具有国际化办学

的重要活动基地。探索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在

快游客接待中心国际化服务团队建设，提供交通、酒

瓯海音乐节、瓯海购物节、瓯海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思路和理念的中外籍教师，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

美国肯恩大学共建海外创新孵化中心或技术服务平

店、景区等旅游资源的多语言指南和咨询服务。推进

运用多媒体渠道不断提升活动影响力，打响浙南文

素养、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既有课程

台，进一步发挥学校牵线搭桥和平台支撑作用，推

交通枢纽、商业街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无线网络覆

旅之都的品牌，让“吃在瓯海”
“住在瓯海”
“购在瓯

的基础上，教学框架和课程设置应注重西方教育和

动各类大型国际化会议和培训项目落地，加强中美

盖，在确保通信质量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简化上网

海”等成为美好生活的记忆，把瓯海区打造成为都市

中国传统文化的平衡，引入国际认可度高的标准课

人文交流。利用温州肯恩大学、美国肯恩大学平台，

认证程序。推进重点场所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电

休闲旅游目的地。

程，降低学生进入国际知名大学的门槛。鼓励具有国

通过开展国际教育合作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浙

信运营商加大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加

际影响力的民办教育机构通过合作办学模式参与国

江省与新泽西州基础教育界的交流。定期举办国际

际学校建设，出台保障和优惠措施引进社会资金和

专业学术会议，同时积极打造“ 温州肯恩大学大讲

国际教育人才落户瓯海，共同推进国际教育项目快

堂”
“全球系列讲座”活动品牌。进一步发挥浙江省

速高质量发展。积极承办各类企事业培训、职业技能

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作用，推动中美双方科技、经贸

培训等非学历培训和短期培训学习，以及各类研学

合作交流。拓展论坛相关活动，开展项目路演、推介

体验等项目。丰富完善华侨学院、温商学院的办学功

展示、成果发布、作品展览等多样化的交流方式，积

能，打造温商和温籍华人华侨培训的重要基地。

极利用新媒体及数字技术融合传播交流成果，构建

（2）名校长名师资招引行动。创建或增加获得权
威认证的学科专业，发展国家和省市一流的学科专
业，积极发展跨学科专业和教学模式，融合跨学科研
究。进一步深化与美国肯恩大学、温州大学的合作，

全方位、高层次、多样化的对外交流格局。

４．聚焦文化核心竞争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
（1）乡土文旅资源推介行动。打造“两山一水”

协力打造合作办学品牌，引进有国际化背景和资源

整合发展模式，对区内旅游产品进行主题、结构、内

的名师和名校长办学。积极推动温州高校联合瓯海

涵上的整合，从规划、开发到运营实现统筹管理，并

企业走出去，开展协同办学，实现共同发展。主动与

与城区特色街区形成主题联动。坚持三个区域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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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把生命健康小镇打造成富有竞争力的科创

高校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设置“人才高地”等高层

使用统一形象和品牌进行整合营销，提升旅游形象

强与国际运营商合作，保证国际漫游通信质量。完善

生态联合体，成为瓯海创新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次的人才项目，以重点项目吸引国际化人才，并加强

认知度。打造立足于东南沿海口岸，集教育、文化、

区域内二次交通建设，加快构建机场、高铁站、高速

（3）医养结合体制攻坚行动。出台华侨出资兴办

人才市场信息化、国际化建设，鼓励企业成立国际化

休闲、度假等多元特色协同发展且具国际影响力的

公路至主要景点、商圈的交通网络，使得民航、铁路

养老院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华侨资金进入健康产

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培养基地。推进职

旅游目的地。针对华侨及外宾对瓯海区古朴、乡土氛

和公路旅客均能直达目的地，提高旅行便捷性。开通

业和养老服务业。发挥华侨资金优势，健全“医养结

业资格国际互认，简化认证手续，放开优秀人才的年

围的追求，开发以田园风光、乡土民情为依托的互动

前往仙湖度假小镇、栖云生态农业区等景点的客运

合”衔接协调机制。制定“医养结合”华侨养老发展

龄、学历限制，使人才薪酬待遇市场化，营造国际化

体验式“侨家乐”多种主题旅游产品。如，当地向导

班次，按照旅游淡旺季优化班次设置，同时考虑相邻

规划，将卫生事业、医疗机构设置和国际养老规划进

的人才评价环境。

带领登山、专业组队徒步等深度定制户外产品；手工

景区空间距离，形成旅游环线。根据景区分布推动交

行多规合一。依托老年服务平台，以社区为单位将老

（3）华文教育境外云推广行动。通过线上线下课

技艺、传统节庆等感受民俗风情体验型产品；钓鱼

通干线与景区的连接公路建设，形成自驾游精品线

年人的养老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进

程建设，为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师生提供收费培训和

捕捞、果蔬采摘等劳动参与型产品；农业度假村或

路。根据需求设置自行车道、跑步道等休闲型交通设

行整合管理和统筹。通过智能养老终端设备，健康数

教育项目，推行“中文+培训”等工作，服务国际教

农庄旅游等综合型产品。针对高端消费人群个性化、

施，结合沿线自然风貌，打造兼具景观、体验、健身、

据实时接入养老管理系统，医疗及养老机构同时获

育共同体，并以中文为文化载体，进行中国教育、中

多元化旅行需求，打造旅游与美食、建筑、摄影等主

文化等多主题的复合型主题线路。

取实时健康信息，实现即时监测。推进医疗机构与养

国文化推广。借助“中国教育云”建立中国特色国际

题相融合，如新婚之旅、摄影之旅、建筑之旅等专业

老机构信息、认证对接，结合分级诊疗制度，集中优

课程推广平台，建设一批文化与兴趣有机结合、寓教

领域旅游产品。以亚运新城、泽雅纸山、温瑞塘河、

旅游业深度融合。深度挖掘泽雅花灯、制纸民俗文化

质医疗资源。支持实体医疗机构从业医生在互联网

于乐、深入浅出的面向华裔青少年的课程，并运用多

浙南花城等核心景点为主题，田园风光、乡土民情为

内涵和文化积淀，坚持文化带动旅游的战略，以乡土

诊疗平台执业，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

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新形势下，

依托，打造一批深度体验式旅游产品和经典线路，实

文化为核心，鼓励举办国际摄影大赛、民俗文艺汇

源进社区、进家庭。完善电子处方、药品零售的一体

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加快在线课程建

现旅游产品多元高质量发展。加快仙湖生态旅游度

演、农产品展销大会等旅行文化演艺和节庆活动，实

化监管，促进医疗机构处方与药店信息互通。建立和

设，扩大教育国际公共品供给。通过中外合作培养、

假区建设，深度挖掘仙湖、仙门山自然资源，引入龙

现文旅产业有机融合，吸引近郊游客休闲娱乐、华侨

完善“ 医养结合”服务法律法规和相关促进发展政

定向委培等方式，培养专业素质突出、文化涵养出众

舟竞渡等人文元素，开发现代城市农业公园片区，建

外宾体验文化与感受自然。强化节庆活动文化建设，

策，形成政府、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多方主体有

的华文教育教师，并建立起职前培训、在职培训、短

成兼具景观与休闲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小镇。

提升文化内涵，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活动品牌。利用

[11]

机结合的共推共建局面 。

期培训相结合的培训生态系统。

３．发挥侨乡资源优势，打造国际教育消费中心

（4）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拓展行动。积极争取世

（1）国际学校建设行动。依托肯恩大学辐射效

（2）景区配套设施提升行动。加强国际化公共服

（3）文旅体农商融合行动。大力发展文体产业与

自然优势，挖掘体育赛事资源，引进优质体育项目，

务体系建设，全面完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对错误标

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举办国际龙舟赛、城

界级学术交流会议主办权，邀请相关领域外籍专家

识进行整改，确保标识的准确性、统一性和规范性，

市定向赛等国际体育赛事，并完善游购娱产业链，推

应，打造国际社区，在引进人才密集区域兴办从幼儿

参会，加强与国际知名大学、机构交流，打造开放性

建立长效的标识管理机制，提升区域国际化形象。加

动区内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展会筹划运营能力，举办

园到高中的一贯制国际学校。聘请具有国际化办学

的重要活动基地。探索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在

快游客接待中心国际化服务团队建设，提供交通、酒

瓯海音乐节、瓯海购物节、瓯海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思路和理念的中外籍教师，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

美国肯恩大学共建海外创新孵化中心或技术服务平

店、景区等旅游资源的多语言指南和咨询服务。推进

运用多媒体渠道不断提升活动影响力，打响浙南文

素养、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既有课程

台，进一步发挥学校牵线搭桥和平台支撑作用，推

交通枢纽、商业街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无线网络覆

旅之都的品牌，让“吃在瓯海”
“住在瓯海”
“购在瓯

的基础上，教学框架和课程设置应注重西方教育和

动各类大型国际化会议和培训项目落地，加强中美

盖，在确保通信质量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简化上网

海”等成为美好生活的记忆，把瓯海区打造成为都市

中国传统文化的平衡，引入国际认可度高的标准课

人文交流。利用温州肯恩大学、美国肯恩大学平台，

认证程序。推进重点场所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电

休闲旅游目的地。

程，降低学生进入国际知名大学的门槛。鼓励具有国

通过开展国际教育合作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浙

信运营商加大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加

际影响力的民办教育机构通过合作办学模式参与国

江省与新泽西州基础教育界的交流。定期举办国际

际学校建设，出台保障和优惠措施引进社会资金和

专业学术会议，同时积极打造“ 温州肯恩大学大讲

国际教育人才落户瓯海，共同推进国际教育项目快

堂”
“全球系列讲座”活动品牌。进一步发挥浙江省

速高质量发展。积极承办各类企事业培训、职业技能

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作用，推动中美双方科技、经贸

培训等非学历培训和短期培训学习，以及各类研学

合作交流。拓展论坛相关活动，开展项目路演、推介

体验等项目。丰富完善华侨学院、温商学院的办学功

展示、成果发布、作品展览等多样化的交流方式，积

能，打造温商和温籍华人华侨培训的重要基地。

极利用新媒体及数字技术融合传播交流成果，构建

（2）名校长名师资招引行动。创建或增加获得权
威认证的学科专业，发展国家和省市一流的学科专
业，积极发展跨学科专业和教学模式，融合跨学科研
究。进一步深化与美国肯恩大学、温州大学的合作，

全方位、高层次、多样化的对外交流格局。

４．聚焦文化核心竞争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
（1）乡土文旅资源推介行动。打造“两山一水”

协力打造合作办学品牌，引进有国际化背景和资源

整合发展模式，对区内旅游产品进行主题、结构、内

的名师和名校长办学。积极推动温州高校联合瓯海

涵上的整合，从规划、开发到运营实现统筹管理，并

企业走出去，开展协同办学，实现共同发展。主动与

与城区特色街区形成主题联动。坚持三个区域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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