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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变迁，更多的人偏爱于简洁明晰、具有现代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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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富有特色的环境空间。

时尚感的装饰艺术。
“红唇”符号在面对简约风格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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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石镶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巨

装格局时，其明度和饱和度可以为整体较为简洁的

大的发展空间和文化价值。在传承精湛工艺的同时，

室内底色进行点缀，从而减少整体空间的沉闷度。而

必须转变思维方式，适应社会需要以及现代人的审

在面对传统风格软装格局时，
“红唇”符号还可以运

美趣味，重新找到市场定位与文化定位，走出当前

用在木制家具上，例如与其形象较为贴合的木制口

传承困境。
《唇》中的“红唇”符号在传承文脉的基

红柜，实现“红唇”与“口红”的对接，让传统木制

础上又赋予彩石镶嵌新的文化内涵，使其更具新颖

家具更具现代性。
“红唇”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具有时

性、人文性和现代性，更贴合大众消费习惯，从而进

代意义的彩石镶嵌不仅能服务于传统软装，更能服

一步融入软装市场、礼品市场等创造经济价值，实

务于现代软装。而在设计独具风格的形式背后，
“红

现更好的传承。

唇”符号仍有丰富的内涵与人性化因素，创造了这个

以美学生活产业驱动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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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要转型，以轻工产业为代表的传统生活产业进入向美学生活产业转变的战

略机遇期。美学生活产业是建立在美学经济理论基础上，围绕生活消费性产业，以美学价值的创造与增值为核心，为
消费者提供具有深度体验与高感质力的产品与服务的新型产业形式与商业模式。依托温州良好的特色产业、人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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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５３ 页）教师，积极提升自己的学历、职称、

政府、学校的政策支持及相关企业的全力配合，以建

教学能力、技术研发水平等，不断提高自身在“双师

成能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职教人才的

型”专业团队中的贡献率。

高水平专业为最终目标。校内培育的“双师型”专业

总之，培育“双师型”专业团队，不只强调教师

[文献标识码] A

团队，要提升“1+1>2”的团队合作效能，聚焦专业建

个人是否为“双师型”
，而是以校企混编团队的力量，

设、技术研发，凝炼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改革、项目

扎实推进专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升专业与

开发运行等各方面的成果，积极参加校级以上的各类

企业共同研发项目、开展技术服务的能力，争取得到

教学团队评比，不断提高专业及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and it is
experiencing a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rom traditional life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light industry to aesthetic life
indus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economy, and centered on life consumption industry, aesthetic life industry
is a new industrial form and business model to provide consumers with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deep experience and
high quality by taking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aesthetic value as the core. Relying on the goo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umanistic advantages and consumer market in Wenzhou, the acceler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life industry, which plays a leading rol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enzhou.
Key words: aesthetic life industry; Wenzhou;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是中国生活
产业的重要发源地。伴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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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产业形态加快向高附加值的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美学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趋
势日益加强。美学经济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经济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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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重要引擎，被认为是未来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新
[6]

特色产业 。
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把美学生活产业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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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的重要特征，生存性消费加快向生活性消费
迈进，依托温州良好的特色产业、人文优势和消费市
场，加快培育发展独具引领作用的美学生活产业，将

95

２． 系统化打造一条富有温州特色的美学经
济价值链，以科技＋美学，着力提升温州企业的
“美学资本化”能力

。美学生活产业概

学生活产业集群作为发展战略重点，也正成为新一

成为促进温州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念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美学生活产业是基于美

轮产业变革和确立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和地

学经济理论，围绕生活消费性产业，强调以美学价值

区发展的关键。例如，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重要的纺

１．加快形成美学生活产业生产性头部引领，
内容性与服务性双轮驱动的产业协同创新格局

的创造与增值为核心，为消费者提供具有深度体验

织工业城市普拉托（Prato），近年来立足城市的品牌

（1）建立分类别、分梯队、分区块的美学生活产

学生产、美学服务的美学经济产业价值链。当前亟待

与高感质力的产品与服务的新型产业形式与商业模

塑造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聚焦“ 系统性美学生活解

业发展布局。首先，以内容性、生产性与服务性的产

从两个方面首先着力：一是提高企业对本地、国内

决方案”的供应链改革，着力发展整合传统产业与新

业属性对温州现有的生活消费性产业进行划分。其

乃至国外消费市场美学需求尤其是隐性需求状况的

兴产业的美学生活产业集群。

次，构建梯次培育机制，瞄准温州的优势产业着重发

识别和分析能力。二是全面提升内容性、生产性和服

力。例如，在生产性美学生活产业中，加快鞋革、服

务性生活产业的美学设计和产品研发能力，提升产

装、眼镜、箱包等优势产业的美学价值链提升；在服

品的美学竞争力。坚持美学人才的重点引进与本土

务性美学生活产业中，重点培育文化旅游、医疗康

培育并重，助力企业美学生产、美学设计与美学服务

养、乡村生活等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美学生活业态。

能力的提升。

态，形成了体系化的经济理论

式

[1]204-205

。通俗地说，美学生活产业就是以与人们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育、乐”等产
业为基础，整合传统一二三产业的美学经济价值链
[4]

体系 。美学生活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引领与带
动作用，是成长潜力巨大的新兴战略性产业。

二、发展美学生活产业是温州经济转型的迫
切需要
温州是中国“ 生活产业”发展的摇篮，在“ 物

（1）加大美学资源向美学资本的转化力度与效
度。以美学价值为核心，系统化打造一条从美学需求
挖掘与创新、美学资源识别与建构，到美学设计、美

发展美学生活产业与国家当前的顶层设计相应

质消费”和“功能消费”占主导的时期，温州企业家

最后，依托温州现有的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多种方式

和。当前“美的建设”已成为一种国家战略。
“党的

们依靠“吃苦精神”
“善于模仿”
“价格优势”等法宝

的产业间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文化创意、时尚定制、

路径，确保美学和科技作为原始性创新的两种根本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美丽中国’战略，十九大以来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温州“小商品”以其

新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融合发展。

性力量源泉，在温州产业转型与发展中发挥战略性

党中央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

“物美价廉”，满足了很长一段时期国内消费者求美、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时代国家建设
将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
‘美丽中国’和

求惠的心理。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时期，

（2）加大力度发展美学化、风格化的美学制造产

（2）始终坚持和贯彻科技+美学的产业转型发展

协同互补作用。立足温州数字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

业集群，以温州完备的鞋服产业供应链为基础，加快

侧重围绕美学生活产业的打造，率先布局发展“ 科

形成以美学生活性制造产业为头部引领的温州制造

技+美学”这一国际前沿领域，形成温州在美学设备

‘美丽乡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美丽成为社会主

受制于“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温州轻工类中

产业发展新格局。首先，全力发展服务风格制造的、

和美学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初步建立国内领先的

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国目标。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

小企业却整体陷入了价格战、成本战的同质化竞争。

差异化的“弹性专精”美学制造产业链，企业之间、

美学生产技术系统，赋能产业美学价值的创造。

新，充分彰显了美的理想、美的追求、美的价值，已

由于品牌创新力和美学竞争力的缺乏，温州生活产

产业之间优势互补。其次，着力构建细分化和差异化

（3）加快形成以产业和品牌为主的美学资本。依

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鲜明标

业遇到了转型发展的“天花板效应”，在向一线大品

的美学消费市场。既要加快健全为生产服务的高端化

托温州现有特色美学资源，抢占和锁定国内美好生

志。关于‘美的理论’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牌的跨越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细分市场，如高端的面辅料产品市场等，又要不断提

活需求的上游资源，助力优势产业和知名企业在市

总体来看，制约温州传统轻工特色产业转型的

升和健全成品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发展规

场竞争中确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和品牌发展路径。

业既是对“两山”理论以及“美丽中国”
“美丽乡村”

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关联产业之间未形成整体

模和发展层级。尤其是积极构建覆盖中高端不同消费

同时着力塑造温州风格化品牌产业集群，提升温州

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又是对习近平新时代

合力。首先，以鞋革、服装、眼镜、箱包等为代表的

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学体验消费市场。最

企业的整体风格竞争力，使温州发展成为当下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延伸与创新。

制造产业自身仍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虽然在全国

后，构建强大的美学生产制造能力与发达的生活制造

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诠释者”，形成中国的“美学

作为一种新兴战略产业，美学生活产业已经成

同类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不同产品价值链

产业体系的同时，为温州的美学服务体验产业发展提

生活创新中心”和“美学生活产业硅谷”，向国内和

为经济转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助推器”。以韩

缺乏有效的串联，难以为消费市场提供系统性的“美

供强大赋能，形成“吃穿住行育乐”一条龙的美学生

世界输出具有温州地方特色和中国文化自信的美学

国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政府和企业开始重

学生活方案”。其次，新兴服务产业与传统优势制造

活产业群。以“美学时尚制造”的“穿在温州”为龙

生活新主张。

视在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建设中融入韩国特色的美

产业也缺乏联动，无法形成地区产业的集群竞争力

头牵引，为温州赢得“吃在温州”
“游在温州”
“乐在

学风格和文化风格。韩国政府在 2009 年还特意成立

和“产业突围”。第二，本地消费与本地产业之间缺

温州”、面向美好生活、融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了专门机构，负责对代表韩国美学生活产业的“ 韩

乏联动。美学经济的独特规律表明，本地区的消费需

（3）注重培育、孵化温州本地的内容性美学生活

格竞争意识。企业家自身美学生产意识的僵化、创新

流”风格统一设计、垂直化管理、多产业纵深化推

求直接影响地区关联产业的专业化和深度化。温州

产业。挖掘、提炼独特的、符合当代潮流的温州文化

意识的缺乏以及“固有竞争逻辑”的限制，是束缚温

进。在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下，以韩剧、韩式美妆、韩

本地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较低，高品味和高

IP，逐渐延伸到蕴含温州文化基因的生产性与服务

州美学生产创新能力提高的掣肘之一。破解此难题可

式服饰等为代表的“ 韩流”为韩国经济创造了巨大

消费能力对本地制造业发展没有形成有效拉动，是

性美学生活产业，实现垂直贯通，构筑“辐射高地”。

首先从革新企业家群体观念和意识做起。在具体策略

的经济效益，也成为韩国在近些年经济成功转型的

造成温州生活产业发展“ 天花板效应”和无法实现

例如，应打造以《温州一家人》为代表的、表现温州

上，可借鉴意大利居家用品生产中小企业集群的做

文化、展现温州人精神气质的内容产品，塑造温州

法，每周举行细分行业以及相关产业沙龙，在行业内

独特的文化形象，将其衍伸到生产性与服务性行业

形成主动创新、寻美研美的意识与氛围。

[5]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美学生活产

重要驱动力。再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以动漫创意、
生活美学零售、文创产业园、精品生态农业等为代
表的美学生活产业成为近些年异军突起的新兴产业，
并成为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提振经济、创新发展模

“地区突围”的直接原因。

三、加快发展温州美学生活产业的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作为“小

中，增加生产性和服务性产业产品的美学竞争力和
附加值。

３．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迭代竞争模式
（1）革新美学意识和创新力，突出原创意识与风

（2）培育和扶持怀有风格初心、有品牌梦想的美
学制造企业群。对能始终坚持原创设计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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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产业形态加快向高附加值的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美学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趋
势日益加强。美学经济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经济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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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重要引擎，被认为是未来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新
[6]

特色产业 。
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把美学生活产业和美

第4期

邱

晔：以美学生活产业驱动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康”社会的重要特征，生存性消费加快向生活性消费
迈进，依托温州良好的特色产业、人文优势和消费市
场，加快培育发展独具引领作用的美学生活产业，将

95

２． 系统化打造一条富有温州特色的美学经
济价值链，以科技＋美学，着力提升温州企业的
“美学资本化”能力

。美学生活产业概

学生活产业集群作为发展战略重点，也正成为新一

成为促进温州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念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美学生活产业是基于美

轮产业变革和确立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和地

学经济理论，围绕生活消费性产业，强调以美学价值

区发展的关键。例如，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重要的纺

１．加快形成美学生活产业生产性头部引领，
内容性与服务性双轮驱动的产业协同创新格局

的创造与增值为核心，为消费者提供具有深度体验

织工业城市普拉托（Prato），近年来立足城市的品牌

（1）建立分类别、分梯队、分区块的美学生活产

学生产、美学服务的美学经济产业价值链。当前亟待

与高感质力的产品与服务的新型产业形式与商业模

塑造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聚焦“ 系统性美学生活解

业发展布局。首先，以内容性、生产性与服务性的产

从两个方面首先着力：一是提高企业对本地、国内

决方案”的供应链改革，着力发展整合传统产业与新

业属性对温州现有的生活消费性产业进行划分。其

乃至国外消费市场美学需求尤其是隐性需求状况的

兴产业的美学生活产业集群。

次，构建梯次培育机制，瞄准温州的优势产业着重发

识别和分析能力。二是全面提升内容性、生产性和服

力。例如，在生产性美学生活产业中，加快鞋革、服

务性生活产业的美学设计和产品研发能力，提升产

装、眼镜、箱包等优势产业的美学价值链提升；在服

品的美学竞争力。坚持美学人才的重点引进与本土

务性美学生活产业中，重点培育文化旅游、医疗康

培育并重，助力企业美学生产、美学设计与美学服务

养、乡村生活等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美学生活业态。

能力的提升。

态，形成了体系化的经济理论

式

[1]204-205

。通俗地说，美学生活产业就是以与人们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育、乐”等产
业为基础，整合传统一二三产业的美学经济价值链
[4]

体系 。美学生活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引领与带
动作用，是成长潜力巨大的新兴战略性产业。

二、发展美学生活产业是温州经济转型的迫
切需要
温州是中国“ 生活产业”发展的摇篮，在“ 物

（1）加大美学资源向美学资本的转化力度与效
度。以美学价值为核心，系统化打造一条从美学需求
挖掘与创新、美学资源识别与建构，到美学设计、美

发展美学生活产业与国家当前的顶层设计相应

质消费”和“功能消费”占主导的时期，温州企业家

最后，依托温州现有的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多种方式

和。当前“美的建设”已成为一种国家战略。
“党的

们依靠“吃苦精神”
“善于模仿”
“价格优势”等法宝

的产业间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文化创意、时尚定制、

路径，确保美学和科技作为原始性创新的两种根本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美丽中国’战略，十九大以来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温州“小商品”以其

新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融合发展。

性力量源泉，在温州产业转型与发展中发挥战略性

党中央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

“物美价廉”，满足了很长一段时期国内消费者求美、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时代国家建设
将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
‘美丽中国’和

求惠的心理。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时期，

（2）加大力度发展美学化、风格化的美学制造产

（2）始终坚持和贯彻科技+美学的产业转型发展

协同互补作用。立足温州数字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

业集群，以温州完备的鞋服产业供应链为基础，加快

侧重围绕美学生活产业的打造，率先布局发展“ 科

形成以美学生活性制造产业为头部引领的温州制造

技+美学”这一国际前沿领域，形成温州在美学设备

‘美丽乡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美丽成为社会主

受制于“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温州轻工类中

产业发展新格局。首先，全力发展服务风格制造的、

和美学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初步建立国内领先的

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国目标。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

小企业却整体陷入了价格战、成本战的同质化竞争。

差异化的“弹性专精”美学制造产业链，企业之间、

美学生产技术系统，赋能产业美学价值的创造。

新，充分彰显了美的理想、美的追求、美的价值，已

由于品牌创新力和美学竞争力的缺乏，温州生活产

产业之间优势互补。其次，着力构建细分化和差异化

（3）加快形成以产业和品牌为主的美学资本。依

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鲜明标

业遇到了转型发展的“天花板效应”，在向一线大品

的美学消费市场。既要加快健全为生产服务的高端化

托温州现有特色美学资源，抢占和锁定国内美好生

志。关于‘美的理论’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牌的跨越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细分市场，如高端的面辅料产品市场等，又要不断提

活需求的上游资源，助力优势产业和知名企业在市

总体来看，制约温州传统轻工特色产业转型的

升和健全成品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发展规

场竞争中确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和品牌发展路径。

业既是对“两山”理论以及“美丽中国”
“美丽乡村”

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关联产业之间未形成整体

模和发展层级。尤其是积极构建覆盖中高端不同消费

同时着力塑造温州风格化品牌产业集群，提升温州

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又是对习近平新时代

合力。首先，以鞋革、服装、眼镜、箱包等为代表的

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学体验消费市场。最

企业的整体风格竞争力，使温州发展成为当下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延伸与创新。

制造产业自身仍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虽然在全国

后，构建强大的美学生产制造能力与发达的生活制造

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诠释者”，形成中国的“美学

作为一种新兴战略产业，美学生活产业已经成

同类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不同产品价值链

产业体系的同时，为温州的美学服务体验产业发展提

生活创新中心”和“美学生活产业硅谷”，向国内和

为经济转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助推器”。以韩

缺乏有效的串联，难以为消费市场提供系统性的“美

供强大赋能，形成“吃穿住行育乐”一条龙的美学生

世界输出具有温州地方特色和中国文化自信的美学

国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政府和企业开始重

学生活方案”。其次，新兴服务产业与传统优势制造

活产业群。以“美学时尚制造”的“穿在温州”为龙

生活新主张。

视在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建设中融入韩国特色的美

产业也缺乏联动，无法形成地区产业的集群竞争力

头牵引，为温州赢得“吃在温州”
“游在温州”
“乐在

学风格和文化风格。韩国政府在 2009 年还特意成立

和“产业突围”。第二，本地消费与本地产业之间缺

温州”、面向美好生活、融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了专门机构，负责对代表韩国美学生活产业的“ 韩

乏联动。美学经济的独特规律表明，本地区的消费需

（3）注重培育、孵化温州本地的内容性美学生活

格竞争意识。企业家自身美学生产意识的僵化、创新

流”风格统一设计、垂直化管理、多产业纵深化推

求直接影响地区关联产业的专业化和深度化。温州

产业。挖掘、提炼独特的、符合当代潮流的温州文化

意识的缺乏以及“固有竞争逻辑”的限制，是束缚温

进。在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下，以韩剧、韩式美妆、韩

本地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较低，高品味和高

IP，逐渐延伸到蕴含温州文化基因的生产性与服务

州美学生产创新能力提高的掣肘之一。破解此难题可

式服饰等为代表的“ 韩流”为韩国经济创造了巨大

消费能力对本地制造业发展没有形成有效拉动，是

性美学生活产业，实现垂直贯通，构筑“辐射高地”。

首先从革新企业家群体观念和意识做起。在具体策略

的经济效益，也成为韩国在近些年经济成功转型的

造成温州生活产业发展“ 天花板效应”和无法实现

例如，应打造以《温州一家人》为代表的、表现温州

上，可借鉴意大利居家用品生产中小企业集群的做

文化、展现温州人精神气质的内容产品，塑造温州

法，每周举行细分行业以及相关产业沙龙，在行业内

独特的文化形象，将其衍伸到生产性与服务性行业

形成主动创新、寻美研美的意识与氛围。

[5]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美学生活产

重要驱动力。再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以动漫创意、
生活美学零售、文创产业园、精品生态农业等为代
表的美学生活产业成为近些年异军突起的新兴产业，
并成为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提振经济、创新发展模

“地区突围”的直接原因。

三、加快发展温州美学生活产业的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作为“小

中，增加生产性和服务性产业产品的美学竞争力和
附加值。

３．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迭代竞争模式
（1）革新美学意识和创新力，突出原创意识与风

（2）培育和扶持怀有风格初心、有品牌梦想的美
学制造企业群。对能始终坚持原创设计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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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关注扶持与宣传表彰，尤其是对一些发展潜力

等温州本地高端商场，为服装、皮鞋、眼镜等温州本

巨大、企业法人兼企业设计师、企业审美风格独树一

地传统优势产业品牌预留5%-10%的铺位。最后，依

帜、有美学理想的中型规模企业，给予宽松的政策倾

托温州优势产业与品牌，立足美学生活消费体验场

斜与扶持。在企业群体中，弘扬美学创新的氛围，打

域的氛围营造、活动打造。如将已有的“瓯礼”品牌

造美学风格原创的典型与榜样。

与温州当地特色的民俗节日活动如“ 挑灯节”相融

（3）打破固有同质化竞争格局。着力破解“一个

合，围绕“产品+活动+氛围”的轴心方案，培养市

池塘里竞争”的恶性竞争形势，改变以价格战、成本

民乐于参与、乐于消费，各产业主体志于创新、志于

战为主导的竞争逻辑，以创建美学生活产业为龙头

共赢的良好氛围。

牵引，形成“组团发展、向外竞争、风格引领”的迭

（2）强化联动创新机制的赋能作用。搭建跨产

代竞争模式，集合力打造“ 新时代温州美学生活品

业、跨部门协同创新机制，可借鉴韩国美学生活产业

牌”金名片，形成企业共同研美、创美、引美的温州

发展的例子，成立统筹指导美学生活产业发展的专

生活产业新风气、新面貌。

门机构，建立一套由政府出顶层设计，以“主题与美

４．着力发展和构建温州本土美学体验消费场
域及联动赋能机制，打造新时代温州城市形象
“金名片”

学风格”为牵引，产业协同落地、差异性转化的动态

（1）打造温州本土高体验感的美学消费场域。首

（3）更新温州城市形象，凝聚文化共识，助力温

创新机制，促进温州特色文化IP的提炼、创造与落地
转化。

先，注重发展“月光经济”，打造特色“夜市”品牌，

州经济发展。可通过国家权威媒体以及温州本地主

建设城市活力街区。可借鉴台北“士林夜市”经验，

流媒体等，对温州发展美学生活产业的理念与顶层

引入温州本地的特色小吃、小商品、创意产品，建设

设计进行广泛宣传，在温州本地首先营造美生活、爱

“好逛、好吃、好玩、好赏”的温州特色美学生活产

生活、创生活的浓烈氛围。可倡导温州市机关干部穿

业街。其次，为本地高端消费市场接纳本土品牌创造

着具有温州标志性风格的鞋服品牌，发挥示范效应，

平台。可借鉴日韩等国的发展经验，政府通过给予商

提升广大市民对温州品牌的认同感。据此形成从上

场一定的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推动高端商场在品

到下、从下到上的强大合力，助力温州产业经济的转

牌选择中接纳本地好的品牌。例如，鼓励开泰、银泰

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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