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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书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高质量书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姑苏答卷姑苏答卷””

进入新时代，苏州古城保护与更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继今年10月16日到姑苏区专题调研古城保护与更新工作，本月3日、12日，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又两度专程前往，围绕姑苏区文化产业和古城保护管理工作、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等进行调研考察。

许昆林表示，作为城址2500多年未变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古城保护工作尤为

重要，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自觉、

更大合力推进古城保护，突出历史文化延续传承，突出闲置资源高效盘活，突出活力人群有

效导入，突出科学合理简政放权，精心谋划“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古城可持续发展。

落实新要求，肩负古城保护历史使命的姑苏区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推进古城保护与更

新三项重点工作。“古城保护更新工作越往纵深推进，面临的难题越棘手，也越凸显出与高

标准高质量的差距。”苏州市委常委、姑苏区委书记、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党工委

书记黄爱军说，姑苏区将进一步抢抓机遇、对标借鉴、攻坚克难，通过重点工作的突破带动

整体跃升，加快构建古城新发展格局，为建设古今辉映历史文化名城作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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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姑苏区名人故居
保护修缮利用示范项目三年行动
计划》出台实施，姑苏区将重点围
绕项目首期选取的10处名人故居，
启动并完成相应保护修缮工程、文
化项目的招商植入和运营。名人
故居是姑苏区历史文化底蕴的显
著标识。据统计，姑苏区现存的名
人故居主要建于明清及民国初期，
总计有70余处，涉及名人110余
人，其中状元故居有10处。然而，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不少名人故居
面临保护情况较差、年久失修、文
化价值挖掘不足等问题。

名人故居梳理保护工程，是姑
苏区古城保护与更新三项重点工
作中“提升古城景观风貌”推出的
首批重点项目。根据该项工作部
署，姑苏区将以2号街坊为重点，围
绕“吴门医派、江南丝绸、红色基
因”等主题，首批选取10处条件较
为成熟的院落作为试点启动保护
修缮。同时，启动全区名人故居资
料整理工作，排摸姑苏区名人故居
产权信息、保护现状等情况，挖掘
名人故居历史文化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姑苏区“创
新文化产业发展”发布的重点文化
项目中，也提到了历史名人记忆延
续工程，通过启动一批名人故居保
护修缮和活态更新利用项目，挖掘
一批古城区苏式院落，建设一批特
色民宿、酒店集群。“这充分说明，
古城保护与更新工作是一项涉及
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且各项重点
工作环环相扣，哪项都不能放松。”
姑苏区委常委、住建委主任徐本举
例大儒巷44-52号的潘镒芬故居，
原本这里年久失修，姑苏区携手苏
州文旅集团，推进其腾退搬迁工
作，并进行保护修缮，传统宅院变
身“园林式”精品酒店“姑苏小院”，
成为一房难求的古城热门打卡地。

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脉络，挖

掘再现历史文化遗存价值和功
能。根据“提升古城景观风貌”重
点工作部署，姑苏区还将启动历史
街区文化遗存展示工程，在完成18
类、4000余个名城保护对象普查的
基础上，梳理完善古井、古牌坊、古
桥梁等各类历史文化遗存信息，对
外集中展示保护成果；以“一街一
特色、一巷一品牌”为目标，以丁香
巷、大儒巷两条特色街巷为试点，
打造一批最江南的吴地水乡特色
街巷，形成新的网红旅游打卡点。
启动绿化景观工程，实施100条街
巷架空线整治和入地；提升改造18
个口袋公园和官太尉河等9条河道
背街水巷绿化。

作为姑苏区“一把手工程”，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也将进一步
提升古城景观风貌。京杭大运河姑
苏段长度14.2公里，处于苏州大运
河文化带的核心区域。大运河文化
带苏州段遗产由5条城区故道和7
个遗产点组成，其中有5条运河故道
和5个遗产点在姑苏区境内。当前，
姑苏区对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
化资源深度挖掘、创新传承，全力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姑苏段建设，围绕
市运河办全力打造的“运河十景”项
目，挖掘姑苏运河故事，将姑苏区范
围内最有代表性的点位提炼出来，
努力打造好标志项目，加强运河“活
保护”，打响姑苏运河文化品牌，把
姑苏段建设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中

“最最精华的一段”。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在收官“十三五”、谋划“十四
五”的关键时期，姑苏区上下全力以
赴推进古城保护更新三项重点工
作，同时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冲刺全年经济指标任务、推进征收
搬迁扫尾清零、完成民生实事项目
等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古城振兴，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美好期盼。

提 升 古 城 景 观 风 貌

更多历史文化名片活起来火起来
小区入口处配置智能道闸;电瓶车停车棚安

装智能充电桩;楼道里安上感应灯;角角落落都
有监控探头;污水、弱电管道改造一新……近段
时间，经历老旧小区改造的姑苏区东中市49号
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小区建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是古城区典型的老旧小区，由于建成
时间长，小区道路、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老化严
重,公共配套设施出现毁损。被列入改造名单
后,社区向70多户居民收集改造意见，并以此作
为主要依据定制改造方案,赢得居民交口称赞。

优化城市环境品质是姑苏区古城保护更新
的又一项重点工作。根据计划，今明两年,姑苏
区将持续完善区域功能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推
动城市更新,加快打造一批亮丽的古城新名片。
目前已推出首批3个方面重点项目,包括在三香
片、皮市片等10余个重点片区,整治提升三香新
村北区等40余个小区的交通安防环境品质;围
绕人民路、盘胥路、阊胥路、竹辉路、十全街等5条
主次干道,开展街景提升整治;围绕阊门下塘、专
诸巷、西美巷等120余条街巷周边，通过挖掘历
史文化、优化街巷空间、提升街区风貌、增设智能
设施,加快探索智慧管理模式。

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环境重要组
成。“由于文物古迹多、背街小巷多、老新村多、
流动人口多等,古城环境维护相较于新建城区
面临更多挑战。这些年来,姑苏区在全域范围
内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提升行动、‘四类行
业’专项整治行动、环境提升‘百日行动’等一系
列‘扫地’行动，全区环境面貌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改善提升,获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全国和谐示范城区’。”姑苏区委常委、副
区长薛宏坦言，站上发展新起点,对标高标准高
质量要求，古城城市环境提优确实还面临不少

现实难点,比如辖区内面广量大的老旧小区
和背街小巷的环境面貌与基层治理。此外，
违建也是制约古城形象品质提升的瓶颈之
一,是必须要啃掉的“硬骨头”。

“硬骨头”要如何啃?向先进地区对标学
习。“同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海通过
开展现代化治理、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
等手段,赋予了传统行业和城市发展更大的
生机和活力。”薛宏说，姑苏区把上海黄浦区
作为对标对接的标杆，组织了党政代表团赴
上海开展学习考察和深入对接。上海在豫
园周边的违建拆除以及在黄浦区全域绿化
设计、城市管理、“一网通管、一网通办”等社
会治理环节上体现出的高标准高质量,彰显
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回来后,姑苏区多次研究部署，把这些新
理念、好做法融入实际工作中。

面对违建,拿出斩钉截铁的态度和顽强
过硬的作风。姑苏区出台《姑苏区违法建设
(先行试点区域)专项治理方案》,在先行先试
区域开展违建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七类
存量违建。很快,新市桥码头苏州鸿生火柴
厂旧址地块的近1300平方米违建被拆除,
拉开了专项治理序幕。该处房屋主体为苏
州市控保建筑，是一栋二层西式楼房。2012
年前后,在该处经营的商家不断搭建违章建
筑。此前,有关部门和属地街道多次督促整
改,虽产权人主动配合拆除,但租赁人拒不
配合。最终,经产权人委托,姑苏区集中力
量对其实施了拆除,释放出控保建筑资源空
间。数据显示，今年第四季度，姑苏区已拆
违9万平方米，全年累计拆违将达到20万平
方米。

面对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拿出“绣花”
的功夫,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巷管家”是
姑苏区金阊街道创新打造的一支综合型管
理团队,该团队由职能力量、辅助力量、支持
力量和社会力量四部分构成,专门针对试点
区域中街路片区的47条背街小巷和10个
无物业小区展开工作,进一步延伸治理和服
务触角。“这里原本杂草丛生、堆满垃圾,现
在成了漂亮的小花坛！巷子里上了年纪的
老人都领到了一个呼叫器,遇到险情按一
按,就会有管家赶过来……”家住中街路片
区三茅观巷的“老苏州”柴淑敏表示,新上岗
的“巷管家”，让小巷居民感受到了满满的安
全感、幸福感。

正如中街路片区这般,被列入首批计划
的姑苏区10余个重点片区、40余个小区、5
条主次干道、120余条街巷周边，很快也将
迎来交通序化、停车增量、环境美化、安防升
级和管理提升等一系列新变化。

优 化 城 市 环 境 品 质

让管理更精细老城更美好
12月下旬，气温骤降，姑苏区人

民路上的蓝·芳华文化创意园人气依
旧，随处可见来打卡的年轻人。该文
创园由苏州古城一片旧厂房改造而
成，在遵循原有建筑风貌基础上，进
行整体设计改造，同步紧盯产业定位
引项目，被打造成集创意、体验、服务
等多元素为一体的“影视文艺创业社
区”，已入驻蓝朋友影视众创社区、阿
兰朵动漫文化、十月猛犸动画制作等
180多家文创企业，吸引《致青春》《创
想季》《亲爱的、挚爱的》等多部知名
影片取景拍摄。

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园项目，是姑
苏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部
署。姑苏区委副书记、区长徐刚介
绍，姑苏区作为苏州“一核四城”战略
之“核”，坐拥姑苏古城，是全国唯一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辖区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发展文
化产业潜力巨大。这些年，姑苏区根
据自身特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进
华贸中心、中信出版、中国电子等一
批具有较强辐射力的重点项目，建成
蓝·芳华等一批主题鲜明的特色产业
园区，成功举办三届苏州国际设计
周，获评“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示范
区”“国家文化新经济开发标准试验
区”。

姑苏区决策层意识到，当下，加
快构建古城保护与更新的新发展格
局，依然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不久前，姑苏区召开古城保护更新三
项重点工作推进大会，将“创新文化
产业发展”定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
发布《“数字赋能文化强区”姑苏区加
快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年）》，明确未来三
年，姑苏区将围绕“文化强区”建设目
标，全力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
业，力争实现2021年全区文化产业
增加值GDP占比翻一番，2023年达
到20%。当天，数字文化企业引育项
目、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非遗文化
传承载体打造项目等首批10类重点

文化项目同步发布。
创新文化产业发展，要挖掘自身

潜能，做好资源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化
这篇大文章。根据行动计划，姑苏区
将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商
业融合。充分应用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成果，让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引导老字
号、老工艺向高端化、定制化、品牌化
方向发展，重点推出一批特色网红品
牌和拳头产品；以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为目标，建设一批特色民
宿、酒店集群和5A+大景区，激活并
整合山水、园林、街巷、院落中的文化
基因，继续开发一批诸如“浮生六记”
等特色文化旅游产品；依托“姑苏八
点半”夜经济品牌，推出更有特色品
质的文化消费活动和时尚亲民的文
化体验项目等，加快古城历史文化与
现代经济接轨。

创新文化产业发展，要“招大引
强”，撬动产业要素集聚，培育特色产
业集群。数字经济产业是姑苏区大
力部署的战略产业之一，今年以来该
区已先后对接近百个数字经济领域
项目，建成投用姑苏天安云谷、苏州
网安创新基地等载体项目，打造联实
大厦、中科创谷等示范项目，讯众股
份、京东智联云等一批优质项目落
地。上月底，《姑苏区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概念版）和《姑苏区数字经济
发展战略实施意见》全新发布，提出
到2022年姑苏区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00亿元，全区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达到30%以上；到2025年，全区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400亿元，政府数字化
转型全部完成，软件、信创、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产业营收要
达30亿元。

姑苏区文化新经济平台打造的
IP品牌“繁华姑苏”与颐和园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携手翻开文化产业合
作新篇章；智能云通信服务商讯众股
份总部基地落户姑苏区芯谷产业园，
助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星辉1976
产业园、“一带一路”产业园等一批载
体加快推进，打造有文化、有品质的
文创产业集聚区……近段时间，姑苏
区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动作频频，

“文化强区”蓝图逐渐展露现实模样。

创 新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精准锁定十类重点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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