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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提升城市活力
文 孙 鑫 王琪莹

日前，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 2020年上海楼市价值总评榜如火如荼展开，本期
开始，我们将围绕城市更新做诸多探讨和关注，本期重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特点在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当代文化的重塑。 一
方面，它是对城市文化活力表达的重要载体，对城市特色的塑造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该类型深度探讨城市过去与未来的有机延续，积极探索“价值保护
与功能更新”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更新方式。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朱兆荣表示，对历史文化街区而言，
通过活化改造注入新鲜的时代血液，既为历史建筑重焕光彩，亦令更多人沉
浸其中，形成互动，肩负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等重任的历史文化街区，将为
城市新一轮发展构建新的活力之源。

今年前 10 月， 不同阵营的房
企产生分化。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
计，1000 亿元以上超级阵营共 26
家，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 6.7%；500
亿元 -1000 亿元级别房企共 30
家， 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 11.6%；
200 亿元 -500 亿元级别房企有
58 家企业， 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
12.2%。 据克而瑞表示，进入第四季
度，市场的实际去化水平不如人意，
四季度房企去化仍然压力较大。 与
此同时，各大房企也加快推盘节奏，
开启年末收官的冲刺模式。

长三角重仓比例达 70%
融信上海发布三大新品

1-8月，闽系房企融信中国实现
销售额 120.31 亿元， 同比增加
10.09%，前 8 个月融信中国完成全
年 1400 亿元销售目标的 60.38%。
入沪 7 年，融信已经在上海陆续开
发了 14 个项目， 融信沪苏区域副
总经理田景文表示， 与上海相识 7
年， 每一步发展轨迹都与城市发展
脉络深度契合。 作为融信集团的战
略发展要地， 融信在长三角的重仓

比例已经达到 70%。 而作为长三角
发展的龙头城市， 融信在上海的项
目， 象虹桥世界中心、 融信世纪江
湾、 中兴路壹号均已成为上海城市
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印记。

日前， 融信上海发布了位于嘉
定南翔、闵行古美、奉贤南桥三大新
品， 将三个正在美好生长的新界面
呈现给世人。其中，位于嘉定南翔的
融信海纳印象， 项目位于真南路古
猗园路路口， 商业配套拥有上海体
量最大的商场—印象城 MEGA，距
离地铁 11 号线约 600 米， 为空白
已久的南翔新房市场注入了全新活
力；融信旭辉·世纪古美位于闵行七
宝古美北社区，周边各项配套丰富，
交通便利，非常值得期待；而融信奉
贤二建·海月四季位于奉贤新城东
部，距离南桥核心区较近，同时划入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位置优越，周边
配套齐全。

五年城市更新 市北蝶变
静安世纪打造新静安人居范本

近两年， 市北国际科创社区作
为新静安区内宜居宜业的典范，不

断用各项规划和布局刷新着世人想
象， 不断用有口皆碑的人居作品征
服市场、征服买家。 日前，仁恒静安
世纪推出“对话静安国际科创社区，
共叙时代人居理想”圆桌会议，共同
见证新静安五周年， 活动邀请摄影
师詹东华先生， 举办静安主题摄影
展，在光影的交替中，感受新老静安
的历史与传承。 据市北高新集团总
裁陈军透露， 市北高新园区将于
2024 年建成，是静安推进“一轴三
带”发展战略，实现“全球服务商计
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对接上海
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推进“3+5+X”
产业布局的重点发展区域， 已然勾
勒出新静安宜居宜业的居住形态。

在此大背景下， 仁恒静安世纪
作为市北国际科创住区核心处的代
表作品持续热销。据悉，仁恒静安世
纪一期 354 套房源，已于开盘当月
全部售罄，而二期 168 套，建面约
106-120 平方米的世纪收官作品，
将在本月一次性推售， 认筹也将于
近日盛启。作为区域内唯一在售、也
是仁恒静安世纪最后的压轴房源，
其稀缺性不言而喻。

当大虹桥遇见长三角一体化
璟云里滨水人居生活正当时

从上海城市发展轨迹出发，解

读上海城市中心资源逐渐向郊区
疏解， 形成东有临港西有虹桥的
东西两翼发展格局。当“大虹桥”
遇上“长三角一体化”，城市规划
与国家战略共同携手， 引领上海
青浦迅速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其中， 朱家角作为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 在打造世界
级滨水人居的进程中， 起到示范
作用， 可谓是享受生态与规划双
重价值的理想居所。据了解，璟云
里位于青浦朱家角板块， 东至李
家湾港、 西至绿湖路、 北至绿舟
路、南至淀浦河，与东方绿舟一墙
之隔，距淀山湖仅 800 米。项目总
占地面积 43 万方，开发者上海城
投秉承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
愿景， 在积极落实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要求的同时， 坚持
延续地域文脉，充分考量环境、住
宅与人的共生关系， 深入挖掘文
化底蕴， 依据板块融合古今的特
征， 保留传统江南民居建筑外形
及礼制， 同时引入现代人居生活
理念，在古镇朱家角，再造“现代
江南人居”。 项目首次开盘热销，
应市加推院墅、 洋房和大平层产
品，即将于近期开盘，并推出多种
不同户型，满足市场需求。

(王琪莹)

房企开启年末收官冲刺模式

商业复合型
重构城市传统商业街巷肌理

大多位于城市核心区， 以商业
或旅游作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复合型
历史文化街区具有人流密度高、公
共开放性强的特征。 其业态功能是
游客占比较高， 商业零售及酒店设
施丰富，此外，也有少部分的居住功
能。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缺乏新的商
业内容激发， 其商业价值逐渐弱化
甚至消失，活力不在。作为商业复合
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代表， 上海市南
京东路 179 号街坊更新提供了此
类街区更新的新思路。

179 号街坊位于南京东路步行
街与外滩风貌区的核心位置及过度
节点地段， 是旧上海重要的金融机
构和商业的密集区。 随着南京东路
商业氛围的不断发展，179 号街坊
难以再充分发挥其区位价值优势。
平衡保护价值与商业价值是 179
号街坊更新的主要目标。 街区环境
和整体风貌的保护及启动保留建筑
的再利用又是更新中的难点和重
点。为此，179号街坊首先重构了城
市传统商业街巷肌理。 恢复了沙市
一路、 沙市二路两条十字交叉的历
史街道， 作为公共步行街道向公众

开放，同时，这两条新增的商业动线
连接了南京东路步行街与地块内部
街巷， 为商业人流及活动向街坊内
部渗透创造了条件。

此外， 为了新增街巷空间更加
宜人且充满活力，设计大胆为其加盖
了举行的十字花街玻璃顶盖，创造了
商业空间的戏剧性表达。又因为 179
号街坊中多栋历史建筑层高不一致，
无法形成连续的商业动线，设计以实
施严格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为基准，
设置统一的标高，满足了未来商业的
功能流线的整体性诉求。 此外，针对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空间严重不足的
现状，179号街坊通过逆作法加建四
层地下空间，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地下
空间开发的大胆尝试。

产业复合型
从封闭转开放提升城市活力

历史文化街区不仅包含居住生
活功能，同时还包括零星的产业园区
及工艺遗产建筑，在城市的发展中与
人们的生活密切交织，也成为历史文
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工业遗
产价值体系还不完善的背景下，更新
前充分评估其历史文化及技术价值，
形成合理的留改拆方案是此类历史
街区更新的重要环节， 上生·新所便

是此类更新实践代表。
上生·新所位于愚园路、衡山 -

复兴和新华路三个历史文化风貌区
的中间地域。由美国侨民始建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后被上海生物制
品研究所（下称上生所）重新利用。
基地内包含孙科别墅、 哥伦比亚总
会等优秀历史建筑、 文物保护建筑
及工业建筑等。 2016 年底，上生所
整体迁址，经过不到两年的改造，封
闭的科研工业园区转型为开放的商
业、文化、办公功能符合园区，并更
名为“上生·新所”。 自 2018 年开
放以来，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红”打
卡圣地，在此现象的背后，是其独特
的历史街区更新过程和路径。

事实上，上生·新所的出现得益
于 2015年《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
法》的出台，上升新所在更新过程
中充分利用了城市更新的利好政
策：一是为周边居民提供全年、全天
候的公共开放空间； 二是在新建建
筑内增设公共服务设施； 三是通过
更新评估增加了特色历史保护建
筑、保留建筑。可以说，上生·新所是

产业型历史街区更新一个缩影，与
其他类型历史街区相比， 这一类街
区具有更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
从封闭的厂区转化为开发的城市街
区，从生产性功能转化为生活功能，
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活力。

居住复合型
留存城市里弄空间肌理

居住复合型历史街区是历史文
化街区相当普遍的一种类型， 相较
其他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 居住型
街区更新除了要注重传统民居肌理
和带生活空间等形式上的保留与保
护，更具广泛的社会属性，关注长期
居住的居民及其生活方式、 邻里交
往等要素。

作为上海成片保护改造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试点项
目之一， 建业里的改造为上海里弄
保护更新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模式，
其更新的首要原则是保留里弄特殊
的肌理和文脉， 避免在大拆大建中
丧失城市的标志性记忆。因此，建业

里根据建筑的不同状态采用了不同
的处理策略， 完整地保护了石库门
里弄的片区肌理。据了解，为了重新
利用这片传统民居， 西弄通过移除
芜杂的搭建、恢复前天井等方式，更
新为酒店式服务公寓；复建的东、中
弄临界排屋开设零售业商业和餐
厅， 底部局部作为酒店式公寓的接
待门厅和社区办公， 其他栋保持住
宅功能。在风貌恢复方面，建筑材料
尽可能使用传统建材， 对一些重要
部位的装饰构件测绘复原， 对原有
的一些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再利
用。在东、中弄采用陶土砖替代已禁
止使用的粘土砖， 在西弄清洗修复
原有粘土砖，尽可能恢复上世纪 30
年代建成时的历史风貌。

除建业里外，因更新目标、城市
区位等不同，居住型历史街区的更新
模式也各有特色。如新天地通过保留
里弄空间格局，将石库门里弄改造为
高端商业区；田子坊则保留部分原著
居民， 由知名艺术家入驻艺术作坊，
居民以住宅上住下租，政府参与开发
“社会介入式”活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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