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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椽巨笔擘画全域旅游美好蓝图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国家 4A 级景区——五
大 道 文 化 旅 游 区，倾听踩踏岁月的马蹄声；在末
代皇帝曾寓居过的静园，感受历史风云变幻的惊
心 动 魄；在 名 流竞相下榻的利顺德饭店，遐想百
年前灯光摇曳的名利场……这里步步有景观、处
处有故事。

区位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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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深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深化创建

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基础

优化全域旅游服务体系

位于渤海之滨、海河之畔的和平区，
地处
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位置，
天津的母亲河——
海河从辖区穿行顺流而下，
水景交融、中西荟
萃，
将百年商业中心的繁华喧嚣与海河的妩媚
宁静融为一体，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平区面积 9.9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5.6 万，是全市商贸、金融、旅游、教育、医疗
中心，是体现天津繁华的窗口。这里财富涌
流、文明汇聚，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缩影和印
记。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城区、长安杯、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30 多项国家
级荣誉熠熠生辉，为这方幸福宜居之地作出
了最生动的注解。
这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
富，天津市 76%的历史风貌建筑、名人故居
汇聚于此，诉说着时代变迁。这里拥有 8 家
A 级景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502 处，其中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4 处，天津历史风貌
建筑 663 处，市级历史文化街区 9 个，占全市
的 64%，曾获“全国最佳文化旅游目的地奖”
“全域旅游最佳目的地奖”
等多项荣誉。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平区目标
明确：凸显时代印记、风貌遗存、和平特色，
如今的和平区正手擎如椽巨笔，擘画着美好
的新蓝图。

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过程中，和
平区采取七项举措，不断夯实基础，为创建
工作打下了最硬的支撑。
一是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实现了全域旅
游创建工作区、街、社区全覆盖。严格落实
重点旅游项目区领导包挂、联席、督查制度，
重 大 旅 游 项 目 旅 游 主 管 部 门“ 一 票 否 决
制”。建立旅游综合管理、综合执法、统计监
测、社会参与等体制机制，为全域旅游创建
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做好政策保障。和平区把国际文
旅纳入产业发展定位，制定《关于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关于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编制《和平区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规
划》
《和平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出台《和
平区促进文化旅游大发展大繁荣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为重大项目开发建设和项
目管理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加强公共服务。围绕“世界级智慧
中央活力区”建设，实现文旅场所免费 WiFi 覆 盖 ，主 要 景 区 实 现 智 能 导 游、电 子 讲
解。建成智慧和平 APP 平台，实现旅游住
宿、门票在线预订、支付。依托五大道游客
中心，建成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形成“全域集

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散中心+景区游客中心+街道咨询中心”三
级旅游服务体系。开通“津游 1 号”观光环
线，将 20 多个点位纳入线路。建立健全道
路交通、标识标牌、旅游厕所、旅游停车、服
务中心、导游服务、营销推广、智慧旅游、产
业平台九个领域标准化建设，
“厕所革命”建
设取得新进展。
四是强化供给体系。提升五大道、金
街、瓷房子、静园、庆王府等 8 个 A 级景区。
全力打造赤峰道——中心公园法式建筑旅
游区、鞍山道日式建筑旅游区、小白楼欧式
风情区。推出“近代中国看天津”小洋楼精
品游、金融名街游、津门名桥游、海河风情
游、文博展馆游、孙中山在津遗迹游、末代皇
帝遗迹游等 20 余条旅游精品线。五大道小
洋楼游入选全国 100 条旅游精品线路，形成
了凸显时代印记、风貌遗存、和平特色的旅
游产品体系。
五是加强秩序与安全。组建和平区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力
度。建立健全了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

金街文化旅游区具有发达的产业资源，商业、文化、
旅游、商务等各类高端要素高度聚集。街区内商业载体
集聚，商业业态繁荣，现共有大小商家 600 余家，营业面
积达万平方米以上的 20 家，超 10 万平方米的 4 家，年销
售额 10 亿元及以上的 3 家。街区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众多历史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中西文化交融汇集，
名人轶事层出不穷，是各类文旅资源的集聚地，也是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重点区域。

管、企业主体负责”
的旅游安全责任体系与工
作机制。以游客和居民满意度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与市场监管部门建立消费维权联
动机制，
定期开展日常联合检查和投诉处置。
六是兼顾资源与环境。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探索城市型
“1+4”
的低碳发展模式，和
平区成为天津市唯一的无碳排放区，节能减
排效率全市第一。坚持建设管理整治并重，
完成六个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深入开
展清新空气行动，持续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城区面貌显著改善。
七是提升品牌影响。打造了中国·天津
五大道旅游节、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
赛、五大道国际文化艺术节、五大道国际摄
影双年展、民园广场“城市记忆”文化艺术季
等十个文化旅游品牌，在海内外具有较强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优
势，开通了爱游和平、和平文化旅游微信公
众号和今日头条号，年发布信息 1000 余条，
阅读量百万人次。拍摄《和平印迹》
《玩转和

平》等历史人文专题片，在优酷网、腾讯网进
行播放，点击率达到百万次。特别是九集电
视纪录片《五大道》在央视播放，进一步提升
了品牌形象。

示范引领

提升全域旅游产业赋能
“我们在创建过程中，大力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文旅融合，商旅并举，以示范为
引领，全力提升全域旅游产业赋能，景城一
体打造城市型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和平样
本’。”
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和平区示范“主客共享”的景城一体模
式。着力打造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精心打
造“有故事”
“ 有温度”的城区。提升改造旅
游厕所，增设第三卫生间，在社区建立旅游
休闲驿站，提供旅游基础公共服务，使城区
功能向宜居、宜游、休闲、共享形态转变。强
化以旅游目标为导向的新型城区建设，深入

实施“书香和平”战略，不断优化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在酒店、景区旅游场所建设 60 余处
共享书吧，开辟全域旅游演艺剧场。2018
年和平区荣获全国
“书香城市”
荣誉称号。
和平区示范“文旅融合”的城市更新模
式。采取政府引导方式，在洋楼建筑中相继
建立了天津邮政博物馆、利顺德博物馆、西
洋美术馆等 22 家主题各异的文博展馆。设
立每年 5000 万元繁荣文化旅游发展引导专
项资金，先后扶持郎朗天津城市艺术之旅、
开心麻花剧场、深圳大芬油画等 34 个文旅
项目落户和平。新建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馆，展出 65 项非遗项目。
和平区示范“商旅并举”的产业升级模
式。提升改造金街商业步行街，打造全市最
具特色的商旅并举的智慧商业街区，2018
年被商务部列为全国首批高等级商业步行
街创建单位，同年被评定为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成为商旅共建的典型代表。完善
天津的中心商业区、中心商务区功能，深入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云创众商”

开启全域旅游新时代

民园西里

解放北路金融街

“微支付”等在线交易平台建设。在劝业场
地区以天津故事产品为重点，通过现代化营
销手段和方式，再现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底
蕴。持续开展商业精品示范店评选，推出
100 家商业精品示范店，有力促进了商旅深
度融合发展，打造出具有品牌、品质、品位的
精品商业模式。

深化创新

探索全域旅游崭新路径
通过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平区不断
探索创新，
形成了一批新的经验做法。
和平区探索“旅游志愿者+旅游从业者”
服务经验。依托朝阳里社区作为全国第一
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的优势，在重点景
区、核心商圈设置旅游咨询中心，每个中心
配备 3 名工作人员和 10 名志愿者的“3+10”
服务模式。2017 年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被授
予“中国旅游志愿服务示范基地”。2018 年

被天津市文明委授予
“志愿服务 V 站”
。
和平区探索
“夜间经济”
引领旅游品质提
升经验。突出“繁荣夜经济品味夜和平”目
标，持续推进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建设，2018
年五大道、津湾广场被纳入天津市六个重点
建设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目前在五大道纳
入统计的 183 家旅游窗口企业中，西餐店有
17 家、日本料理 18 家、咖啡店 15 家、甜品面
包店 12 家、茶文化店 9 家、文博展馆 11 家、创
意类产业 12 家，
五大道形成天津高档消费业
态经济圈。在 2019 中国夜间经济论坛上，
五
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获得“游客喜爱的十大历
史文化、
商业街区及网红步行街”
荣誉称号。

铸造品牌

创新开拓全域旅游好局面
和平区探索“旅游品牌”引领城市形象
推广经验。把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作为天津
的“城市会客厅”打造，引领和平区的城市形

象推广。2011 年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3 年“五大道近代建筑群”被国务院命名
为重点文保单位，2016 年五大道被人民网
评为“最受游客喜爱的天津十大景区”第一
名，被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评为“中
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2017 年五大道文化
旅游区被授予“海外游客最想去的内地旅游
目的地”荣誉称号，2019 年端午和中秋小长
假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相继被高德地图推荐
为“全国假日出行十大热门景区”，有效提升
了和平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9 年 11 月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以 93.2 的分数通过国家
文旅部组织的 5A 景区景观质量评审，正在
全力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展望未来，和平区还将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和使命担当，深化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做“示范”、争“旗舰”、创“品质”，将一个
充分展示文化自信的和平，一个充分反映天
津魅力的和平，一个充分呈现国际水平的和
平展现在世界面前。
（文/付昱）

再刷美丽和平高颜值

段逐节收分，顶端设旗杆式避雷穹窿塔顶。临街首层
上部出钢混大挑檐，以方柱支撑，构成风雨走廊。入口
作大拱连檐贯通。立面阳台凹凸相间。楼内营业大厅
为中空回廊式，两端设双向楼梯，以过桥连接。四角分
设楼梯，便于顾客分流。大楼集娱乐、购物于一体，功
能齐全。

丰阁品珍轩等高端餐饮品牌悉数进驻。

2007 年 7 月静园正式对游客开放，成为“近代中国看天
津”精品文化旅游景区，天津名人故居特色游览线路的重
要窗口，更是游客体验末帝皇家文化和租界洋楼文化的
必游之地。

瓷房子

津湾广场
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建于 2010 年，并于
2017 年扩建至著名的“五大道”旅游景区，成为了由区政
府投资兴建的一所公益性质的专题性展览馆和民众公共
文化休闲娱乐场所。展馆建筑面积 1200 余平方米，内设
7 个展厅和 1 个非遗图书馆。展馆内容上，以“津味儿”
“工巧”
“ 百戏”和“中医”四大板块为主线，将 2009 年至
今，和平区历经五批申报所产生出来的“中国古典戏法”
“狗不理包子传统手工技艺”
“老美华制鞋技艺”三项国家
级以及享誉世界的“义聚永酒传统酿造技艺”
“麻将文化”
等 27 项天津市级和 25 项和平区级，共计 55 项非遗保护
名录充实其中。

金街文化旅游区

五大道

的两位主人的生平与传奇事迹，也展示了晚清服饰、书
册、油画等物品。庆王府主楼完整保留了 1922 年建成时
的样貌，成为透视民国初年富家亲贵生活的活字典。
民园西里始建于 1939 年，位于民园体育场西侧的
常德道上，由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沈理源设计，2009 年
5 月，经过精心整理修复的民园西里，作为五大道上的文
化创意街区正式对社会开放。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艾
玛酒窖、Geba Geba 日本料理等商家相继落成。从“我
对天津有信心”系列公益活动——“Storefront 建筑艺
术画廊海报回顾展”和“Patrice Butler 三地艺术家联
展”，到“爱上这座城”图片展和“首届民园西里创意市
集”，让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走进老街区、老房子，以触
手可及的方式，亲身体验着五大道地区文化脉络传承、
发展的勃勃生机。定期举办的手工创意集市，更是以
其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吸引了大批热爱手工创意
的年轻人。

天津金融博物馆

劝业场

庆王府始建于 1922 年，由清朝太监小德张所建，在
原英租界列为华人楼房之冠。后被清室第四代庆亲王载
振购得并举家居住于此，因而得名“庆王府”。庆王府占
地面积 4327 平方米，建筑面积 5922 平方米，整体建筑适
应当时西化生活，更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是五大道
洋楼之中西风东渐的典型建筑。1991 年，庆王府成为天
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被确定为天津市特殊保护级
别的历史风貌建筑。2013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庆王府花园北侧的展览馆，主要介绍了庆
王府的变迁与传承，
重点讲述了晚清风云变幻之际庆王府

天津金融博物馆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坐落在具
有百年金融历史的解放北路，所在建筑原为法国俱乐
部，是中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文化消费、研究为一体
的专业金融博物馆。馆内以多元化视角介绍金融历史，
传播金融知识，展现金融与每个人的紧密联系。馆内收
藏中外货币、金融票据和金融实物，并定期推出专题展、
讲座、论坛等活动。作为金融启蒙、金融生态和金融普
惠的重要机构，天津金融博物馆已成为天津市的金融文
化地标。

劝业场是天津的一座大型综合商场。由井陉煤矿
买办高星桥集股资，法籍工程师慕乐（Muller）设计，法
商永和公司营建，1928 年 12 月落成，匾额由津门著名
书法家华世奎书写。建筑为钢混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21000 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部分八层，由五层起三

静园
津湾广场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海河河湾南岸，
其一期工程为紧邻海河、面向天津站的欧式建筑群。东
侧和北侧海河环绕，西临解放北路，位于旧法租界内，建
筑风格与周边原租界内的历史建筑一致，作为天津金融
城的标志性区域，津湾广场于 2008 年启动建设，并完成
一期工程。津湾广场最大的亮点是它的人文底蕴。
天津近代建筑风格的多元构成，突出地反映了中西
文化交汇的时代特征，映现了天津近代城市的功能、文化
和风尚，以及它的文化价值。津湾广场非常成功地运用
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基本元素，在美若油画般的景象中，世
界各国的建筑流派交相辉映，诸如巴洛可的华美，古典主
义的自然，浪漫主义的飘逸，折衷主义的诗意，使得广场
四周的建筑形式缤纷多姿，百年酿就的文化底蕴仿佛映
射其上，使人感受到历史细胞里文化的芳香，触摸到天津
生生不息、飞花流彩的文脉和气脉。这是天津人的审美
慧眼与人文卓识达到相当高度的标志。

先农大院
先农大院的业态定位坚持“文化为灵魂”的原则，现
有商户集餐饮、时尚、艺术、休闲于一体。其中，正宗地中
海风味的 CHOLITO 西班牙餐厅、沪上珍品传菜上海老

瓷房子位于天津和平区赤峰道 72 号。这幢法式洋楼
曾是清廷驻新西兰领事馆第一任领事、驻奥地利全权公
使、金陵大学教授黄荣良先生旧居，后为外国驻华大使居
所。2000 年，该房产被开办为博物馆。目前收藏 13000
件古瓷器、
300 多尊历代石造像、
300 多尊历代石狮子、
300
多只明清瓷猫枕、
20多吨天然水晶玛瑙等。

民园广场

静园，始建于 1921 年，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70
号（原日租界宫岛街），是天津市特殊保护级别的历史风
貌建筑、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静园初名乾园，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私宅，1929
年至 1931 年，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于此
居住，更名为“静园”，意在静观时局，以求复辟。静园占
地面积约 3016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900 平方米，园内建
有砖木结构楼房一座，为西班牙民居风格，草木葱郁，静
谧宜人，是天津租界时期庭院式私人宅邸的典型代表。

区，东邻和平路商业街，西靠南市旅馆街和服装街，北面
与古文化街和鼓楼隔街相望。

天津食品街集餐饮、购物、旅游、娱乐为一体，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餐饮集中地，1989 年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津
门十景之一。食品街不仅汇集了全国八大菜系，还包容
了天津风味菜、山西风味菜、绍兴风味菜、清真菜、外国风
味菜、宫廷菜等。

中心公园

此外，国际顶级家居用品整合商跨界汇、知名文博企
业和厚斋更是增强了街区的文化气息，尽显古老与现代
的完美结合，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未来，先农大院二期
项目还将进驻更多精品商户，
不断丰富街区的文化氛围。

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邻近海河，西北起解放桥，东南
至徐州道和解放南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里曾是外
国银行集中地，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现今仍为天津金融
机构的集聚地之一。这里文物建筑荟萃，现存风貌建筑
数十幢，大部分都有百年历史。来到此处的游人可以感
受到天津乃至中国金融业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发展历程。

庆王府
金街文化旅游区是指以和平路、滨江道、南京路为主
轴线，与辽宁路、新华路、山东路、河南路、河北路、山西
路、陕西路等七条辅路相交，向四周延伸，北至张自忠路，
东至赤峰道、长沙路，南至潼关道、西宁道，西至锦州道、
新华路、福安大街，构成的“工”字型区域。其中，滨江道
步行街全长 1290 米，宽 16 米；和平路步行街全长约 1230
米，宽 20 米；二者累计长为 2520 米，是国内目前最长的
商业步行街。商圈占地总面积约为 0.89 平方公里，各类
产别户数总计 3463 户，其中住宅 2953 户，商用 510 户，总
建筑面积约为 151.46 万平方米。

育场，也是中国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成为天津市民心目
中的记忆坐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民园体育场经过
了多次改建和重建。随着城市发展格局的变化，其体育
竞技的基本功能已逐渐消亡。2012 年，和平区启动了
民园体育场保护利用提升改造工程，历时 18 个月的时
间，一座美轮美奂的英式古典风格地标建筑呈现在广大
市民面前。建成后的民园广场定位为“中西合璧的城市
客厅”，主要突出市民健身、旅游服务、特色文化、商业配
套功能，室内的休闲体育业态将为市民提供新的健身消
费场所；新设立的天津体育博物馆、五大道历史博物馆、
民园艺术长廊、民园音乐广场和民园剧场成为该地区文
化亮点；新的五大道游客服务中心将为中外游客提供更
满意的服务；各具特色的文化主题咖啡厅、异国情调餐
吧和特色美食小吃，将会让市民和游客在游览五大道异
国风情的同时，感受到五大道的悠闲与温馨。以民园广
场为核心的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成为美丽天津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天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纵横 23 条道路，总面积 1.28
平方公里,各式建筑 2000 多所，
其中 1949 年以前所建，
体
现欧洲不同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花园式和公寓式楼房 900
余所，被市政府列为不同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的小洋楼 423
所，
各种建筑风格汇集一处，
堪称
“万国建筑博览会”
。
五大道在上世纪 20—30 年代，曾经是民国时期下野
政客的避风港，留下了包括一座“庆王府”和徐世昌、曹锟
两任总统，顾维钧、潘复等七任总理、百余位总长、督军和
省市长等民国要员以及美国前总统胡佛、五星上将马歇
尔、英国奥运冠军李爱悦等国内外知名人士的数百座名
人旧居，其中 39 处名人旧居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共同组成“五大道近代建筑群”。目前五大道景区内
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347
处，成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变幻的见证，是一笔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南市食品街
民园广场前身为民园体育场，始建于 1920 年，位于
五大道的中心区域，曾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

天津南市食品街始建于 1984 年，百日建成，于 1985
年初开业。天津食品街坐落于市中心繁华的南市商业

位于和平区市中心地带，环状花园路将其围在中
间。始建于 1917 年，1922 年完工，时称法国花园。园内
筑有法国民族英雄诺尔达克塑像和一座和平女神铜像。
1937 年日本侵占天津后，日伪当局将法国花园改名为中
心花园。1941 年后改名为中心公园，1946 年改名为罗斯
福花园，并将铜像等拆除。1949 年 4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
拨款将该园修复，更名为中心公园。该园占地 1.27 公顷，
呈圆形，是典型法国规则式人工园林。园中心筑西式八
角双柱石亭一座，周围以草坪环抱陪衬。1964 年再次拨
款修建公园，将公园改名为“红领巾公园”。1976 年地
震，公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981 年市政府拨款重修
后，公园恢复今名。2019 年 11 月，公园刚刚经过了全新
的提升改造，公园环境不仅得以美化，还复原了老照片中
的园心凉亭，让这座近百年的公园，更显中西合璧的古典
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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