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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按省委省政府要求，山东省住建厅从城镇化建设专项资金列

支1000万元，专项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和修编。其中，列支110万元作为《潍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的编制补助资金。

 一、规划编制前期工作

为进一步保护潍坊的历史风貌和特色，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协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统筹安

排保护和建设活动，潍坊市启动了《潍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编制工作完成后征求了文物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并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文物局的

相关领导，来潍召开了《潍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家审查会，邀请了国内知名的文物、考古、规划、建筑等

方面专家（昝龙亮、李传荣、缪琪、崔东旭、潘丽珍）对规划进行了审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土局、市住

建局、市市政局、市旅游局、市文物局的相关领导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设计单位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了

修改完善。成果完成后，征求了区政府、管委会及相关部门的意见，现将修改后的最终成果进行汇报。

2014年底

2014年12月

2016年7月



二、规划基础

（一）潍坊历史文化简介
1、历史城区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

民间文学：有梁祝的传说、嫦娥奔月的传说等。

文化艺术：有杨家埠木板年画、诸城派古琴、小竹章马等。

民间习俗：有金山庙会、云门山庙会、景芝大集等。

生产文化：有朝天锅、景芝酒等特色饮食；寒亭的风筝制        

                   作技艺、安丘的香制作技艺等手工技艺。

宗教文化：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丰富的文化遗存。

名人与传说文化：有舜的传说、公冶长等。

       距今约8000年前，今潍坊境内
就有东夷先民繁衍生息。自隋于潍
州建城后迁至潍县至今已有1400多
年的历史。
       城内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整个
古城呈龟背形，故称“龟城”；东
关城墙蜿蜒曲折，状如盘蛇。
       潍县呈现一县双城，“龟蛇相
依”的祥瑞格局。

双王城盐业遗址

寒亭风筝制作技艺

杨家埠木板年画

云门山庙会

潍县
潍州

1.4km

东关



（二）名城价值与特色

二、规划基础

1、全国著名的远古恐龙、古火山
分布密集区                                                                
z

3、世界风筝的发源地                                                                   

2、东夷文化的发祥地

名城价值分析
分布广、数量多的远古生物、古火山遗

存全国少有。

著名的有边线王遗址、蛋壳陶等物质
文化遗存。

齐长城东夷文化分支齐文化的典型代
表，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 。

据古籍记载，世界上最早的风筝发明
于春秋时代，产地在鲁国(今潍坊西南部）
，发明者为墨翟。

6、近代山东地区重要的煤炭、烟
草产业基地和铁路枢纽城市

明清以来经济繁荣，潍坊富商、地主、
官僚经营宅园成风，其中十笏园最负盛名。

古有“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
赞誉。潍坊制盐是我国起源地之一；以东关
为主的水运商埠区域，一直是山东地区的商
贸繁盛之地。

坊子竖井史称山东第一煤产地；大英
烟草公司是我国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烟厂
；坊茨小镇、廿里堡火车站依托胶济铁路而
建，是山东重要的铁路服务基地。

4、融合南北园林风格的重要典范

5、历史上山东地区的工贸重地和水
运商埠



二、规划基础

1、独具特色的“龟蛇相依”双城格局

3、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灿烂多彩，是

中国北部手工艺传承和发展的明珠

2、生活性、生产性遗址并存，近现代工业遗

存众多

名城特色分析



三、市域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

“六圈”
渔盐文化与自然保护圈，包括双王城盐业

遗址群等沿海渔盐遗存和村庄聚落；
龙山文化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包括边

线王遗址、凤凰台遗址等龙山文化遗存；
云驼、仰天、沂山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包括云门山、驼山、仰天山、沂山等自然山
体和摩崖造像群等依托山体的遗存；

古火山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包括山旺
国家级地质公园等；

远古恐龙历史与自然保护圈，包括诸城国
家地质公园等；

民俗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以高密市为
依托，扑灰年画、泥塑、剪纸、茂腔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民风集中体现片
区。

“四廊”
齐长城历史文化与自然廊道、
滨海历史文化与自然廊道；
潍水文化与自然廊道、
弥河历史文化与自然廊道。
“多点”
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不可移动文物点等。       

“六圈、四廊、多点”

渔盐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龙山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古火山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民俗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远古恐龙历史与自然保护圈

云驼、仰天、沂山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一）市域历史文化保护框架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省级传统村落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侯镇

冶源镇

大关镇

拓山镇

庵上村
雹泉村

黄石板坡村

杨家埠村

赵家峪村

井塘村

齐西村

庵上镇

上院村

潍坊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青州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

“两名城”
青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九州之

一，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潍
坊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严格按照《青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和本规划的要求，做好青州、潍坊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实现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赢。

“五名镇”五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八名村”八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十四传统村落”十四个省级传统村

落
1、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的指导意见》等进行保护，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组织编制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由市
审查、省审批。

2、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做到
以保护为主，各类建设和开发须服从规划要
求

3、按照《潍坊市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
村发展规划（2015—2030）》中的相关规
定对其他有历史价值的村落进行保护，继续
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普查、认定和公布工
作。

保护“两名城、五名镇、八名村、十四传统村落”

三、市域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

（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



依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不可

移动文物共4099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5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59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90处，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均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要求保护。

规划编制审批中涉及文物保护内容的应符合文物

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具体保护管理工作以各级文物行

政部门为主。

具体保护措施：

1、积极配合国家文物登录制度的建立。

2、积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3、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

4、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

内容纳入城乡规划。

5、加强文物安全防护。

 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三、市域历史文化与自然保护

（三）不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保护内容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757项，包括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1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5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162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46项。

保护和管理工作以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

保护措施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名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有效结合起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

找空间载体。

2、大力宣传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多种投

入和投资模式。

3、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制定实施传承人命名制

度和传承人资助计划，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

传、复兴、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城”为历史城区，即潍县古城

和东关的部分区域。

“四区”为四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分别为：十笏园历史文化街区，潍

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廿里堡火车

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坊子

坊茨小镇历史文化街区。

“两段”为两处历史地段，分别为

：于家大院历史地段和坊子炭矿历史

地段。

“一村”即杨家埠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

        从城市历史风貌上可划分为三

大片区：老城记忆片区、近现代

工业片区和乡村民俗片区。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一城四区、两段一村”

乡村民俗片区

近现代工业片区

老城记忆片区

（一）中心城区历史文化保护框架



历史城区保护界限，东至潍州

路、南至胜利东街、西至月河路、

北至福音小区，总面积为256公顷。

整体保护潍坊历史城区与东侧

白浪河两岸“龟蛇相依、祥瑞双城” 

的总体格局。

保护历史城区界限内的十笏园、

城隍庙、金巷子古民居、东关城墙

等16处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以十笏园为代表的潍坊传

统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形制、色彩、

体量等）。

1、保护历史遗存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二）历史城区保护



在控制建筑高度、体量和色彩的

前提下，统筹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

旧城更新的关系，逐步复兴历史城区，

建设具有历史风貌特色和传统文化内涵

的城市功能区，成为潍坊市的特色文化

中心、旅游中心。

城墙风貌区——结合潍县古城墙

设置遗址公园，打造历史城区的标志性

门户片区。

民俗体验区——恢复特色市井文

化活动，开发古城庙会、古迹探索及特

色休闲吧等情境式体验旅游项目。

文化展示区——将本区域内的功

能逐步置换为文化休闲、演艺展示等功

能。

历史游览区——设置旅游环路串

联各历史遗存和景点。

品质生活区——设置高档居住、

餐饮购物、教育科研等功能。

2、用地功能调整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旅游环路

文化展示区

历史游览区

品质生活区

城墙风貌区

民俗体验区



坊子坊茨小镇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

93.7公顷）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街巷空间尺度

保存较好，体现了民国时期商住街区的传统格

局。德日建筑风格鲜明，分布相对集中，数量

较多，较为完整、真实的体现了民国时期历史

风貌。是坊子当时以“南北三条马路、东西十

里洋场”而远近闻名商埠的重要见证。

     1、坊子坊茨小镇历史文化街区

长宁街

北
海
路 三马路

一马路

五马路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坊茨小镇是山东最为集中的德日式建

筑群，现保存166处，其中德式建筑103处

，日式建筑63处，总建筑面积 45246m²。

德日式建筑群比较完整地折射了中国由封建

社会过渡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段沉重

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见证，是

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珍贵的人文

景观资源，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教育、

艺术价值。

（1）现状概况及历史价值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1）核心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原胶济铁路沿线的德日建筑群，东至

虞河，西至北海路以东300m处，南至长宁街以北

50m处，北至德建坊子车站机务段段长住宅以北

30m。总面积约22.5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北至会英街,东至虞河东岸外缘向东30m,南至

长宁街以北30m,西至北海路以东30m｡总面积约

71.2公顷（不包括核心保护范围）。           

（3）环境协调区：

东至虞河，西至北海路，南至央赣路，北至坊

北街。总面积约105.6公顷。 （不包括核心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2）保护范围划定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核心保护范围内为建筑原高控制区。

外围建设控制地带，南部为建筑高度低层、多层区，北部为建筑高度多层控制区，其他区域为一般控制区。

（3）建筑高度控制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2）建筑色彩、材质控制

屋面色 墙面主色调 建筑材料 禁止用色

核
心
保
护
范
围

主色调：为褐色
和深褐色。
点缀色：为墨绿
色和黑色。

主色调：黄色系。
点缀色：主要是木质
构建上的漆色包括墨绿、
黑色等。

红瓦、红砖、
青砖、黄色涂
料、木材、石
材等传统材料

该区域不

得与核心

保护范围

内建筑主

色调形成

强烈对比，

禁止使用

鲜明和深

暗的冷色

调

建
设
控
制
地
带

主色调：褐色、
深褐色和黄色。
点缀色：建议小
面积使用，在3%
以下，不做限制。

主色调要与核心保护范
围相协调，以黄色系和
浅灰色为主。
点缀色：在建筑立面中
小面积的使用，通常3%
以下，不做限制。

石材、木材、面
砖和涂料为主、
适度使用金属材料。

环
境
协
调
区

主色调：为灰色、
墨绿色、黄色、
褐色、深褐色。
点缀色：建议小
面积使用，在3%
以下，不做限制。

主色调要与核心保护区
相协调，以黄色系和浅
灰色系为主，适度使用
饱和度中低的彩色系。
点缀色：在建筑立面中
小面积的使用，通常为
3%以下，不做限制。

区

域

位

置

（4）建筑色彩及材质控制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2、十笏园历史文化街区

十笏园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10.8公顷）文化底蕴深厚，

胡家牌坊街空间尺度、走向保存较好，体现了明清时期商业街区

的传统格局。区内有十笏园建筑群、关侯庙建筑群等，是师法《

园冶》造园思想和技法的精品，是融合南北园林风格的典范，同

时较为完整、真实的体现了明清时期历史风貌。

东风西街

曹
家
巷

向
阳
路

   3、杨家埠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村）

杨家埠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村）（总面积约27公顷）是以

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木版年画为主题形成的民俗旅游村。村

内内以青砖黑瓦、古朴典雅的合院式建筑群为主体，以年画和风

筝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工艺使杨家埠形成了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极

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名村。

渤
海
路

富亭街

泰祥街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4、于家大院历史地段

于家大院历史地段（总面积约9.9公顷）规模宏大、保存完整

，传承脉络清晰，较好的体现了明清时期潍坊传统民居的建筑风

貌，是一处难得的清代民居建筑遗存。

   5、坊子炭矿历史地段

坊子炭矿历史地段（总面积约40.3公顷）在1898年由德国人

始建，是目前国内极少的横跨三个世纪仍在生产的煤炭矿井。现

存遗迹较好的体现了原有工业厂区的传统风貌。德式建筑风格鲜

明，基本保留原有格局，是一段时期矿业发展的见证。

八马路

北
海
路

浞
河

民主街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6、廿里堡火车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

廿里堡火车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9.2公顷

）历史街巷保存完整，较好地体现了原有铁路站场的传统格局。

英式建筑风格鲜明，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列强在

华烟草加工工业的欧式建筑体系、真实的体现了原有历史风貌。

   7、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40.9公顷）始建于1946

年，较好的体现了原有工业厂区的传统风貌。苏式建筑风格鲜明

，基本保留建国初期的工厂格局，是潍坊乃至新中国重工业发展

的见证，是潍坊经济文化的标志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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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现状情况较好，具有较高的
历史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分为古
代建筑（1840年之前）、近代建筑（1949年10月之前）、
现代建筑（至今）。研究范围主要针对中心城区及周边地
区的建筑。

其中，古代建筑均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近代建筑中已
列入第三次文物普查清单的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未列入的
拟公布为历史建筑；现代建筑均拟公布为历史建筑。

保护古代建筑99处，近代建筑444处，现代建筑23
处。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保护

（四）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历史建筑保护 古代建筑

古代建筑包括十笏园、万印楼等在内的99处建筑。均为不可

的移动文物。

包括坊子德日建筑群、潍坊烈士陵园、疏园等在内的

444处建筑。其中，含不可移动文物138处，拟公布为历史

建筑的建筑306处。

暂定23处。其中公共建筑类：市民文化艺术中心、 “小黄楼”
潍坊特别市委旧址等；文教卫生类：昌潍师专建筑群、潍坊中学、
广文中学等；工业、部队类：潍柴厂区建筑群、潍坊嵌银厂、二
十六军军部等。

近代建筑 现代建筑

十笏园 万印楼

“小黄楼”潍坊特别市委旧址等潍坊学院

风筝博物馆

坊茨小镇

革命烈士纪念碑

坊子德日建筑



       结合现有道路，串联历史文化遗

存和其他景点，形成完整的文化展示

体系。

       除重点展示“一城四区、两

段一村”之外，打造胶济铁路近

现代工业文化带。

慢行系统组织方式：

“一轨三环”

一条轨道观光电动车

三条自行车环道

（1）十笏园—白浪河游线

（2）廿里堡、大英烟—上虞河游线

（3）胶济铁路游线

十笏园—白浪河游线

胶济铁路游线

廿里堡、大英烟—上虞河游线

轨道观光电动车

 五、展示与利用



1、规划报批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等文件

的要求，待成果完善后由潍坊市规划局上报、省人民政府依法审批，并于审批后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和进行

保护规划的公布。

2、相关规划编制

根据规划的指导要求，尽快组织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待编制完成由市规划局组织专家对

成果进行审查。同时启动和完善相关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等规划，进一步对城市建设进行控制和

引导。

文物主管部门应在规划的指导下组织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3、加强物质、财政等多方面投入

积极争取国家、省市和社会各界对名城保护的资金支持，鼓励多渠道保护资金投入，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提供资金保障。

4、提倡公众参与

相关政策中增加扶持性政策条款，优先鼓励历史文化街区内原住民和历史文化遗产所有者或使用者积极参

与保护，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鼓励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名城保护事业，建立面向社会的保护规划公示、实施

监督、意见反馈的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宣传，制定与保护相关的乡规民约和普及教育计划，

增强全体市民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

 六、实施措施



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