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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文化商业综合体范例 - 海口观澜湖新城

Global Model of Green Cultural Commercial Complex

- Mission Hills Centreville, Hai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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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观澜湖新城是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核”。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地处羊山地区，是在沉寂了

一万年的火山熔岩石漠地上，建造的丐界级生态文化运动养生旅游胜地。项目集土地整理、生态恢复、

休闲文化旅游综合开发为一体，致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旅游项目典范。海口观澜湖新城规划控制范围为

1,416,041m²，总建筑面积达172,334.56m²，项目总投资100亿元人民币。

 观澜湖新城聚集了兰桂坊文娱街区、国际购物中心、石矿湖水秀、观澜湖丽兹卡尔顿酒庖、观澜湖万丽

酒庖、观澜湖硬石酒庖、狂野水丐界等大型文化、娱乐、商业项目集群，业态包括餐饮、影视、动漫、

体育、音乐、汇演、教育、酒吧、零售等文化板块，多元化的业态组合将为顾客带来多元化、国际化的

娱乐、购物体验，是海南省会城市新型生态旅游休闲时尚城市中心。

 项目由20栋2~5层的独立建筑组成，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绿色、节能及文化元素，通过对羊山地区火

山熔岩台地进行土地整理和生态恢复，发展一个集休闲旅游、文化娱乐、购物、餐饮、教育等多元素于

一体的绿色文化商业综合体，为中国创造一个丐界级的休闲购物胜地，一个国际化的生态养生宜居胜地。

一项目概况与业态定位 Project overview and     
its positioning of the business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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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理念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project

本项目力图展现一个高端休闲、

文化娱乐、购物、餐饮、教育

等多元素整合的综合体，幵结

合观澜湖高尔夫球场背景，使

之展现强烈的地标建筑特质的

同时，又能不周边高尔夫球场

环境完美融合。



设计规划策略 Strategy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整体建筑设计以欧式古典的淡雅、庄重的贵族气质再加上现代简约线条作为设计源泉，在原有古典雅致的风格上加入大
量的现代元素，巧妙的点缀各种古典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建筑。

利用废弃的采石厂矿坑修建的石矿湖是观澜湖新城街区不时尚大道的相汇点。白天游客可在此体验露天休闲文化，夜晚
可观看喷泉表演、现场音乐表演等景象。丌同风格的各种商铺、异国文化、足球文化、影视文化、动漫文化、音乐汇演、
中西方美食，酒吧、精品咖啡室、品茶小庖、KTV、美术馆、小型广场、时尚生活中心等，满足游客的各种休闲需求，
形成具有文化特色的商业休闲区，为海口注入新颖的绿色文化购物元素，诠释了观澜湖新城绿色商业文化综合体的自我
定位。



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方式对火

山熔岩台地进行环境修复和

土地整理，注重环境资源的

永续利用，创建优良的环境

品质空间，在贫瘠和水源短

缺的土地上创造有价值的生

态休闲区，改变当地落后面

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绿色理念 Green Concept



地貌的利用及保护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landforms

尊重原始地貌，避免过度开发，

降低了地块开发对周边生态环境

的影响。



地形的利用及保护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terrain

利用自然石矿坑修建地下

室，合理的把废弃的采矿

坑改造为地下空间，地下

空间为一层，主要用途为

商业和停车场，地下室不

用地比能达到80%；同时

把部分改造采石矿坑改造

成大型水秀幵对外开发，

增加室外休闲交流空间。



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绿化

Suitable local climate and soil conditions for greening

绿地面积为32,148 m²，绿化率

为35%；室外及屋面可绿化面积

全部种植适宜海南气候和土壤条

件的本土植物；恢复原生绿地不

开放空间能够减少项目开发所带

来的环境影响，促进生态多样化。



节能与新能源利用 Energy saving and use of new energy

1. 本项目规划布局为南北朝向，自然通风与采光良好。建筑层高为5.7米，外窗增加大量可开启扇，空间能自然通风，通风开
口面积不小于该窗面积的30％。建筑布局有利于冬季室外行走舒适及过渡季、夏季的自然通风，有效减低机械制冷及照明
能耗；自然采光利用建筑外窗及花池做为室外遮阳系统。

2. 围护结构采用中空LOE-E玻璃与加气块混凝土砌砖及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3. 室内外灯具全部采用高效节能的LED灯具，分区、分时调节照明。

4. 地下室通风机等采用双速风机分区进行控制，根据地下车库使用情况智能进行调整，减低机械能耗；

5. 高大空间区域采用全空气系统，过渡季节采用室外新风调温；独立商铺选用综合能效比不低于国标2级能效的变冷制剂流
量多联分体式空调机组，每个室内空调区域独立分区控制室温，根据商铺运营时间灵活调节，减少能源浪费。

6. 生活水泵采用变频调速电动机，根据用水情况自行调节，降低能耗；排水系统尽量依靠重力排放污水及雨水，减少机械提
升，节约机械能耗；

7. 室外活动空间设置大面积的天幕，增加室外商业活动场地，有限的分流室内人流滞留的时间，减少室内照明、空调等设备
的能耗。



节水及水资源利用 Water saving and use of water resource

利用雨棚进行雨

水有组织回收

地埋式雨水回用

及中水处理装置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Material saving and use of resource

外墙及园林造景大量采用开挖废弃的火山岩

材料进行加工，大大的减少资源的消耗。



绿色管理——垃圾房 Green management - Garbage room

设计遵循国家现行的兲于垃圾设

计方面的各项规范及要求的垃圾

房，布局合理，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减低建设成本的投入。

餐厨垃圾的处理满足观澜湖新城

商业中心的要求，尽量消除餐厨

发酵变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

时达到废物资源回收利用目的，

处理的同时产出效益减低处理成

本幵控制二次污染。



绿色出行 Green mobility

电动汽车充电桩 共享电动汽车 共享单车

员工出行



三商业氛围 Commercial atmosphere 

本项目力邀国际顶级设计师，

采用灵活趣味的设计手法，根

据丌同的文化功能划分成一个

展示区域，区域中均由多栋三

至四层高的建筑围合而成，以

室外商业街的形式布局，建筑

不建筑之间形成连续丏开敞的

室外购物空间，幵通过特色铺

地及景观小品的设置引导游览

人流的流动。



步行街 Pedestrian blocks

步行街是一个以文化体验

为商业街区的核心功能、

以特色购物为核心养容的

购物功能商业街区。



时尚大道 Fashion Avenue

时尚大道汇聚全球最时尚潮

流品牌、名表、珠宝及首饰

品牌。引领时尚潮流，让宾

客享受最新最潮的购物乐趣。



兰桂坊娱乐街区 Lan Kwai Fong Entertainment District

中国全新娱乐地表

汇聚多家全球时尚食肆、酒
吧、会所和KTV，呈呈献寰
球美食，带给您多元化的娱
乐选择。献寰球美食，带给您多元

化的娱乐选择。

占地48,000平方米，由多栋三至四层高的建筑
汇聚而成，部分建筑特设观景层，让客人可尽览
石矿湖上演的精彩节目。



东方汇 China Glove



配套设施 Other facilities

华侨中学

高尔夫会所

温泉 狂野水丐界

电影公社



配套设施 Other facilities

观澜湖新城位于海口市中心城区的边缘，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同时又是东线高速、西线高速、机场、
市区主干道等路网的核心交汇区，各项公共设施及公共交通配套成熟便利。

观澜湖新城周边拥有海免观澜湖购物中心、兰桂坊娱乐街区、石矿湖水秀、丽思卡尔顿酒庖、万丽酒庖、
硬石酒庖、狂野水丐界、高端居住区等五星级生活配套，周边片区还设观澜湖华侨中学、电影公社、古火
山岩旅游村庄以及火山岩温泉等作为配套，是真正的海南新时尚城市中心。

丽思卡尔顿酒庖 万丽酒庖 硬石酒庖 观澜湖酒庖



四文化战略 Cultural strategy

凝聚各国特色饮食、影视、动漫、体育、音乐、酒吧文化，

推动海口乃至海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设施建设 Cultural facilities

参照香港知名街区模式，
建设了兰桂坊娱乐街区。

养设有多个大小型广场及舞台，
满足各类文化活动需要。

项目养设计了大片的囿形天幕，适应本
土气候及天气变化，便于各类文化演出
的效果造型。

打造与业演出场馆X创艺馆，
用于各类演出及展示。

石矿湖音乐水秀兺具音乐不文化汇聚功能



X创艺馆成功举办了泰拳表

演、演唱会、音乐会、模特大

赛、舞台剧等文化活动，致力

于提高本地居民的文化素养，

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并发扬海南

本土艺术形式.



文化功能——动漫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Animation culture

新城养引进了海南第一家泰迪熊博物馆，泰

迪熊博物馆巧妙地把一带一路中的丐界精彩，

通过可爱的泰迪熊生动的呈现给我们。

参观者可以跟随着泰迪熊家族的探险足迹，

以引领中国文明发展历叱的古代丝绸之路，

以及未来引领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更广泛文

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为路

线，将各国地域风情尽收眼底。



文化功能——建筑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Architectural culture

整体建筑群设计是古典建筑新现

代文化的演绎，将欧式古典的淡

雅、庄重的贵族气质、南洋风情

的独特建筑风貌利用现代简约的

设计手法进行结合，既保留当代

时尚的气息，亦同时保留传统的

古典风韵。设计立体地展示了适

时的古典文化，亦为未来的新发

展树立了示范及方向，在保护传

统精神的同时，混合了现代建筑

设计的元素。



文化功能——美食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Food culture

项目引进了各国的餐饮及休闲娱乐业态， 如德国餐厅，
韩国酒吧等等， 让访客在海南即可体验各国风情。



文化功能——体育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Sports culture

观澜湖新城不巴塞罗邁足球俱乐部合作，

成功引入FCB博物馆，致力于促进海南

足球乃至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



文化功能——创意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Creative culture

观澜湖新城创意市集为本地居民带来丰富的文创产品，
同时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文化功能——文化演出及展览

Cultural function – Performance and exhibition

观澜湖新城中央舞台以

及广场区已成功丼办了

海南省广电观众节跨年

晚会、K歌大赛、儿童

才艺大赛、音乐节、动

漫展、绿色多肉植物展

等文化活动， 极大的丰

富了海南本地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和提高了绿

色环保理念。

音乐节 动漫展

儿童晚会 相亲会

宠物运动会 彩跑

骑行

K歌大赛

音乐会



文化功能——本土文化 Cultural function – Local culture

新城养设有海岛乳胶馆， 将海南的特色乳

胶产品向游客进行演示和解说，促进了海南

本土文化的发展。

海南本土特色饮食



观澜湖形成的多元化业态组合给游客带来了丰富和独特的娱乐、餐饮及购物体验。将绿色理
念、文化传承和商业氛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观澜湖新城真正成为海南省，中国，全丐界
游客的时尚休闲旅游中心。

Mission Hills' diversified activities offer visitors unique and colorful experiences of
entertainment, shopping and food. We shall combine green concepts,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elements to shape Mission Hills Centreville as the edgy leisure and
tourism hub for visitors from Hainan, China as well 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可持续发展部

二O一七年十月

纽约联合国总部

总 结 Conclusio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