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zoo 从筑介绍
联结城乡 从筑生活



我们融入乡村
Cozoo从筑 是由一批热爱建筑设计 文

化旅游的年轻人于2015年创立的一个乡
建团队 受当下各地乡村建设热潮的鼓
舞 从筑 团队投身于此 期望凭借创
新的理念为发展中地区植入新型元素
达到城乡知识交流和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

从筑概述

我们知道如何融入乡村
从筑 介力 是从筑的核心价值 旨在

通过与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与联结运营
的方式探索出以社会影响力为导向的乡
村运营模式 用科学技术 人文关怀
现代营销 文教普及等社科方法因地制
宜 植入切合的先进理念 引导乡村的
可持续发展 建立乡村品牌影响力 改
善当地村民生活条件 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



乡建原则

从筑  主动走进城镇和乡村 真实体验
并融入当地生活 在城市资本大规模进
军乡村的背景下 我们主张

不破坏乡村生态环境
不迁移乡村居民
不透支乡村产业

摒弃千篇一律的旅游开发模式 以深度
介入的方式结合当地村民的诉求与政府
的发展规划 并坚持依托乡村现状和人
文风俗建立一套符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
新模式



为当地社区创造正面价值是项目由始至
终的重点 从筑与合作伙伴 山寨城市

影响力云计算数据分析评估机构 将
制定出一系列的影响量度标准,以追踪当
地社区的发展, 并监测项目对于当地带来
的正负影响

智慧乡村 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更高要求
和标准 从筑的战略合作伙伴京信通
信 2342.HK)会为项目地提供从网络覆
盖到项目运营管理的完整信息化解决方
案  我们相信 智慧农村 是进一步破解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 打破信息不对等
释放农村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关键

影响力评估&智慧乡村



Cozoo Impact 会以 社区营造 的视角切
入到乡村商业模式中的讨索中 引进外
界的人力 财力 物力 循着 教育学
习 观念改变 行动实践 的策略 重新
集结分散的社区社会力  与国内外知名
院校长期合作的农村学术工作坊也会让
我们的项目地成为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探讨的长期试点  最后打响产业的品牌,
带活当地产业 让乡村生活变得有价值
有尊严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以及多样的
经济增长机制  保护村庄文脉以及社区
完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不要让它陷入
中国式过度商业开发的陷阱之中, 防止由
于大量游客入侵导致的文化凋敝现象

社区营造



汤家庄乡建计划



黄山雄踞于安徽南部黄山市境内 是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是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
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与长江 长
城  黄河同为中华壮丽山河和灿烂文化
的杰出代表 被世人誉为 人间仙境
天下第一奇山 素以奇松 怪石 云
海 温泉 冬雪 五 绝 著称于世

汤家庄村位于未经开发的黄山西大门所
在的焦村镇内 交通基础设施优良 属
于华东各大城市4小时驾驶半径圈内

黄山



皖南山川秀丽 气候宜人 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 名山秀水和文物古迹遍布境
内 以自然风光为主 并集山 水 人
文景观之大成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
互交融 融资自然 名胜于一体 蜚声
世界 名山 名水 名城具备 其旅游
资源的特色就是景区集中  近年来屯溪
机场开通了国际航线直通韩国日本和台
北 境外游客络绎不绝

汤家庄村地处皖南核心区域 毗邻黄山
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 与绝大多数皖南
景点都在两小时车程范围 交通便达
离黄山北高铁站和屯溪国际机场分别只
有60和80分钟车程

皖南



2010年到2015年 5年增长2121.2万人 平均
每年增长424万

2015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4665.9万人 远超
作为全球最大赌城的澳门 3071.46万人

近五年黄山市旅游收入增幅超过GDP增
幅 2015年旅游收入为400.7亿 较2010年增长
近一倍

黄山旅游市场酒店营收 特色餐饮 旅游服
务三大板块占主导地位

国家政策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关注和侧重 条
件放宽及政策扶持力度巨大

黄山旅游业发展 数据

2016年全市接待游客共计5187.1万人次 同比增长11.17% 旅游总收益450.1亿元 同比增长12.33%

全年接待入境游客215.2万人次 同比增长11.26% 其中 以韩国游客共计67.349万人次占主导比例

国内游客中 江浙沪长三角地区游客共计约2730.3813万人次

根据年龄区分 15至35岁年龄段游客占比约60%

在国内游客中 将近46%的游客有二次及以上的再次到访黄山

游客平均逗留日期为3～5天 占比35% 逗留5 10天的占比为14%

在出游方式选择上 高达79.73%的游客为散客形式 其中 自驾游群体占比40%

趋势

·黄山周边景点持续成为游客关注和到访
·传统的集中式酒店行业受到特色民宿的挑战 乡村旅游度假将成为散客群体的新选择
·自驾游成为黄山旅游新趋势占比日益强化 长三角地区游客尤其凸显
·皖南赣北浙西黄金三角区域乡村旅游度假出游频次保持高速增长 黄山地区凭借优势旅游资源独树一帜



汤家庄村由毛坦 汤源 陈坑等数个村
民组组成 分布在太平湖的源头秧溪河
两旁 每个村民组规模都不大 户数介
于20至40户之间 而村民组之间相距亦
只有1至2公里 村中房屋以徽派建筑为
主  由于处于未开发阶段 并且受大黄
山景区环境政策所保护 秧溪河清澈见
底且鱼类丰富 漫山的茶田和毛竹使得
四季的景色皆有不同 呼吸时可以感受
到浓烈的负离子  依托黄山壮丽的景
色 深厚的皖南文化以及地道的当地菜
肴使得它成为小众游览路线的绝佳目的
地

村落环境



空心化
茶产业处在价格洼地
地理位置隐蔽

汤家庄目前有人口1000多人 农户 285 
户 其中劳动力 571 人 从事农业生产 
313 人 外出务工 258 人 村中没有学校
导致大多数家庭平时移居镇上或黄山城
区 加上村中青壮年基本外出务工 使
得为数不少的房屋闲置或废弃 整个村
子冷清缺乏活力

茶叶 黄山毛峰 为村里主要经济作
物 由于跟附近其它茶叶产区要比 汤
家庄海拔较低 而且无产量优势 导致
当地茶叶无法卖出好价钱 农田方面
人口迁出使大多现存农地长期荒废 只
有少数菜田由留守人员自家耕种 种植
方式为精耕细作的土耕模式

村落现状



Cozotel 从筑.山苑 
10个精品双人间 4个套间 开会接待
酒店娱乐设施

Cozoo Home 从筑.乡居 
一期 2栋民宿改造 4个双人间 2个

套间
二期 8栋新建民宿 泳池spa

Cozoo Warehouse 从筑.仓社 
老大会堂改造公共空间 青年旅舍

餐饮 展览 工作坊 表演 娱乐 32
个床位 12个双人间

Cozoo Food Lab 从筑.食研 
从农地到餐桌的体验式餐厅 将当地

食材和创意做法进行结合

Cozoo Camp 从筑.宿营 
1个自驾补给站 一片滩涂露营地 亲

近大自然的绝妙体验

从筑＋汤家庄

村民们享受利益分成 
项目及活动的联合开发将为村民带来持续的收益

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影响基金 
一部分运营的收入将被用于村庄的改善和村民的福利保险

旅游服务管理就业培训 
英语及中文普通话培训 以及待客技能的训练

农业合作社
由中科院农业专家指导 示范新兴农业及土壤整治技术



区别于传统酒店的大规模大管理 从筑
酒店秉承精细品质和臻致服务 为您的
乡村旅游度假提供五星级标准的住宿体
验 在从筑酒店 繁杂的流程和杂乱的
人员管理将不会打扰你的享乐时光



夯土 青瓦 泥巴墙 土砖 结合上从
筑现代化的设计和装饰 呈现给热衷民
宿追求乡村文化的您最别致的体验 一
对一管家服务可以解决居住体验中的诸
多疑虑 乡村晚会 登高踏青 和最淳
朴的村民一起休闲享乐



废弃的厂房 会堂及作坊 在从筑团队
看来都是极具生命力的个体 文化
教育 办公 设计 手工艺等元素的植
入 将拉近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距离 同
时 从筑空间也是画作 雕塑等创作的
摇篮 文化艺术是从筑文旅产业的重要
体现



舌尖上的乡村 联合当地农民 从筑关
注改良农耕土壤和优化农耕环境 从当
地培育的食材中精挑细选 为你烹饪最
具当地特色的美味佳肴 保证食材的新
鲜和有机 相信定制化餐饮更能迎合味
觉更挑剔的你 在兼顾扶助当地菜农收
益的同时孵化创新更迎合市场的菜式



风花雪月不止大理独有 高山 草原
山谷 茶园 缓溪或激流 从筑露营地
一样提供给追求大自然和冒险精神的你
一份流连忘返的追根溯源之旅



毛坦规划

Cozoo Home 
从筑.乡居 - 2/3 

Cozoo Food Lab 
从筑.食研 - 5 



陈坑营地规划

Cozoo Camp 
从筑.宿营 - 1/2/3



汤源规划

Cozotel 
从筑.山苑 - 3

Cozoo Home 
从筑.乡居 - 7 

Cozoo Warehouse 
从筑.仓社 - 5/6



现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