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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的规范偃师市中心城区商业网点的建设与管理，实现中心城市商业网点

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特制定本规划，凡在规划范围内的各级

商业网点的规划和建设必须遵循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主要针对偃师市中心城区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商业中心，大中型零售

商业网点、特色商业街、规模餐饮住宿网点、专业市场等部分进行规划。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商建发[2004]180 号）； 

5、《城市商业中心等级划分》（征求意见稿）； 

6、《零售业态分类（GB/T18106-2004）》； 

7、《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16 版）； 

8、《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

号）； 

9、《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规[2017]59 号）； 

10、《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心商务功能区和特色商业区发展的指导意见》

（豫政〔2012〕17 号）； 

11、《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12、《洛阳市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省级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洛政办

〔2016〕134 号）； 

13、《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14、《洛阳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2006-2020）》； 

15、《偃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6、《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期限期末一致，即 2018-2035 年。 

近期为 2018-2020 年，远期为 2021-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所界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北至

北环路、南至顾县镇、西至汉魏路、东至东环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 52 平方公

里。 

第六条 指导思想 

以创建具有偃师市特色的现代化商贸流通业为目标，建设大市场、发展贸易、搞活

流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科

技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重点发展连锁经营和新的营销方式；提高商贸业现

代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逐步建成经营布局合理、网络健全完善、业态结构优

化、服务功能齐全、方便居民生活的区域性商贸中心。 

第七条 规划原则 

1、落实总规、优化布局、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 

2、以人为本、层级明确的原则； 

3、传统和新兴业态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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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控制指标和标准 

根据《城市商业中心等级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结合偃师市实际发展情况，

特制定城市级商业中心、片区级商业中心和社区级商业中心，以及各项商业设施的

控制指标和标准。 

第八条 城市级商业中心 

1、综合指标 

商业商务建筑规模大：城市商业中心内的商业营业用房（不包括住宅、公寓和写字

楼）的建筑面积不低于 30 万平方米，其占地面积应占该中心土地面积的 50%及以

上。  

商业业态配比合理：城市商业中心内的零售业态应以百货店、购物中心、超市、便

利店为主；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金融、商务等服务业较为齐全。在营业收

入中，零售业占 60％及以上。 

商业网点设置：大型购物中心 1 处以上，大型百货店 2 处以上，大型综合超市 2 处

以上，专业商场及四星级以上酒店 1 处以上，以及各类专业店、专卖店等。 

商业营业期长：夜间(18：00-24：00)经济活动营业收入占该中心的营业总收入的比

例不小于 15％。 

客流规模大：最近三年的年平均客流量在 300 万人次及以上。  

2、功能特征 

市级商业中心主要服务于市内及周边地区的中高收入群体和一定数量的旅游者，具

有较高知名度，功能完备，商旅结合、文化交融，是偃师市中心城区商贸活动的主

要聚集地。 

3、业态导向 

以购物中心、百货店为主力业态，同时设置各类品牌专卖店专业店，大力发展新兴

现代商业，鼓励发展老字号特色商业，适当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和商务服务网点。 

鼓励设置：购物中心、百货店、专卖店、专业店、餐饮娱乐网点、文化休闲网点； 

适度设置：大型专业店、中小型超市、生活服务网点、商务服务网点； 

限制设置：仓储商店、大型商品交易市场等。 

第九条 片区级商业中心 

1、综合指标 

商业商务建筑规模：城市商业中心内的商业营业用房（不包括住宅、公寓和写字楼）

的建筑面积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其占地面积应占该中心土地面积的 50%以上。 

商业业态配比合理：零售业以中型百货店、超市、便利店为主，餐饮业和居民服务

业齐全。 

商业网点设置：购物中心或大型百货店 1 处以上，综合超市 1 处以上，专业商场及

星级以上酒店 1 处以上，以及各类专业店、专卖店等。 

服务人口：服务人口 10-15 万人以上。 

2、功能特征 

通过集群式形态建设、多业态集中发展，满足区域内居民和各类外来人口的购物、

餐饮、娱乐、文化、休闲等综合消费需求，商业与商务相对集聚，商业与交通协同

配套。  

3、业态导向 

鼓励设置：百货店、综合超市、专卖店、专业店、餐饮娱乐网点、文化休闲网点； 

适度设置：大型超市、大型专业店、生活服务网点； 

限制设置：仓储商店、批发市场等。 

第十条 社区级商业中心 

1、设置标准 

社区商业按居住人口规模和服务的范围可分为邻里商业、居住区商业和社区商业中

心，各级社区商业设置规模可参照表 2-1 的规定，社区商业的功能、业态组合可参

照表 2-2 的规定。 

2、功能要求 

超市环境应符合 GB/T 17110 和 SB/T 10400 中的规定，其它购物服务设施应符合相

应的规定，为居民提供便利、安全的购物环境。餐饮服务设施应满足 SB/T 10426

规定的要求，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安全的餐饮服务。美容美发服务设施应符合

SB/T 10270 的规定。洗衣店应符合 SB/T 10271 的规定。照相馆应符合 SB/T1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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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旅馆应符合 SB/T 10268 的规定。药店开设应符合《药品管理法》、《药

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遵循合理布局、

方便群众购药、安全经营等原则。其它社区商业设施应满足相应的法规和标准。 

表 2-1：社区商业分级表 

分  类 
指   标 

商圈半径(km) 服务人口(人) 商业设置规模(M
2
建筑面积) 

邻里商业 ≤0.5  1～1.5万  ≤0.3万 

社区商业中心 ≤1.5  3～5万  ≤2万 

 

表 2-2：社区商业的功能、业态组合 

分 类 
业 态 组 合  

功能定位 必备型业种及业态 选择型业种及业态 

邻里商业 

保障基本生活需

求，提供必需生

活服务 

菜店、食杂店、报刊亭、餐饮店、理发

店、维修、再生资源回收店 

超市、便利店、图书音

像店、美容店、洗衣

店、家庭服务等 

社区商业中心 

满足日常生活综

合需求，提供个

性化消费和多元

化服务 

百货店、综合超市、便利店、药店、图

书音像店、餐饮店、维修、美容美发

店、洗衣店、沐浴、再生资源回收、家

庭服务、照相馆 

专卖店、专业店、旅

馆、医疗保健、房屋租

赁等中介服务、宠物服

务、文化娱乐等 

第十一条 大中型零售网点 

参考国家商务部《零售业态分类新标准》（2004），本次规划大中型商业零售网点

主要是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大型超市等三类零售业态。按照分级设置、错位

经营的原则，新建和改建的大型商业零售网点，原则上不能影响到商圈内现有大型

商业零售网点、社区商业网点的正常经营，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利用。 

1、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是指在一个大型建筑体(群)内，由企业按规划开发、拥有、管理、运营的

各类零售业态和服务设施的集合体，主要载体形态有城市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及

大型商城。市级购物中心营业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内、服务半径为 10-20 公里；

片区购物中心营业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服务半径为 5-10 公里。设置区域主要

是在市、区域商业中心以及交通便利的城乡结合部。 

2、百货商场 

百货店是指在一个较大建筑体内，根据不同商品门类设销售区，以销售日用工业品

为主，提供相应服务，能满足对商品多样化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规划面积在

6000-20000 平方米，服务半径为 5000 米，服务人口为 20～30 万，设置区域主要是

在市、片区商业中心内或大型购物中心内。 

3、大型超市 

大型超市是指采取自选销售方式，以销售大众化实用品为主，满足一次性购物的零

售业态。规划面积在 6000 平方米以上，服务半径为 2000 米，服务人口为 10～15

万，设置区域主要是在市、片区商业中心或大型购物中心内。 

第十二条 特色商业街 

商业街要求一般街长 300 米以上，商业店面 60 家以上，配套设施较为齐全，购物

环境舒适，经营特色鲜明，能为消费者提供购物、休闲、观光等完善的服务。特色

商业街的同类商品或服务聚集程度高，主营行业特色店数量占街区内店铺总数的

70%以上，主营行业销售收入占商业街销售总收入的 70%以上。 

特色商业街以综合性商业街、专业街为主，着重考虑临滨水区、绿地公园、文化遗

址、高铁站等特殊地段设置特色商业街。 

综合性商业街集聚经营不同种类商品的店铺，通常由大型百货店为骨干，集中多样

化的专业店、专卖店等业态，有丰富的文化娱乐、餐饮、休闲等服务设施。长度一

般不应小于 500 米。 

专业性特色商业街以集聚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店铺为主，如电器街、服装街、皮

具街、字画街、美食街、酒吧街等。对传统文化街区，要保护文化、遗址，发掘文

化内涵，赋予文化街区新时代的新功能，使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扬。专业性特色

商业街长度应不小于 300 米，同类店铺的密集度不小于 50%。 

第十三条 规模餐饮住宿网点 

以《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2010）标准为依据，对未取得四、五星级标准

的酒店按照相关评定标准加快建设、积极申请。其次，根据城市功能布局和消费群

体、消费层次、消费需求的不同，重点在市区发展特色餐饮街区，在新居民区社区、

工业园区周边发展便利餐饮网点。 



偃师市城市商业网点布局（含市场）专项规划（2018-2035）    【文 本】 

-4-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控制规模。以市区人均拥有餐饮网点营业面积 0.5 平方米进行配置。 

2、对已形成的餐饮街区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经营环境，增加停车车位。 

第十四条 专业市场 

专业市场具有商品的集散、价格形成、结算、信息处理、市场调控等功能。 

专业市场的规划面积控制在 20000 平方米以上，在空间布局上，中心城区核心区原

则上不再新建；现有的面向市区的居民消费品专业市场可以保留在核心区以内，但

应将商品市场的仓储物流配送迁移至中心城区边缘；物流量大、以区域性辐射为主

的消费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以及硬件条件较差、配套不齐全的消费品专业

市场，要结合城市规划改造逐步调整至中心城区边缘。 

重点培育和扶持肉、菜、粮、家禽、水产品、农副产品大市场，重点做大做强工程

机械、机电及汽车交易、建材、家具、家电、日用百货市场，规范发展二手车、二

手商品、报废汽车、废旧物资及花鸟宠物奇石市场。按照“两型社会”建设要求，

充分发挥资源的有效利用，开拓能源节约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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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商业发展定位、目标与策略 

第十五条 发展定位 

洛阳市东部区域商贸中心； 

古都文化旅游特色商贸展示区。 

第十六条 发展目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规划近期按年均增速 12%计算，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 260 亿元，远

期按年均增速 10%计算，203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 674 亿元。 

2、零售商业总额预测 

预测 2020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零售商业总额约为 37 亿元； 

2035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零售商业总额约为 81.6 亿元。 

3、零售商业规模预测 

2020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零售商业网点总规模需求约为 37-65.5 万平方米，居民人

均零售商业网点面积达到 1.1 平方米； 

2035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零售商业网点总规模需求约为 81.6—122.4 万平方米，居

民人均零售商业网点面积达到 1.7 平方米。 

第十七条 各类商业设施指标预测 

本次各类商业设施数量预测综合考虑了相关标准的要求，以及产业布局、人口分布

等因素，依据零售商业设施规模预测的结果，同时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综合得出

本次各类商业设施的数量。 

1、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一般按 30—50 万人设置一处，服务半径 10-20 公里，本次规划结合偃师

市人口，以及上位规划中公共服务中心的布局，同时参考其他城市的经验数值，本

次规划购物中心 1-2 个。 

2、大型零售商场 

大型零售商场一般按 20—30 万人设置一处，服务半径 5 公里，本次规划结合偃师

市中心城区人口 48 万人的规模，规划大型零售商场为 2-3 个。 

3、特色商业街 

商业街的数量与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定位，以及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现状基础情

况密切相关，本次规划考虑到偃师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现状基础情况，规

划商业街数量 8-12 条左右。 

4、四星级以上酒店 

星级酒店的数量一般与城市商务会展、旅游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偃师市总部经济、

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繁荣，星级酒店的数量也将大大增加，本次规划五星

酒店 1 处、四星酒店 2 处、三星酒店 3 处。 

5、专业市场 

本次综合考虑偃师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布局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规划商品交易市场 8-

10 个。 

第十八条 发展策略 

1、打造展示城市繁华的城市商业中心； 

2、提升品牌的经营意识 ； 

3、塑造文化商业的商贸氛围； 

4、提升社区服务的便捷程度； 

5、构建具有集散功能的物流商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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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商业中心布局规划 

第十九条 商业中心体系规划 

规划范围内商业中心布局与城市结构相契合，按照《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

2035）》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要求，规划形成“一主四副、六带多点”的空间结

构。 

一主——规划 1 处市级商业中心，即偃师综合商业中心。 

四副——规划 4 处片区级商业中心，包括乐享茂商业中心、上海商贸城商业中心、

新区中轴线商业中心和岳滩旅游商贸中心。 

六带——规划 6 条重点商业带，包括汉魏故都旅游商业带、新区中轴线商业带、槐

新路商业带、洛神路商业带、老城滨河风情商业带、顾县特色休闲商业带。 

多点——规划 16 处社区级商业中心，服务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 

第二十条 城市级商业中心规划 

1、范围与规模 

北至民主路、东至迎宾路、南至首阳路、西至洛神路-新星路-槐化路。总用地面积

142.5 公顷，其中商业用地 39.77 公顷，商务用地 0.75 公顷，娱乐康体用地 0.39 公

顷，零售商业网点营业面积 30-40 万平方米。 

2、发展目标 

服务偃师市、辐射洛阳东部、融现代化综合商贸、专业商贸、文化旅游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商业中心，偃师以唐文化和夏商文化为主等文化积淀的展示平台。 

3、功能定位 

洛阳东部的现代化综合商贸中心区、专业商贸发展区、偃师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风

采的展示平台，偃师市旅游服务中心。 

4、业态构成 

购物中心（1 个）——中成百货（含 1 处百货商场、1 处大型超市）； 

规模零售商场（1 个）——西亳市场； 

大型超市（1 个）——众志超市； 

专业零售（1 个）——特色工业产品展销区； 

特色商业街（4 条）——服装精品步行街、电子数码一条街、特色餐饮一条街、文

化风情展示街； 

星级酒店（1 个）——提升 1 家三星级酒店。 

4、建设引导 

划分商业功能分区，完善消费综合服务；发展新型零售业态，提升商业综合品质；

合理利用立体空间，完善消费服务设施；建设主题特色街区，引导品味生活消费；

引入现代商贸模式，构建商业展示平台。 

第二十一条 片区级商业中心规划 

规划片区级商业中心共 3 个，为乐享茂商业中心、上海商贸城商业中心和新区政务

商业中心。 

1、乐享茂商业中心 

（1）范围与规模 

西起迎宾大道、东至文化路、北至东明路、南至伊洛大道。总用地约 26.76 公顷，

其中商业用地约 6.51 公顷，零售商业网点营业面积 10-15 万平方米。 

（2）发展定位 

以服务老城东南拓展新区为主，集购物、娱乐、休闲、餐饮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性

商业中心。 

（3）规划引导 

1）强调商业及多种功能复合，建设 1 处城市商业综合体或大型购物中心，内设 1

处大型综合超市、大型百货店，区内应设置 5 处以上专业店或专卖店以及功能定位

中要求设置的相应职能，其商业业态要求齐全、互补； 

2）建议其建设形式以多栋不同功能建筑组合而成，形成内部回旋模块式发展； 

3）建设商业休闲和宣传活动空间 1 处，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 

4）设置相应的停车设施和现代商业的辅助设施，如问讯处、商业电子消费卡点等； 

5）加强对地下空间进行合理利用。 

（4）业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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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设置：城市商业综合体或购物中心、大型超市、大型专业店及专卖店、餐饮店； 

适度设置：百货店、中小型专业店及专卖店、便利店、折扣店、生活服务网点； 

限制设置：仓储会员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低档次的各类零售店。 

2、上海商贸城商业中心 

（1）范围与规模 

北至商都大道、南至滨河路、西至规划路、东至杜甫大道，总用地约 142 公顷。其

中，商业用地约 50.02 公顷，商务用地 35.74 公顷，零售商业网点营业面积 15-18

万平方米。 

（2）发展定位 

服务于洛北片区、伊洛片区，以全新的商业理念，打造业态规模最大，商品最全，

服务最优、价格合理的商业中心，为消费者提供购物休闲、旅游娱乐、家居建材、

汽配零售批发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服务，逐步成为享誉市内外的现代新型购物场所

和消费乐园。 

（3）规划引导 

1）进行功能分区，华夏西路南侧引导发展大型综合性商业，北侧注重发展专业性

商业，优先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专业店； 

2）提升现有商业业态，建设和改造一批区域内大型商业网点，使商业业态配置合

理，功能齐全、分工细化，实现错位和差别化经营； 

3）改善外部购物环境，增加文化休闲功能和现代商业配套设施，如增加商业电子

消费卡点、导购亭、室外休闲空间等； 

40 对周边路网进行统一规划，打通上海商贸城小外环路，拓宽上海商贸城西侧街

路，进行路口渠划、优化交通流线组织，增加停车设施； 

5）提高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满足大项目建设要求； 

6）进行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 

7）逐步提高华夏西路两侧大型商业建筑间的互通性，通过建设步行连廊的形式，

实现不同商业体间的共赢。 

（4）业态控制 

鼓励设置：家居建材商店、停车场及设施、大型专业店、专卖店、文化娱乐休闲设

施； 

适度设置：城市商业综合体、便利店、折扣店、餐饮网点； 

限制设置：农贸市场、仓储会员店。 

3、新区政务商业中心 

（1）范围与规模 

北至中州路、西至府佑路、东南至滨河路，总用地约 84.26 公顷。其中，商业用地

23.98 公顷，商务用地 11.36 公顷，零售商业网点营业面积 15-20 万平方米。 

（2）发展定位 

建成集商务、文化娱乐、购物、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区级商贸业中心。 

（3）规划引导 

1）依托洛河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引进各具特色、有序竞争、功能互补的商业网

点，新建 2 处城市商业综合体或 1 处大型购物中心，内含 1 处大型超市，5 处以上

专业店、专卖店以及功能定位中要求设置的相应职能，其商业业态要求齐全，互补； 

2）统筹考虑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合理设置地下停车系统、管网系统和商业设施； 

3）设置相应的停车设施和现代商业的辅助设施，如问讯处、商业电子消费卡点等，

同时配置商业休闲和宣传活动空间 2 处，每处面积不少于 150 平米； 

4）新区文博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突出文化特色。 

（4）业态控制 

鼓励设置：城市商业综合体或大型购物中心、大型百货、专卖店、专业店、文化娱

乐、星级酒店、文创专卖店等网点； 

适度设置：大型超市、便利店、折扣店、中小型餐饮网点； 

限制设置：仓储会员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 

4、岳滩旅游商贸中心 

（1）范围与规模 

规划区北至滨河南路、南至工业大道、西至夏都大道、东至工业区，总用地约

77.80 公顷，其中，商业用地 5.80 公顷，商业综合用地 38.68 公顷，零售商业网点

营业面积 10-15 万平方米。该区域作为偃师未来科教文创区，重点发展科研教育和

文创产业功能，西侧临二里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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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定位 

以特产、美食、旅游服务、文创等业态为主的旅游商贸服务中心。 

（3）规划引导 

基于二里头国家遗址旅游开发、科教文创园的打造，构建具有偃师文化特色的旅游

商贸服务中心。 

（4）业态控制  

鼓励设置：旅游商品市场、专卖店、文化娱乐、星级酒店、文创专卖店等网点； 

适度设置：特产超市、便利店、中小型餐饮网点； 

限制设置：仓储会员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 

第二十二条 社区级商业中心规划 

1、以现状社区商业为基础，采取独立配置模式、相对集中模式和互补错位模式 3

种模式配置社区商业中心。 

2、在距离市、区级商业中心较远的独立社区，规划群组式或会所式布局的社区商

业中心，基本商业服务设施不低于 15000 平方米，配置较为完善的独立配套社区商

业网点体系。 

3、在距离市、区级商业中心 2－3 公里范围内的社区，规划相对集中的沿街式或群

组式布局的社区商业，规划配置必备性业态和部分选择性业态。 

4、在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或 1 公里范围内的社区，按照错位互补的原则，适当

补充配置部分必备性业态和选择性业态。 

5、按照“方便居民服务、优化商贸资源配置”的原则，在偃师规划建设社区商业

中心 16 处、邻里商业 37 处。其中老城片区社区商业中心 6 处、邻里商业 14 处；

首阳片区社区商业中心 6 处、邻里商业 15 处，伊洛片区社区商业中心 2 处、邻里

商业 4 处，顾县片区社区商业中心 2 处、邻里商业 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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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中型零售网点布局规划 

第二十三条 规划目标 

科学规划和合理确定各类大型零售网点的数量结构、业态类型和空间布局。对现有

大型零售网点进行改造升级，根据城市发展要求和居民生活需要，合理布局和新建

大型零售网点。 

规划到 2035 年，偃师市各种大中型零售网点发展到 12 个，使大中型零售网点成为

现代都市商业格局的重要节点，成为商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从而提升零售商业水平，

全面提升偃师市商业水平。 

第二十四条 规划原则 

1、符合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要求； 

2、最短时间原则； 

3、区位易达性原则； 

4、聚集原则； 

5、接近购买力原则； 

6、优先选择有地域特色的地区； 

7、注重对原有商场的改造升级和功能更新，增强综合服务能力，注重特色经营和

错位经营。 

第二十五条 规划布局 

1、结合城市级、片区级、社区商业中心布局，形成集聚效应，促进商业中心的形

成。 

2、根据城市发展需求和居民生活需求，合理布局新增大中型零售网点。 

3、具体选址和周边教育设施应保持不低于 300 米的距离。 

4、规划保留现状中城百货、众志超市、乐享茂城市综合体（在建），规划提升改

造西亳市场，现状大张盛德美近期保留远期迁出，新增购物中心 1 处、大型超市 4

个。 

 

表 5-1：大中型商业网点规划一览表 

编号 位置 等级 规划措施 

L-01 文化路与府佐路交叉口西北 购物中心 新建 

L-02 杜甫大道与商都路交叉口西南 百货商场 新建 

L-03 津阳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东北 大型超市 新建 

L-04 夷齐路与华夏西路交叉口东北 大型超市 新建 

L-05 杜甫大道与工业大道交叉口东北 大型超市 新建 

L-06 洛偃快速通道与迎宾路交叉口西北 大型超市 新建 

大张迁建 华夏路与杜甫路交叉口西北 大型超市 新建 

中城百货 伊洛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东北 购物中心 保留 

众志超市（槐新路店） 洛神路与槐新路交叉口东北 大型超市 保留 

西亳市场 洛神路与槐新路交叉口东北 百货商场 提升 

乐享茂综合体 东明路与迎宾路交叉口东南 百货商场 新建 

众志超市（首阳山店） 首阳山镇政府东南 大型超市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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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色商业街布局规划 

第二十六条 规划目标 

偃师市中心城区特色商业街规划在尊重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其

它城市，根据城区规模、产业特色、文化脉络、生态格局，预测特色商业街数量和

类型，并结合城市、片区商业中心，构建展示偃师特色的商业街体系。 

第二十七条 规划原则 

1、符合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要求； 

2、结合产业特色，注重商业街的特色定位和品牌建设； 

3、注重处理好与铁路、公路等区域交通，城市快速路、快速公交、轨道交通等城

市交通的联系； 

4、合理规划商业街的规模； 

5、打造高品质购物环境、完善配套设施。 

第二十八条 规划布局 

结合中心城区商业中心设置、公共服务中心规划、产业特色及布局； 

至 2035 年，偃师市中心城城区内共规划 9 条特色商业街，其中保留提升 3 条，新

建 6 条。 

表 6-1：特色商业街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位置 长度（米） 特色 规划措施 

1 
精品服装步行

街 

专业

街区 
洛神路 327 

经营多种知名品牌为主，打造

生态环境、购物环境上乘的商

业街 

环境提升 

2 
数码电子精品

街 

专业

街区 
槐新路 420 

以手机、电脑等数码电器销售

为主的商业街区 
环境提升 

3 
特色美食步行

街 

专业

街区 
民权巷 418 

依托现状，以特色小吃为主的

商业街 
业态提升 

4 
文化风情展示

街 

专业

街区 
商都大道 318 

夏商文化等风情展示为主的商

业街区 
新建 

5 
老城滨河休闲

餐饮街 

专业

街区 
滨河大道 649 

以酒吧、咖啡、休闲餐饮店为

主。 
新建 

6 
首阳新区商业

街 

专业

街区 
首阳山滨河路 786 

经营广告传媒、文化创意、工

艺美术等产品 
新建 

7 
二里头历史文

化商业街 

专业

街区 
商都大道南段 845 

结合二里头遗址，建设以传统

风貌为主的商业街区 
新建 

8 
岳滩滨河风情

商业街 

综合

街区 
岳滩滨河路 804 

以现代商业街区形式，服务于

南部居住人群 
新建 

9 
顾县特色饮食

商业街 

专业

街区 
顾县镇 522 

依托顾县特色小吃，以风味名

吃、特色饮食为主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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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模餐饮/住宿网点布局规划 

第二十九条 规划目标 

通过科学、合理规划餐饮住宿服务网点，围绕商业中心规划整治，在“一主三次、

六带多点”的规划格局下，结合各片区未来的商业定位及人群特性、集聚情况，打

造满足不同人群的餐饮住宿网点体系。 

规划新建 18 处规模餐饮/住宿网点，其中新建 5 处星级酒店，保留原有 13 处规模

餐饮住宿网点。 

第三十条 规划原则 

1、结合区内外来客流的集散规律布局； 

2、配合城市商业中心、商务中心、交通枢纽、行政中心等位置及分布，合理布局

星级酒店； 

3、参考其他类似城市，预测接待人次及四星级以上酒店的数量。 

第三十一条 规划布局 

1、设置类型 

餐饮住宿网点设置主要面向企业商务人员接待、外地旅游人员接待和本地居民生活

三种类型。 

表 7-1：餐饮住宿网点类型一览表 

网点类型 性质定位 

大型餐饮住宿网点 以旅游和商务接待为主 

中型餐饮住宿网点 以服务本地居民和游客为主 

特色餐饮住宿网点 以服务本地居民和游客为主 

 

2、规划布局 

至 2035 年规划新建规模以上餐饮住宿 17 处，分大型餐饮网点、中型餐饮网点、特

色餐饮网点三种类型。 

其中新建五星级酒店 1 处、新建四星级酒店 2 处、新建三星级酒店 1 处、提升三星

级酒店 1 处，保留提升原有 12 处规模以上餐饮住宿网点。新建的宾馆规模和档次

应多呈高档化、专业化、多元化、特色化、精细化。 

表 7-2：规划规模餐饮/住宿网点一览表 

等级 名称 设置地点 功能定位 规划措施 

五星级 规划五星酒店 偃师综合商业中心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的高

档网点 
新建 

四星级 

规划四星酒店 1 新区中轴线商业中心 
服务商务型、消费者的高档

网点 
新建 

规划四星酒店 2 乐享茂商业中心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的高

档网点 
新建 

三星级 

偃师市宾馆 商城东路 45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提升 

规划三星酒店 1 上海商贸城商业中心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新建 

规划三星酒店 2 岳滩旅游商贸中心 服务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新建 

经济型 

7天 IU酒店 

洛阳市偃师市 310国道与

连霍高速引线交叉口西南

角上海国际商贸城 E2栋

（近白马寺）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提升 

偃师饭店 偃化口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汉庭酒店（偃师

商都路店） 

洛阳偃师市商都路与新新

路交叉口（近 310国道）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天域尚城酒店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槐新

路 55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尚客优连锁酒店 洛神路 59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偃师怡居凯瑞商

务酒店 

槐新南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西南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偃师市迎宾馆 洛阳槐新路 37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宴天下大酒店 
洛阳市偃师市商都东路 94

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偃师怡园春大酒

店 

槐新街道办事处商都东路

116号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聚福祥酒店 
河南省洛阳偃师市迎宾路

与洛神路交叉口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偃师市粤海商务

酒店有限公司 
迎宾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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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国鸿金色港

湾餐饮有限公司 

偃师市城关镇槐庙村（伊

洛路东段伊洛中学东邻） 
服务商务型、旅游型消费者网点 

 

第八章  专业市场布局规划 

第三十二条 规划目标 

至规划期末，市场规则和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特色鲜

明、现代化水平高的交易市场，建成覆盖城乡、辐射豫西、联通全国的重要商贸交

易中心。 

第三十三条 规划原则 

（1）城零郊批原则； 

（2）区域协调原则； 

（3）持续发展原则； 

（4）宏观调控原则。 

第三十四条 规划布局 

1、工业品市场 

依据偃师市实际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针对现状市场进行升级、搬迁、拆迁后，

偃师市中心城区共规划工业品市场 2 处，详见下表： 

表 8-1：偃师市工业品市场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规模 主要业态 规划类型 用地条件 发展条件 备注 

1 
鞋业市场 

（现状） 

首阳路东

段 

底商为

主 
鞋业配料 

近期提升 

远期搬迁 

现状底商

为主 

自发形成，

但随旧城改

造等项目实

施，应及时

进行搬迁改

造 

远期入驻

偃师市鞋

业产业园 

2 

鞋业商贸物

流中心 

（规划） 

偃师市鞋

业产业园 

占地 3.6

公顷 

批发零售市场、

鞋业制作展销、

物流配送中心、

电子商务。 

新建 
规划商业

用地 

偃师市鞋业

产业园  

3 
金桥市场

（现状） 

大张超市

西 
1.05 五金建材 搬迁 

规划公园

绿地  

搬迁至上

海商贸城 

 

2、消费品市场 

依据偃师市实际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针对现状市场进行升级、拆迁后，偃师

市中心城区共规划消费品市场 7 处，详见下表： 

表 8-2：偃师市消费品市场一览表 

 

3、农产品市场 

依据偃师市实际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偃师市农产品市场构建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标准菜市场）、生鲜超市三级体系，其中： 

（1）农产品批发市场 

体系 
序

号 
名称 

规划类

型 
用地条件 发展条件 备注 

消费品市

场 

1 
陇海铁路机动车

市场（现状） 
扩建 规划居住用地 2030 年偃师市中心

城区小汽车拥有量

为 8.16 万辆。年均

增长约 5000-1000

辆。 

整合扩建偃师汽车市

场 
2 

商都路机动车市

场（现状） 

近期保

留 

远期搬

迁 

规划居住用地 

3 
岳滩工业品综合

市场（规划） 
新建 规划商业用地 岳滩镇产业集聚区 - 

4 
中成蓝方实木家

具城（现状） 
搬迁 规划居住用地 - - 

5 
上海商贸城（现

状） 

保留现

状 
规划商业用地 - 规范管理，提升品质 

6 
汉魏旅游商品市

场（规划） 
新建 规划商业用地 汉魏故城旅游区 

 

7 
二里头旅游商品

市场（规划） 
新建 综合用地 

二里头遗址旅游开

发  

8 
顾县镇市场园区

（现状） 

改造提

升 
规划商业用地 顾县镇产业集聚区 - 

其他市场 9 花卉市场 

近期保

留 

远期搬

迁 

规划为公园绿地 依托滨河休闲带 
远期迁建至商城遗址

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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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新建 1 处中心农产品市场，位于新汽车站北，占地 9.91 公顷，同时兼具

农产品流通的载体和支点，承担着农产品集散、价格形成、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 

（2）冷链物流 

规划一处冷链物流，位于汉魏路 G310 东北，主要为中高端农产品展示交易、电子

商务、冷库及仓储物流运输，国际贸易及相关配套 

（3）农贸市场（标准菜市场） 

规划偃师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标准菜市场）15 处，随社区商业中心进行建设，

建筑面积约 1500 平方米，覆盖居民 10 分钟生活圈。 

（4）生鲜超市 

结合邻里商业中心，设置若干生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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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五条 近期期限 

近期为 2018-2020 年。 

第三十六条 近期规模 

至 2020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人口 35 万人，建设用地 38 平方公里。 

第三十七条 近期目标 

1、总体目标 

完善商业布局体系，使其与偃师市中心城区近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加大配

套设施建设及设备的资金投入，提高商业服务能力。 

重点偃师市综合商业中心、乐享茂商业中心、上海商贸城商业中心三处商业中心；

加强社区商业中心及邻里中心建设，实现基层商业网点全覆盖，打造人性化的生态

宜居社区。 

2、总量目标 

到 2020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零售商业总额为 37 亿元，零售商业网点总规模需求约为

37-65.5 万平方米，居民人均零售商业网点面积达到 1.1 平方米。 

第三十八条 商业中心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重点围绕偃师综合商业中心 1 处城市级商业中心，乐享茂商业中心和上海商贸

城商业中心 2 处片区级商业中心进行建设，提升沿洛神路、槐新路商业发展带建设，

初步形成较高的商贸业综合服务能力。 

并同步配套建设 3 处社区级商业中心，配套建设若干社区邻里中心。 

第三十九条 商业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至 2020 年，偃师市中心城区内规划建设购物中心 1 个，提升大型零售商场 1 个，

提升特色商业街 3 条、规划新建特色商业街 2 条，三星级酒店 1 家，引进连锁餐饮

企业 1 家，专业市场 4 个。 

 

表 9-1：商业设施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商业网点

类型 
项目名称 位置 建设规模 规划措施 建设时间 

1 

规模零售 

乐享茂城市综合

体（在建） 
迎宾路与伊洛路东北 63000㎡ 新建 2018-2020 

2 西亳市场 
商都路与槐新路交叉口

东南 
50871㎡ 提升 2018-2020 

3 

特色商业

街 

精品服装步行街 洛神路 460m 提升 2018-2020 

4 数码电子精品街 槐新路 424m 提升 2018-2020 

5 特色美食步行街 民权巷 424 提升 2018-2020 

6 文化风情展示街 商都大道 280 新建 2018-2020 

7 
老城滨河休闲餐

饮街 
滨河大道 1200 新建 2018-2020 

8 规模餐饮

/住宿 

三星酒店 
杜福大道与滨河大道交

叉西北 
30000㎡ 新建 2018-2020 

9 连锁餐饮 商城遗址绿地西侧 10000㎡ 新建 2018-2020 

10 

交易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 
高速引线与铁路交叉口

西南 
99100㎡ 新建 2018-2020 

11 老城农贸市场 
迎宾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东北 
20000㎡ 提升 2018-2020 

12 规划农贸市场 1 商都路与新新路西北 2000㎡ 改建 2018-2020 

13 规划农贸市场 2 后庄西北 2000㎡ 改建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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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实施措施 

第四十条 积极推动规划实施  

本规划作为偃师市的专项规划之一，应纳入《偃师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

规划体系中，作为下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依据，并在偃师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推动规划实施。商业主管部门和各有关部门建立实施商业网点规划的协调机制，

明确责任分工，形成推进商业发展的合力，引导和鼓励商业企业按商业网点规划进

行选址并合理选择业态。  

第四十一条 优化商业发展环境  

制定促进商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强信息发布，培育消费市场。加大对商业基础设

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完善各级商业中心、重要商业设施配套设施，创造安全、便捷

的商业发展环境。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商业发展的市场监测平台、政策信息发

布平台、项目信息发布平台、咨询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平台，以信息化手段引导现

代商业快速发展。坚持市场导向，支持龙头商业企业在偃师商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

用，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良性商业发展机制。  

第四十二条 加强政府对商业发展的调控和指导 

完善商业准入制度改革，建立重大商业建设项目立项前的审批制度；加强对投资方

向的引导，偃师市政府每年发布重点发展、控制发展、限制发展、禁止发展商业行

业目录，并严格执行；加强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对市场体系建设重点项目的支持；

对重要商品储备设施、流通设施、物流配送中心、市场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

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专项资金引导市中心城区传统市场的整合和商场化改造升

级。制定传统市场整合、商场化改造的规划及配套政策；强化工商、质检税收物价

等部门的执法力度，建立信息技术资源共享机制。 

第四十三条 落实商业建设用地  

根据商业网点规划布局，结合偃师市总体规划建设发展时序，积极争取建设用地指

标，建立商业用地储备制度，实行一定时期的商业用地预留控制。有效整合和配置

土地资源，优先发展以商业、商务、文化产业等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  

第四十四条 市场主导与政策支持  

城市商业网点规划要遵循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市场化运作方式。政府要保证

充足的政策支持，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工作的开展。同时，

要根据偃师建设重点和商业网点规划要求，提出商业网点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向社

会公布阶段性的鼓励、允许发展和限制、禁止的设施项目类别，引导社会投资。  

第四十五条 推动科技兴商和人才兴商  

大力发展以电子商务、快速物流等为代表的现代商业模式，鼓励商业企业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建立和完善供应链管理，提高企业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支持开展流通

领域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活动，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培育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

养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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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划经偃师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 

第四十七条  本规划的法定有效组成文件是文本、图纸，附件为说明书。 

第四十八条  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本规划有可能进行局部的调整和补充，但必

须报请偃师市人民政府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