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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许昌市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方案》（许

经济调度办〔2022〕3号）相关要求，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引导夜间经济经营主体规范发展，提

升夜间经济整体品质与形象，形成展现城市风采、激发城市活力、

推进消费升级、促进经济繁荣的“靓丽名片”。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围绕丰富夜生活、发展夜经济，打响“点亮灯火，夜享

莲城”品牌，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和文化旅游消费新商圈，

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汇聚消费群体和经济要素，增强

夜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城市品牌形

象。

（二）工作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属地管理”

总体原则，按照“策划先行、分步实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总体策略，科学合理规划布局餐饮区域，把发展夜间经济与做好

城市治理工作结合起来，与重点发展消费新业态结合起来，着力

发展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型夜间经济，推进许昌市夜间经济繁荣发

展。

（三）工作目标。围绕“让城市亮起来、让市民动起来、让

消费火起来”的目标，依托中心城区曹魏古城核心商圈，形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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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市夜间经济核心集聚区；依托中心城区及禹州、襄城、鄢陵

等 3个县（市）商业、文化、旅游等资源，形成 8大特色夜间经

济集聚示范区；依托中心城区现有成熟的夜市点位，形成中心城

区多点夜市体系；其他县（市、区）结合实际，培育不同类型数

量的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形成我市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

丰富、管理规范的 1+8+N 夜间经济发展体系，将夜间经济打造

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二、实施内容

（一）曹魏古城“莲城夜宴”经济集聚核心区

以曹魏古城中轴街、奎楼街、古槐街、文庙前街等“三纵一

线”为脉络、以魏源广场、曹魏古城、春秋广场为节点，形成辐

射效应，重点培育集文化体验、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特色餐饮美食

集聚地。充分挖掘许昌特色餐饮文化和品牌价值，积极发挥烧烤、

小龙虾、火锅、小吃等高人气和高口碑美食影响力，满足市民及

游客对夜美食的需求。培育推广“魏源美食不夜城”“春秋广场美

食街”等成为夜宵网红地标打卡点，根据市场需求引导餐饮商家

延长营业时间，提升夜间餐饮市场消费规模。举办“南城门主题

灯光秀”“魏都夜宴”“汉风古韵荷花节”“古城歌手大赛”，鼓励举办

小吃节、啤酒节、龙虾节等各种主题餐饮活动，将曹魏古城打造

成为主城区“莲城夜宴”，成为新的消费亮点。

（二）八大特色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

1.七一路夜间“老牌购物”核心圈。以七一路、南关大街主线，

依托胖东来时代广场、七一路步行街、三家电、胖东来生活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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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梦想广场等深厚的商业基础，打造集多元购物、旅游休闲、

酒店居住等于一体的夜间老牌商贸购物核心圈。鼓励大型商业综

合体延长营业时间，开展夜间打折让利和各类节庆活动，胖东来

持续开展“批发集市”、三家电“家电制冷节餐饮”等活动，迅速掀

起夜间消费高潮，进一步提升七一路“老牌购物”核心圈拉动消费

增长的强力辐射带动效应。

2.许都路夜间“购物潮地”新坐标。以许都路、智慧大道为主

线，依托万达广场、新田 360广场、新大新幸福时代广场等较为

成熟的商圈，打造集餐饮、娱乐、健身等于一体的夜间时尚购物

消费核心商业圈。在符合城市管理要求的前提下，鼓励万达开展

“解压市集”、新田 360广场“外场市集”、新大新“餐饮广场”等活

动，提高商圈聚客能力，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购物服务，满足不

同人群购物需求，汇聚成为时尚零售、品牌折扣、院线生活等多

元业态组合的都市时尚购物新坐标，使夜间购物成为新的消费热

点。

3.议台路夜间“莲城烧烤”集聚地。以议台路和翠林路为主

线，依托现有烧烤店、大排档、大锅台、小酒馆等特色餐饮商户

集聚效应，提升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富有烟火气息的“烧烤不夜

城”。鼓励商家推出本地特色烧烤、新疆烧烤、东北烧烤、海鲜

烧烤，搭配冰镇扎啤、自酿啤酒等特色酒水，同时，不断引入山

东、湖南、四川等地的特色风味小炒，补充餐饮品种，持续更新

菜品。用优质食材、精湛厨艺吸引顾客，让“烧烤经济”成为繁荣

夜经济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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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湖公园“点亮环湖”市集圈。以西湖公园为区域核心，以

公园周围劳动路许昌体育场，西大街、清虚街美食集聚地为主线，

形成集休闲观光、健身娱乐、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夜间休闲市集

圈。充分发挥西湖公园人文自然景观资源优势、许昌体育场场地

设施优势，支持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小微艺术展演和夜间体

育健身活动，增强市集圈吸引力，协同公园周边的休闲餐饮、电

动车售卖等夜经济形成呼应，共同构建“点亮环湖”市集圈生态，

形成夜间经济消费新高地。

5.秋湖湿地夜间“亲水世界”欢乐谷。以“亲水”为主题，围绕

湿地湖色景观、瑞贝卡水上大世界、水幕电影等多元化“亲水”

元素，充分利用儿童乐园、游乐园、风情商业街等资源设施，推

出水上乐园夜场延时打折，儿童乐园、游乐园延时优惠开放、水

上狂欢派对、灯光音乐节等活动，增设儿童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态

和娱乐设施，快速聚人气，提升“烟火气”，将互动娱乐、餐饮休

闲及观光表演融于一体，形成商旅融合为一体的夜间经济聚集

区，激发夜间经济新潜力。

6.鄢陵户外“精致露营”休闲区。以鄢陵玉兰花星空营地为核

心，以鹤鸣湖为节点，推出房车“微度假”项目，通过举办房车露

营、星空电影和篝火晚会等活动，延长娱乐项目运营时间，通过

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游客，打造集休闲娱乐、民俗民宿、特色美

食等于一体的“精致露营”旅游消费品牌。延伸露营经济产业链

条，积极培育露营市场，做强做大露营经济，让露营成为都市消

费者的“新宠”，成为拉动消费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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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襄城夜间“明清古韵”文化街。依托明清古街，点亮“千年

古街”夜游名片，推出“逛古街，品美食”活动，支持古街商户、

餐饮店参与消费券优惠活动。在古街广场不间断开展文艺活动，

举办消夏演唱会、非遗文化展览，非遗传承人现场技艺展示、六

合拳展演、越掉戏曲演出等活动，举办书画作品展览、现场拍卖

会、古乐展演等，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打造人气聚集地，叫

响千年古县文化旅游名片，为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8.禹州夜间“千年神垕”旅游区。唱响神垕古镇“河南省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招牌，打响“中国钧瓷之都”“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等名片，依托老街、钧窑遗址、灵泉寺、花戏楼、伯灵翁庙、

陶瓷官署等众多名胜古迹，充分发挥歌璞酒店、建业星舍客栈等

民宿酒店类，老街印象、邂逅奶茶等餐饮类，神彩堂、神游记等

钧瓷体验制作类影响力。融合餐饮类、陶瓷类、旅游纪念品、古

风服饰、文化体验类等丰富业态，开放夜间文化娱乐设施、文化

娱乐项目等，满足游客游览、休闲等需求，促进钧瓷文化与旅游

发展的融合发展，点亮“夜经济”。

（三）辐射中心城区多点夜市体系

紧紧围绕丰富夜生活、发展夜经济主题，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管控结合的原则，依托中心城区现有成熟的夜市点位，

如魏都区建设路中段城墙根夜市点、仓库路南段夜市点，东城区

申庄夜市摊点、云鼎广场夜市摊点等，更新“夜间消费地图”，推

出示范点位，提升辐射带动示范效应。同时在符合城市管理的前

提下，合理规划摊位、规范经营行为，充分利用现有空间打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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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区多点夜市体系，进一步繁荣我市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潜力、

培育发展动能、提升城市活力。

三、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是提升城市综

合体活力和促进城市商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拉动

消费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属地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强

化部门联动，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统筹推进全市夜间经济发展。

二是强化日常监管。要加强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社会维稳工

作，依法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做好“夜间经济”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维护好营业治安秩序，防止

群体性事件发生，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确保我市夜间经

济安全有序、健康加快发展。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通过报刊、广播、电话、网络、微信公

众号等多媒体平台，围绕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开展系列宣传推

广，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氛围，提高夜间经济集聚示范区

的影响力、辐射力，在全市营造浓厚的夜间消费氛围，助推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附件：中心城区夜间消费地图部分夜市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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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心城区夜间消费地图部分夜市点一览表

序号 所属县（市、区） 夜市点具体位置
经营类型（综
合、餐饮）

规模（平方）

1 魏都区 八一路五一路口夜市点 餐饮 300

2 魏都区 运粮河恒达西郡夜市点 综合 2500

3 魏都区 豫园美食城古槐街夜市点 综合 600

4 魏都区 仓库路南段夜市点 综合 1880

5 魏都区 文博路前进路口夜市点 综合 300

6 魏都区 翠林北路清潩河夜市点 餐饮 100

7 魏都区 永乐国际广场夜市点 餐饮 500

8 魏都区 议台路清潩河夜市点 综合 200

9 魏都区 建设路中段城墙根夜市点 餐饮 1000

10 魏都区 察院西街停车场夜市点 餐饮 350

11 魏都区 解放路烟行街夜市点 餐饮 500

12 魏都区 光明路西段 综合 900

13 魏都区 奎楼商业街南口 餐饮 500

14 建安区 许由办事处张炉村东口夜市 餐饮 800

15 建安区
文苑路（许由路至瑞贝卡大

道段）夜市
综合 900

16 建安区
潩水路与恒达路以南至金叶

大道夜市
餐饮 1800

17 建安区 许由办事处南湖夜市 餐饮 500

18 建安区 新元办事处镜水路夜市 餐饮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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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安区 新元办事处魏庄街夜市 餐饮 600

20 建安区 新元办事处滨河路夜市 餐饮 1000

21 建安区 昌盛办事处丈地夜市 餐饮 5000

22 建安区 鲜之达农产品物流港夜市 餐饮 500

23 建安区 魏风路南段夜市 餐饮 400

24 建安区 马岗闸桥路两侧 综合 10000

25 经济技术开发区
解放路与许由路交叉口向南

100西路西
餐饮 1500

26 经济技术开发区
阳光大道与解放路交叉口向

南 100米路西
餐饮 2000

27 经济技术开发区 瑞祥路和双河路交叉口路北 餐饮 1000

28 东城区 申庄夜市点 餐饮 5000

29 东城区 中原云鼎广场夜市摊点 餐饮 900

30 东城区 中原国际饭店夜市摊点 餐饮 150

31 东城区 青芳街夜市摊点 餐饮 1000

32 东城区
万达广场夜市（许都路与魏

文路东南角）
综合 600

33 东城区
新大新夜市（广场许都路与

赵湾路东南角）
综合 600

34 东城区
百佬汇夜市（莲城大道与赵

湾路交叉口东北角）
餐饮 1000

35 东城区
360广场夜市（孔场街与智慧

大道口东南角）
综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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