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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1〕43 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福州市第三批历史建筑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加大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更好地传承历

史文化，保留历史记忆，彰显地域特色，经市政府研究，确定

南后街174号等91处建筑为我市第三批历史建筑，现予以公布。

属地政府、相关单位要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福

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



—2—

（试行）等有关规定，落实保护责任，设置保护标志，标明保

护范围，积极引导活化利用，共同做好我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

各项工作。

附件：福州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单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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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单
序号 名称 区属 地址 备注
1 中山堂东厢 鼓楼区 鼓东街道中山堂南侧
2 中山堂西厢 鼓楼区 鼓东街道中山堂南侧
3 南后街 174 号 鼓楼区 南街街道南后街 174 号 位于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4 宫巷 37号 鼓楼区 南街街道宫巷 37 号 位于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5 魏氏故居 鼓楼区 安泰街道花园弄 60 号 位于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
6 府学弄 14 号 鼓楼区 安泰街道府学弄 14 号 位于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
7 华侨花园 鼓楼区 鼓东街道华侨花园 位于冶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8 朱紫坊 50 号 鼓楼区 安泰街道朱紫坊 50 号 位于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
9 府学里 11 号 鼓楼区 安泰街道府学里 11 号 位于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
10 荔枝弄 33 号 台江区 苍霞街道荔枝弄 33 号 位于苍霞历史建筑群
11 中平路 144、154 号 台江区 苍霞街道中平路 144 号、154 号 位于苍霞历史建筑群
12 荔枝弄 31、35 号 台江区 苍霞街道荔枝弄 31、35 号 位于苍霞历史建筑群
13 倚霞弄 13 号 台江区 苍霞街道倚霞弄 13 号 位于苍霞历史建筑群
14 龙津街 3、5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龙津街 3、5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15 龙津街 6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龙津街 6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16 龙津街 22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龙津街 22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17 龙津一巷 25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龙津一巷 25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18 龙津二巷 12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龙津二巷 12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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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路通街 56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56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0 路通街 44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44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1 路通街 42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42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2 路通街 18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18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3 路通街 20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20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4 妈祖巷 6 号 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妈祖巷 6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5 路通街 33、35、37 号台江区 新港街道路通街 33、35、37 号 位于南公园历史建筑群
26 象山里 4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象山里 4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27 复园新村 1-5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复园新村 1-5 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28 复园里 6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复园新村 6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29 整庐 仓山区 仓前街道积兴里 10-13 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30 积兴里 7-8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积兴里 7-8 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31 京和园 仓山区 仓前街道公园东路 4-11 号 位于公园路历史建筑群
32 天安寺附属建筑 仓山区 仓前街道佛寺巷 72-78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3 楷英庐 仓山区 仓前街道佛寺巷 96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4 佛寺巷 113-123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佛寺巷 113-123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5 佛寺巷 133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佛寺巷 133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6 花亭仓巷 4、5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花亭仓巷 4、5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7 仓后街 18-23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仓后街 18-23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8 毛忠梨柴火店 仓山区 仓前街道忠烈路 7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39 立新路 6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立新路 6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40 张珠治宅 仓山区 仓前街道槐荫里 5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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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忠烈路 11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忠烈路 11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42 忠烈路 16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忠烈路 16 号 位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43 亭下支路76号弄9号仓山区 仓前街道亭下支路 76 号弄 9 号
44 亭下支路76号弄2号仓山区 仓前街道亭下支路 76 号弄 2 号
45 上藤路 63-65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63-65 号
46 上藤路 71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71 号
47 上藤路 87-89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87-89 号
48 上藤路 55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55 号
49 上藤路 57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57 号
50 上藤路 59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上藤路 59 号
51 陈厝路 14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陈厝路 14 号
52 陈厝路 16 号 仓山区 临江街道陈厝路 16 号
53 原盖山乡医院 仓山区 盖山镇郭宅村
54 东兴 53号 仓山区 盖山镇蛟边村东兴 53 号
55 蛟边 8号 仓山区 盖山镇蛟边村蛟边 8号
56 蛟边 17号 仓山区 盖山镇蛟边村蛟边 17 号
57 洪塘粮仓 仓山区 建新镇半洲街 位于洪塘历史文化风貌区
58 半洲街 50 号民居 仓山区 建新镇半洲街 50 号 位于洪塘历史文化风貌区

59
濂江村泰山前 21-2

号
仓山区 城门镇濂江村泰山前 21-2 号 位于林浦历史文化名村

60 濂江村泰山前 24 号 仓山区 城门镇濂江村泰山前 24 号 位于林浦历史文化名村
61 濂江村御道街 4-2 号 仓山区 城门镇濂江村御道街 4-2 号 位于林浦历史文化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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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绍岐村绍岐 62-1 号 仓山区 城门镇绍岐村绍岐 62-1 号 位于林浦历史文化名村
63 敖山村敖山 1号 仓山区 螺洲镇敖山村敖山 1号 位于螺洲历史文化名镇
64 天福村天福 44-5 号 仓山区 螺洲镇天福村天福 44-5 号 位于螺洲历史文化名镇

65 螺洲街 35-37 号 仓山区
螺洲镇螺洲街 35-2、35-3、35-6、

35、36、37 号
位于螺洲历史文化名镇

66 闽侯邮电局 仓山区 螺洲镇店前村螺洲街 170 号 位于螺洲历史文化名镇
67 下岐村下岐 81 号 仓山区 盖山镇下岐村下岐 81 号 位于阳岐历史文化名村
68 公园西路 26 号 仓山区 仓前街道公园西路 26 号
69 店前 44号 仓山区 城门镇连坂村店前 44 号
70 店前 45号 仓山区 城门镇连坂村店前 45 号
71 林如高纪念馆 仓山区 盖山镇大头村大头 4-1 号
72 上元村 15 号 仓山区 金山街道上元村 15 号
73 下池 24-24A 号 仓山区 盖山镇后坂村下池 24-24A 号
74 下池 27号 仓山区 盖山镇后坂村下池 27 号
75 柏玲别墅 晋安区 鼓岭宜夏村三保埕 31 号 位于鼓岭历史建筑群
76 富家别墅 晋安区 宦溪镇鼓岭宜夏村梁厝 120 号 位于鼓岭历史建筑群
77 刘家老厝 晋安区 鼓岭宜夏村大洋坪 5号 位于鼓岭历史建筑群
78 赤桥村 60 号 晋安区 新店镇赤桥村 60 号
79 上社 10号 晋安区 鹤林生态公园内
80 鼓二村 107 号 晋安区 鼓山镇鼓二村 107 号
81 汤斜 38号 晋安区 新店镇汤斜村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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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马尾造船厂机修机装

课厂房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3 马尾造船厂消防站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4 船体外业课仓库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5 马尾造船厂办公楼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6
马尾造船厂机装课仓

库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7
马尾造船厂甲居装课
保障组（铁胁厂配套）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造船厂内 位于马尾历史风貌区

88 闽安中学 5号楼 马尾区 闽安村城里街 20 号
89 红光村陈氏支祠 马尾区 琅岐镇红光村过透路 252 号
90 星光村陈氏祖宅 马尾区 琅岐镇星光村衙前街 74 号
91 建光村南社 21 号 马尾区琅岐镇金砂管理区建光村南社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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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住建厅、省文物局。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3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