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历史建筑名单
编号 建筑名称 地址 批次

ZH_01_0001 官塘乡主庙 *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02 鹏轩学舍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03 康济亭
香洲区前山街道南溪社区南溪村口南闸外的水坑拐湾处

的岸边
第一批

ZH_01_0004 三灶鹤舞传习展示馆 金湾区三灶镇海澄村 第一批

ZH_01_0005 嗜老佘公祠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06 榕齐吴公祠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07 陈氏宗祠群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下街 48、50 号 第一批

ZH_01_0008 邝氏宗祠 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大村下十巷 32 号 第一批

ZH_01_0009 杨绍安堂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北街 25、26 号 第一批

ZH_01_0010 龙舟亭 香洲区唐家湾镇香湾街道龙舟街 第一批

ZH_01_0011 南溪谢氏祖屋 香洲区前山街道南溪社区南安街 44 号 第一批

ZH_01_0012 卓寸业故居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13 佘振棠故居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南安三巷 24 号 第一批

ZH_01_0014 卓肥七故居 香洲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 第一批

ZH_01_0015 毓秀古村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的东北边、毓秀村 第一批

ZH_01_0016 莫氏洋楼 金湾区三灶镇鱼弄村 第一批

ZH_01_0017 就业堂洋楼 金湾区三灶镇莲塘村旭秀街一巷 22 号 第一批

ZH_01_0018 镇边楼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四圣宫村西南边） 第一批

ZH_01_0019 定海楼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虎跳门水道新会梅阁一段水道东岸 第一批

ZH_01_0020 五围哨所 斗门区白蕉镇南灯三村内 第一批

ZH_01_0021 毓秀洋楼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的东北边、毓秀村东边 第一批

ZH_01_0022 拱北宾馆 珠海市拱北海边区水湾路 21 号（澳门关口旁） 第一批

ZH_01_0023 珠海宾馆 香洲区景山路上 第一批

ZH_02_0001
北山正街北三巷 26、28 号

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三巷 26、28 号 第二批

ZH_02_0002 北山正街 15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 15 号 第二批

ZH_02_0003 北山正街北二巷 16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二巷 16 号 第二批

ZH_02_0004 北山正街北二巷 18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二巷 18 号 第二批

ZH_02_0005 北山正街北一巷 1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北一巷 1 号 第二批

ZH_02_0006 北山正街北一巷 15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北一巷 15 号 第二批

ZH_02_0007 北山正街北二巷 2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北二巷 2 号 第二批

ZH_02_0008 北山正街北二巷 4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正街北二巷 4 号 第二批

ZH_02_0009 北山北街 27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北街 27 号 第二批

ZH_02_0010 北山南街 15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南街 15 号 第二批

ZH_02_0011 景辉杨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 第二批



ZH_02_0012 容星桥故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长房街 9 号 第二批

ZH_02_0013 盛茂容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长房街 第二批

ZH_02_0014 南屏东大街 15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东大街 15 号 第二批

ZH_02_0015 濠湾容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西大街 32 号 第二批

ZH_02_0016 南屏卓斋街 19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 19 号 第二批

ZH_02_0017 翠微三王庙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北大街 第二批

ZH_02_0018 杨公亭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翠微村南村口 第二批

ZH_02_0019 梅松吴公祠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街市直街 16 号 第二批

ZH_02_0020 镜堂杨公祠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槟榔街 第二批

ZH_02_0021 东周卓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居委会大楼对面 第二批

ZH_02_0022 耕隐卓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上塘北一巷 43 号旁 第二批

ZH_02_0023 官塘新村仔二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新村仔二巷 第二批

ZH_02_0024 安庐 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新村仔一巷 第二批

ZH_02_0025 绍庐 高新区唐家湾镇会同社区会同五巷 6 号 第二批

ZH_02_0026 会同五巷 22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会同社区会同五巷 22 号 第二批

ZH_02_0027 会同四巷 12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会同社区会同四巷 12 号 第二批

ZH_02_0028 如彬莫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会同社区会同六巷 15 号 第二批

ZH_02_0029 唐雄故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凌元埔街 2、3 号 第二批

ZH_02_0030 唐家半亩巷 1、2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半亩巷 1、2 号 第二批

ZH_02_0031 唐家半亩巷 5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半亩巷 5 号 第二批

ZH_02_0032 唐家拱勋大楼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边山街一巷 第二批

ZH_02_0033 唐家医院街 28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医院街 28 号 第二批

ZH_02_0034 唐家花堂古庙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边山直街 第二批

ZH_02_0035 唐家华佗庙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边山直街 第二批

ZH_02_0036 宝臣唐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中心社 1 号 第二批

ZH_02_0037 唐家太和社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大同路 第二批

ZH_02_0038 唐家大同路口孖井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大同路口 第二批

ZH_02_0039 唐家新地半山孖井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山麓 第二批

ZH_02_0040 唐家三角巷 11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三角巷 11 号 第二批

ZH_02_0041 唐家太平里五巷 3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太平里五巷 3 号 第二批

ZH_02_0042 唐家山房路 72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社区山房路 72 号 第二批

ZH_02_0043 唐家边山街三巷 6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边山街三巷 6 号 第二批

ZH_02_0044 唐藻兴故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太平里四巷龙顶 第二批

ZH_02_0045 大安堂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15-1、15-2 号 第二批

ZH_02_0046 斗门茶楼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29、31 号 第二批

ZH_02_0047 协昌金山庄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35 号 第二批

ZH_02_0048 民兴米机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43 号 第二批

ZH_02_0049 胜兰金山庄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45 号 第二批

ZH_02_0050 章荣金山庄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51 号 第二批

ZH_02_0051 振兴大押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63 号 第二批

ZH_02_0052 兆章绸匹铺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40 号 第二批

ZH_02_0053
小濠涌大村上九巷 42 号民

居
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大村上九巷 42 号 第二批

ZH_02_0054 广泰来茶楼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大村十四巷 2 号 第二批

ZH_02_0055 海晏楼 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冲口村南基 11 号侧对面 第二批



ZH_02_0056 伯和黄公祠 斗门区斗门镇大濠涌村十二巷 4 号 第二批

ZH_02_0057 大庙石桥 斗门区斗门镇大濠涌村西北角 第二批

ZH_02_0058 接霞庄 2、4 号民居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接霞庄 2、4 号 第二批

ZH_02_0059 碣石堂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南光里三巷 7 号 第二批

ZH_02_0060 爱仁堂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新墟二巷 30 号 第二批

ZH_02_0061 南门村石板街 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西侧 第二批

ZH_02_0062 八甲村排山村北更楼 斗门区斗门镇八甲村排山村武帝庙北侧 第二批

ZH_02_0063 上洲碉楼 斗门区斗门镇上洲村西北侧 第二批

ZH_02_0064
新乡李屋村生产大队食堂

旧址
斗门区斗门镇新乡李屋村 第二批

ZH_02_0065 上栏洋楼 斗门区莲洲镇上栏村 183 号 第二批

ZH_02_0066 曰有吴公祠 斗门区白蕉镇小托村南区 80 号 第二批

ZH_02_0067 网山碉楼 斗门区乾务镇网山村九巷 30 号 第二批

ZH_02_0068 网山黄氏祖祠 斗门区乾务镇网山村五巷 9 号侧对面 第二批

ZH_02_0069 精华学校旧址 斗门区井岸镇北澳村井岸镇第三小学内 第二批

ZH_03_0001 那洲梁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 第三批

ZH_03_0002 那洲一村 52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一村 52 号 第三批

ZH_03_0003 那洲一村 67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一村 67 号 第三批

ZH_03_0004 那洲一村 158、159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一村 158 号、159 号 第三批

ZH_03_0005 那洲五村 183 号祠堂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五村 183 号 第三批

ZH_03_0006 那溪东庙 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五村 64 号 第三批

ZH_03_0007 淇澳村南腾街街市亭 高新区唐家湾镇淇澳村南腾街 第三批

ZH_03_0008
淇澳村南腾街 83、85、87

号祠堂
高新区唐家湾镇淇澳村南腾街 83、85、87 号 第三批

ZH_03_0009 淇澳村仲亮钟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淇澳村 第三批

ZH_03_0010 鸡山村石坑桥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 第三批

ZH_03_0011 鸡山村松鹤唐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 第三批

ZH_03_0012 鸡山村珠海唐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凤山里 74 号 第三批

ZH_03_0013 鸡山村石屏唐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凤山里 71 号 第三批

ZH_03_0014 鸡山村粤台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凤岭里 65 号 第三批

ZH_03_0015 外沙村吉堂家塾 高新区唐家湾镇北沙外沙村 第三批

ZH_03_0016 东岸村黄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东岸村北堡街 5 号 第三批

ZH_03_0017 东岸村黄氏大宗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东岸村 第三批

ZH_03_0018 东岸村古井与寨墙 高新区唐家湾镇东岸村 第三批

ZH_03_0019 东岸村季乐黄公祠 高新区唐家湾镇东岸村 第三批

ZH_03_0020 东岸村圣堂庙 高新区唐家湾镇东岸村 第三批

ZH_03_0021 下栅村金山巷 7 号商铺 高新区唐家湾镇下栅村金山巷 7 号 第三批

ZH_03_0022
下栅村金山巷 12 号商铺与

货楼
高新区唐家湾镇下栅村金山巷 12 号 第三批

ZH_03_0023 阳春铺村 20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永丰社区阳春铺村 20 号 第三批

ZH_03_0024 阳春铺村 59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永丰社区阳春铺村 59 号 第三批

ZH_03_0025 阳春铺村 97 号民居 高新区唐家湾镇永丰社区阳春铺村 97 号 第三批

ZH_03_0026 北山村秋厓杨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北一巷 26、28 号 第三批

ZH_03_0027 北山村概轩-龙溪杨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北山社区北山南街 48 号 第三批

ZH_03_0028 南屏影剧院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东大街 66 号 第三批



ZH_03_0029 南屏村青园街 27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青园街 27 号 第三批

ZH_03_0030 南屏村新市街 25 号祠堂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新市街 25 号 第三批

ZH_03_0031 南屏村卓斋街 13 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 13 号 第三批

ZH_03_0032 南屏村卓斋街一巷1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一巷 1 号 第三批

ZH_03_0033 南屏村卓斋街一巷3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一巷 3 号 第三批

ZH_03_0034 南屏村卓斋街一巷4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一巷 4 号 第三批

ZH_03_0035 南屏村卓斋街一巷8号民居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卓斋街一巷 8 号 第三批

ZH_03_0036 南屏村梧岗容公祠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 第三批

ZH_03_0037 南屏村张氏宗祠 香洲区南屏镇南屏社区 第三批

ZH_03_0038 杨梅南故居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腾凤里 1 号 第三批

ZH_03_0039 翠微“里”门坊建筑群
香洲区前山街道翠微社区中和里、人和里、诒谷里、腾凤

里、南溟里、敦睦里
第三批

ZH_03_0040 界涌三王庙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 第三批

ZH_03_0041 界涌康公庙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西庙街 2 号 第三批

ZH_03_0042 界涌西闸门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西闸街 1 号旁 第三批

ZH_03_0043 界涌村郑氏大宗祠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泰和街 107 号旁 第三批

ZH_03_0044 界涌村九如郑公祠 香洲区前山街道界涌社区泰和街 111 号 第三批

ZH_03_0045 朝阳路 76 号石屋 香洲区香湾街道朝阳社区朝阳路 76 号 第三批

ZH_03_0046 朝阳路 107 号石屋 香洲区香湾街道朝阳社区朝阳路 107 号 第三批

ZH_03_0047 郭细记渔栏旧址
香洲区香湾街道朝阳社区香埠路 80-86 号（双号）、朝阳

路 77 号
第三批

ZH_03_0048 新两合渔栏旧址 香洲区香湾街道朝阳社区香埠路 90、92、94 号 第三批

ZH_03_0049 大马路 52 号骑楼 斗门区斗门镇大马路 52 号 第三批

ZH_03_0050
乾务糖厂旧址（码头桁架及

除尘塔）
斗门区乾务镇环东南路 第三批

ZH_03_0051
虎山村第二区 82、83 号商

铺
斗门区乾务镇虎山村第二区 82、83 号 第三批

ZH_03_0052 虎山村第二区 112 号商铺 斗门区乾务镇虎山村第二区 112 号 第三批

ZH_03_0053 虎山村民兵营与众团社 斗门区乾务镇虎山村 第三批

ZH_03_0054
荔山村锦章书室（中精武

馆）
斗门区乾务镇荔山村 第三批

ZH_03_0055 荔山村三驳桥 斗门区乾务镇荔山村荔山幼儿园前 第三批

ZH_03_0056 荔山村义官黄公祠 斗门区乾务镇荔山村 第三批

ZH_03_0057 荔山村三益黄公祠 斗门区乾务镇荔山村 第三批

*注：官塘乡主庙于 2018 年被公布为第七批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已从历史建筑名录里撤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