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府函〔2018〕396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潮州市第二批

历史建筑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潮

州新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

根据《潮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4〕54

号）精神，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李宗恺故居等68处建筑认定为我

市第二批历史建筑，现予以公布。

请各属地政府（管委会）、各相关单位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和《潮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有关规

定，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和宣传，共同做好我市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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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潮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7月 12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团

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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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潮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 

序号 普查编号 名称 原普查使用名称 所属街道（镇） 

1 湘桥 2-001 李宗恺故居 官诰巷 2 号 
湘桥区金山街道 

官诰巷 2 号 

2 湘桥 2-002 青亭巷虔诚里 1 号含真寄庐 含真寄庐 
湘桥区金山街道 

青亭巷虔诚里 1 号 

3 湘桥 2-003 青亭巷虔诚里 2 号徐厝 徐厝 
湘桥区金山街道 

青亭巷虔诚里 2 号 

4 湘桥 2-004 青亭巷 20 号湖西别墅 湖西别墅 
湘桥区金山街道 

中山路青亭巷 20 号 

5 湘桥 2-005 香铺巷 9 号吴宅 香铺巷 9 号 
湘桥区金山街道 

香铺巷 9 号 

6 湘桥 2-006 金山中学科学馆 金山中学科学馆 
湘桥区金山街道 

中山路官诰巷 14 号 

7 湘桥 2-007 文卫巷 12 号马王庙 马王庙（宋） 
湘桥区金山街道 

太平路文卫巷 12 号 

8 湘桥 2-008 陈克华故居 陈克华故居 
湘桥区金山街道 

凅池内 11 号 

9 湘桥 2-009 中山路真武宫 
金山卫生院 

（真武宫） 

湘桥区金山街道 

中山路真武宫巷 4 号 

10 湘桥 2-010 中山路 4 号义门旧家 义门旧家 
湘桥区金山街道 

中山路 4 号 

11 湘桥 2-011 同仁里 10 号秋溪旧家 
秋溪旧家（同仁

里） 

湘桥区金山街道 

中山路同仁里 10 号 

12 湘桥 2-012 大杨厝巷 1号学海旧家 学海旧家 
湘桥区金山街道 

北马路大杨厝巷 1 号 

13 湘桥 2-013 方巾巷 12 号施宅 方巾巷 12 号 
湘桥区金山街道 

方巾巷 12 号 

14 潮安 2-001 庵埠镇薛陇村凤岗薛公祠 凤岗薛公祠 庵埠镇薛陇村 

15 潮安 2-002 庵埠镇郭陇村凤廓古庙 凤廓古庙 庵埠镇郭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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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潮安 2-003 庵埠镇郭陇村郭廷集故居 郭廷集故居 庵埠镇郭陇村 

17 潮安 2-004 庵埠镇刘陇村新乡古建筑群 
新乡古建筑群（城

河一巷至七巷） 
庵埠镇刘陇村 

18 潮安 2-005 庵埠镇莫陇村三山国王庙 三山国王庙 庵埠镇莫陇村 

19 潮安 2-006 庵埠镇莫陇村振福兴 振福兴 庵埠镇莫陇村 

20 潮安 2-007 庵埠镇亭厦村归园 归园 庵埠镇亭厦村 

21 潮安 2-008 庵埠镇潘陇村义仲公祠 义仲公祠 庵埠镇潘陇村 

22 潮安 2-009 杨缵文故居 文里新庄玉成内 庵埠镇文里村 

23 潮安 2-010 庵埠镇薛陇村家富公祠 家富公祠 庵埠镇薛陇村 

24 潮安 2-011 庵埠镇薛陇村贡元第 贡元第 庵埠镇薛陇村 

25 潮安 2-012 薛侃故居 薛侃故居 庵埠镇薛陇村 

26 潮安 2-013 庵埠镇庄陇村世德堂大厝 世德堂大厝 庵埠镇庄陇村 

27 潮安 2-014 庵埠镇莫陇村莫氏噩祖祠 噩祖祠 庵埠镇莫陇村 

28 潮安 2-015 庵埠镇刘陇村木棉祠 木棉祠 庵埠镇刘陇村 

29 潮安 2-016 薛郑有周故居 薛郑有周故居 庵埠镇庄陇村 

30 潮安 2-017 庵埠镇亭厦村壁祖陈公祠 壁祖陈公祠 庵埠镇亭厦村 

31 潮安 2-018 凤塘镇邱厝村莲美里古寨 莲美里古寨 凤塘镇邱厝村中部 

32 潮安 2-019 凤塘镇冯厝村敦仁公祠 冯厝敦仁公祠 凤塘镇冯厝村青麻山 

33 潮安 2-020 凤塘镇泮洋村泮洋平乐公祠 泮洋平乐公祠 凤塘镇泮洋村西址 

34 潮安 2-021 邱芝圃故居 邱芝圃故居 凤塘镇英凤村健身广场前 

 35 潮安 2-022 凤塘镇玉窖管区廷宾公祠 廷宾公祠三壁联 凤塘镇玉窖管区新乡顺发 

36 潮安 2-023 凤塘镇书图村赵氏宗祠 书图赵氏宗祠 凤塘镇书图村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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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潮安 2-024 凤塘镇洪巷村邢氏宗祠 洪巷邢氏宗祠 凤塘镇洪巷村村委会 

38 潮安 2-025 凤塘镇洪巷村将军第 洪巷将军第 凤塘镇洪巷村村委会西侧 

39 潮安 2-026 凤塘镇盛户村盛户祖祠 盛户祖祠 
凤塘镇盛户村甲一公祠北

侧 

40 潮安 2-027 凤塘镇盛户村甲一公祠 甲一公祠 凤塘镇盛户村祠堂前 

41 潮安 2-028 凤塘镇东和村东和古窑 东和古窑 凤塘镇东和村 

42 潮安 2-029 凤塘镇书图村维英公祠 书图维英公祠 凤塘镇书图村大宗祠 

43 潮安 2-030 金石镇古二村陈氏宗祠 古二村陈氏宗祠 金石镇古二村古楼路 

44 潮安 2-031 金石镇古二村登科第 古二村登科第 金石镇古二村古楼路 

45 潮安 2-032 
金石镇古二村解元第 

（陈昌期） 

古二解元第 

（陈昌期） 
金石镇古二村古楼路 

46 潮安 2-033 
金石镇古二村解元第 

（陈雄思） 

古二解元第 

（陈雄思） 
金石镇古二村古楼路 

47 饶平 2-001 高堂镇树下村聚奎堂 聚奎堂（文昌祠） 高堂镇树下村村内 

48 饶平 2-002 高堂镇群星村追远堂 追远堂 高堂镇群星村村内 

49 饶平 2-003 高堂镇院前村聚华堂 聚华堂 高堂镇院前村内 

50 饶平 2-004 高堂镇高南村四德堂 四德堂（宫前头） 高堂镇高南村村内 

51 饶平 2-005 高堂镇树下村懋德堂 懋德堂（生祠） 高堂镇树下村村内 

52 饶平 2-006 高堂镇树下村五常堂 五常堂（四房公） 高堂镇树下村村内 

53 饶平 2-007 高堂镇树下村报本堂 报本堂（二房公） 高堂镇树下村村内 

54 饶平 2-008 高堂镇院前村创垂堂 创垂堂 高堂镇院前村内 

55 饶平 2-009 高堂镇高南村思成堂 思成堂（虎头祠） 高堂镇高南村村内 

56 饶平 2-010 高堂镇塘南村聚庆堂 聚庆堂 高堂镇塘南村内 

57 饶平 2-011 三饶镇马岗村路下书斋 马岗路下书斋 三饶镇马岗村新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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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饶平 2-012 三饶镇邱氏彩灯祠 邱氏彩灯祠 三饶镇镇区东侧 

59 饶平 2-013 三饶镇马岗村张氏宗祠 马岗张氏宗祠 三饶镇马岗村村内 

60 饶平 2-014 三饶镇南新村黄氏家庙 南新村黄氏家庙 三饶镇南新祠堂村内 

61 饶平 2-015 三饶镇南联村雅约公祠 南联村雅约公祠 三饶镇南联村内 

62 饶平 2-016 三绕在城村翁氏宗祠 翁氏宗祠 三饶在城村翁厝 

63 枫溪 2-001 枫溪区山边村双树古庙 山边村双树古庙 枫溪区路西办事处 

64 枫溪 2-002 枫溪区田头村刘氏宗祠 田头村刘氏宗祠 枫溪区路东办事处 

65 枫溪 2-003 枫溪区怀德寨内古寨门 枫溪古寨门 枫溪区长德办事处 

66 枫溪 2-004 枫溪区洲园培庐 培庐 枫溪区长德办事处 

67 枫溪 2-005 枫溪区枫二村吴氏三房祖祠 吴氏三房祖祠 枫溪区长德办事处 

68 枫溪 2-006 枫溪区詹厝村继先公祠 詹厝村继先公祠 枫溪区路西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