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 （共计６０６处）

一、古遗址 （共计１９０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 ４－００１－１－００１ 打狗店遗址 商周 商河县韩庙乡

２ ４－００２－１－００２ 东温桥遗址 商周 商河县玉皇庙镇

３ ４－００３－１－００３ 东信遗址 商周至唐 商河县怀仁镇

４ ４－００４－１－００４ 董家城子遗址 唐宋 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

５ ４－００５－１－００５ 梁王冢遗址 商周至汉 商河县郑路镇

６ ４－００６－１－００６ 麦丘故城 东周至宋 商河县怀仁镇、张坊乡

７ ４－００７－１－００７ 台子刘遗址 汉 商河县贾庄镇

８ ４－００８－１－００８ 西瓦屋头遗址 东周、汉 商河县玉皇庙镇

９ ４－００９－１－００９ 店上遗址 周至汉 莱西市武备镇

１０ ４－０１０－１－０１０ 古城顶遗址 商周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街道

１１ ４－０１１－１－０１１ 罗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胶州市胶东镇

１２ ４－０１２－１－０１２ 泥湾头遗址 新石器时代 莱西市河头店镇

１３ ４－０１３－１－０１３ 西朱毛遗址 周至汉 莱西市日庄镇

１４ ４－０１４－１－０１４ 雄崖所故城遗址 明 即墨市丰城镇

１５ ４－０１５－１－０１５ 店子北遗址 新石器时代、汉 高青县唐坊镇

１６ ４－０１６－１－０１６ 店子南遗址 新石器时代 高青县唐坊镇

１７ ４－０１７－１－０１７ 高阳故城 北魏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１８ ４－０１８－１－０１８ 后赵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高青县田镇镇

—３—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９ ４－０１９－１－０１９ 渭一窑址 明清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

２０ ４－０２０－１－０２０ 西顾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沂源县大张庄镇

２１ ４－０２１－１－０２１ 西坡地窑址 宋至元 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２２ ４－０２２－１－０２２ 胥家庙遗址 东周、北朝、唐、元 高青县黑里寨镇

２３ ４－０２３－１－０２３ 薛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

２４ ４－０２４－１－０２４ 尧王庄遗址 商 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

２５ ４－０２５－１－０２５ 坝上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２６ ４－０２６－１－０２６ 北台上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羊庄镇

２７ ４－０２７－１－０２７ 北辛东北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２８ ４－０２８－１－０２８ 昌虑故城 周、汉 滕州市羊庄镇

２９ ４－０２９－１－０２９ 仇官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姜屯镇

３０ ４－０３０－１－０３０ 大康留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３１ ４－０３１－１－０３１ 东曹东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界河镇

３２ ４－０３２－１－０３２ 东于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羊庄镇

３３ ４－０３３－１－０３３ 龟山寨遗址 清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

３４ ４－０３４－１－０３４ 后公桥遗址 新石器时代、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３５ ４－０３５－１－０３５ 后黄庄遗址 商、周 滕州市柴胡店镇

３６ ４－０３６－１－０３６ 化里遗址 周至汉 滕州市界河镇

３７ ４－０３７－１－０３７ 化石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至汉 滕州市木石镇

３８ ４－０３８－１－０３８ 梁王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

３９ ４－０３９－１－０３９ 闵楼遗址 商至汉 滕州市鲍沟镇

４０ ４－０４０－１－０４０ 南大堰遗址 商周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乡

４１ ４－０４１－１－０４１ 前荆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汉 滕州市东沙河镇

４２ ４－０４２－１－０４２ 三清阁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鲍沟镇

４３ ４－０４３－１－０４３ 上徐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南沙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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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４ ４－０４４－１－０４４ 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滕州市级索镇

４５ ４－０４５－１－０４５ 史村北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龙阳镇

４６ ４－０４６－１－０４６ 西王宫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４７ ４－０４７－１－０４７ 西祝陈遗址 商、周 滕州市西岗镇

４８ ４－０４８－１－０４８ 轩辕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夏、周、汉 滕州市官桥镇

４９ ４－０４９－１－０４９ 薛岩前遗址 周、汉 滕州市鲍沟镇

５０ ４－０５０－１－０５０ 越峰寺遗址 唐 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

５１ ４－０５１－１－０５１ 海北遗址 宋金 垦利县胜坨镇

５２ ４－０５２－１－０５２ 刘家遗址 商周 垦利县董集镇

５３ ４－０５３－１－０５３ 西辛张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广饶县李鹊镇

５４ ４－０５４－１－０５４ 北城古城 唐宋 长岛县北长山乡

５５ ４－０５５－１－０５５ 北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东周 长岛县大钦岛乡

５６ ４－０５６－１－０５６ 长行顶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

５７ ４－０５７－１－０５７ 店村遗址 夏、周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

５８ ４－０５８－１－０５８ 东围子遗址 清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

５９ ４－０５９－１－０５９ 宫家岛烽火台 明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

６０ ４－０６０－１－０６０ 金山寨城址 周、明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６１ ４－０６１－１－０６１
南崮山

龙兴寺遗址
金 蓬莱市村里集镇

６２ ４－０６２－１－０６２ 蓬莱海防遗址 明
蓬莱市刘家沟镇、新港街

道、蓬莱阁街道、北沟镇

６３ ４－０６３－１－０６３ 渠崖遗址 夏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６４ ４－０６４－１－０６４ 太平庵遗址 宋元 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

６５ ４－０６５－１－０６５ 万家夼遗址 新石器时代 海阳市徐家店镇

６６ ４－０６６－１－０６６ 王家疃遗址 夏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６７ ４－０６７－１－０６７ 烟霞洞遗址 金至清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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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６８ ４－０６８－１－０６８ 艳阳
!

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６９ ４－０６９－１－０６９
岳姑殿

古庙群遗址
唐至清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７０ ４－０７０－１－０７０ 柏城向阳遗址 商、周 高密市柏城镇

７１ ４－０７１－１－０７１ 城阴城遗址 汉 高密市井沟镇

７２ ４－０７２－１－０７２
大荒北央

盐业遗址群
西周、东周 寿光市羊口镇

７３ ４－０７３－１－０７３ 东笔墨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安丘市景芝镇

７４ ４－０７４－１－０７４
东利渔

盐业遗址群
周、宋元 昌邑市龙池镇

７５ ４－０７５－１－０７５ 东上林东南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 临朐县龙岗镇

７６ ４－０７６－１－０７６
东阳城

马驿门遗址
北魏至清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７７ ４－０７７－１－０７７ 都昌故城 东周至唐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７８ ４－０７８－１－０７８ 范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

７９ ４－０７９－１－０７９ 公冶长书院遗址 明、清 安丘市石埠子镇

８０ ４－０８０－１－０８０ 广固城遗址 晋 青州市邵庄镇

８１ ４－０８１－１－０８１ 郝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青州市黄楼镇

８２ ４－０８２－１－０８２
火道—廒里

盐业遗址群
东周、宋元 昌邑市下营镇

８３ ４－０８３－１－０８３ 乐都故城 东周至汉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

８４ ４－０８４－１－０８４ 留山庙遗址 清 安丘市辉渠镇、凌河镇

８５ ４－０８５－１－０８５ 鲁家口遗址 新石器时代、东周 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

８６ ４－０８６－１－０８６ 庙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临朐县柳山镇

８７ ４－０８７－１－０８７ 南?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安丘市凌河镇

８８ ４－０８８－１－０８８ 秦家淳于遗址新石器时代、东周、汉 昌乐县乔官镇

８９ ４－０８９－１－０８９ 桑犊故城遗址新石器时代、东周、汉 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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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９０ ４－０９０－１－０９０ 山阳遗址 周至汉 昌邑市饮马镇

９１ ４－０９１－１－０９１ 上院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青州市弥河镇

９２ ４－０９２－１－０９２
王家庄子

盐业遗址群
西周、东周 寿光市羊口镇

９３ ４－０９３－１－０９３
吴家辛兴

西北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临朐县龙山

高新技术产业园

９４ ４－０９４－１－０９４ 西刘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高密市柴沟镇

９５ ４－０９５－１－０９５
下营海关衙署

及下营古港
清 昌邑市下营镇

９６ ４－０９６－１－０９６ 肖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夏、商周 昌乐县红河镇

９７ ４－０９７－１－０９７ 院上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

９８ ４－０９８－１－０９８ 臧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青州市何官镇

９９ ４－０９９－１－０９９ 张家羊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青州市谭坊镇

１００４－１００－１－１００ 仉岗尧上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安丘市景芝镇

１０１４－１０１－１－１０１ 朱虚故城 汉 临朐县柳山镇

１０２４－１０２－１－１０２ 襸邑故城遗址 商至汉 昌邑市龙池镇

１０３４－１０３－１－１０３ 安家庙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市大安镇

１０４４－１０４－１－１０４ 白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曲阜市尼山镇

１０５４－１０５－１－１０５ 白莲教起义旧址 清 邹城市田黄镇

１０６４－１０６－１－１０６ 城前遗址 东周、汉 邹城市城前镇

１０７４－１０７－１－１０７ 城子窝遗址 商、周 邹城市城前镇

１０８４－１０８－１－１０８ 春城?堆遗址 商、周 金乡县金乡街道

１０９４－１０９－１－１０９ 董大城古城址 东周至宋 曲阜市石门山镇

１１０４－１１０－１－１１０ 斗鸡台遗址 商、周 邹城市峄山镇

１１１４－１１１－１－１１１ 范家堂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市龙桥街道

１１２４－１１２－１－１１２ 葛亭遗址 东周至汉
济宁市任城区

二十里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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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１３４－１１３－１－１１３ 后峪遗址 周至汉 邹城市田黄镇

１１４４－１１４－１－１１４ 灰城子遗址 西周 邹城市大束镇

１１５４－１１５－１－１１５ 济州城墙遗址 金至明 济宁市市中区古槐街道

１１６４－１１６－１－１１６ 贾?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梁山县大路口乡

１１７４－１１７－１－１１７ 景灵宫遗址 宋 曲阜市书院街道

１１８４－１１８－１－１１８ 陵南遗址 周 曲阜市陵城镇

１１９４－１１９－１－１１９ 琉璃厂窑址 明 兖州市酒仙桥街道

１２０４－１２０－１－１２０ 马家遗址 商、周 曲阜市时庄街道

１２１４－１２１－１－１２１ 南雪遗址 新石器时代 曲阜市小雪街道

１２２４－１２２－１－１２２ 栖驾峪遗址 西周 邹城市田黄镇

１２３４－１２３－１－１２３ 前屯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济宁市任城区

二十里铺街道

１２４４－１２４－１－１２４ 前瓦遗址 夏商 曲阜市书院街道

１２５４－１２５－１－１２５ 山阳故城 汉 金乡县卜集镇

１２６４－１２６－１－１２６ 寿峰寺遗址 金至明 邹城市石墙镇

１２７４－１２７－１－１２７ 泗水仲庙 明、清 泗水县泗河街道

１２８４－１２８－１－１２８ 宋家窑址 隋、唐 曲阜市防山镇

１２９４－１２９－１－１２９ 万柳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曲阜市防山镇

１３０４－１３０－１－１３０ 王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微山县两城镇

１３１４－１３１－１－１３１ 息陬窑址 宋 曲阜市息陬镇

１３２４－１３２－１－１３２ 小南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曲阜市陵城镇

１３３４－１３３－１－１３３ 宣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曲阜市小雪街道

１３４４－１３４－１－１３４ 杨辛庄遗址 周、汉 曲阜市息陬镇

１３５４－１３５－１－１３５ 滋阳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市颜店镇

１３６４－１３６－１－１３６ 博城故城 东周至宋 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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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４－１３７－１－１３７ 藏峰寺遗址 元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１３８４－１３８－１－１３８ 南陈村北窑址 隋、唐、宋 宁阳县东庄镇

１３９４－１３９－１－１３９ 西太平窑址 唐、宋 宁阳县磁窑镇

１４０４－１４０－１－１４０ 义和寨寨墙 清 宁阳县磁窑镇

１４１４－１４１－１－１４１ 周明堂遗址 周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１４２４－１４２－１－１４２ 陈家庄烟墩 明 威海市环翠区竹岛街道

１４３４－１４３－１－１４３ 葛口矿冶遗址 汉 乳山市冯家镇

１４４４－１４４－１－１４４ 九皋寨遗址 明 威海市经区泊于镇

１４５４－１４５－１－１４５ 育犁故城 汉 乳山市育黎镇

１４６４－１４６－１－１４６
段家河薄板台

遗址
新石器时代 莒县龙山镇

１４７４－１４７－１－１４７ 小朱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莒县店子集镇

１４８４－１４８－１－１４８ 汶阳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元 莱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１４９４－１４９－１－１４９ 张里街遗址 新石器时代、汉 莱芜市莱城区杨庄镇

１５０４－１５０－１－１５０ 安门头遗址 周 沂水县诸葛镇

１５１４－１５１－１－１５１ 东盘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临沭县玉山镇

１５２４－１５２－１－１５２ 凤凰岭遗址 新石器时代、东周、汉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街道

１５３４－１５３－１－１５３ 朗公寺遗址 隋唐至清 苍山县大仲村镇

１５４４－１５４－１－１５４ 涝坡城子遗址 周、汉、宋 莒南县涝坡镇

１５５４－１５５－１－１５５ 卢县故城 汉 蒙阴县岱崮镇

１５６４－１５６－１－１５６ 鲁王台遗址 东周、汉 蒙阴县桃墟镇

１５７４－１５７－１－１５７ 南武阳故城 汉至唐 平邑县仲村镇

１５８４－１５８－１－１５８ 邱舆故城 东周 平邑县丰阳镇

１５９４－１５９－１－１５９ 铁城遗址 汉 蒙阴县蒙阴街道

１６０４－１６０－１－１６０ 王家坊庄遗址 商至汉 莒南县板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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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６１４－１６１－１－１６１ 向国故城 周、汉 莒南县大店镇

１６２４－１６２－１－１６２ 新城遗址 宋 郯城县庙山镇

１６３４－１６３－１－１６３ 许田故城 东周、汉 费县探沂镇

１６４４－１６４－１－１６４ 讅国故城 东周至汉 郯城县泉源乡

１６５４－１６５－１－１６５ 平原郡故城 唐 陵县陵城镇

１６６４－１６６－１－１６６ 武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汉、宋、明清
齐河县仁里集镇

１６７４－１６７－１－１６７ 北馆陶故城 隋至清 冠县北馆陶镇

１６８４－１６８－１－１６８ 陈公堤遗址 宋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１６９４－１６９－１－１６９ 迟桥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茌平县韩集乡

１７０４－１７０－１－１７０ ?均店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东周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

１７１４－１７１－１－１７１ 李孝堂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茌平县茌平镇

１７２４－１７２－１－１７２ 聊古庙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

１７３４－１７３－１－１７３ 王菜瓜遗址 东周、汉 茌平县肖庄乡

１７４４－１７４－１－１７４ 王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东阿县新城街道

１７５４－１７５－１－１７５ 王宗汤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东阿县铜城街道

１７６４－１７６－１－１７６ 辛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东周 冠县斜店乡

１７７４－１７７－１－１７７ 滨州城墙遗址 唐至清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

１７８４－１７８－１－１７８ 陈家窑址 商周 沾化县泊头镇

１７９４－１７９－１－１７９ 伏生祠遗址 宋 邹平县韩店镇

１８０４－１８０－１－１８０ 惠民故城 宋至清 惠民县孙武镇

１８１４－１８１－１－１８１ 孙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邹平县黄山街道

１８２４－１８２－１－１８２ 肖家遗址 周至汉 惠民县孙武镇

１８３４－１８３－１－１８３ 成阳故城 东周至汉 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

１８４４－１８４－１－１８４ 高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曹县安蔡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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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４－１８５－１－１８５ 记河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 成武县汶上集镇

１８６４－１８６－１－１８６ 荆台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 东明县东明集镇

１８７４－１８７－１－１８７ 梁王台遗址 商至汉 定陶县定陶镇

１８８４－１８８－１－１８８ 麒麟台遗址 周至宋 巨野县麒麟镇

１８９４－１８９－１－１８９ 青邱?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菏泽市牡丹区马岭岗镇

１９０４－１９０－１－１９０ 汤陵遗址 商至汉 曹县闫店楼镇

二、古墓葬（共计７４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９１４－１９１－２－００１ 耿家冢 汉 商河县怀仁镇

１９２４－１９２－２－００２ 梁家汉墓群 汉 商河县沙河乡

１９３４－１９３－２－００３ 闵子骞墓 宋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街道

１９４４－１９４－２－００４ 宁海恭和王墓 明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

１９５４－１９５－２－００５
孙官庄

孙氏家族墓
明、清 平阴县榆山街道

１９６４－１９６－２－００６ 大架山墓群 周至汉 莱西市水集街道

１９７４－１９７－２－００７ 高汝登墓 明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１９８４－１９８－２－００８ 院峪墓群 新石器时代至东周 沂源县东里镇

１９９４－１９９－２－００９ 党村墓群 汉 滕州市东沙河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２－０１０ 墓山墓群 汉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２－０１１ 前莱东南墓群 商、周 滕州市官桥镇

２０２４－２０２－２－０１２ 王鼎铭墓地 清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乡

２０３４－２０３－２－０１３ 四角埠古墓群 汉 莱州市柞村镇

２０４４－２０４－２－０１４ 于家垛岚墓群 宋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２０５４－２０５－２－０１５ 泊庄墓群 汉 昌乐县
"

?镇

２０６４－２０６－２－０１６ 大埠顶墓群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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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４－２０７－２－０１７ 戴楼墓群 汉 青州市何官镇

２０８４－２０８－２－０１８ 东肖汉画像石墓 汉 昌乐县经济开发区

２０９４－２０９－２－０１９ 河南古墓 东周
临朐县龙山

高新技术产业园

２１０４－２１０－２－０２０ 黄福家族墓 元、明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２１１４－２１１－２－０２１ 黄元御墓 清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２１２４－２１２－２－０２２ 南辛古墓 东周 青州市益都街道

２１３４－２１３－２－０２３ 齐胡公墓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１４４－２１４－２－０２４ 齐襄公墓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１５４－２１５－２－０２５ 邵庄北墓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１６４－２１６－２－０２６ 神旺庄墓群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１７４－２１７－２－０２７ 孙吕家古墓 明 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街道

２１８４－２１８－２－０２８ 西黄墓 东周 青州市益都街道

２１９４－２１９－２－０２９ 香山墓 汉 青州市谭坊镇

２２０４－２２０－２－０３０ 辛置墓群 东周、汉、明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２２１４－２２１－２－０３１ 兴福墓群 汉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２２２４－２２２－２－０３２ 兴旺店墓 东周 青州市庙子镇

２２３４－２２３－２－０３３ 玉皇庙墓群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２４４－２２４－２－０３４ 月山墓群 东周 青州市邵庄镇

２２５４－２２５－２－０３５ 东野林 五代至清 曲阜市书院街道

２２６４－２２６－２－０３６ 郭朝宾墓 明 汶上县白石镇

２２７４－２２７－２－０３７ 郭东藩墓 明 金乡县胡集镇

２２８４－２２８－２－０３８ 孔继涑墓群 清 曲阜市时庄街道

２２９４－２２９－２－０３９ 梁祝墓 明 微山县马坡镇

２３０４－２３０－２－０４０ 刘宝墓群 西晋 邹城市郭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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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４－２３１－２－０４１ 随集墓群 汉 鱼台县罗屯乡

２３２４－２３２－２－０４２
天宝寺

张氏家族墓
元 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

２３３４－２３３－２－０４３ 万章墓 东周至清 邹城市北宿镇

２３４４－２３４－２－０４４ 武文昌墓 明 曲阜市小雪街道

２３５４－２３５－２－０４５ 羊山墓群 汉 金乡县羊山镇

２３６４－２３６－２－０４６ 赵王堂墓群 汉 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

２３７４－２３７－２－０４７ 尚书林 明 东平县梯门镇

２３８４－２３８－２－０４８ 徐琛墓 元 新泰市羊流镇

２３９４－２３９－２－０４９
大芹村吕氏

家族墓地
清 莱芜市莱城区张家洼街道

２４０４－２４０－２－０５０ 长虹岭墓群 汉 沂南县

２４１４－２４１－２－０５１ 垛庄王氏家族墓 明 沂水县富官庄镇

２４２４－２４２－２－０５２ 富饶庄墓群 宋 平邑县温水镇

２４３４－２４３－２－０５３ 纪王崮墓群 东周 沂水县泉庄镇

２４４４－２４４－２－０５４ 萧望之墓地 汉 苍山县兰陵镇

２４５４－２４５－２－０５５ 孝妇冢 汉 郯城县郯城街道

２４６４－２４６－２－０５６ 毓秀山鲁王墓 明 平邑县白彦镇

２４７４－２４７－２－０５７ 曹冢汉墓 汉 临邑县德平镇

２４８４－２４８－２－０５８ 宋氏兄弟墓 清 夏津县宋楼镇

２４９４－２４９－２－０５９ 邢侗墓 明 临邑县恒源街道

２５０４－２５０－２－０６０ 陈镛墓 明 冠县辛集乡

２５１４－２５１－２－０６１ 傅氏家族墓 清 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

２５２４－２５２－２－０６２
陶城铺

魏氏家族墓
清 阳谷县阿城镇

２５３４－２５３－２－０６３ 汪广洋家族墓 明、清 临清市八岔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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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４－２５４－２－０６４ 王旦墓 宋 莘县东鲁街道

２５５４－２５５－２－０６５ 吴楼墓群 汉 阳谷县定水镇乡

２５６４－２５６－２－０６６ 张本家族墓 明 东阿县铜城街道

２５７４－２５７－２－０６７ 张庄古墓 东周 莘县十八里铺镇

２５８４－２５８－２－０６８ 朱昌祚家族墓 清 高唐县梁村镇

２５９４－２５９－２－０６９ 蚩尤墓 新石器时代 巨野县巨野镇

２６０４－２６０－２－０７０ 东寺孙氏家族墓 明 东明县马头镇

２６１４－２６１－２－０７１ 范蠡墓 东周 定陶县定陶镇

２６２４－２６２－２－０７２ 刘垓刘氏家族墓 明 鄄城县彭楼镇

２６３４－２６３－２－０７３ 伊尹墓 商 曹县大集乡

２６４４－２６４－２－０７４ 庄周墓 东周 东明县菜园集乡

三、古建筑（共计１４６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２６５４－２６５－３－００１
趵突泉泉群

及园林建筑
明、清、中华民国 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街道

２６６４－２６６－３－００２
长清县学文庙

大成殿
清 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

２６７４－２６７－３－００３ 陈冕状元府 清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

２６８４－２６８－３－００４ 大峰山古建筑群 元至清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

２６９４－２６９－３－００５
黑虎泉泉群

及园林建筑
清、中华民国 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街道

２７０４－２７０－３－００６ 济南督城隍庙 清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

２７１４－２７１－３－００７ 灵鹫寺 宋金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

２７２４－２７２－３－００８ 娄家庄娄家祠堂 清 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

２７３４－２７３－３－００９ 泉城路高家当铺 清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

２７４４－２７４－３－０１０ 题壁堂古建筑群 清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

—４１—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２７５４－２７５－３－０１１ 小娄峪古建筑群 金至中华民国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

２７６４－２７６－３－０１２ 钟楼寺钟楼台基 明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

２７７４－２７７－３－０１３ 大通宫 明清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

２７８４－２７８－３－０１４ 大枣园牌坊 清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街道

２７９４－２７９－３－０１５ 海云庵 明 青岛市四方区兴隆路街道

２８０４－２８０－３－０１６ 鹤山遇真宫 清至中华民国 即墨市鳌山卫镇

２８１４－２８１－３－０１７ 即墨天后宫 清 即墨市金口镇

２８２４－２８２－３－０１８ 胶州城隍庙 明 胶州市阜安街道

２８３４－２８３－３－０１９ 李秉和庄园 清 即墨市金口镇

２８４４－２８４－３－０２０ 马店砖塔 清 胶州市马店镇

２８５４－２８５－３－０２１ 平度城隍庙 明清 平度市李园街道

２８６４－２８６－３－０２２ 青云宫 清至中华民国 青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

２８７４－２８７－３－０２３ 天井山龙王庙 清至中华民国 即墨市龙山街道

２８８４－２８８－３－０２４ 中间埠双塔 清 即墨市七级镇

２８９４－２８９－３－０２５ 范公祠 清 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

２９０４－２９０－３－０２６ 公泉峪古建筑群 明 淄博市临淄区南王镇

２９１４－２９１－３－０２７ 洄村古楼 明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

２９２４－２９２－３－０２８ 金岭清真寺 明 淄博市临淄区金岭镇

２９３４－２９３－３－０２９ 魁星阁古建筑群 清 淄博市周村区大街街道

２９４４－２９４－３－０３０ 李家疃古建筑群 明、清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

２９５４－２９５－３－０３１ 栖真观 清 沂源县鲁村镇

２９６４－２９６－３－０３２ 蟵源桥 明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

２９７４－２９７－３－０３３ 孙廷铨故居 明清 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

２９８４－２９８－３－０３４ 原山碧霞元君祠 明 淄博市博山区城西街道

２９９４－２９９－３－０３５ 原山玉皇宫 宋、元 淄博市博山区城西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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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３００４－３００－３－０３６ 忠亲王祠 清 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街道

３０１４－３０１－３－０３７ 柴胡店十间楼 清 滕州市柴胡店镇

３０２４－３０２－３－０３８ 北头都氏宗祠 清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

３０３４－３０３－３－０３９
井口天妃庙

及套里古港
明 长岛县砣矶镇

３０４４－３０４－３－０４０ 龙神祠和龙王庙 清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０５４－３０５－３－０４１ 武霖上水门 明 蓬莱市紫荆山街道

３０６４－３０６－３－０４２ 霞河头庄园 清 海阳市留格庄镇

３０７４－３０７－３－０４３ 徐镜心故居 清 龙口市黄山馆镇

３０８４－３０８－３－０４４
丁村孟家

孟氏家庙
清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

３０９４－３０９－３－０４５ 东白塔陈氏家庙 清 昌邑市龙池镇

３１０４－３１０－３－０４６ 东王松民居 清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

３１１４－３１１－３－０４７ 范公亭建筑群 清、中华民国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３１２４－３１２－３－０４８ 方山庙 明清 昌乐县城南街道

３１３４－３１３－３－０４９
傅振邦故居

（含墓园）
清 昌邑市奎聚街道

３１４４－３１４－３－０５０ 老龙湾江南亭 明 临朐县冶源镇

３１５４－３１５－３－０５１ 穆村天齐庙 明、清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

３１６４－３１６－３－０５２ 偶园 明清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３１７４－３１７－３－０５３ 青州万年桥 明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３１８４－３１８－３－０５４ 青州昭德古街 明清、中华民国 青州市云门山街道

３１９４－３１９－３－０５５ 松林书院 清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３２０４－３２０－３－０５６ 潍县东关城墙 明、清 潍坊市奎文区东关街道

３２１４－３２１－３－０５７
潍县乐道院暨西方

侨民集中营旧址
１８８２年 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道

３２２４－３２２－３－０５８ 西金台李氏民居 明 昌邑市饮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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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４－３２３－３－０５９ 小南孟刘氏家庙 清 昌邑市北孟镇

３２４４－３２４－３－０６０ 修真宫旧址 元、明、清 青州市弥河镇

３２５４－３２５－３－０６１ 保安古桥 清 曲阜市姚村镇

３２６４－３２６－３－０６２ 北阁山玉皇阁 清 曲阜市息陬镇

３２７４－３２７－３－０６３ 崔家堂楼 明、清 汶上县郭仓乡

３２８４－３２８－３－０６４ 大园戏楼 清 邹城市中心店镇

３２９４－３２９－３－０６５ 东深井民居 清 邹城市石墙镇

３３０４－３３０－３－０６６ 凫村古村落 清 曲阜市小雪街道

３３１４－３３１－３－０６７ 高李李氏民居 清 邹城市郭里镇

３３２４－３３２－３－０６８ 韩垓韩氏家祠 明清 嘉祥县梁宝寺镇

３３３４－３３３－３－０６９ 奎星楼 明 金乡县金乡街道

３３４４－３３４－３－０７０ 刘韵珂故居 清 汶上县刘楼乡

３３５４－３３５－３－０７１ 龙山玉皇殿 明 邹城市香城镇

３３６４－３３６－３－０７２ 满庄满氏民居 明 金乡县羊山镇

３３７４－３３７－３－０７３ 苗馆桥 清 泗水县苗馆镇

３３８４－３３８－３－０７４ 庙东石拱桥 明 邹城市郭里镇

３３９４－３３９－３－０７５ 闵子祠 清 鱼台县张黄镇

３４０４－３４０－３－０７６ 南夏宋古井 明 曲阜市息陬镇

３４１４－３４１－３－０７７ 冉子祠 清 嘉祥县黄垓乡

３４２４－３４２－３－０７８ 慎修堂 清 曲阜市鲁城街道

３４３４－３４３－３－０７９ 汤山玉皇庙 清 嘉祥县纸坊镇

３４４４－３４４－３－０８０ 王桥刘氏民居 清 嘉祥县万张乡

３４５４－３４５－３－０８１ 戏楼街戏楼 清、中华民国 嘉祥县马集乡

３４６４－３４６－３－０８２ 先贤高子祠 清 嘉祥县梁宝寺镇

３４７４－３４７－３－０８３ 巷里清真寺 明、清 邹城市凫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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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４－３４８－３－０８４ 小屯李氏民居 清 金乡县羊山镇

３４９４－３４９－３－０８５ 颜母祠 明、清 邹城市田黄镇

３５０４－３５０－３－０８６ 兖州南大桥 明 兖州市兴隆庄镇

３５１４－３５１－３－０８７ 尹沟古桥 明 邹城市太平镇

３５２４－３５２－３－０８８ 迎坤桥 清 曲阜市尼山镇

３５３４－３５３－３－０８９ 张坊张氏家祠 清 梁山县水泊街道

３５４４－３５４－３－０９０ 张垓张氏家祠 清 嘉祥县马村镇

３５５４－３５５－３－０９１ 常庄民居 明、清、中华民国 东平县接山镇

３５６４－３５６－３－０９２ 东街清真寺 明至中华民国 新泰市放城镇

３５７４－３５７－３－０９３ 光明东村正觉寺 明至中华民国 新泰市刘杜镇

３５８４－３５８－３－０９４ 护鲁山泰山行宫 明清 肥城市孙伯镇

３５９４－３５９－３－０９５ 莲花山云谷寺 明清 新泰市泉沟镇

３６０４－３６０－３－０９６ 青云山三官庙 清 新泰市汶南镇

３６１４－３６１－３－０９７ 神童山观音庵 明清 宁阳县葛石镇

３６２４－３６２－３－０９８ 省庄清真寺 明至中华民国 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

３６３４－３６３－３－０９９
泰山区

清真西大寺
明清 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

３６４４－３６４－３－１００ 泰山玉泉寺 北魏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３６５４－３６５－３－１０１ 桃花峪元君庙 清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３６６４－３６６－３－１０２ 西界清真寺 明清 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

３６７４－３６７－３－１０３ 下旺清真寺 清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

３６８４－３６８－３－１０４ 杨家庄七圣堂 明清 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

３６９４－３６９－３－１０５ 中天门二虎庙 明清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３７０４－３７０－３－１０６ 竹林寺 唐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３７１４－３７１－３－１０７ 店子张氏宗祠 清 文登市张家产镇

—８１—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３７２４－３７２－３－１０８ 柳营丛氏宗祠 清 文登市天福街道

３７３４－３７３－３－１０９ 石岛天后宫 清 荣成市石岛管理区

３７４４－３７４－３－１１０ 万家梁氏庄园 清 文登市高村镇

３７５４－３７５－３－１１１ 河山石亭 明 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

３７６４－３７６－３－１１２
五色崖

赵氏节孝坊
清 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

３７７４－３７７－３－１１３ 丁家庄四合院 清 蒙阴县岱崮镇

３７８４－３７８－３－１１４ 九间棚 清 平邑县地方镇

３７９４－３７９－３－１１５ 平邑清真寺 明清 平邑县

３８０４－３８０－３－１１６ 沂堂牌坊 清 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

３８１４－３８１－３－１１７ 崔家庙千佛塔 清 平原县三唐乡

３８２４－３８２－３－１１８ 恩城文昌阁 明清 平原县恩城镇

３８３４－３８３－３－１１９ 石家清真寺 清 临邑县临南镇

３８４４－３８４－３－１２０ 赵官孟氏民居 清 齐河县赵官镇

３８５４－３８５－３－１２１ 朝城清真寺 明清 莘县朝城镇

３８６４－３８６－３－１２２ 大宁寺大雄宝殿 明清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３８７４－３８７－３－１２３ 箍桶巷张氏民居 清、中华民国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３８８４－３８８－３－１２４
临清县衙

南门阁楼
明 临清市青年街道

３８９４－３８９－３－１２５ 七级运河古街 明至中华民国 阳谷县七级镇

３９０４－３９０－３－１２６ 清平文庙 明清 高唐县清平镇

３９１４－３９１－３－１２７ 清平迎旭门 清 高唐县清平镇

３９２４－３９２－３－１２８ 西街清真寺 明清 冠县清泉街道

３９３４－３９３－３－１２９ 仰山书院 清、中华民国 茌平县博平镇

３９４４－３９４－３－１３０ 张秋陈氏民居 清 阳谷县张秋镇

３９５４－３９５－３－１３１ 张秋山陕会馆 清 阳谷县张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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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４－３９６－３－１３２ 杜受田故居 明清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

３９７４－３９７－３－１３３ 冯安邦故居 清 无棣县海丰街道

３９８４－３９８－３－１３４ 劳店玉皇庙 明清 阳信县劳店镇

３９９４－３９９－３－１３５ 省屯泰山行宫 明 惠民县孙武镇

４００４－４００－３－１３６ 张映汉故居 清 无棣县海丰街道

４０１４－４０１－３－１３７ 北王召苏氏家祠 明 鄄城县什集镇

４０２４－４０２－３－１３８ 付庙民居 明、清 巨野县核桃园镇

４０３４－４０３－３－１３９ 前营泰山行宫 明 东明县城关镇

４０４４－４０４－３－１４０ 宋孝子堂 明 鄄城县董口镇

４０５４－４０５－３－１４１ 孙老家祠堂 明 鄄城县红船镇

４０６４－４０６－３－１４２ 文馆街朱家楼院 清 单县南城街道

４０７４－４０７－３－１４３ 汶西真武庙 明 成武县汶上集镇

４０８４－４０８－３－１４４ 卧化塔 唐 成武县大田集镇

４０９４－４０９－３－１４５ 西葛岗节孝牌坊 清 东明县东明集镇

４１０４－４１０－３－１４６ 章西田氏家祠 明清 巨野县章缝镇

四、石窟寺及石刻（共计２３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１１４－４１１－４－００１
陈庄

龙兴寺丈九佛
唐 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

４１２４－４１２－４－００２ 黄花山造像 金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

４１３４－４１３－４－００３ 太甲山摩崖造像 唐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

４１４４－４１４－４－００４ 王泉摩崖造像 唐至清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

４１５４－４１５－４－００５ 云台寺 明清 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

４１６４－４１６－４－００６ 抱犊崮摩崖造像 唐 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

４１７４－４１７－４－００７ 龙牙山石刻 明 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

—０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１８４－４１８－４－００８ 徐庄梅花山石刻 中华民国 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

４１９４－４１９－４－００９ 雪山摩崖造像 唐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

４２０４－４２０－４－０１０
玲珑山

郑道昭题刻
北魏至清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４２１４－４２１－４－０１１ 马庄摩崖造像 唐 临朐县五井镇

４２２４－４２２－４－０１２ 姓氏源流序碑 明 曲阜市书院街道

４２３４－４２３－４－０１３ 阁老顶观音造像 宋、金 新泰市放城镇

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０１４ 圭山石刻 明 肥城市王瓜店街道

４２５４－４２５－４－０１５ 神童山摩崖石刻 北朝、五代 宁阳县葛石镇

４２６４－４２６－４－０１６
陶山朝阳洞

石刻造像
宋至中华民国 肥城市湖屯镇

４２７４－４２７－４－０１７ 海上碑 明清 日照市岚山区岚山头街道

４２８４－４２８－４－０１８ 雪蓑大字碑 明 莱芜市钢城区里辛镇

４２９４－４２９－４－０１９ 黄崖山摩崖造像 北朝 蒙阴县垛庄镇

４３０４－４３０－４－０２０ 黄云山摩崖造像 北朝 蒙阴县垛庄镇

４３１４－４３１－４－０２１ 邓庙石造像 宋至元 东阿县姜楼镇

４３２４－４３２－４－０２２
大周任史

君屏盗碑
五代 巨野县巨野镇

４３３４－４３３－４－０２３ 田在田家族碑林 清 巨野县田庄镇

五、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共计１２４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３４４－４３４－５－００１

车站街津浦

铁道公司高级

职员府邸

清末民初 济南市天桥区纬北路街道

４３５４－４３５－５－００２ 宏济堂西记 中华民国 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街道

４３６４－４３６－５－００３ 济南跳伞塔 １９５６年 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街道

—１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３７４－４３７－５－００４

济南战役山东

兵团指挥所

纪念地
１９４８年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

４３８４－４３８－５－００５ 将军庙天主教堂 清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

４３９４－４３９－５－００６
津浦铁路局

济南机器厂旧址
１９１０年 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街道

４４０４－４４０－５－００７
经二路

阜成信东记
１９０９年 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街道

４４１４－４４１－５－００８
经二路

阜成信西记
１９０９年 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街道

４４２４－４４２－５－００９
经三路日本

总领事馆旧址
１９３９年 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街道

４４３４－４４３－５－０１０ 经四路基督教堂 １９２６年 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街道

４４４４－４４４－５－０１１
经四路英美

烟草公司旧址
清末民初 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

４４５４－４４５－５－０１２
经一路津浦

铁道公司旧址
１９０９年 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

４４６４－４４６－５－０１３
举人王村

卢氏旧居
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９年 济阳县回河镇

４４７４－４４７－５－０１４
宽厚所街

金家大院
１９１０年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

４４８４－４４８－５－０１５ 隆祥布店西记 １９３５年 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

４４９４－４４９－５－０１６ 路大荒故居 中华民国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

４５０４－４５０－５－０１７ 瑞蚨祥鸿记 １９２３年 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

４５１４－４５１－５－０１８
山东红碯字会

诊所旧址
１９２８年 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

４５２４－４５２－５－０１９
同仁会

济南医院旧址
１９１７年

济南市槐荫区

青年公园街道

４５３４－４５３－５－０２０
小纬二路１０２号

德式别墅
清末民初 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

４５４４－４５４－５－０２１
小纬二路１０４号

德式别墅
清末民初 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

—２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５５４－４５５－５－０２２
小纬二路美国

领事馆旧址
清末民初 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

４５６４－４５６－５－０２３ 老舍故居 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７年 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街道

４５７４－４５７－５－０２４ 李村基督教堂 １９０４年 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

４５８４－４５８－５－０２５ 刘谦初故居 １８９７年 平度市田庄镇

４５９４－４５９－５－０２６
萌山区殉国

烈士纪念塔
１９４６年 莱西市南墅镇

４６０４－４６０－５－０２７ 青岛朝连岛灯塔 １８９９年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

４６１４－４６１－５－０２８ 光被中学旧址 １９０４至１９１２年 淄博市周村区大街街道

４６２４－４６２－５－０２９ 杏园德式建筑 １９０５年 淄博市张店区杏园街道

４６３４－４６３－５－０３０ 杏园天主教堂 清 淄博市张店区杏园街道

４６４４－４６４－５－０３１
淄博美术

陶瓷厂旧址
１９５９年 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

４６５４－４６５－５－０３２
淄博市革命

烈士陵园
２０００年 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

４６６４－４６６－５－０３３
淄博市

展览馆旧址
１９６８年 淄博市张店区体育场街道

４６７４－４６７－５－０３４ 白骨塔 １９１１年 枣庄市市中区中心街街道

４６８４－４６８－５－０３５

苏鲁豫皖边区

农民抗日

训练班旧址

中华民国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

４６９４－４６９－５－０３６ 峄城基督教堂 １９１２年 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

４７０４－４７０－５－０３７ 枣庄师范方楼 １９１２年 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

４７１４－４７１－５－０３８ 枣庄师范铁楼 １９１２年 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

４７２４－４７２－５－０３９
中共滕县

县委旧址
中华民国 滕州市羊庄镇

４７３４－４７３－５－０４０
中共刘集

支部旧址
１９２５至１９４９年 广饶县大王镇

４７４４－４７４－５－０４１
北洋海军

采办厅旧址
清末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

—３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７５４－４７５－５－０４２ 崇正中学旧址 １９３１年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４７６４－４７６－５－０４３ 丛良弼故居 中华民国 蓬莱市登州街道

４７７４－４７７－５－０４４
基督教浸信会

教堂旧址
１９１６年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４７８４－４７８－５－０４５ 刘子旧居 １９２０年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

４７９４－４７９－５－０４６ 龙口港栈桥码头 １９１９年 龙口市龙港街道

４８０４－４８０－５－０４７ 曲松龄旧居 中华民国 莱州市金城镇

４８１４－４８１－５－０４８
生明电灯股份

有限公司旧址
１９２０年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４８２４－４８２－５－０４９
武霖基督教

圣会堂
１８７２年 蓬莱市紫荆山街道

４８３４－４８３－５－０５０
烟台蚕丝

专科学校旧址
１９２２年 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

４８４４－４８４－５－０５１
烟台东海关码头

验货房旧址
１８６６年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

４８５４－４８５－５－０５２ 烟台市政府旧址 １９４６年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

４８６４－４８６－５－０５３ 烟台碯字会旧址 １９２５年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

４８７４－４８７－５－０５４ 养马岛张氏宗祠 中华民国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街道

４８８４－４８８－５－０５５ 于学忠旧居 １９３１年 蓬莱市小门家镇

４８９４－４８９－５－０５６
招远金矿近代

采掘基址群
１８８２年 招远市玲珑镇

４９０４－４９０－５－０５７
昌邑峡山

灌区工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昌邑市

４９１４－４９１－５－０５８
昌邑县抗日

殉国烈士祠
１９４５年 昌邑市龙池镇

４９２４－４９２－５－０５９
陈干故居

（含墓园）
中华民国 昌邑市龙池镇

４９３４－４９３－５－０６０ 大英烟公司旧址 １９１７年 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街道

４９４４－４９４－５－０６１
坊子牟山水库

干支渠水利设施
１９５２至１９７８年

潍坊市坊子区

九龙街道、坊安街道

—４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９５４－４９５－５－０６２ 姜泊民居 清、中华民国 昌邑市卜庄镇

４９６４－４９６－５－０６３ 廿里堡火车站 １９０２年 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街道

４９７４－４９７－５－０６４ 齐西民居 清、中华民国 昌邑市龙池镇

４９８４－４９８－５－０６５ 青州基督教建筑 清末 青州市王府街道

４９９４－４９９－５－０６６ 潍河碉堡群 １９３７年、１９６５年
昌邑市奎聚街道、

都昌街道、围子街道

５００４－５００－５－０６７
潍县战役

指挥部旧址
１９４８年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

５０１４－５０１－５－０６８ 西黄埠天主教堂 中华民国 昌邑市围子街道

５０２４－５０２－５－０６９ 夏店民居 清、中华民国 昌邑市卜庄镇

５０３４－５０３－５－０７０ 徐长庚故居 清 昌邑市都昌街道

５０４４－５０４－５－０７１ 大峪西渡槽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曲阜市息陬镇

５０５４－５０５－５－０７２ 红旗闸 １９７０年 曲阜市王庄镇

５０６４－５０６－５－０７３ 黄家街教堂 １９２５年 济宁市市中区古槐街道

５０７４－５０７－５－０７４
济宁毛泽东思想

胜利万岁展览馆
１９６８年 济宁市市中区

５０８４－５０８－５－０７５ 济宁太白楼 １９５２年 济宁市市中区

５０９４－５０９－５－０７６ 孔家村泗河桥 １９２４年 曲阜市姚村镇

５１０４－５１０－５－０７７ 孔孟诞生圣地碑 １９２４年 邹城市钢山街道

５１１４－５１１－５－０７８ 梁公林提水站 １９７５年 曲阜市防山镇

５１２４－５１２－５－０７９
尼山水库

水利设施
１９５８年 曲阜市尼山镇

５１３４－５１３－５－０８０ 前楼曙光渠 １９７３年 邹城市石墙镇

５１４４－５１４－５－０８１
曲阜师范

学院旧址
１９５５年 曲阜市鲁城街道

５１５４－５１５－５－０８２ 双庆扬水站 １９７７年 邹城市石墙镇

５１６４－５１６－５－０８３ 水河渡槽 １９６９年 邹城市大束镇

５１７４－５１７－５－０８４ 王杰纪念馆 １９６８年 金乡县鱼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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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１８４－５１８－５－０８５ 小雪影剧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曲阜市小雪街道

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８６ 兖州机务段水塔 １９１２年 兖州市酒仙桥街道

５２０４－５２０－５－０８７
兖州毛泽东思想

胜利展览馆
１９６８年 兖州市鼓楼街道

５２１４－５２１－５－０８８ 姚村火车站 清 曲阜市姚村镇

５２２４－５２２－５－０８９
张家庄

换新天渡槽
１９７７年 泗水县星村镇

５２３４－５２３－５－０９０ 朱山庄扬水站 １９７６年 邹城市石墙镇

５２４４－５２４－５－０９１ 萃英中学建筑群 清、中华民国 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

５２５４－５２５－５－０９２ 大协炮楼 １９３８年 新泰市小协镇

５２６４－５２６－５－０９３ 乐善桥 １９３６年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５２７４－５２７－５－０９４ 前山西屯大队部 １９７５年 东平县梯门镇

５２８４－５２８－５－０９５ 泰安火车站站房 １９０９年 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

５２９４－５２９－５－０９６ 总理奉安纪念碑 １９２９年 泰山风景名胜区

５３０４－５３０－５－０９７ 德胜作坊楼 １９３５年 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

５３１４－５３１－５－０９８ 东山路英人住宅 １９０２年 威海市环翠区鲸园街道

５３２４－５３２－５－０９９
刘公岛共济

分会东住宅
１８９８至１９４０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３４－５３３－５－１００ 刘公岛基督教堂 １９０２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４４－５３４－５－１０１ 刘公岛私营商店 １８９８至１９４０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５４－５３５－５－１０２ 刘公岛英国监狱 １９００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６４－５３６－５－１０３

刘公岛英国

太平洋舰队

司令部
１９１９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７４－５３７－５－１０４
刘公岛英海军

粮库职员住宅
１８９８至１９４０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５３８４－５３８－５－１０５
刘公岛英海军

医官长官邸
１９１９年 威海市环翠区刘公岛

—６２—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３９４－５３９－５－１０６
马石山抗日

战斗遗址
１９４２年 乳山市诸往镇

５４０４－５４０－５－１０７ 威海卫学校旧址 １９０３至１９２５年 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

５４１４－５４１－５－１０８ 文登万字会旧址 １９３４年 文登市天福街道

５４２４－５４２－５－１０９
新威路泰茂

洋行避暑房
１９０２年 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

５４３４－５４３－５－１１０
常山庄山东省

青代会会址
１９４２年 沂南县马牧池乡

５４４４－５４４－５－１１１ 圈里卫东大桥 １９６８年 沂水县圈里乡

５４５４－５４５－５－１１２ 朝城天主教堂 中华民国 莘县朝城镇

５４６４－５４６－５－１１３ 朝城耶稣教堂 清 莘县朝城镇

５４７４－５４７－５－１１４
道署西街

聊城粮库
１９５０年 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５４８４－５４８－５－１１５ 古楼街天主教堂 １９３４年 临清市新华街道

５４９４－５４９－５－１１６ 华美医院诊疗楼 清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５５０４－５５０－５－１１７ 梁水镇范公祠 １９４１年 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

５５１４－５５１－５－１１８ 临清先锋大桥 １９５８年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５５２４－５５２－５－１１９

沙河崖刘邓

大军渡黄河

指挥部旧址
１９４７年 阳谷县寿张镇

５５３４－５５３－５－１２０ 运东地委旧址 １９３９年 茌平县韩集乡

５５４４－５５４－５－１２１ 丁河圈丁氏民居 清末 惠民县魏集镇

５５５４－５５５－５－１２２
惠民英国

教会医院
１９１９年 惠民县孙武镇

５５６４－５５６－５－１２３ 秦董姜天主教堂 １９４０年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

５５７４－５５７－５－１２４ 八一街肖氏民居 １９３６年 菏泽市牡丹区北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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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共计４９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５８４－５５８－６－００１ 冠世榴园 汉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

５５９４－５５９－６－００２
黑山西

茅草房居落
清、中华民国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

５６０４－５６０－６－００３ 山亭石板房民居 清、中华民国
枣庄市山亭区

山城街道、徐庄镇

５６１４－５６１－６－００４ 茹岚石棚 清 邹城市郭里镇

５６２４－５６２－６－００５ 东楮岛海草房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荣成市宁津街道

５６３４－５６３－６－００６ 广福寺银杏园 北魏至清 郯城县重坊镇

５６４４－５６４－６－００７ 大碾集遗址 五代 成武县大田集镇

大　运　河

５６５４－５６５－６－００８ 漕井桥 清 济宁市市中区安居街道

５６６４－５６６－６－００９ 大石桥 明 济宁市市中区古槐街道

５６７４－５６７－６－０１０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

碑等碑刻及闸址
元、明 梁山县梁山镇

５６８４－５６８－６－０１１ 韩庄乾隆御碑 清 微山县韩庄镇

５６９４－５６９－６－０１２ 浣笔泉遗址 明、清 济宁市市中区阜桥街道

５７０４－５７０－６－０１３ 会通桥 元、明 济宁市市中区济阳街道

５７１４－５７１－６－０１４ 南阳古建筑群 明、清 微山县南阳镇

５７２４－５７２－６－０１５
南阳闸、利建闸

及河神庙遗址
明、清 微山县南阳镇

５７３４－５７３－６－０１６ 泗水泉林 明、清 泗水县泉林镇

５７４４－５７４－６－０１７ 太和桥 明 济宁市市中区阜桥街道

５７５４－５７５－６－０１８ 天井闸遗址 唐、元 济宁市市中区越河街道

５７６４－５７６－６－０１９ 微山古船闸 元 微山县

５７７４－５７７－６－０２０ 夏桥 明 济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

５７８４－５７８－６－０２１ 辛店古闸坝遗址 元至清 济宁市任城区石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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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７９４－５７９－６－０２２ 东平安山闸 明 东平县商老庄乡

５８０４－５８０－６－０２３ 东平戴庙闸 明 东平县戴庙镇

５８１４－５８１－６－０２４ ?城坝（闸）遗址 元 宁阳县?城镇

５８２４－５８２－６－０２５ 德州码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

５８３４－５８３－６－０２６ 四女寺枢纽 １９５７年 武城县四女寺镇

５８４４－５８４－６－０２７ 阿城上闸 明 阳谷县阿城镇

５８５４－５８５－６－０２８ 阿城陶城铺闸 清 阳谷县阿城镇

５８６４－５８６－６－０２９ 阿城下闸 明 阳谷县阿城镇

５８７４－５８７－６－０３０ 戴湾闸 明 临清市戴湾镇

５８８４－５８８－６－０３１ 会通闸 元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５８９４－５８９－６－０３２ 梁乡闸 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

５９０４－５９０－６－０３３ 临清闸 元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５９１４－５９１－６－０３４ 临清砖闸 明 临清市青年街道

５９２４－５９２－６－０３５ 七级码头 清 阳谷县七级镇

５９３４－５９３－６－０３６ 三元阁码头 明 临清市青年街道

５９４４－５９４－６－０３７ 辛闸 明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

５９５４－５９５－６－０３８ 月径桥 清 临清市先锋街道

５９６４－５９６－６－０３９ 周家店船闸 元 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街道

胶　莱　运　河

５９７４－５９７－６－０４０ 店子桥 清 胶州市胶莱镇

５９８４－５９８－６－０４１ 河南村桥 明 胶州市胶莱镇

５９９４－５９９－６－０４２ 胶莱水闸大桥 １９６８年 胶州市胶莱镇

６００４－６００－６－０４３ 马台花石桥 清 平度市明村镇

６０１４－６０１－６－０４４ 南姚家水闸遗址 元 平度市万家镇

６０２４－６０２－６－０４５ 三成桥 １８５３年 胶州市胶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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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４－６０３－６－０４６ 五龙桥 明 胶州市胶东街道

６０４４－６０４－６－０４７ 闸子集桥 清 胶州市胶莱镇

６０５４－６０５－６－０４８ 青纱桥 明 高密市夏庄镇

６０６４－６０６－６－０４９ 新河桥遗址 明、清 昌邑市卜庄镇

—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