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豫政 〔2016〕4号

河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

通   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省政府核定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329处 (见附件1),

其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59处,石窟寺及石刻8处,

古建筑149处,古遗址86处,古墓葬26处,其他1处;另有与

现有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2处 (见附件2),现予

公布。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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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

和利用工作。

201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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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共329处)

  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9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 1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旧址 1959年 郑州市金水区纬二路10号

2 2
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西服

务楼 (含锅炉房) 1956年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105号

3 3 胡公祠 (含彭公祠) 1925年
郑州市二七区西太康路人民

公园内

4 4 河南省实验中学老教学楼 1953年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60号

5 5 黄河第一铁路桥旧址 1903年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

桥村

6 6 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 1964年 郑州市中原区华山路78号

7 7
柏石崖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后方

医院旧址
1944—1945年 登封市徐庄镇柏石崖村

8 8 董天知故居 1911年
荥阳市索河街道办事处城

关村

9 9 韩凤楼故居 1918年
荥阳市索河街道办事处城

关村

10 10 新密禹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1945年
新郑市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

管委会驮窑村

11 11
河南邮务管理局旧址 (南关邮

政大楼) 1921年 开封市禹王台区中山路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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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2 12 柯莱恩住宅楼 1920年 开封市禹王台区五福路

13 13 开封伞塔 1956年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杨正

门村

14 14 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1907年
开封市鼓楼区中山路北段64
号

15 15 国民党第九十军抗战旧址 1938年 开封市祥符区罗王乡罗王村

16 16 林森桥 1936年
洛阳市老城区洛浦街道办事

处新生村

17 17 潭头河南大学旧址 1943年

栾川 县 潭 头 镇 潭 头 村、党

村、古城村、大王庙村、汤

营村、石门村等

18 18 虎头山新四军烈士陵园 1945年 舞钢市尹集镇苇子园村

19 19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宝丰

旧址群
1947年

宝丰县商酒务镇、赵庄镇、
肖旗乡、城关镇、杨庄镇、
石桥镇、前营乡、周庄镇、
张八桥镇、大营镇等

20 2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青村旧居 1968—1982年
郏县广阔天地乡吴堂村、邱

庄村、杨庄村

21 21
中共河南区第六地委六专署六

军分区旧址
1945年 郏县安良镇曹沟村

22 22 四棵树军事工程旧址 1968—1971年 鲁山县四棵树乡车场村

23 23 徐玉诺故居 1894年 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

24 24 明义士旧居 1895年 安阳市北关区红星路39号

25 25 天津院 (石氏宅院) 1930年 林州市任村镇前峪村

26 26 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1940—1947年 安阳县磊口乡泉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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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7 27 中共卫西工委旧址 1940年 浚县屯子镇原厚村

28 28 中和镇天主教堂 1902年 获嘉县中和镇东街村

29 29
延浚汲淇四县边抗日办事处

旧址
1943年 延津县马庄乡原屯村

30 30 博济惠民医院旧址 1896—1920年 卫辉市健康路88号

31 31 王家大楼日军驻卫司令部旧址 1938年 卫辉市道西街丽湖花园内

32 32
太行区第四专区及焦作市党政

军机关旧址
1939—1948年

焦作市中站区龙翔街道办事

处十二会村

33 33 中共博爱县工委旧址 1939—1940年 博爱县寨豁乡黄塘村

34 34 丁鉴塘烈士碑 1944年 濮阳县海通乡刘辛庄村

35 35 清丰火车站旧址 1970年 清丰县城关镇黄庄村

36 36 汪洋烈士故居 1942年 台前县夹河乡顾庄村

37 37 陈德馨烈士墓 1938年 鄢陵县柏梁镇西老庄村

38 38 赵伊坪故居 1929年
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海河路

居委会

39 39 苏进故居 1907年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

40 40 豫鄂陕党政军机关旧址 1946—1949年 卢氏县木桐乡木桐村

41 41 民生煤矿旧址 (含炮楼、窑洞) 1920年
义马市义煤集团观音堂矿区

观音大街

42 42 四望山新四军五师旧址群 1938—1945年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乡胡岗

村、白庙村,董家河乡三角

山村、黄龙寺村

43 43 商城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1929年 商城县苏仙石乡苏仙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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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44 44 鄂豫皖苏区消费合作社旧址 1929年 新县箭厂河乡箭厂河村

45 45 花山寨会议旧址 1934年 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

46 46
中国社科院息县 “五七”干校

旧址
1969—1971年

息县 东 岳 镇 石 菜 园 村、杨

庄村

47 47 周家口抗战指挥部旧址 1938年
周口市川汇区荷花街道办事

处新街

48 48 黄维纲将军墓 1943年 项城市郑郭镇张堂村

49 49 豫东特委纪念塔 1956年 西华县艾岗乡陵头岗村

50 50 中央党校 “五七”干校旧址 1969年 西华县省黄泛区农场场部

51 51 豫中抗日根据地旧址 1944年 遂平县槐树乡李兴楼村

52 52 常香玉故居 1923年 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

53 53
滑县县委县政府办公院历史

建筑
1958年 滑县道口镇东关村

54 54 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烈士陵园 1944年 滑县万古镇西万古村

55 55 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纪念地 1948年 永城市陈官庄乡陈官庄村

56 56
鲁雨亭故居 (含鲁雨亭烈士

墓、鲁紫铭碑林) 1940年 永城市芒山镇雨亭村

57 57 大荒坡农民暴动十八烈士墓 1928年 固始县马堽集乡曾营村

58 58 固始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1年 固始县武庙集镇锁口村

59 59 辛亥革命烈士祠 1940年 新蔡县古吕镇胜利街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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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石窟寺及石刻 (8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60 1 石柱岗经幢 金 荥阳市豫龙镇石柱岗村

61 2 谢家庄石窟 北魏 孟津县黄河公园内

62 3 朝阳寺石刻 东魏至清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大洼村

63 4 灵山寺石刻 金至民国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赵庄村

64 5 净影寺石塔及古碑刻 北魏至清 修武县西村乡影寺村

65 6 圆融寺石刻 宋、明 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

66 7 蘧伯玉祠石刻 明 长垣县孟岗镇伯玉村

67 8 九龙山石刻 清
长垣县魏庄街道办事处大

车村

  三、古建筑 (149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68 1 保吉寨 清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公园内

69 2 观沟村重阳观 清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观沟村

70 3 方顶村传统民居 明至民国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方顶村

71 4 清微宫 清 登封市大金店镇三王庄村

72 5 超化寺下寺 清 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

73 6 杨岭塔 清 新密市平陌镇崔沟村

74 7 祥符县文庙大成殿 清 开封市鼓楼区洪学街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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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75 8 青云禅寺 清 尉氏县庄头镇高庙范村

76 9 东关清真寺 清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街道

办事处东关社区

77 10 天津桥石基 唐、宋
洛阳市西工区西工街道办事

处洛河河道内

78 11 乔氏绣楼 清 偃师市府店镇夹沟村

79 12 玉帝阁 清 偃师市山化镇寺沟村

80 13 兴福寺大殿 明至民国 偃师市高龙镇高崖村

81 14 鹞店古寨 清 孟津县平乐镇鹞店村

82 15 上戈乔家大院 清 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

83 16 金山庙 明、清 洛宁县陈吴乡金山庙村

84 17 马东村泰山庙 清 洛宁县马店乡马东村

85 18 中原村清真寺 清 洛宁县回族镇中原村

86 19 福昌阁 清 宜阳县韩城镇福昌村

87 20 新安城隍庙 清 新安县城关镇东关社区

88 21 新安文庙 清 新安县城关镇东关社区

89 22 薛村吕氏宅院 清 新安县铁门镇薛村

90 23 红椿寺旧址 唐、明 嵩县车村镇高峰村

91 24 陈家大院 清
平顶山市湛河区轻工路街道

办事处西铁炉村

92 25 高皇庙 清 宝丰县石桥镇高皇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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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93 26 龙兴寺及石塔 明、清 宝丰县前营乡小店头村

94 27 程庄村传统民居 明至民国 宝丰县李庄乡程庄村

95 28 大营村传统民居 明至民国 宝丰县大营镇大营村

96 29 窦堂孝子坊 清 郏县长桥镇窦堂村

97 30 张店村传统民居 清 郏县李口镇张店村

98 31 刘楼观音寺 清 郏县长桥镇刘楼村

99 32 李渡口村传统民居 明、清 郏县冢头镇李渡口村

100 33 冢头大王庙 清 郏县冢头镇南街村

101 34 马投涧玉皇庙 清
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马投

涧村

102 35 盘阳村传统民居 (含法济寺) 明、清 林州市任村镇盘阳村

103 36 刘氏庄园 清 林州市五龙镇中石阵村

104 37 古贤桥 明 汤阴县古贤镇古贤村

105 38 桂香宫塔 清 汤阴县白营镇南陈王村

106 39 双石桥 明 汤阴县菜园镇前高汉村

107 40 王家辿村传统民居 明至民国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王家

辿村

108 41 施家沟村传统民居 清、民国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施家

沟村

109 42 肥泉村张家大院 清、民国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肥泉村

110 43 西街村传统民居 清 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西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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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11 44 淇水关古道 明、清 淇县高村镇高村

112 45 纣王殿村传统民居 清、民国 淇县黄洞乡纣王殿村

113 46 石老公村传统民居 清、民国 淇县黄洞乡石老公村

114 47 西掌村传统民居 清、民国 淇县黄洞乡西掌村

115 48 牛家大院 清 淇县庙口镇形盆村

116 49 原武城隍庙 明
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原武镇东街村

117 50 获嘉文庙 元 获嘉县城关镇二街村

118 51 获嘉城隍庙 明 获嘉县城关镇四街村

119 52 寂照寺 元 获嘉县中和镇后寺村

120 53 合河泰山庙 清 新乡县合河乡合河村

121 54 三塔沟村传统民居 清 卫辉市狮豹头乡三塔沟村

122 55 白云阁 清 卫辉市城郊乡唐岗村

123 56 府城村王氏祠堂 明、清
焦作市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

处府城村

124 57 老君庙戏楼 清
焦作市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

处桶张河村

125 58 阳邑庙大殿 清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

庙镇杨庄村

126 59 沈鹿宿火神庙 清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

庙镇沈鹿宿村

127 60 九渡寨 清 沁阳市常平乡九渡村

128 61 万善汤帝庙 清 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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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29 62 紫陵天爷庙 明、清 沁阳市紫陵镇紫陵村

130 63
当阳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搬迁

古建筑群
清 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

131 64 一斗水村传统民居 清 修武县云台山镇一斗水村

132 65 双庙村传统民居 明、清 修武县西村乡双庙村

133 66 平顶窑村传统民居 清 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窑村

134 67 东岭后村传统民居 清 修武县云台山镇东岭后村

135 68 五龙池及东岳庙遗址 唐、清 武陟县圪垱店乡圪垱店村

136 69 三义庙 明 武陟县大封镇赵庄村

137 70 荆氏宗祠 清
武陟县龙泉街道办事处荆辛

庄村

138 71 小南街观音寺 清
武陟县木城镇街道办事处小

南街

139 72 武陟山西会馆 清
武陟县木城镇街道办事处花

店街

140 73 二仙庙村清真寺 清 博爱县磨头镇二仙庙村

141 74 青莲寺 清 博爱县鸿昌街道办事处九街

142 75 崔氏宗祠 清 博爱县磨头镇崔庄村

143 76 天齐庙 元至清 博爱县金城乡史庄村

144 77 南道村玉皇庙 元至清 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

145 78 安乐寨村传统民居 清 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

146 79
陈家沟村传统民居 (含陈氏墓

园建筑)
清 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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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47 80 逍遥观 明 禹州市浅井乡马沟村

148 81 石羊街清真寺 清 襄城县城关镇石羊街

149 82 郑氏民居 清 许昌县灵井镇小宫村

150 83 汪庄石桥 明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汪庄村

151 84 临颍谯楼 明 临颍县城关镇东街村

152 85 大沟桥 明 临颍县台陈镇大沟桥村

153 86 南梁万寿宫 (含孔圣殿) 明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南梁

村、北梁村

154 87 石佛村传统民居 清
义马市东区街道办事处石

佛村

155 88 邵公碑楼 清 灵宝市苏村乡东里村

156 89 北厥山牌坊 清 灵宝市尹庄镇北厥山村

157 90 下原村严家大院 清 灵宝市阳平镇下原村

158 91 段岩村传统民居 清
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段

岩村

159 92 田家庄村传统民居 明、清
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田家

庄村

160 93 新建村传统民居 清
三门峡市陕州区原店镇新

建村

161 94 海公禅师塔 元
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北

张村

162 95 赵沟村传统民居 清 渑池县段村乡赵沟村

163 96 瓮关村史家大院 清 卢氏县官道口镇杨眉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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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64 97 北关清真上寺 清 卢氏县城关镇北关村

165 98 南阳县文庙 清
南阳市宛城区新华街道办事

处联合街居委会

166 99 熊氏宅院 清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

店乡阡陌营村

167 100 韦集山陕会馆 清 淅川县厚坡镇韦集村

168 101
土地岭村传统民居 (含通岳

观)
清 淅川县盛湾镇土地岭村

169 102
石桥村丹江库区移民搬迁传统

民居群
清 淅川县马蹬镇石桥村

170 103 西簧关帝庙 清 淅川县西簧乡关帝庙村

171 104 曹沟村传统民居 清 西峡县田关乡曹沟村

172 105 袁庄刘氏民居 清 西峡县丹水镇袁庄村

173 106 南召文庙 清 南召县云阳镇老城居委会

174 107 唐河文庙 清
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解放

路南段

175 108 石佛寺大殿 清 镇平县石佛寺镇新民路中段

176 109 镇平黉学大殿 清 镇平县府前大街东段

177 110 卢医庙大殿 明、清 镇平县卢医镇卢医村

178 111 山北张村传统民居 清 镇平县枣园镇山北张村

179 112 光武庙 清 方城县独树镇扳倒井村

180 113 张释之祠 (含张释之墓) 汉、清
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西关

社区

181 114 北杨庄村传统民居 清 桐柏县城郊乡北杨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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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182 115 闵庄村传统民居 清 桐柏县城郊乡闵庄村

183 116 洪林寺 清 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杜楼村

184 117 无忧寺塔 宋 睢县平岗镇周塔村

185 118 大张庄清真寺 清 民权县胡集回族乡大张庄村

186 119 郭氏祠堂 清
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郭

畈村

187 120 毛铺村传统民居 清 新县周河乡毛铺村

188 121 丁李湾村传统民居 清 新县八里畈镇神留桥村

189 122 西河村传统民居 清 新县周河乡西河村

190 123 董大畈村传统民居 清 商城县达权店乡黑河村

191 124 何老湾村传统民居 清 商城县吴河乡万安村

192 125 杨帆石桥 明
光山县净居寺名胜管理区杨

帆村

193 126 潢川清真寺 清
潢川县老城街道办事处南海

街回回营375号

194 127 扶沟城隍庙 清 扶沟县城关镇昌盛路西段

195 128 扶沟白马寺 清 扶沟县白潭镇三所楼村

196 129 西华明伦堂 清
西华县昆山街道办事处青龙

岗社区

197 130 苗集东岳庙 清 淮阳县齐老乡苗集村

198 131 黄庙石拱桥 清 项城市付集镇黄庙村

199 132
张伯驹旧居 (含张伯驹母校莲

溪书院)
清 项城市秣陵镇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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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00 133 小南海古建筑群 明、清
汝南县汝宁街道办事处南大

街居委会

201 134 东逯寨三皇庙 明 济源市五龙口镇东逯寨村

202 135 玉皇庙 明、清
济源市天坛街道办事处西石

露头村

203 136 白鹤堂 明 济源市思礼镇高庄村

204 137 报恩寺 明
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中马

头村

205 138 海上桥村传统民居 清 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

206 139 仪封谢家双楼 清 兰考县仪封乡谢庄村

207 140 老君营吴家宅院 清 兰考县仪封乡西老君营村

208 141 汝州福音堂 清
汝州市钟楼街道办事处南门

里街46号

209 142 来安寨 清 汝州市寄料镇郭沟村

210 143 侯湾泰山庙 明 汝州市焦村乡邢村

211 144 万安西寨 清 汝州市大峪镇袁窑村

212 145 侯湾小安桥 明 汝州市焦村乡邢村

213 146 半扎桥 明 汝州市蟒川镇半扎村

214 147 道口镇历史建筑群 清 滑县道口镇

215 148 学堂岗圣庙 明、清
长垣县蒲东街道办事处学堂

岗村

216 149 华佗庙 清 鹿邑县王皮溜镇张斌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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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古遗址 (86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17 1 田河遗址 旧石器时代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田河村

218 2
老奶奶庙遗址 (含代家门遗

址)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代家

门村

219 3 申河遗址 新石器时代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阎家

嘴村

220 4 敖仓城 秦、汉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游

览区内

221 5 圃田故城 东周至汉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京航

街道办事处蒋冲村

222 6 西施遗址 旧石器时代 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

223 7 郭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登封市唐庄乡郭村

224 8 赵庄遗址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新郑市梨河镇三刘村

225 9 古城村古城 汉 新郑市龙湖镇古城村

226 10 汪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 荥阳市城关乡汪沟村

227 11 官庄遗址 周 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

228 12 平陶古城址 商、周 荥阳市广武镇南城村

229 13 汴河故道陈留段 隋至宋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230 14 金元洛阳故城 金至清 洛阳市老城区

231 15 苗南烧窑遗址 唐 洛阳市老城区苗南村

232 16 洛邑祭祀遗址 西周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街道

办事处东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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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33 17 高崖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偃师市高龙镇高崖村

234 18 盆窑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偃师市缑氏镇盆窑村

235 19 寨湾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偃师市大口乡曹寨村

236 20 柿林遗址 新石器时代 孟津县白鹤镇柿林村

237 21 寺河南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周
孟津县城关镇寺河南村

238 22 新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

239 23 新庄烧窑遗址 汉 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

240 24 小潘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 孟津县会盟镇小潘沟村

241 25 薄姬岭遗址 新石器时代 孟津县麻屯镇薄姬岭村

242 26 大阳河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夏 孟津县城关镇寺河南村

243 27 班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

商、周
孟津县小浪底镇班沟村

244 28 蝙蝠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栾川县庙子镇高崖头村

245 29 龙泉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栾川县城关镇兴华路

246 30 孙家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

247 31 北冶瓷窑遗址 宋、元 新安县北冶镇北冶村

248 32 下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汉
新安县五头镇小庄村

249 33 寺岗遗址
新石器时代、

商、周

平顶山市卫东区鸿鹰街道办

事处贾庄村

250 34 韩寨遗址 新石器时代
平顶山市新城区滍阳镇韩

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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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51 35 窦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宝丰县石桥镇寺门村

252 36 讲武城遗址 东周至汉 宝丰县商酒务镇古城村

253 37 商酒务榷酒遗址 宋 宝丰县商酒务镇商酒务村

254 38 叶陂 (西陂)遗址 东周 叶县龙泉乡寨底村

255 39 邶城遗址 西周 汤阴县瓦岗乡邶城村

256 40 黎阳城遗址 西汉至北宋 浚县黎阳街道办事处河道村

257 41 店后营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新乡县大召营镇店后营村

258 42 木楼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周 沁阳市王召乡木楼村

259 43 陆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温县南张羌镇陆庄村

260 44 邸郃遗址
新石器时代、

战国
武陟县乔庙乡邸郃村

261 45 十里庙遗址 新石器时代
许昌市东城区邓庄乡十里庙

社区

262 46 黄柳遗址 新石器时代、夏 襄城县紫云镇黄柳村

263 47 闵庄瓷窑址 宋 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

264 48 神垕瓷窑址 金至明 禹州市神垕镇建设路中段

265 49 阳翟古城墙 西汉、明
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北街

社区

266 50 杨刘遗址 商、汉 鄢陵县陈化店镇杨刘村

267 51 土城王遗址 新石器时代
漯河市郾城区黑龙潭镇土城

王村

268 52 尼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临颍县繁城镇尼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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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69 53 大田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临颍县固厢乡大田村

270 54 走马岭遗址 新石器时代 灵宝市阳平镇南社村

271 55 刘家岭遗址 旧石器时代 卢氏县横涧乡雷家村

272 56 一里河冶铁遗址 汉、魏 渑池县城关镇一里河村

273 57 淯阳城址 汉
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大胡

营村

274 58 谢营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东谢

营村

275 59 陈郎店遗址 西周至明
社旗县赵河街道办事处谭

营村

276 60 亮马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 南召县留山镇下官庄村

277 61 薛场故城 汉 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沈庄村

278 62 柳河故城 汉 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尖山村

279 63 卞小庄故城 汉 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卞楼村

280 64 姚台子遗址 新石器时代 罗山县高店乡张河村

281 65 宁平故城 战国至晋 郸城县宁平镇

282 66 焦寨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商水县大武乡焦寨村

283 67 王屯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汉 商水县袁老乡王屯村

284 68 南柳故城 汉、魏 西华县叶埠口乡前柳城村

285 69 紫荆台遗址 汉 淮阳县刘振屯乡紫荆台村

286 70 高大庄遗址 周至汉 项城市高寺镇袁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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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287 71 康庄遗址 商 西平县杨庄乡康庄村

288 72 天顶遗址 商、周 西平县人和乡河沿张村

289 73 谢老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西平县人和乡谢老庄村

290 74 台子坡遗址 新石器时代 确山县普会寺乡台子坡村

291 75 安城故城遗址 东周至魏 平舆县老王岗乡兴旺店村

292 76 李庄遗址 商、周 上蔡县朱里镇李庄村

293 77 老母洼遗址 新石器时代 正阳县陡沟镇尚田村

294 78 山照遗址 新石器时代 遂平县嵖岈山镇土山村

295 79 百口井遗址 战国 泌阳县春水镇和庄村

296 80 大杜庄瓷窑址 宋、明
驻马店市驿城区关王庙乡熊

楼村

297 81 滩小关遗址 新石器时代 巩义市河洛镇滩小关村

298 82 滑县古船遗址 宋
滑县产业集聚区锦和新城

小区

299 83 杏山楚长城遗址 东周 邓州市杏山旅游区杏山村

300 84 费侯亭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秦 永城市新桥乡张寨村

301 85 皇沟酒古窖池 明、清 永城市黄口乡陆楼村

302 86 毛城故城遗址 东周 新蔡县余店乡韩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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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古墓葬 (26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303 1 周悼王墓 明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坟上村

304 2 许由墓 (含庙、石寨) 夏 登封市东华镇刘庄村

305 3 子产墓 东周
新郑市观音寺镇与长葛市后

河镇交界处陉山山顶

306 4 校氏墓地 明、清 中牟县雁鸣湖镇东漳村

307 5 李际春墓 明 杞县西寨乡黄土岗村

308 6 洛龙区壁画墓 五代
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龙城

社区

309 7 韩棱墓 汉 舞钢市庙街乡冷岗村

310 8 韩琦墓 宋
安阳市殷都区北蒙街道办事

处皇甫屯村

311 9 刘伶墓 (含刘伶寺石刻) 魏、晋、明 获嘉县亢村镇刘固堤村

312 10 逯鲁曾墓 元
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恩村

313 11 陆庄汉墓群 汉 温县南张羌镇陆庄村

314 12 王崇庆墓 明 濮阳县城关镇吉村

315 13 宋耿洛汉墓群 东汉 南乐县福堪乡宋耿洛村

316 14 南霁云墓 唐 清丰县纸房乡谢朱楼村

317 15 伏皇后墓 东汉 许昌县蒋李集镇刘庄村

318 16 戾太子冢 西汉 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

319 17 曹端墓 明 渑池县仰韶镇苏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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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320 18 寺坡崖墓群 汉 淅川县寺湾镇前营村

321 19 周冢古墓 东周 息县孙庙乡范楼村

322 20 田园古墓群 东周 项城市南顿镇田园村

323 21 闰楼古墓群 商 正阳县付寨乡付寨村

324 22 张良墓 汉 兰考县三义寨乡曹辛庄村

325 23 崔景荣墓 明
长垣县蒲东街道办事处北

街村

326 24 吾离陵 东周
邓州市湍河街道办事处八里

王村

327 25 习氏祖茔 明 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

328 26 僖山画像石墓 汉 永城市芒山镇僖山村

  六、其他 (1处)

总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329 1 镇河铁牛及石龙头 清
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沙河

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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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与与现有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一、英福公司钱庄旧址及职员住宅房、矿师房、中原公司职

员住宅房,并入第四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英福公司旧址 (含采

煤矿业遗址)。

二、张昺祠和张氏民居 (博爱县皂角树村),并入第三批河

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张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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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省文物局 督办:省政府办公厅四处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军区,驻豫部队,部属有关单位。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院。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