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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州政发〔2016〕5 号 

 

 

延边州人民政府关于划定 
延边州第一至六批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委办局： 

为了做好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依法保护、科学规划的精神，

我州于近期对全州境内第一至第六批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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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了划定，现将划定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延边州第一至第六批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及建设控制地带表 

 

 

 

                                 延边州人民政府 

                                 2016 年 3 月 7日 
 
 
 
 
 
 
 
 
 
 
 
 
 
 
 
 
 

抄送：州委各部门，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州政协办公室，州纪委办 

公室，州法院，州检察院，驻延中省直部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7 日印发 



名称 类型 时代 批次 地点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小墩台遗址 古遗址 原始 一 延吉市公园街人民公园内
以保护碑为基准东西各400米、南100米、北300
米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100米

万宝古城 古遗址 辽金、明代 一 安图县万宝镇
以城墙边缘为基准，东、西、南、北向城外延
伸20米

以保护范围为基准，东、西、
南、北向城外延伸50米

六号屯战迹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5 一 敦化市青沟子乡新兴村东 战迹地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50米

哈尔巴岭战迹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5 一 敦化市大石头镇哈尔巴岭 战迹地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50米

渔浪村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2—1934 一 和龙市土山乡
以鱼浪村十三勇士纪念碑为中心，半径100米之
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富岩抗日根据地（八道沟
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2—1933 一 延吉市八道乡富岩村 以保护标志为基准四周外延50米 长胜村、石人村一带

三道湾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2—1934 一 延吉市三道乡 以平岗村为基准四周外延50米
三道湾与敦化、安图、汪清三
县（市）交界地带

罗子沟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4—1936 一 汪清县罗子沟镇河东村 以原保护标志为基准点，四周1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烟筒砬子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2—1933 一 珲春市杨泡乡烟筒砬子村

西沟址：东西长500米，南北长400米。东沟
址：1号址东西长100米，南北长300米；2号址
东西长100米，南北长100米。遗迹外20米为保
护范围

保护范围外延80米内

梨树沟抗日根据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2--1934 一 珲春市春化镇梨树沟村 东西长30米，南北长35米。遗迹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大山嘴子遗址 古遗址 原始 二 敦化市大山嘴子镇 遗址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30米

英义城 古遗址 辽金、明代 二 珲春市英安镇 东西270米，南北331米，城墙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内

陈翰章烈士纪念碑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46 二 敦化市政府院内 纪念碑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20米

东北解放纪念塔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45 二 图们市火车站前 纪念塔本体 塔外7米以内

马架子古墓群 古墓葬 原始 四 安图县永庆乡朝阳村西
以墓群边缘为基准，东、西、南、北向外延伸
50米

以保护范围为基准，东、西、
南、北向外延伸50米

延边州第一至第六批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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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古墓群 古墓葬 原始 四 龙井市石井乡
以文物保护标志牌为基准，向北500米、南450
米、东西宽5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50米之内

革命烈士纪念塔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46 四 敦化市北山 纪念塔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20米

大城中学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21 四 龙井市龙井一中院内 以建筑物东、西各2米，南5米，北1.3米之间
保护范围外东、西各5米，南
14米，北2.3米之内

吴恒夫烈士墓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47 五
敦化市北郊小石河北岸的北山山
顶

墓葬本体 保护范围外延10米

义勇英灵塔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46.9 五 敦化市翰章乡翰章村 本体外延10米 保护范围外延50米

尹东柱故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近代 五 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 建筑物周围5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米之内

朱德海旧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20～1930 五
龙井市智新镇胜地村二屯，龙井
至三合公路东侧

围墙以内，东西42米，南北4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5米之内

药水洞抗日纪念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0.5 五 和龙市头道镇药水洞 以文物保护标志牌为中心，半径20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青山里战迹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20 五 和龙市林业局青山林场林区 以青山里战斗地为中心半径50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500米之内

枫梧洞反日战迹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20～1933 五 图们市石岘镇 遗址外延50米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私立昌东中学师恩纪念碑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5.9 五
延吉市小营乡民兴村二队和四队
之间山址

以保护碑为基准四周外延20米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50米

仰脸山城 古遗址 唐、辽金 五 安图县两江镇小营子屯
以城墙边缘为基准，东、西、南、北向外延伸
50米

以保护范围为基准，东、西、
南、北向外延伸100米

岐新六队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唐 五 图们市月晴镇岐新六队 以牌为基准向东、西、南各5米 保护范围外延30米

河北遗址 古遗址 汉魏 五 汪清镇汪清村
以台地遗址中心为基准点，东西长430米，南北
长20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西崴子遗址 古遗址 汉魏 五 汪清镇西崴子小学北侧 以小学教学楼为基准点，东西北三面延伸100米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高城古炼铁厂遗址 古遗址 唐 五 汪清县百草沟镇高城村 以土台为基准点，南北长30米，东西宽20米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民主村遗址 古遗址 战国至汉 五 延吉市小营乡民主村二队
以保护碑为基准北300米、东150米、西250米、
南延伸到公园路北侧道边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100米

东风遗址 古遗址 战国至晋 六 延吉市小营镇长东村
西起原东风村（现长东村）南北向车道至往东
500米、北起现长东村委会南侧坎至往南200米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80米

长东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战国

至晋
六 延吉市小营镇长东村

西起长东村南南北向沟东至长东村东500米南北
向沟、北起长东村南50米台地至往南200米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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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坪遗址 古遗址
唐（渤海）、

金
六

延吉市小营镇仁坪村六队南50米
处

东起仁坪村六队居民区东侧朝阳川机场围栏西
至400米、仁坪村六队居民区南侧80米以南、
280米以北

保护范围四周外延100米

广兴山城 古遗址 金 六 汪清县大兴沟镇广兴村 城内及城墙外延伸1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延伸50米之内

南团山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 六 珲春市春化镇六道沟村南团山 遗址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六道泡遗址 古遗址 汉、金 六 珲春敬信镇六道泡村 东西长70米，南北长200米。遗址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立新寺庙址 古遗址 唐（渤海） 六 珲春市三家子乡立新村
东西南北各以土台为准，向外5米之内为保护范
围，东西39米、南北35米内为禁耕区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马滴达寺庙址 古遗址 唐（渤海） 六 珲春市哈达门乡马滴达村 东西长42米，南北长33米，遗址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盘岭沟口遗址 古遗址 唐（渤海） 六 珲春市英安镇荒山村 以遗址边界为基准，外延20米为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一松亭遗址 古遗址 汉晋 六 珲春市哈达门乡 一松亭村为中心，东西3华里，南北2华里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沙河子山城 古遗址 金 六
珲春市春化镇梨树沟村西北1.5
公里梨树沟大桥之西的山岭上

城墙外5米之内。城东西700米，南北50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干沟子山城 古遗址 金 六
珲春市哈达门乡干沟子村东北山
上

城墙外5米之内。城东西1000米，南北70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城子沟山城 古遗址 金 六 龙井市老头沟镇太阳村 城墙外15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50米之内

柳洞遗址 古遗址 旧石器 六 和龙市南坪镇柳洞村
原柳洞林场场部西侧台地，南到公路、北至山
脚、东西长400米的范围之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石湖古城 古遗址 唐（渤海） 六 敦化市官地镇八棵树村 遗址本体外延30米 保护范围外延50米

勇成墓群 古墓葬 唐（渤海）、金 六 龙井市东盛涌镇勇成村
石磨洞屯北，东西向村路和北侧耕地之间，东
西400米，南北20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50米之内

图们江国境桥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3年 六 图们市新华街道新安社区 桥头周围20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0米之内

石建二队朝鲜族民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0世纪30-40年

代
六 图们市月晴前镇石建村二队

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南、北方向各乡外延30米，
西侧至山脚下，东侧外延70米

张鼓峰事件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8年 六 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 战迹地外20米 保护范围外延80米

大沙河战迹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9年 六 安图县永庆乡、柳树村
以战迹地边缘为基准，东、西、南、北向外延
伸30米

以保护范围为基准，东、西、
南、北向外延伸50米

明东学校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清末 六 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明东屯屯内 建筑物周围5米之内 保护范围外10米之内

公信昌杂货铺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0世纪30年代 六 图们市新华街道新盛社区国境路1
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南侧外延4米，北侧外延5
米，东、西方向各外延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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