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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意见及答复

意见答复

1、进一步补充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报告的背景及相关依据；加强与上

位规划的衔接，补充对接《马尾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答复：已在文本第一部分项目概况的背景及依据、相关规划情况中

修改落实。

2、论证上岐148号的迁建必要性，明确拟迁建建筑的保护要求，补充

古厝迁建工作的相关流程，为后续迁建方案的编制工作提供指导和依据。

答复：根据福州市马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2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关于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历史建筑处置方案的函》的

复函，因上岐村148号迁建工程规划部门尚未明确具体迁建方案，同意上

岐148号的迁移工程改为原址保护。

3、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罗星上岐张氏宗祠、上岐上官井的保护措施和

管控要求。

答复：已在文本第四部分保护处置措施补充完善关于罗星上岐张氏

宗祠、上岐上官井的保护措施和管控要求。



公示

公示时间：2022年10月10至2022年10月14日

公示期内无反馈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

意见回复：

上岐148号的迁移工程改为原址保护；

上岐84、90号等15处一般建筑实施落架

及构件回收并对有保留价值的构件进行回收

再利用。



一、项目概况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三、规划对接

四、保护处置措施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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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省九条（闽政办(2020] 53号）、市政府贯彻省九条通知（榕政办

(2021] 17号）、两办《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文件相

关要求，在实施旧城更新改造、组织项目建设和开展征地拆迁前，要对存在历史

文化资源的区域在开展地块征收前应编制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报告或意见，以此作

为房屋征收（包括协议征收）决定的要件之一。

为推进马尾区“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展，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委托我院编制《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收储范围内历史

文化资源评估报告》。

······城乡建设中要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特别是

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不得

大拆大建。市、县（区）人民政府在实施旧城更新改

造、组织项目建设和开展征地拆迁前，要组织对改造

或建设区域内50年以上的建筑进行普查甄别和认定公

布，开展文化资源评估论证，提出文化遗产和风貌保

护措施。未开展普查等工作的，不得作出房屋征收决

定。

2020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
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九条措施的通知》

2021年3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九条措施的通知》

二、严格文化遗产先普查后征收制度

·······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

委会在实施旧城更新改造、组织项目

建设和开展征地拆迁前，要在前期普

查核查基础上组织对改造或建设区域

内50年以上建筑进行再普查、再甄别

工作。对存在文化遗产的地块，征收

业主单位应编制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意

见或报告······

一、项目概况

1、背景及依据

2021年9月，两办《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意见》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调“在

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以假乱真，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

不破坏传统风貌，不随意改变或侵占河

湖水系，不随意更改老地名。

切实保护能够体现城市特定发展阶段、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凝聚社会

公众情感记忆的既有建筑，不随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民

居。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不得不拆除的，应进行评

估论证，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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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2、区位及范围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 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罗星

街道上岐村、罗建村。东近君竹路与培英社区相邻，南为沿山社区，西

靠上岐村山林区域，北临机场高速。

评估范围东至沿山东路，北、南至规划道路，总面积约12.37公顷。

评估范围图区位图

项目位置

福州市区

马尾收费站

上岐村

罗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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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3、相关规划情况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的历史文

化资源评估范围位于《福州自贸区（马江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年已通过规委会，目前尚未批复）。

图 例

二类住宅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公园绿地
供电用地
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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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3、相关规划情况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的历史文化资

源评估范围位于《马尾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2020年9月通过专家评审会）。

图 例
居住用地
林地
公园绿地
公用设施用地
结构性城市公园绿地
评估范围



分类标准 评价方向 评价内容

C类建筑

历史价值
1、建成年代较近且不具特定意义。

艺术价值

1、建筑设计风格和造型艺术审美无
代表性
2、细部构件朴素、简单，无代表性

科学价值
1、行业技术、工程技术无代表性
2、建筑用材、材料一般

社会价值

1、无法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民俗传
统，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2、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等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无关联。
3、在福州城乡建设与建筑演变史上
或产业发展史上无代表性。
4、无法反映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
传播与影响，不能体现海峡两岸及海
内外密切联系，涉台、涉侨。
5、无革命纪念意义或教育意义。
6、无区域认可度。

完整性及
保存状况

1、建筑坍塌或破损、改扩建严重

评估范围内50年以上建筑认定标准根据《福州市古厝认定标准及普查登记规程》，该规程由由福州市名城委、福州市文物局牵头编制，

已于2021年1月14日通过专家评审，于2月26日通过了市政府城建专题会议，于4月21日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

11

一、项目概况
4、古厝普查认定标准

分类标准 评价方向 评价内容

A类建筑

历史价值

1、明代及清早期以前建筑（除保存状况极差
以外）。
2、类型独特珍稀，或在同一类型中具有较高
代表性。

艺术价值

1、行业技术发展代表性显著或者工程技术具
有较高艺术价值。
2、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较能反映一定历史时
期建筑设计风格和造型艺术审美的。
3、能够较好反映福州乃至福建地域性建筑或
民族性建筑艺术特点。
4、空间构成、造型、装饰和细部构件完整、
丰富、独特、精美。

科学价值

1、建筑布局选址、设计建造极具特色。
2、建筑（群）规模宏大。
3、建筑用材、材料考究。
4、做法或技艺具有稀缺性和代表性，具有研
究价值。

社会价值

1、较好的反映福州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
有特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2、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历史事
件或者著名人物直接相关。
3、在福州乃至福建城乡建设与建筑演变史上
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代表性。
4、较好的反映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传播
与影响，体现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密切联系，
涉台、涉侨。
5、革命纪念意义或教育意义重大。
6、所在区域的认可程度较高。

分类标准 评价方向 评价内容

B类建筑

历史价值
1、建成年代较久远，或具有特
殊社会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

1、代表性一般，基本反映一定
历史时期建筑设计风格和造型
艺术审美的。
2、能够反映福州地域性建筑或
民族性建筑艺术特点。3、细部
构件较丰富、较精美。

科学价值

1、建筑布局选址具有一定特色
2、建造技艺或技术具有一定研
究价值
3、建筑用材较大

社会价值

1、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地历
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特定
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2、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
有一定的关联性。
3、在福州城乡建设与建筑演变
史上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一定
代表性。
4、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地
域之间文化交流、传播与影响。
体现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密切联
系，涉台、涉侨。
5、革命纪念意义或教育意义一
般。
6、所在区域的认可程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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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概况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结合2021年马尾区历史建筑核查成果，对罗星街道

“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评估范围内建成50年以

上建筑及历史环境要素再次进行全面踏勘。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1、地块历史文化资源总体情况

• 评估范围内登记各类资源点共计19处，其中：

 不可移动文物： 1处

 50年以上建筑：16处

 其他环境要素：景观大树1处、牌坊1处

13

其他环境要素-景观大树

图 例

评估范围

建成50年以上建筑

其他环境要素-牌坊

不可移动文物

13



2、建筑分级分类情况——前期普查成果 • 对接马尾区前期普查成果（2016年），本次委托地块评估范围内涉及二
级普查成果共两处，分别为上岐148-149号，上岐84、90号。

• 2021年马尾区古厝专项行动核实前期普查成果边界，明确上岐148号为推
荐传统风貌建筑。上岐149号实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上岐84、90号保存
一般，以上两处建筑均为一般建筑。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福州五城区历史建筑第二次普查（2016年） 马尾区历史建筑普查核查专项行动（2021年）

2021年马尾区古厝专项行动公示情况

14

2018年3月，区住建局对照名城委下发
名单核对建筑边界并挂牌，普查成果上
岐148-149号中的149号在挂牌时已是
新建筑。

2021年古厝专项行动后期对被分级评审
为一般建筑的普查成果价值再夯实时，
上岐149号被评为一般建筑，该成果已
公示。



2、建筑分级分类情况——乡镇线索点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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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线索来源 2021年专项行动

1 上岐150号 乡镇线索点 已落架

2 上岐100号 乡镇线索点 已落架

• 对接2021年马尾区古厝专项行动，本次委托地块评估

范围内涉及乡镇线索共两处，分别为上岐150号，上

岐100号。

• 经古厝专项行动现场核实，两处建筑已落架，因此不

列入本次历史文化资源要素。

上岐150号 上岐100号

图 例

评估范围

B类
C类
已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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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分级分类情况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序号 名称 年代 保存状况 建筑占地面
积（㎡） 线索来源 原保护评级 此次评审后建议等级 评级是否一

致

1 上岐148-
149号

上岐148号 清代 保存一般 613 普查成果
（二级）

推荐传统风貌
建筑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一致

上岐149号 90年代后 保存一般 55 一般建筑 一般建筑 一致

2 上岐84、90号 清代 保存一般 937 普查成果
（二级） 一般建筑 一般建筑 一致

3 上岐37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207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4 上岐41号 清末民国 保存一般 26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5 上岐56号 清代 保存较差 169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6 上岐67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111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7 上岐78号 清末民国 保存一般 148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8 上岐84号西侧 清代 保存较差 106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9 上岐97号 清代 保存一般 154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0 上岐105号 清代 保存较差 110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1 上岐116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108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2 上岐118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77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3 上岐133号 清末民国 保存一般 403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4 上岐135号 清代 保存一般 328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5 上岐139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60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16 罗建西路69号 建国后70-80年代 保存较好 145 本次新增 —— 一般建筑 一致

对接前期历史建筑普查情况，经本次现场确认，建筑整体保存情况与原普查时基本一致，因此沿用原古厝专项行动分级结论。
本次新增50年以上建筑14处，根据《福州市古厝认定标准及普查登记规程》认定标准，因价值一般，保存状况一般，建议为一般建筑。



二、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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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文化资源普查甄别总体情况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历史文化资源清单一览表

类别 名称

不可移动文物（1处） 罗星上岐上官井

已公布历史建筑 无

50年
以上
建筑

推荐历史建筑 无

推荐传统风貌
建筑（1处） 上岐148号

一般建筑
（15处）

上岐84、90号，上岐37号，上岐41号，上岐56号，
上岐67号，上岐78号，上岐84号西侧，上岐97号，
上岐105号，上岐116号，上岐118号，上岐133号，
上岐135号，上岐139号，罗建西路69号

历
史
环
境
要
素

古井 无
古桥 无

挂牌古树名木 无

景观大树
（1处） 榕树

其他环境要素
（1处） 罗建村牌坊

罗建村牌坊

榕树1

评估范围内登记历史文化资源共计19处，其中不可移动文物1处，推荐

传统风貌建筑1处，一般建筑15处，其他环境要素2处。

罗星上岐上官井（文物）

图 例

景观大树

评估范围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一般建筑

其他环境要素

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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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对接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评估范围内规划

用地为二类住宅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公园绿地， 供电用地。

350105-MJ-D-09

350105-MJ-C-07

350105-MJ-C-06

序号 名称 规划用地性质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 建筑限高
（M）

1 350105-MJ-C-06
二类住宅用地

（R21） 1.4 24 30 36

2 350105-MJ-D-09
二类住宅用地

（R21） 1.8 24 30 36

3 350105-MJ-C-07
医疗卫生用地

（A5） 1.6 30 30 24

4 350105-MJ-C-16
供电用地
（U12） —— —— —— ——

350105-
MJ-C-16

对接《福州自贸区（马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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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对接
历史文化资源与控规对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保护类别 本体范围（㎡）
层数

（以主座明
间为主）

建筑面积
（仅供参考）规划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场地高程
规划衔接情况现状（M） 规划（M）

1 罗星上岐上官井 文物 7 —— —— 医疗卫生用地
（A5） 1.6 30 30 24 —— —— 位于规划医疗卫生用地

2 上岐148号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613 1 613

二类住宅用地
（R21） 1.4 24 30 36

7.3-9.7 11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比现状
高程高约2-3米。

3 上岐84、90号 一般建筑 937 1 937 6.5

6.1-7.6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

4 上岐37号 一般建筑 207 2 414 6.3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5 上岐41号 一般建筑 26 1 26 6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6 上岐56号 一般建筑 169 1 169 6.5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7 上岐67号 一般建筑 111 2 222 7.4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8 上岐78号 一般建筑 148 2 296 6.1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9 上岐84号西侧 一般建筑 106 1 106 7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0 上岐97号 一般建筑 154 1 154 6.1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1 上岐105号 一般建筑 110 1 110 5.8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2 上岐116号 一般建筑 108 2 216 6.1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3 上岐118号 一般建筑 77 2 154 6.1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4 上岐133号 一般建筑 403 1 403 7.5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5 上岐135号 一般建筑 328 1 328 7.5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6 上岐139号 一般建筑 60 2 120 6.8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规划高程与现状
高程基本一致。

17 罗建西路69号 一般建筑 145 2 290 29.6 6.2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

18 罗建村牌坊 其他环境要素 —— —— —— 二类住宅用地
（R21） 1.8 24 30 36

6 6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和规划道路上

19 榕树 景观大树 —— —— —— 二类住宅用地
（R21） 6.8 6 位于规划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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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分类推荐 保护处置原则

不可移动文物 原址保护，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保护要求实施保护。

已公布历史建筑 原址保护，应按照《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及保护图则相关保护要求实施
保护。

推荐重要历史建筑
（推荐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原址保护，其中价值突出的推荐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并按照文物保护法相关保护要求实施
预保护。

推荐一般历史建筑 原则上予以原址保护，如需迁建保护或退出名录，应由县（市）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福州
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的相关保护要求实施预保护。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原则上予以原址保护或结合规划统筹考虑，并按照《福建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的相关
保护要求实施预保护。

一般建筑 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整体保护，按照房屋征收相关流程进行处置，其中有保留价
值的精美构件应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回收再利用。

古树名木 原址保护，应按照《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实施保护。

其他历史要素 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整体保护，应对有保留价值的构件进行回收再利用。

1、保护处置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城市绿化条例》、《福州市古厝认定标准及普查登记规程》等文件相关要求，

历史文化要素保护处置原则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
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
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
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
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21

四、保护处置措施
2、保护处置措施 2-1 原址保护

文物本体
保护范围
评估红线

不可移动文物——罗星上岐上官井

 保护要求：1、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律规进行保护；2、因
水井位于规划医疗卫生用地内，需注意卫生防范，避免污染文物，并做好安全防范保障工作；日常清理井边、井内杂草，清理周边环境。

 处置建议：因地块收储范围涉及文物本体及保护范围，建设工程应严格按照不可移动文物“罗星上岐上官井”保护范围相关管
控要求，保护文物本体安全，不得建设污染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设施，并做好与文物部门的对接工作。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内相关建设工程：

 文物概况：位于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北。井传为上岐村始祖上
官氏于元代修建。井为石构，圆形，直径1.3米，深3.5米，块石砌
成。井栏、井台皆为方形，条石砌成。井栏、井台皆为方形，条石
砌成。该水井年代久远，具有一定典型性，为研究马尾区古代人民
生活生产方式，迁徙踪迹提供实物参考。

 保护区划：保护范围为本体四周3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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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2、保护处置措施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上岐148号

 建筑概况：
该建筑为清中后期建筑，合院式古民居，一落一进，正座保存完整，两撇舍及后座已毁。正座门前条石

保存较好，明间太师壁、雕花、看架等构件保留完整，木雕精美。
 场地条件：
①上岐148号位于规划住宅用地，周边均为一般建筑；
②建筑前天井现状高程7.5米，后天井现状高程9.7米，北面因距山体较近，规划竖向为11-15米。规划高程
高于现状高程约2-3米。
 主管部门意见对接：

根据关于《关于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历史建筑处置方案的函》的复函，由于上岐村148号
迁建工程规划部门尚未明确具体迁建方案，因此将上岐148号的迁移工程改为原址保护。
 保护措施：

按照《福建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对其进行保护，对本体进行修缮，复原缺失部分。
 利用建议：

结合所处用地规划设计方案，可作为文化展示、社区服务或附属用房等功能使用。



2、保护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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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需重点回收构件的一般建筑分布图

2-2 构件保护

序号 名称 地址 处置措施
1 上岐133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33号 构件回收
2 上岐135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35号 构件回收
3 上岐84、90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84、90号 构件回收
4 上岐41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41号 构件回收
5 上岐56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56号 构件回收
6 上岐97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97号 构件回收
7 上岐105号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05号 构件回收

上岐133号 上岐135号 上岐84、90号

上岐97号上岐56号上岐41号 上岐105号

评估地块内的15处一般建筑（详见附录）， 其中上岐133号、135号等七处建

筑建议回收有保留价值的构件（如大木构、柱础、装饰构件），用于古建筑修

缮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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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2、保护处置措施

2-2 构件保护

一般建筑—上岐133号 一般建筑—上岐135号

一般建筑上岐133号，可回收梁架结构、一斗三升、太师壁、
斗拱等装饰构件。

一般建筑上岐135号，可回收梁架结构、
大木作、太师壁、斗拱等装饰构件。

一般建筑应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整体保护，可采取构件保护，对较好的梁架结构、大
木作、柱础、斗拱等装饰构件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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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2、保护处置措施

2-2 构件保护

一般建筑—上岐84、90号 一般建筑—上岐41号

一般建筑上岐84、90号，可回收柱础
等构件。

一般建筑应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整体保护，可采取构件保护，对较好的梁架结构、大
木作、柱础、斗拱等装饰构件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一般建筑上岐41号，可回收条石。

一般建筑—上岐56号

一般建筑上岐56号，可回收条石、斗拱、柱础等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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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2、保护处置措施

2-2 构件保护

一般建筑—上岐97号 一般建筑—上岐105号

一般建筑上岐97号，可回收大木作、柱础等。 一般建筑上岐105号，可回收一斗三升、斗拱等装饰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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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环境要素

2、保护处置措施

 场地条件：榕树，树径约1.2m，位于规划住宅用地。

 处置措施：结合规划统筹考虑，可结合居住区建设方案，作为景

观小品或开敞绿化空间进行展示利用。

景观大树——榕树1

四、保护处置措施

牌坊——罗建村牌坊

 场地条件：罗建村牌坊，约九十年代建，位于规划道路上。

 处置措施：结合规划统筹考虑，按相关征收流程开展后续工作。



四、保护处置措施

经现场踏勘，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

市更新+项目”地块评估范围周边分布有不

可移动文物1处，历史建筑1处，传统风貌建

筑1处，一般建筑1处，应采取工程措施防止

并排除不良影响。

•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岐张氏宗祠）：保护范

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均位于评估范围内，应严格

按照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征求文物主管部

门意见，并确保文物本体安全，不得建设污染

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设施。

• 马尾区第二批历史建筑（上岐161号）：应按

照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的要求，征求历史建

筑主管部门意见。

•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上岐119号），一般建筑

（沿山东路344-3号）：应与历史建筑主管部

门做好对接工作。

图 例

评估范围

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一般建筑

28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岐张氏宗祠

3 评估范围周边概况及建议措施

已公布历史建筑：上岐161号

一般建筑：沿山东路344-3号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上岐1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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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处置措施

 文物概况：上岐张氏宗祠位于罗星街道上岐村，清，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东南座向，砖木结构，二进
三开间，抬梁穿斗式，风火墙，始建于清同治年间，1992年重修，为清代建筑风格，保存较好。

 保护区划：保护范围为本体四周5米内，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外扩10米。

 保护要求：1、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律规进行保护；2、加强日常管理与维护，日常巡查屋面漏水点，监测白蚁。

 处置建议：上岐张氏宗祠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均位于评估范围内，建设工程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
相关要求，征求文物主管部门意见，并确保文物本体安全，不得建设污染及其周边环境的设施。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岐张氏宗祠3 评估范围周边概况及建议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
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
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
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
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罗建村牌坊

榕树1

罗星上岐上官井（文物）

上岐105号

上岐97号

上岐135号

上岐133号

上岐56号

上岐84、90号

上岐41号

上岐148号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的历史文化资源共计19处。

 不可移动文物：1处。为罗星上岐上官井，予以原址保护。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1处。为上岐148号，根据福州市马尾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于2022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关于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涉及

的历史建筑处置方案的函》的复函，由于上岐村148号迁建工程规划部门尚

未明确具体迁建方案，上岐148号的迁移工程改为原址保护。

 其他一般建筑：15处。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应对

有保留价值的构件进行回收再利用、对瓦片、砖石等建筑工程材料应收尽收，

后续按照房屋征收相关流程进行处置。其中上岐133号、上岐135号、上岐

84-90号、上岐41号、上岐56号、上岐97号、上岐105号共计七处一般建

筑，应重点回收有保留价值构件，建议落架后对梁架结构、一斗三升、太师

壁、柱础、斗拱等构件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其他环境要素：2处。建议结合所处规划用地具体建设方案统筹考虑，按

相关征收流程开展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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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内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措施图

图 例

景观大树

评估范围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一般建筑

其他环境要素

不可移动文物

原址保护

构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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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内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处置措施一览表（建筑类）

序号 名称 分类 地址 处置措施 保护利用建议

1 罗星上岐上官井 文物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199
号西侧台阶旁 原址保护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保护和利用

2 上岐148号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
148号 原址保护。

1、按照《福建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对其进行保护；
2、结合所处规划用地设计方案，可作为文化展示、社区服务等功
能使用。

表1-原址保护

序号 名称 分类 地址 处置措施 保护利用建议
3 上岐84、90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84、90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柱础等构件。
4 上岐41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41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条石。
5 上岐56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56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条石、斗拱、柱础等构件。
6 上岐97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97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大木作、柱础等。

7 上岐105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05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一斗三升、斗拱等装饰构件。

8 上岐133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33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梁架结构、一斗三升、太师壁、斗拱等装饰构件。

9 上岐135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35号 构件保护 可回收梁架结构、大木作、太师壁、斗拱等装饰构件。

10 上岐37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37号

结合规划统筹考虑，若无法实施整体保护，应对瓦片、砖石等建筑工程材料或其他有保
留价值的构件进行回收再利用，后续按照房屋征收相关流程进行处置。

11 上岐67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67号

12 上岐78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78号

13 上岐84号西侧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84号西侧

14 上岐116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16号

15 上岐118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18号
16 上岐139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139号
17 罗建西路69号 一般建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罗建村罗建西路69号

表2-构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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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罗星街道“上岐罗建片城市更新+项目”地块内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处置措施一览表（其他环境要素类）

序号 名称 分类 地址 处置措施 保护利用建议

18 罗建村牌坊 牌坊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罗建村村口

结合规划
统筹考虑

无具有保留价值构件可回收，应按相关征收流程进行处置。

19 榕树 景观大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上岐村上岐
118号西侧上岐村农贸市场旁

1、作为景观小品或开敞绿化空间进行展示利用；
2、若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应由业主或征迁单位报请园林主管部
门同意、并按相关流程进行处置。









































大约九十年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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