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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珠海市北山村历史悠久,珠海市最早的乡村定居地之一，其历史风貌较好地保留清代

珠江口地区宗族村落整体格局和整体风貌，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的

故乡。北山村 2009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厅公布为第

二批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其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二条 为加强北山村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特制定本保护规划

文本。文本与《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珠海市北山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集》一起使用。 

第三条 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涉及文物古迹及其它历史文化遗产的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

和个人，均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规划。 

第四条 本规划未涉及的规划管理内容，应遵循国家、广东省及珠海市的相关法规规范的要求

执行。 

第五条 本规划的强制内容原则上不得调整。因保护工作的特殊要求确需调整的，自然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必须就调整的必要性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其中直接涉及公共权益的，应当进

行公示。调整后的详细规划必须依法重新审批后方可执行。本规划条文中下划线粗体字

部分为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第六条 规划指导思想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规划编制工作。 

2．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科学处理遗产保护与

社会综合发展、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3．协调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旅游发展等各类专

项规划之间的关系。 

第七条 规划原则 

1．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真实与整体保护原则。包括历史遗产的真实载体及其环境整

体保护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2．保护与更新、利用、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第八条 规划期限 

本保护规划的规划期限与北山村村庄规划的期限相一致，相关保护性要求原则上没有期

限限制。近期保护与建设相关行动措施的期限为 3 年，即 2020－2023 年；远期保护与建设

相关行动措施的期限为 2022-20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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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规划依据与参考 

1.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正）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4）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199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2.政策文件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2014）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 号） 

建设部《关于组织申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通知》（附件 3）（建规[2006]103

号） 

建设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见：《关于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

（第一批）的通知》（附件 3）（建村[2003]199 号） 

广东省建设厅、文化厅《关于组织申报第一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镇（村）的通知》

（20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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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标准、技术规范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0280-98） 

《城市规划制图标准》（CJJ/T97-200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广东省村庄整治规划编制指引(试行)》 

4.城市规划

《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珠海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7—2020）》（2007） 

《珠海市文化设施用地布局规划（2008—2030）》（2009） 

《珠海历史文化建筑街区空间保护规划（紫线）》（2011） 

《珠海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2012） 

《珠海市南湾城区分区规划（2007-2020）》 

《珠海市南屏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珠海市南屏镇北山村保护利用规划（2002）》 

《珠海市南屏中心城区 A202a04、A202a05、A202b01、A202b04 管理单元（北山旧

村更新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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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框架 

第十条 规划性质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珠海市北山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是珠海市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项

规划，是珠海市香洲区南湾片区分区规划下的专项保护规划。其规划结论是相关地区规划编

制的重要依据；涉及本规划必须符合本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要求。 

第十一条 保护规划目标 

对北山村作为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地区重要的生态人文区域和历史文化遗产地进行保护。

实现对以北山村历史村落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有效保护与永续利用，推动珠海

市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 

第十二条 保护范围 

北山村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向南包括北山山体，北至珠海大道，西侧至南湾大道，东至

仙桥路（但不包括北山路与仙桥路之间的居住区），共 67.7 公顷。（见图集“12 保护区划总

图”） 

第十三条 保护内容 

本规划的保护内容包括北山村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建筑线索、历史环境要

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以及此次保护规划推荐的历史建筑线

索。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与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重叠

的区域，应按照从严原则对其中的建设活动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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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护区划与保护要求 

第十四条 保护区划 

根据北山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历史文化

遗产的分布情况，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北山村的环境协调区、核

心区及其建设控制地带的总面积为 62.43 公顷。（见“表 1 保护范围技术指标”） 

1.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是北山村历史风貌最为完整、历史建筑最为集中、保存状况最

为完好的区域，是北山村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是保护的重点区域。北山村核心保护范

围总面积 8.97 公顷，目前核心区内现存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环境要素

占地面积 2.23 公顷，占核心保护范围用地面积比例为 24.8%。 

2.为保护、协调北山村历史风貌的延续完好以及维持古村落整体上的形态与视觉关联性，

规划在核心保护范围之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北山村建设控制地带范围总面积 16.47 公顷。 

3.为确保整个历史文化名村风貌环境的完整性，在建设控制地带之外划定环境协调区，

其范围包括村落南面非传统建筑区域，以及重要山体等。北山村环境协调区总面积为 36.99

公顷。 

4.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均有明确的地理坐标（见图集“12-保护区划

总图”）。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一经确定，禁止随意更改。 

表 1 保护范围技术指标 

保护范围 面积 

核心保护范围面积 8.97ha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16.47ha 

环境协调区面积 36.99ha 

总计 62.43ha 

第十五条 保护准则 

1.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与色彩等。

在核心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设施除外。 

2.在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城市、区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征求同级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3.在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

当经城市、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4.在北山村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

要求。 

5.建设控制地带内部除了通过地块控制指标进行控制之外，还应保护原有的街巷肌理和

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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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控制地带内部通过建筑的分类保护整治要求，提出保护利用的内容和要求。建设

控制地带内依照本规划进行修缮整治活动的，应保持色彩、外观形式与村落历史风貌相协调。 

7.在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2）占用或者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道路和古树名木等； 

（3）对地段传统格局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大面积改建、大面积拆除、开发； 

（4）损坏或者拆毁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包括规划保护的构筑物和其

他设施）； 

（5）修建破坏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 

8.为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完整性，使村落整体空间循序协调发展，应以保护自然

景观为目的，控制好北山村环境协调区的建设行为。 

（1）北山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

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2）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

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3）应注重新建建筑与山体和北山传统村落在高度和风貌上的协调，保护村落与北山

山体之间的视线通廊，新建建筑原则上不应高于北山山体，宜采用梯级式建筑高度轮廓。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珠海市北山村保护规划·规划文本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第四章 历史文化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村落选址与村落自然景观环境保护 

应当保护北山村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景观关系、北山村与北山的标高关系以及视线关系。

（见图集“15 历史环境要素规划图”） 

1. 控制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筑高度，合理控制环境协调区建筑高度； 

2. 保护北山村内巷道的尺度和标高，保护街巷与广场、北山的竖向标高关系，维持北山

村原有的自然关系和排水方向。 

 

第十七条 村落格局与整体风貌保护 

严格保护北山村“十”字形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控制北山村保护范围的建筑高度和体

量，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高度、材质、色彩和形态（见图集“14 建筑高度控制规

划图”）。 

 

第十八条 建筑保护与整治方式 

规划对北山村的建筑进行分类评估。北山村现状建筑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含

预先保护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及其他建筑四大类。核心区及建设控制地带内历史建筑建

造年代均为清－民国（见图集“06 现状建筑年代分类图”）。核心区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登

记及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保护管理，历史建筑（含

预先保护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施保护管理。 

本规划针对核心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制定分类保护整治要求。（见“表 2

建筑保护与整治方式分类表”） （见图集“16 建筑分类保护和整治方式规划图”） 

（1）修缮：对已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和已登记尚未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

要依据文物保护法进行严格保护。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 

（2）维修：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不改变外观特征的维修和加固，针对历史建筑和保

护规划推荐的历史建筑线索，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历史建筑保护

的要求进行维修。 

（3）改善：对建筑物与构筑物采取不改变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与设施的保护

方式。因此，对于其他的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持和修缮外观风貌特征，特别是保护具有历

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和装饰物，其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和使用条件，

适应现代生活方式。 

（4）保留：对于保护区内传统风貌无冲突的其他一般建筑，其建筑质量评定为好的，

可作为保留类建筑。 

（5）整治：对那些与传统风貌有冲突的或质量很差的建筑，可采用整治、改造、拆除

等措施，使其符合历史建筑风貌要求。 

表 2 建筑保护与整治方式分类表 

分类 
文物保

护单位 

历史 

建筑 

传统风貌 

建筑 

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与历史风貌无冲突的

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

其他建筑、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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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

整治方

式 

修缮 

修缮 

维修 

改善 

维修 

改善 

保留 

维修 

改善 

整治（拆除重建、拆除

不建） 

第十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位于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建筑，主要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氏大宗祠等，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要求进行保护，以及采用“修缮”的保护整治方式。

主要手段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见“表 3 北山村不可移动文

物的保护措施”） （见图集“04 文物古迹分布图”） 

 

表 3 北山村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 

序号 文物级别 名称 年代 地址 保护措施 

1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杨氏大宗祠 清代 北山社区北山正街 修缮 

2 

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保遐杨公祠 清代 北山正街北四巷 28 号 修缮 

3 澄川杨公祠 清代 北山正街北三巷 8 号 修缮 

4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杨泗儒家族墓 清代 北山山体东南侧山腰处 修缮 

5 杨镇海府第 清代 北山南街 42 号 修缮 

6 东池杨公祠 清代 北山南街 22 号 修缮 

7 杨云骧府第 清代 北山正街北二巷 23 号 修缮 

8 章成杨公祠 清代 北山正街北一巷 9 号 修缮 

9 北山医帝庙 清代 北山正街 78 号 修缮 

第二十条 历史建筑及保护规划推荐历史建筑线索的保护 

2015 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珠海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其中北山村入选了 1 处；

2018 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北山村入选了 11 处历史建筑，同时包

含 4 处预先保护历史建筑；2020 年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单公布，其中北山入选 2 处。同时，

本规划通过现场调研和记录，对北山村现存的建筑进行排查比对，现推荐 17 处保存尚好的

传统建筑为珠海市的历史建筑候选。（见“表 4 历史建筑、预先保护历史建筑及保护规划推

荐历史建筑线索的保护措施”） （见图集“05 历史建筑分布图”） 

对于历史建筑及的保护整治措施，采用“维修”的整治方式。对于预先保护历史建筑与

本保护规划推荐历史建筑，则建议采用“改善”的整治方式。 

 

表 4 历史建筑、预先保护历史建筑及保护规划推荐历史建筑线索的保护措施 

编号 名称 建筑层数 面积 备注 保护措施 

1 杨绍安堂 一层 477 

珠海市 

第一批历史建筑 

维修 

2 

北山正街北三巷 26、28 号

民居 

一层 239 

珠海市 

第二批历史建筑 

维修 

3 北山正街 15 号民居 两层 154 维修 

4 北山正街北二巷 16 号民居 一层 219 维修 

5 北山正街北二巷 18 号民居 一层 219 维修 

6 北山正街北一巷 1 号民居 一层 193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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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山正街北一巷 15 号民居 一层 141 维修 

8 北山正街北二巷 2 号民居 一层 137 维修 

9 北山正街北二巷 4 号民居 一层 221 维修 

10 北山北街 27 号民居 一层 440 维修 

11 北山南街 15 号民居 一层 221 维修 

12 景辉杨公祠 一层 220 维修 

13 北山村秋厓杨公祠 一层 226 珠海市 

第三批历史建筑 

维修 

14 北山村概轩-龙溪杨公祠 一层 220 维修 

15 北山北街 19 号民居 一层 285 

预先保护历史建筑 

改善 

16 钟鲁杨公祠 一层 138 改善 

17 北山正街北一巷 10 号民居 一层 234 改善 

18 云隐杨公祠 一层 138 改善 

19 北山北街 20 号 一层 340 

 

 

保护规划 

推荐历史建筑线索 

 

 

改善 

20 北山正街北二巷 8 号 一层 249 改善 

21 北山正街北二巷 6 号 一层 150 改善 

22 北山正街北一巷 2 号 一层 224 改善 

23 北山正街 34 号 一层 114 改善 

24 北山正街 64 号 一层 273 改善 

25 北山南街南三巷 4 号 一层 27 改善 

26 北山南街南三巷 6 号 一层 93 改善 

27 北山南街南三巷 13 号 一层 120 改善 

28 北山南街南三巷 11 号 一层 75 改善 

29 北山南街 37 号 一层 143 改善 

30 北山南街南三巷 29 号 一层 120 改善 

31 北山正街南三巷 26 号 一层 149 改善 

32 北山南街 61 号 一层 75 改善 

33 北山正街南一巷 58 号 一层 96 改善 

34 北山南街 93 号 一层 132 改善 

35 北山正街南一巷 84 号 一层 155 改善 

 

第二十一条 传统风貌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北山村保护范围内的其他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持和修缮外观风貌特征，特别是保

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和装饰物，起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和使

用条件，适应现代生活方式。 

 

第二十二条 其他一般建筑的保护整治措施 

而对于保护区内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筑，其建筑质量评定为好的，作为保留类建筑。

而对那些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或质量很差的建筑，采用整治、改造、拆除等措施，使其符合

历史建筑风貌要求。（见图集“07 现状建筑结构分布图、09 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评估

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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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历史街巷的保护 

对核心区历史街巷系统，不得改变原有格局，对其中不协调的建筑立面应加以整治，对

保存状况较差的围墙、门楼等进行修复；核心区内街巷地面建议恢复为石板、灰沙土或青砖

的传统材料，禁止使用磨光石板等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现代材料铺砌。（见“表 5 历史街道

及传统巷道清单”） （见图集“10 道路格局风貌及历史街巷现状图”） 

 

表 5 历史街道及传统巷道清单 

序号 街巷属性 街巷名称 长度 价值 

1 

历 

史 

街 

巷 

 

 

 

北山西街 318 米 

北山十字街之一，原北山正街（村落

主街西段），有较多历史建筑和文物 

2 北山东街 177 米 

北山十字街之一，原北山正街（村落

主街东段），有较多历史建筑 

3 北山南街 260 米 

北山十字街之一，历史景观较好，有

较多历史建筑 

4 北山北街 205 米 

北山十字街之一，历史景观较好，有

较多历史建筑 

5 北山北一巷 62 米  

 

 

 

6 北山北三巷 29 米 

7 北山北纵街里 95 米 

8 北山南纵街里 38 米 

9 北山南一巷 52 米 现存传统的石板路 

10 北山南二巷 67 米 

11 北山南三巷 72 米 

12 北山东横街里 52 米 

 

第二十四条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北山村历史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围绕村的池塘、涌渠、古井、古树等。北山村现存古井 4

眼，珠海市挂牌登记古树名木 2 棵，较大的重要大树 5 棵。历史河涌 330 米。（见图集“11 

历史环境要素现状图”） 

对上述历史环境要素，应加以保护和整治。池塘、历史涌渠应恢复活水供给，不被填

埋。古树应予以登记挂牌。 

 

第二十五条 高度控制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核心保护区内扩建改建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建设控制地带建筑

高度不超过 18 米，标志性建构筑物限高可适度放宽至 24 米。（见图集“14 建筑高度控制规

划图”） 

第二十六条 景观风貌与视廊控制 

1.严格控制近景建筑高度，人的垂直视线 30°内为比较舒适的眺望角度，此角度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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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超过视线控制线高度的新建筑（近景为 300m 以内空间）；从北山北街与北山南街看向

北山的实现通廊控制区内，以完整的山体轮廓为保护目标，建筑遮挡山体部分不能超过山体

高度的 2/3；局部地标高度可适当进行突破，但不宜遮挡或破坏周边山体轮廓线的连续性。 

2. 严格保护村落轴线，形成见山望水的空间感受。引山入村作为重要的乡村山水通廊，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保护乡村重要的视线通廊，对于回迁房新建项目应注意延续与传承这种良

好的山、村关系。 

第二十七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要求保护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征集并妥善保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记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资料，通过博物馆等多种途径进行展示；制定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

有关保护的责任主体；记录社区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依法保护他们

的活动，设立相应的保护研究项目；在社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开设相关课程，邀

请各项目传承人进行社区共同培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尊重遗产活动仪式和规程。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珠海市北山村保护规划·规划文本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第五章 专项规划保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景观与绿地系统及公共设施 

1.保留现有山林地，保护历史河涌等水体不被填埋。

2.以北山为北山村景观的景观基底，重点突出北山东街、北山西街与北山南街、北山北

街交汇的十字形景观廊道；改造北山西街西入口、提升北山东街东入口的景观品质；北山北

空地应建设城市公园。 

3.增加村内部的开放空间，适应旧村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功能，强化并提升已

有的商业功能层次。 

4.保护北山现有山体、山林。禁止挖山采石，禁止开山建设。

5. 疏浚、治理北山河涌水系，整理公用水塘，及时清淤、保持水面洁净，保护水体旁的

绿化。 

6. 整理街巷环境，充分利用闲置空地作为公共绿地。

7. 改造河涌驳岸，整治涌边沿岸建筑和环境，改造河涌桥梁及桥头节点空间。

第二十九条 景观风貌与视廊保护发展建议 

1.鼓励引入与山体景观联系的村落绿楔，引山入村。

2.保留并加强北山村地方特色，保护范围周边新发展项目应配合地形和村落的景观特色。 

3.结合现状景观效果对视线通廊控制区域进行识别，依据现状景观效果与山体高度，对

视线通廊控制方式进行分类。 

4.保护范围周边的新发展项目，建议建筑组群之间鼓励预留开放空间，形成成组成团的

组团视觉效果。透过渐次降低建筑物高度，采用梯级式建筑高度轮廓，使新项目或邻近的村

落环境，互相协调和融合。 

第三十条 土地利用规划建议 

规划范围内用地功能主要以绿地、商业和居住为主，优化用地功能，提升空间品质。规

划建议北山旧村范围内，商业服务用地适当兼容原村民居住用地的功能，活态保存，平衡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十一条 建筑风貌控制建议 

在保护范围周边的新发展项目，建议与北山村内的传统建筑风貌协调： 

1.在建筑体量、立面构图、建筑屋顶形式应与传统建筑相呼应；

2.材料选择上，可适当运用传统材料，或以新材料营造传统材料的氛围感；

3.新建建筑的整体色调应偏灰，避免大量运用饱和度高的鲜艳色彩。

第三十二条 传统建（构）筑物活化利用保护发展策略 

1.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尽量保持原有功能，对于当前空置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

筑则鼓励公益使用，可建议结合旅游、展示体系的建设，逐步置入纪念馆、博物馆的功能，

并鼓励利用历史建筑进行商业经营。规划建议发展古村的“街巷—博物馆”系统：在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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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文物古迹的特殊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传统街巷将其串联起来，挖掘古村内传统建筑特色

元素和空间特点，形成网络化的博览参观线路，实现“街巷就是博物馆”的开放式、网络化

的展示体系。 

2.增加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展示内容。核心区应设置相应的标识系统。在公众可达的

显著位置标识出名称、等级、公布单位、公布时间、保护范围等信息。标识系统除形式应统

一设计外，其设置应以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原则，避免标识的设置对文物建筑的新破坏。 

 

第三十三条 传统街巷交通及消防整治 

1.北山南三巷、北山南街、作为村落与外部城市道路联系的主要道路，道路应按 7 米宽

度进行控制，并作为主要的消防道路。（见图集“19 道路交通规划图”） 

2.于北山新村与北山交界处建设宽为 6 米的消防车道，与北山南街、仙桥路相连接。于

北山村北新建宽度为 6 米的消防车道，与北山南三巷、仙桥路相接，形成环状消防通道。（见

图集“20 消防车道规划图”） 

3.北山东街、北山西街（即北山正街）是穿越核心区东西的主巷道，宽度控制在 5 米，

并在北山西街与北山南三巷交汇处设置回车场。北山南街、北山北街是穿越核心区南北主巷

道，宽度应控制在 5 米。这些巷道应满足消防车基本车道设计要求，日常限制机动车通行。 

4.北山西二巷、北山北二巷、北山横巷诸巷等，应作为主要步行巷道。 

5.在北山村的东侧杨氏大宗祠前广场设置停车场。 

 

第三十四条 市政设施与综合防灾 

1. 市政设施应在片区详细规划的层面上进行统一的规划，分阶段的改造和施工，完善市

政管线。 

2．规划区内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过收集排入现有地面水系，经过滤池最

后排入河涌。污水需统一排放，纳入到整个片区的污水处理系统中。核心区内的雨水排放可

利用原有的地下排水系统，并对破损的地方进行修缮，对于有污水排放的区域进行统一的改

造，集中处理。 

3．核心区所有电力、电信（含电视、通信、治安及交通视频、救灾视频、网络宽带等）、

供水、污水、雨水、燃气、消防等管线均要埋地，规划在主要街巷内宜设置综合沟敷设。

所有市政供应与维护均要集约规划，地面设施（水表井、电信设备间、10kv 开关房、变电

房、燃气调压柜等）和地下设施（化粪池、管道交叉点标识、检查井面标识、管道交叉但

不连接点标识等）需设置统一标识，并与原街巷历史环境协调。 

4. 规划在村口结合村委办公用地设置救灾指挥中心，各文物建筑为重点防护单位，利用

广场用地作为户外避灾场地。 

5. 结合给水管道设置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 米；河涌作为消防备用水源。 

6. 利用村落一级道路和二级道路建立避灾疏散线路，加强其识别指示。 

7. 设立社区消防组织，定期检查，加强对文物建筑、历史传统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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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 规划鼓励采取积极手段，加强对北山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 

2. 规划建议在重要节庆活动时段内，结合古村的空间节点规划，在开放空间内组织相应

的公共仪式活动，作为旅游参观内容，推动地方文化传统的传承，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

过历史文献、产品和图像展示、过程演示等多种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核心区的展示

和传习体系中。 

 

第三十六条 结合北山音乐节等创意文化，动态保护 

规划提出北山村在动态保护上，可文化软体与管理服务的结合、音乐节与文化旅游价值

转换的方式。通过“一店一品”的商业布局、公开透明的物价以及严格规范的民宿管理等，

文艺的生活与北山村管理的科技化、规范化实现了“文化+、科技+”完美结合；音乐节让北

山村更具有文化品格，形成“文化北山”的品牌形象，进而反哺文化旅游，有力地带动了当

地的文化旅游及相关消费，而古村旅游、文化旅游又为音乐节提供了资本和服务的支持。 

第三十七条 串联周边资源，共同发展 

将北山村自身文化影响力，与周边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相结合，如 V12 文化创意产业园、

BOX 创意园等，规划联动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的串联发展线路，将北山村的影响力逐渐扩及

珠海市城区及其他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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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期规划与实施建议 

第三十八条 分期规划年限 

1.近期建设目标（2020-2023）

（1）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与修缮工作。 

（2）推动保护核心区的详细规划编制，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实现核心区的周边地段规

划协调，改善保护核心区的基础设施。 

（3）完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标识系统和监控管理设施。 

（5）完善旅游标识系统设施，满足现代旅游的需要。 

（6）注重非物质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展示的工作。 

2.远期建设目标（2023-2027）

（1）落实核心区的详细规划，完成建筑改造和环境整治的项目，核心保护范围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持安全状态，进入常规的长期监控和合理利用状态。 

（2）研究调整、落实本规划对总体规划的相关建议措施，实现规划结构提出的遗产景

观布局和联系。 

（3）在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北山村文化产业的进步。 

（见图集“21 整治分期规划图”） 

第三十九条 规划实施 

1. 除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外，应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建立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资金

保障机制。 

2.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本规划在批准后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3. 应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报道，增强规划的透明度，增强各级领导、各部门和全体市民的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意识，使其了解历史文化保护规划，自觉支持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的实施。 

4. 继续加强对北山村传统风貌和文化特色的研究，研究制定历史名村更新改造的相关政

策，包括建立历史建筑产权或使用权转移交易政策等。 

5. 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要求进行北山村的保护管理。

第四十条 管理规划 

1. 健全保护区的综合管理机制。应强化管理内容，制定、颁布规划实施细则，明确强

制性内容，加强保护管理的可操作性。 

2. 在强化村民的共有历史遗产保护意识的基础上，加强居民的主动参与性。

3. 加强研究制定古村建筑保护的相关政策，包括农民住宅更新、拆迁与传统民居保护、

容积率与开发权转移交易政策等。 

4. 加强具体管理措施，包括：实行分区管理，每区设执勤点，实行巡查制度；重要巷道

和重要建筑内设监控设备；设置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村内的建设活动、公共场所使用、市政

设施和环境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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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规划实施建议 

1. 修缮规划区内价值较高的主要建筑，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以

及历史建筑。 

2. 加强对北山村核心保护范围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与修缮工作。

3. 整理疏通村内的街巷系统。

4. 开展环境整治工作，重点专项包括：整理北山和北山村以北的景观界面，整理主要街

巷风貌，整理开放性绿地；北山村东、西入口及十字街公共空间节点的整治。 

5. 改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完善历史建筑标识系统和监控管理设施。

6. 合理利用北山村丰富的文化遗产，满足村落发展的需要。

7. 注重非物质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展示的工作。

8. 加强对周边开发的管控，注重其与北山村历史文化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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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建筑分类评估依据 

规划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参照建设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评

选办法，对北山村的建筑进行分类评估。北山村现状建筑分为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其他一般建筑共四大类。 

1. 文物建筑：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珠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香洲区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 

2. 历史建筑：珠海市历史建筑名单中的历史建筑。具有较高的建筑质量、丰富的建筑细

节，保存完整，能够体现地方建筑艺术和时代特征的历史建筑。预先保护的历史建筑在预保

护基础上，按照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进行保护。 

3. 传统风貌建筑：建筑质量较为一般，保存状况一般，建造年代相对较晚的传统建筑。 

4. 其他一般建筑：包括建筑质量较好，建造年代相对较晚，保存较为完整，体量和建筑

风格与传统建筑较为协调的建筑。以及包括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第四十三条 文本的法律效力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和附录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相一致，共同

构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规划说明书是对文本内容的说明、解释和论证。 

第四十四条 规划批准和修改程序 

1. 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应依法组织评审，并由审批机关批准公布。

2.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

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

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四十五条 规划解释权 

本规划解释权属于规划审批机关。 

第四十六条 执行时间 

本规划自批准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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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表 

北山村保护内容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级别 名称 地址 

1 
广东省 

文物保护单位 
杨氏大宗祠 北山社区北山正街 

2 不 珠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 

保遐杨公祠 北山正街北四巷 28 号 

3 可 澄川杨公祠 北山正街北三巷 8 号 

4 移 杨泗儒家族墓 北山山体东南侧山腰处 

5 动 登记 杨镇海府第 北山南街 42 号 

6 文 不可 东池杨公祠 北山南街 22 号 

7 物 移动 杨云骧府第 北山正街北二巷 23 号 

8 文物 章成杨公祠 北山正街北一巷 9 号 

9 北山医帝庙 北山正街 78 号 

10 

历 

史 

建 

筑 

第一批 

历史建筑 
杨绍安堂 北山北街 25、26 号 

11 

第二批 

历史建筑 

北山正街北三巷 26、28 号

民居 
北山正街北三巷 26、28 号 

12 北山正街 15 号民居 北山正街 15 号 

13 北山正街北二巷 16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二巷 16 号 

14 北山正街北二巷 18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二巷 18 号 

15 北山正街北一巷 1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一巷 1 号 

16 北山正街北一巷 15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一巷 15 号 

17 北山正街北二巷 2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二巷 2 号 

18 北山正街北二巷 4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二巷 4 号 

19 北山北街 27 号民居 北山北街 27 号 

20 北山南街 15 号民居 北山南街 15 号 

21 景辉杨公祠 南屏镇北山社区 

22 第三批 

历史建筑 

北山村秋厓杨公祠 北山北一巷 26、28 号 

23 北山村概轩-龙溪杨公祠 北山南街 48 号 

24 

预先保护历史

建筑 

北山北街 19 号民居 北山北街 19 号 

25 钟鲁杨公祠 北山街正街 6 号 

26 北山正街北一巷 10 号民居 北山正街北一巷 10 号 

27 云隐杨公祠 正街南三巷 20 号 

28 
历史街巷（十字街） 

960 米 

北山西街、北山东街、北山

南街、北山北街 

29 
传统街巷（石板路） 

467 米 

北山北一巷、北山北三巷、

北山北纵街里、北山南纵街

历 

史 

环 

境 

要 

素 

里、北山南一巷、北山南二

巷、北山南三巷、北山东横

街里 

30 
水井 

4 眼 

北山村居委会内水井、北山

南街三巷 6 号旁水井、杨

氏大宗祠后水井、杨匏安故

居水井 

31 
挂牌古树名木 

2 棵 

杨氏大宗祠内玉堂春、杨氏

大宗祠后木棉树 

32 重要大树 5 棵 

白沙 61 号对面樟树、北山

村居委会前桂花树、北山南

街 58 号（土地庙旁）三棵

细叶榕 

33 历史河涌 330 米 北山村北侧 

保护规划推荐的历史建筑线索名单 

序号 类别 名称 地址 

1 

保护规划推荐历史

建筑线索名单 

北山北街 20 号 北山北街 20 号 

2 北山正街北二巷 8 号 北山正街北二巷 8 号 

3 北山正街北二巷 6 号 北山正街北二巷 6 号 

4 北山正街北一巷 2 号 北山正街北一巷 2 号 

5 北山正街 34 号 北山正街 34 号 

6 北山正街 64 号 北山正街 64 号 

7 北山南街南三巷 4 号 北山南街南三巷 4 号 

8 北山南街南三巷 6 号 北山南街南三巷 6 号 

9 北山南街南三巷 13 号 北山南街南三巷 13 号 

10 北山南街南三巷 11 号 北山南街南三巷 11 号 

11 北山南街 37 号 北山南街 37 号 

12 北山南街南三巷 29 号 北山南街南三巷 29 号 

13 北山正街南三巷 26 号 北山正街南三巷 26 号 

14 北山南街 61 号 北山南街 61 号 

15 北山正街南一巷 58 号 北山正街南一巷 58 号 

16 北山南街 93 号 北山南街 93 号 

17 北山正街南一巷 84 号 北山正街南一巷 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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