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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  别 

1 中共一大纪念馆 黄浦区黄陂南路 374号 

9:00-17:00 

（16:00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微信公众号 

闭馆修缮，计划 5

月试运营。 
★● 

2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静安区老成都北路 7弄

30号（近延安中路）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3590984 
闭馆维护，计划 5

月 4日开馆。 
★● 

3 中共四大纪念馆 虹口区四川北路 1468号 

9:00-17:00  

（16:00 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60821097 

场馆改造，拟于 7

月 1前开放，具体

开放时间未定。 

★● 

4 张闻天故居 
浦东新区祝桥镇川南奉

公路 4398 号 

周二至周日 

8:30-11:30 

13:00-16:30  

68960317  ★● 

5 
上海浦东展览馆（浦东

开发开放主题展） 
浦东新区合欢路 201号 

周二至周日 

9:00-17:00  
“浦东观察”APP  ★● 

6 高桥烈士陵园 
浦东新区欧高路钟家弄

78号 
8:30-16:30 

58921665 

“浦东新区烈士陵园

管理所”微信公众号    

 ★ 

7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黄浦区淮海中路 567弄

1-7号 

9:00-16:00 

（周一闭馆） 
53823370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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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8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

办事处纪念馆 

（周公馆） 

黄浦区思南路 73号 

9:00-17:00 

（16:00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64730420  ★● 

9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浦区香山路 7号 
9:00-16:30 

（周一闭馆） 

“上海孙中山故居 

纪念馆”官网 
 ★● 

10 上海韬奋纪念馆 
黄浦区重庆南路 205弄

53-54号 

9:00-16:00 

（周一闭馆） 

63842811 

（仅对团队参观开

放，需提前 1天预约） 

 ★ 

11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黄浦区蒙自路 818号 
9:00-17:00 

（周一闭馆） 

“上海世博会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 
 ★ 

12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黄浦区南京西路 325号 
9:00-17:00 

（周一闭馆） 

23299999 

63232504 
 ★● 

13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地（《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 

黄浦区南昌路 100弄 

2号 

9:00-16:30 

（周三闭馆） 

“上海黄浦” 

微信公众号 
 ●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1928-1931年） 

黄浦区云南中路

171-173 号 

9:00-16:30 

（周三闭馆） 

“上海黄浦” 

微信公众号 
 ● 

15 上海劳动模范风采展馆 
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14号 

（市总工会大楼一楼） 

9:00-17:00 

（周一闭馆） 
63300990  ★ 

16 上海工匠馆 
黄浦区市工人文化宫 

(西藏中路 120号一楼)  

9:00-17:00 

（周一闭馆） 
团队：63520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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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17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

历史纪念馆 
静安区浙江北路 118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33010987  ★● 

18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旧址陈列馆 

静安区成都北路 893弄 

1-11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2157732  ★● 

19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

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静安区愚园路 81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2155939  ★● 

20 
中共淞浦特委机关旧址

陈列馆 

静安区山海关路 387弄

5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2094660  ★ 

21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静安区茂名北路 120弄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2723656  ★● 

22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纪念馆 

静安区新闸路 613弄 

12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3590984  ● 

23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纪念馆） 
徐汇区龙华西路 180号 

陵园：6:30-17:30 

纪念馆：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龙华英烈” 

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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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24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 

图书馆 
徐汇区华山路 1800号 

9:00-16:30  

（周一闭馆） 

个人：钱学森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团队：钱学森图书馆 

官网 

 ★ 

25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徐汇区淮海中路 1843号 

9:00-17:00 

（16:3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

念馆”微信公众号 

预约购票 

 ★● 

26 上海公安博物馆 
徐汇区瑞金南路 518号

（近打浦桥）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国定节假日开放

时间另行通知） 

“上海公安博物馆” 

微信公众号 
 ★ 

27 宋庆龄陵园 长宁区宋园路 21号 
8:30-17:00 

（16:30停止入园） 
62754034  ★● 

28 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 长宁区长宁路 878号 

9:00-11:30 

13:00-16:30 

（16:0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 

63807780  ★ 

29 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 
长宁区愚园路 1376弄

34号 

周一至周六 

9:00-11:00 

13:00-16:00 

个人：“沪游码” 

微信小程序 

团队：62888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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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30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 

旧址 

长宁区江苏路 389号 

（市水务局院内） 

周二、周四、周六 

9:00-11:00 

13:00-16:00 

团队：62888302  ● 

31 沪西革命史陈列馆 
普陀区武路 225号沪西

工人文化宫内 

工作日开放 

9:00-11:30 

14:00-16:30 

62449799 
目前实行预约参

观制度。 
★ 

32 顾正红纪念馆 普陀区澳门路 300号 
8:30-16:30 

 （周一闭馆） 
62661500 

场馆改造，预计 7

月初开放。 
★ 

33 上海鲁迅纪念馆 虹口区甜爱路 200号 

9:00-17:00 

（16:00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65402288-210  ★ 

34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纪念馆 

虹口区多伦路 201弄 

2号 

9:00-11:30 

13:00-16:00 

（周一闭馆）  

56960558  ★● 

35 李白烈士故居 
虹口区黄渡路 107弄 

15号 

周二至周六 

9:00-11:30 

13:00-16:00 

56960680 

场馆改造，拟于 7

月 1前开放，具体

开放时间未定。 

★ 

36 国歌展示馆 杨浦区荆州路 151号 

周一至周六 

9:00-16:30 

（16:00停止入馆 

个人：“沪游码” 

微信小程序 

团队：65458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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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37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陈望道旧居） 
杨浦区国福路 51号 

工作日开放     

9:00-11:30  

13:30-16:30 

65642527 

疫情期间，参观按

复旦大学相关规

定执行。 

★ 

38 上海院士风采馆 杨浦区国顺东路 369号 

9:00-11:30 

13:30-16:30 

（周一闭馆） 

55226911  ★ 

39 
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

规划展示馆 

杨浦区安浦路德纱路 

路口 

9:00-17:00 

（16:30停止入场） 

（国定节假日除外） 

个人：“游上海” 

微信小程序 

团队：13002169879 

  

40 
“南京路上好八连” 

事迹展览馆 
宝山区上大路 55号 

8:30-11:30 

（11:00停止入场） 

14:30-16:30  

（16:00停止入场） 

（周六下午和周日 

闭馆） 

81808257 
仅接受团体电话

预约参观。 
★ 

41 
上海解放纪念馆 

（宝山烈士陵园） 
宝山区宝杨路 599号 

9:00-16:30 

（16:00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 

36199981  ★● 

42 闵行区烈士陵园 
闵行区中春路 3999弄 

临春路 388 号 

工作日开放 

9:00-11:00 

13:00-16:00 

54426958  ★ 

43 外冈游击队纪念馆 嘉定区恒谐路 999号 

工作日开放 

8:30-11:00 

13:00-16:00  

69952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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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海市党史教育基地)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开放时间 预约方式 备  注 类别 

44 金山区烈士陵园 
金山区漕泾镇东海村 

镇南 2042 号 

工作日开放 

9:00-16:00 

（国定节假日闭馆） 

57259088 

57259087 
 ★ 

45 松江烈士陵园 
松江区车墩镇南门村 

联络公路 753号 

工作日开放 

8:30-16:30 
67832810*0  ★ 

46 陈云纪念馆 青浦区朱枫路 3516号 
9:00-16:30  

（周一闭馆） 

个人：“沪游码” “游

上海”微信小程序 

团队：59257178、

59257184（提前 1天） 

 ★● 

47 青浦区东乡烈士陵园 
青浦区华新镇火星村 

60号 

工作日开放 

8:30-16:30 

（国定节假日闭园） 

59771176  ★ 

48 青浦区西乡烈士陵园 
青浦区练塘镇松蒸公路

4656弄 49 号 

工作日开放 

8:30-16:30 

（国定节假日闭园） 

59811184  ★ 

49 
奉贤区中国人民志愿军

纪念馆 

奉贤区奉城镇洪东路

333号 

8:30-11:00 

12:30-15:30 

（周六闭馆）  

57133398  ★ 

50 崇明区烈士馆 
崇明区新河镇新开河路

279号 

8:30-11:00 

13:00-16:30  
596817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