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公示

一、养老机构信息表

序号 机构名称 性质 联系电话 地址 备注

1
珠海市慈安护老

中心
民办 8659219

前山高奇街 23

号

2
翠香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
公办

2627159 柠溪大道双竹街

7号

3
拱北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
公办

8133031 香洲区港昌路

242 号一、二层

4
湾仔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
公办

8810730

8810218

香洲区湾仔江海

路 86 号

5 博爱护老院 民办 8153799
拱北联安路 186

号

6 爱晖护老院 民办
8289362 夏湾港昌路 132

号

7 祈康托老中心 民办
8530968 九洲大道西银石

雅园 2 栋 2 楼

省四星级养老机构，有

效期限：2019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

8 博爱老年公寓 民办
8580343 珠海市旅游路

2605 号

省三星级养老机构，有

效期限：2020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

9
快乐寿星老年公

寓
民办

8686139 湾仔连洲路

2 号大院 1 号楼

10
光明街朝晖护老

院
民办

2160666 光明街 1 号

国华中心 3 楼

11 乐百年护老中心 民办
8181018

拱北港三路 6号

省四星级养老机构，有

效期限：2020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

12
红旗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办

7731613 红旗镇小林社区

和兴路 888 号



13
平沙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办

7267118
平沙镇平沙一路

沙美社区沙美六

队

14
井岸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建

民营

5151968 井岸镇尖峰前路

379 号

15
斗门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办 2787319

斗门镇新区西30

号

16
乾务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办

5581199
乾务镇乾糖路北

17
白蕉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办

2786618
白蕉镇榕益村

18
莲洲镇社会福利

中心

公建

民营

5562816 莲洲镇横山街

201 号

省四星级养老机构”，

有效期限：2018 年 3 月

至 2021 年 3 月

19
白藤街道社会福

利中心
公办

6333065
斗门区白藤街道

白藤一路华丰二

区 30 号

20
斗门区辛港自然

生态养老中心
民办 5599080

斗门区莲洲镇东

安村中心

333-338 号

21
九明（珠海）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5556267

斗门区井岸镇港

霞东路 268 号 B

区

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地址 区 镇/街道
建筑面积

（m2）

1 狮山街道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狮山横街 9 号 香洲区 狮山街道 150

2
香湾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翠香

路站点

翠香东路前进街 28

号首层（翠香路 20

号）

香洲区 香湾街道 393.65m

3 拱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香洲区拱北街道港昌

路 242 号
香洲区 拱北街道 2236.56



4 翠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香洲区翠香街道双竹

街 7 号
香洲区 翠香街道 2995

5 吉大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吉大建业二路 1 号一

楼、二楼
香洲区 吉大街道 1602.78

6 上冲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上冲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人民西路 1008

号富豪花园，农贸市

场 2 楼）

香洲区 梅华街道 430

7 将军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联安路190号26栋附

近
香洲区 拱北街道 186

8
香湾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海霞

站点

碧海路 87 号 1 栋 2

单元 105 室
香洲区 香湾街道 116.21m²

9 广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屏西路 452 号 香洲区 南屏镇 90

10 十二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屏镇十二村社区屏

西路 458 号
香洲区 南屏镇 190

11 梅华街道长者服务中心

香洲区红山路 26 号

阳光花园香隆市场二

楼

香洲区 梅华街道 1911

12 三灶镇海澄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海澄村市场二楼
金湾区 三灶镇 1054

13 三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高椅路
金湾区 三灶镇 1141

14 西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

城中航花园
金湾区 三灶镇 1083

15 草堂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草堂湾社区草堂新村

综合楼 3 号楼

金湾区 三灶镇 900

16 金海岸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华阳路北侧
金湾区 三灶镇 750

17 鱼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鱼林村综合服务大楼
金湾区 三灶镇 1130



18 中心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中心村润福市场二楼
金湾区 三灶镇 1510

19 红旗镇小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

小林和兴中路 888 号
金湾区 红旗镇 1200

20 矿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

金山花园二期19栋1

单元 1层

金湾区 红旗镇 188

21 广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

广安路 128 号二楼
金湾区 红旗镇 330

22 广发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

广发村公共服务站

3-4 楼

金湾区 红旗镇 440

23 湖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金湾区红旗镇湖东社

区湖东小区 3 栋一楼
金湾区 红旗镇 75

24 三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金湾区红旗镇三板社

区三板小区 11 栋一

楼

金湾区 红旗镇 796

25 鱼月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金湾区三灶镇伟民广

场西侧二楼、三楼与
金湾区 三灶镇 1600

26 小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小林村旧村府旁 金湾区 红旗镇 1000

27 新堂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井岸镇新堂村葡卢山

新堂路
斗门区 井岸镇 220

28 鸡咀村综合养老服务站 井岸镇鸡咀村 斗门区 井岸镇 230

29 黄金村综合养老服务站 井岸镇黄金村 斗门区 井岸镇 220

30 南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井岸镇尖峰前路 379

号
斗门区 井岸镇 300

31 好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藤街道农民新村南

路 1 号
斗门区 白藤街道 200



32 白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藤街道城南白藤一

路华丰二区 30 号
斗门区 白藤街道 1600

33 南澳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斗门区白蕉镇南澳村

下冲 1号
斗门区 白蕉镇 200

34 灯笼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灯笼村东四围

头粮站
斗门区 白蕉镇 120

35 虾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虾山村老人活

动中心
斗门区 白蕉镇 100

36 白石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白石村老人活

动中心
斗门区 白蕉镇 280

37 盖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盖山村老人活

动中心
斗门区 白蕉镇 180

38 孖湾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孖湾村老人活

动中心内
斗门区 白蕉镇 220

39 南环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白蕉镇南环村卫生服

务中心二楼
斗门区 白蕉镇 100

40 南门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门村菉猗堂旁 斗门区 斗门镇 200

41 下洲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斗门镇下洲村委会 斗门区 斗门镇 50

42 新乡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斗门镇新乡村李屋队 斗门区 斗门镇 120

43 夏村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夏村内 斗门区 乾务镇 40

44 马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马山村委会内 斗门区 乾务镇 20

45 狮群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狮群村委会内 斗门区 乾务镇 50

46 网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乾务镇网山村中心石

板街十三巷 4 号
斗门区 乾务镇 45

47 乾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斗门区乾务镇乾塘路

北
斗门区 乾务镇 200

48 石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乾务镇石狗村东路

158 号
斗门区 乾务镇 200



49 石龙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石龙村委会一楼 斗门区 莲洲镇 20

50 南青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珠海市斗门区南青村

农商银行背后 50 米
斗门区 莲洲镇 120

51 莲江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江村新村 1 号 斗门区 莲洲镇 130

52 三角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洲镇三角村内 斗门区 莲洲镇 120

53 新丰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洲镇新丰村老人活

动中心
斗门区 莲洲镇 120

54 上栏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洲镇上栏村文化广

场 333 号
斗门区 莲洲镇 110

55 耕管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洲镇耕管村卫生站

楼下
斗门区 莲洲镇 70

56 大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莲洲镇大沙居委会 斗门区 莲洲镇 300

57 唐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唐家山房路原敬老院 高新区 唐家湾镇 602

58 官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唐家湾镇官塘社区南

安一巷 99 号旁
高新区 唐家湾镇 90

59 万山镇居家养老服务站
万山镇万山村港湾路

21 号
万山区 万山镇 210

60 桂山镇居家养老服务站站
桂山镇桂山村爱民路

6号
万山区 桂山镇 150

61
平沙镇社会福利中心居家养老服务

示范点

平沙镇平沙一路沙美

社区沙美六队平沙镇

社会福利中心内

高栏港区 平沙镇 900

62 平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平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63 前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64 前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前锋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65 连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连湾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50

66 美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美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67 立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立新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300

68 大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大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69 南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70 前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前西社区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71 大海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大海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高栏港区 平沙镇 100

72 南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郊村 高栏港区 南水镇 300

73 金洲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水镇南通八队 100

号
高栏港区 南水镇 230

74 金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水镇上金龙华府骏

景社区服务中心
高栏港区 南水镇 180

75
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横琴新区七色彩虹路

2号新家园 9 栋首层
横琴新区 横琴镇 300

76 横琴新区小横琴社区
濠江路 968 号华发首

府悦天地商业三层
横琴新区 横琴镇

三、长者饭堂情况表

序号 区 长者饭堂名称 长者饭堂地址

1 横琴新区 富祥湾社区长者饭堂
横琴新区长者饭堂七色彩虹路 2号新

家园 9 栋首层

2 横琴新区 石山村长者饭堂 横琴新区长者饭堂石山村 87 号铺

3 横琴新区 下村长者饭堂 横琴新区长者饭堂下村 60 号铺

4 香洲区
梅华街道长者服务中心长

者饭堂

香洲区长者饭堂红山路 26 号香隆市

场二楼



5 香洲区
狮山街道社区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幸福站点
香洲区长者饭堂狮山横街 9号

6 香洲区
翠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翠

色生香长者饭堂
香洲区双竹街 7 号

7 香洲区
香湾街道老人日间照料中

心海霞站点
香洲碧海路 87 号 1 栋 2 单元 105 房

8 香洲区 石花社区长者饭堂
吉大九洲大道中 2123 号格力广场 12

栋外围（台湾水媚儿旁边）

9 香洲区
香湾街道老人日间照料中

心翠香站点

翠香香东路前进街 28 号底（翠香路

20 号）

10 香洲区 康宁社区爱心长者饭堂 香洲区香宁二街 23 栋旁

11 香洲区 兴业社区长者幸福配餐 香悦路 31 号

12 香洲区 悦城社区长者饭堂

香洲区长者饭堂人民西路 633 号鸿馨

园小区长者饭堂 1201-1208 号铺大家

乐人民西路店

13 香洲区 华发社区长者饭堂
华发新城三期管理处（华发社区长者

饭堂居委会）

14 香洲区 广昌社区长者饭堂
广昌社区长者饭堂珠武街 1号(广昌

社区长者饭堂居委会)

15 香洲区 十二村社区长者饭堂
十二村社区长者饭堂珠武街 1 号（十

二村社区长者饭堂居委会）

16 香洲区 茂丰社区长者饭堂 南屏镇茂丰璐 133 号 7 栋

17 香洲区 福石社区长者饭堂
福石社区长者饭堂党群服务中心（岱

山路与荣泰路交界处）

18 香洲区 春晖社区长者饭堂 公安村业主之家

19 香洲区 莲塘社区长者饭堂
前山幸福里小区长者饭堂

六栋首层

20 香洲区 钰海社区长者饭堂
沿河东路 399 号 3 栋 1楼（钰海名门

3 栋）

21 香洲区 创业社区长者饭堂 创业路 23 号 13 栋 001

22 香洲区
香湾街道老人日间照料中

心海虹站点
香洲梅华东路 188 号 1 栋 4单元底层

23 香洲区 吉大街道长者饭堂 吉大白莲路 176 号白莲新村 52 栋旁

24 香洲区 南山社区长者饭堂 吉大九洲大道东石花二巷 16 号 G1

25 香洲区
狮山街道社区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南香站点
南香里二街 52 号 101 房

26 香洲区
狮山街道社区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东风站点
新光里三街 23 号 2 栋 101 房

27 香洲区
拱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长

者饭堂
港昌路 242 号一楼

28 香洲区 茂盛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香洲区长者饭堂国防路 101 号

24 栋一楼



29 香洲区 北岭社区长者饭堂 北岭社区长者饭堂党群服务中心

30 香洲区 湾仔社区长者饭堂 南湾南路 5002 号画家之山餐厅

31 香洲区 富兴社区长者饭堂 南联二街 155 号

32 香洲区 园林社区长者饭堂 园林花园 14 栋旁活动室

33 香洲区 白石社区长者饭堂 九洲大道西 3333 号银石雅园 12 幢旁

34 香洲区
悦城社区翠花苑点长者饭

堂

梅华街道社工站翠花苑 20 栋 2 单元

103 房

35 金湾区 西城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航空新城金山大道与迎河

东路交汇处中航花园商铺二楼

36 金湾区 金海岸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三灶镇华阳路

396 号

37 金湾区 草堂湾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三灶镇草堂湾社区长者饭堂草

堂新村综合楼 3 号楼

38 金湾区 中心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三灶镇中心村

春花园润福综合市场二楼

39 金湾区 鱼林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三灶镇求知路

432 号鱼林村综合服务大楼三楼

40 金湾区 海澄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三灶镇海澄村

农贸市场二楼

41 金湾区 三灶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三灶镇高椅街

48 号

42 金湾区 鱼月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机场西路金列

圣 1栋 2楼

43 金湾区 三板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三板社

区长者饭堂三板小区长者饭堂 11 栋

一楼

44 金湾区 小林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小林村居家养

老服务站一楼

45 金湾区 矿山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金山花

园二期 19 栋 1 单元 1 层

46 金湾区 小林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小林和

兴中路 888 号（红旗镇社会福利中心

一楼商铺）

47 金湾区 广发村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广发村

公共服务站 4楼

48 金湾区 广安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广安路

128 号二楼（原胶花厂）

49 金湾区 湖东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金湾区长者饭堂红旗镇湖东社

区长者饭堂湖东小区长者饭堂 3栋一

楼

50 金湾区 三板村长者饭堂 红旗镇三板村文化活动中心

51 金湾区 广益村长者饭堂 红旗镇广益村卫生站



52 金湾区 大林社区长者饭堂
红旗镇大林社区一连原大林社区办公

大楼

53 斗门区 草朗村长者饭堂 井岸镇草朗村文化活动中心楼下

54 斗门区 南峰社区长者饭堂 井岸镇印象徽州

55 斗门区 美湾社区长者饭堂
井岸镇美湾社区长者饭堂党群活动中

心

56 斗门区 南湾社区长者饭堂 井岸镇尖峰前路 379 号

57 斗门区 虾山村长者饭堂 白蕉镇虾山群党群服务中心

58 斗门区 新沙村长者饭堂 白蕉镇新沙村老人活动中心

59 斗门区 城东社区长者饭堂 白蕉镇连桥路传家茶餐厅

60 斗门区 南澳村长者饭堂 白蕉镇南澳村南澳市场

61 斗门区 南门村长者饭堂 斗门镇南门村南门村菉猗堂旁

62 斗门区 上洲村长者饭堂 斗门镇上洲村老人活动中心

63 斗门区 莲江村长者饭堂 莲洲镇莲江村老人活动中心

64 斗门区 南青村长者饭堂 莲洲镇南青村老人活动中心

65 斗门区 石狗村长者饭堂 乾务镇石狗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66 斗门区 湾口村长者饭堂 乾务镇湾口村“三合一”服务站

67 斗门区 白藤社区长者饭堂
白藤街道白藤一路华丰二区长者饭堂

30 号

68 斗门区 虹桥社区长者饭堂
白蕉镇虹桥三路 3号商业 8区的爱点

心茶餐厅

69 高栏港区 立新社区长者饭堂
高栏港区长者饭堂平沙镇平塘中路 6

号二楼

70 高栏港区 南水社区长者饭堂 南水镇南郊村 441 号（原养老院内）

71 高栏港区 金洲社区长者饭堂 珠海市南水镇南通八队 100 号

72 高栏港区 美平社区长者饭堂
高栏港区长者饭堂平沙镇融康服务中

心

73 万山区 桂山村长者饭堂
桂山镇居家养老服务站（桂山镇桂山

村爱民路 6 号）

74 万山区 万山村长者饭堂
万山镇居家养老服务站（万山镇港湾

路 21 号）

75 高新区 官塘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官塘南安一巷 33 号

76 高新区 唐家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山房路 97 号

77 高新区 鸡山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鸡山社区海洋花园 7 栋 1 楼

鸡山社区老人㓉动中心

78 高新区 北沙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北沙下北村 122 号

79 高新区 淇澳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淇澳中线公路 18 号淇澳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

80 高新区 那洲社区长者饭堂 唐家湾镇那洲四村一号 2 栋 105 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