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博物馆 2017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临时展览经费项目 

预算金额 1103 万元 

评价分值 90.10 

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 90.1 分，绩效评级为优。其

中项目决策得 10 分，项目管理得 20.1 分，项目绩效得

60 分。2017 年度上海博物馆临时展览经费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预算执行率 79.4%，预算执行率偏

低。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确保了财政资

金使用的合规性。实施管理中计划性与协同性有待加强。 

（2）产出目标：2017 年度上海博物馆临时展览项

目经费按计划完成六项特别展览。展览组织实施工作良

好，如期完成，展览质量达标。 

（3）效益目标：展览社会效益良好，社会影响力提

高。项目实施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促进新形势下博物馆特展工作模式的探索，

提升特展质量，塑造上海博物馆的特展品牌。 

主要绩效 

 1、专项目标明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与

上博的职能定位相适应。 

该专项以“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了解世界艺术与华夏文明



的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探索新形势下博物馆特别展览的工作模式，提升特展质

量，塑造上海博物馆的特展品牌”为目的，设立目标明确。

上海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

负着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责

任。特展是上海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是对博物

馆基本陈列的补充，可以突破上博藏品范围的限制，扩

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专项设立与上博部门职能相适应。2017

年专项设立按照《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别展览的组织工作

规程》关于特展立项的相关规定，立项依据充分，立项

程序规范，资料完整。 

2、特展以人民群众对观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各项展览按

计划完成，社会效益良好。 

强调“以观众为导向”的原则，观展者的需求始终是办展者

重点考察的因素之一。2017 年特别展览频次高、类型多、

规模大，展览的推出频次已接近饱和，展览团队工作压

力与强度大。“茜茜公主与匈牙利：17-19 世纪匈牙利贵族

生活展”、“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和“巡回展览

画派：俄罗斯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珍品展”是 2017 年

度先后推出的三场国外引进展，此类国外来展的筹备难

度往往要远高于国内特展。为此，展览部提早启动、周



密部署，积极推进工作。例如“茜茜公主与匈牙利：17-19

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展”是一次由上博牵头、在国内四馆

（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和陕西历史

博物馆）巡回展出的引进展。多头联络的模式为本次展

览的筹备工作增加难度，而且由于展品还牵涉到特种军

械类文物，因此该展的出入境程序也较一般文物要复杂

得多。另外文物现场制作支架的比例大，点交布展难度

较高。为了按照既定的开幕时间完成布展工作，展览部

门人员加班加点、积极思考、打破陈规，如期完成展览。

2017 年该专项共有六项展览均按计划完成，受到群众的

欢迎，展览推出后效果良好。 

3、重视展览策划，专项实施质量提升，社会影响力扩大。 

总结历年特展专项积累的经验和不足，2017 年度上海博

物馆临展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系列

优秀的展览，其中《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是大英博物馆 100 套文物在全球巡展的第 9 站，其以独

特方式讲述人类历史，借助文物的视角来遨游世界历史，

展品涉及 200 万年以来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段、各个地区、

各种材质的珍贵藏品，讲述了一部悠久而丰富的浓缩世

界史，诠释人类如何改造世界、世界又是如何塑造人类

的漫长历程，得到社会各界好评，社会影响力大，本次

展览在 102 天的展期内，总共接待参观人数 39 万，共



计举办了 29场夜间专场，单日最高日场客流为 8846人，

单日最高夜场客流为 1810 人。 

4、推进特展组织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专项实施工作效率

提高。 

2016 年底上海博物馆出台《上海博物馆特别展览

管理办法（修订稿草案）》对各部门职责、展览筹备、归

档与备案做了明确规定。出台《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别展

览的组织工作规程》，规范特展组织工作流程。这些制度

措施在 2017 年开始落实，促进了特展工作的标准化和

规范化。首先根据特展的三种来源分别做了立项规定，

然后办展工作按工作流程划分，明确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和责任，三是明确开幕组织阶段工作规程，四是明确展

览开放阶段工作规程，五是明确展览资料归档工作规程，

最后对展览后勤工作做了规定。这些办展的标准化规范

化工作的推进，使整个临展工作组织较为规范有序，工

作效率提高。 

存在问题 

 1、特展长期规划与计划管理较薄弱，筹备期间变更较

多，专项预算执行率偏低。 

特展长期规划与实施计划管理工作相对较薄弱。每一项

展览策划筹备周期通常在 6-12 个月，部分展览要 18 个

月或更长，期间由于展品的确认、文物管理批复、运输

及保险的条件改变等等因素，策展和筹备过程中变更较



多，预算变动较大，特展的准确预算比较难做。另一方

面由于财政预算也是在上一年就开展申报工作，所以存

在部分展览筹备还没有完全落实，就必须申报预算的情

况。虽然执行年度可以进行预算调整，但展览实施的计

划管理较薄弱、展览筹备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仍然影响了

专项预算的执行率，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 

2、热门大展观展需求和观众可容纳数量之间的矛盾较突

出。 

2017 年的大英特展的展品珍贵、罕见，宣传力度大，

又恰逢暑假期间造成了特展排队火爆的情况，根据统计，

排队 45 分钟以上的观众达到总数的 65%，排队时间在

20-45分钟的人群多来自绿色通道照顾的 70岁以上老年

人、军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在调查问卷中观众反

映排队时间过长，有 31%的观众认为展厅内过于拥挤，

往往很难流畅的参观每件文物，过大的人流虽然显示了

展览主题广受欢迎，但具体参观时也影响了观众参观的

舒适度，在今后的特展准备阶段应关注这个问题，大展

准备时期提前考虑如何更好地容纳观众量。 

整改建议 

1、重视特展的长期规划，持续提高组织工作标准化，加

强各部门的协同，提升预算执行率。 

特展工作的特点决定了预算工作的难度，因此建议上博

重视特展的长期规划，尽量早规划、早安排，打足提前



量，争取在预算开始之前完成展览筹备工作，尽量减少

不确定因素，展览筹备完成是提高预算准确性的前提。

强调特展预算工作中各个部门的协同性，落实牵头部门

的工作责任，提高预算准确性，提高预算执行率。 

2、多方协调，统筹资源，尽量满足热门大展的观展需求 

2017 年的大英特展广受欢迎，观展需求空前，排队

火爆，上海博物馆承受了巨大的安保压力，针对观展需

求和观众可容纳数量之间的矛盾，针对有 31%的观众认

为展厅内过于拥挤，往往很难流畅的参观每件文物的问

题，建议在今后大展准备时期协调多方资源积极解决。

例如 2017 年和大英特展同期举办的有其他两个展览，

具体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在上博二楼第二临时展厅举

办，展厅使用面积为 700 ㎡，展览中共展出 101 件/组展

品，分为 9 个部分，展览日期 6 月 29 日——10 月 8 日；

“茜茜公主与匈牙利”展在上博一楼第一临时展厅举办，展

厅使用面积为 815 ㎡，展览中共展出 149 件/组展品，分

为五个部分，展览日期 6 月 2 日——9 月 3 日；“明代吴

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在上博二楼第三临时展厅举办，展

厅使用面积为 270 ㎡，展览日期 2017 年 8 月 3 日——

10 月 22 日。如果这三个展览的时间和场地安排能够统

筹安排，上述问题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 

整改情况 针对特展长期规划与计划管理薄弱、筹备期间变更



较多、专项预算执行率偏低的情况，作出整改。 

主要整改措施为： 

1、进一步提早规划确定展览计划，制定针对特展的

长期规划。鉴于 2017 年展览中集中暴露的相应问题，

2018 年展览已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如展览“心灵的风景：

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的筹备工作提前一年半已然

启动，而 2019年展览规划于 2018年 6月已然基本确定，

部分展览项目如“法国巴黎高等美院艺术展（暂定名）”、“法

国凯布朗利博物馆馆藏珍品展（暂定名）”的筹备工作已

然展开，而针对 2020 年的部分展览业已有了初步规划。

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进行宏观的、长期的展览规划，

只有做到对于整体节奏、步调的把握准确，才能进一步

进行细微之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屋建瓴式

的展览规划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根本所在。 

2、进一步提高临时展览预算金额的准确性。临时展

览经费具有时效性、可变性、单一性等特质。时效性是

基于临时展览本身的时效性，因展览的运输、保险、展

陈服务等费用需在相应服务项目生效前完成支付，而这

些项目又与展览开始时间挂钩；可变性是因每一个展览

情况皆有不同，故而导致在制定预算金额时，也不应是

一成不变的，而应针对每一个展览的特有属性进行细致

展开；单一性则针对临时展览的“临时”特性，每一笔金额



都是一次性使用，当年结清（部分跨年展除外）。如需提

高预算准确性，则要对上述因素进行充分考量。 

在制定展览经费明细前，需对往年办展的预算和决算情

况进行分析总结，明确以往展览的经费使用情况，了解

每一项明细的经费实际使用情况和制定预算时金额的差

距，有利于更具体细致地预估展览费用。此外，针对往

年展览的经费使用情况，可建立一套以展览的展品类型

（陶瓷、青铜、书画等），展厅使用情况（第一临时展厅、

第二临时展厅、第三临时展厅），展览性质（内展、外展），

展览合作方（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等为划分

依据的数据样本，在之后预算制定前，根据即将举行的

展览，从过往数据样本中调出相应展品品类、相应展览

性质、相应合作方等的经费使用情况，将大大提高预算

制定的准确率。 

 

针对热门大战观展需求和观众可容纳数量之间的矛

盾的情况，作出整改。 

主要整改措施为： 

1、合理安排展览计划，通过科学测算控制展厅观众

数量，增加观众的观展舒适度。展览计划的安排，即包

括宏观层面的展览长期规划，如有潜力成为热门展览的

“大展”需在时间上错开，以避免观众叠加排队；也包括了



微观层面的展线设计与展品选择。在展线设计方面，针

对展览高潮、重点展品、多文字展板区域应预留足够的

空间便于观众驻足观看、辗转腾挪，并避免狭长式走道

设计、人流对冲展线等高危设计，使观众拥有更好的观

展体验。在展品选择上，则要充分考虑已有空间的大小，

避免在展览中放置过多展品，从而造成因陈列过多而挤

占空间或因展品摆放过于密集造成参观人群拥堵，影响

观展体验。 

2、采用预约参观的方式，缓解热门展览的拥挤度和

观众等待排队的情况。相关的预约制度已在我馆有过几

次尝试，如“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期间观众可通过预约进入

夜场参观，“山西博物馆古代壁画艺术展”中的水泉梁展厅

亦需观众使用扫码预约排队的形式进入参观，之后这一

方式可进一步广泛推行到此后的一些热门展览中。 

3、在制定展览计划时，适当预估该展览的潜在受众

群和参观人数，针对部分有成为“爆款”可能性的展览，可

通过适当延长展期的方式，稀释人流量。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文物征集经费项目 

预算金额 6549 万元 

评价分值 87 

评价结论 

2017 年文物征集专项绩效评价总得分 87 分，绩效

评级为“良”。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9 分（满分 10 分），项目

管理得分 24 分（满分 30 分），项目绩效得分 54 分（满

分 60 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2017 年文物征集专项全年财政拨

款 65,493,817 元，预算执行率 2.17％,专项的财务管理

制度和实施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和有效性情况良好。 

（2）产出目标：完成文物征集 2017 年度计划，征

集的文物符合上博规定标准，征集价格合理。 

（3）效益和影响力目标：通过专项实施，在一定程

度上完善了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对提升馆藏文物收

藏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建立健全文物征集长效机制，

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主要绩效 

 1、制度健全，项目管理规范有序。 

文物征集专项遵循上海博物馆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措

施，包括：《上海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办法（暂行）》，《上

海博物馆藏品征集经费支出定额标准》，《上海博物馆专



项资金管理条例》等。从 2017 年文物征集专项实施管

理情况来看，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使

用资金，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规定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

开展文物征集工作。总体上，项目管理规范有效。 

2、征集文物符合标准，价格合理，征集工作开展情

况较好。 

文物征集专项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以

完善上海博物馆藏品体系为目标，以适应陈列需要、研

究需要和馆藏缺项需要为标准。2017 年专项共征集到翡

翠卧佛、青铜方觚、地毯、哈萨克艺毯、少数民族服饰

等文物共 141 件，征集的文物均符合征集标准，且征集

价格合理，征集工作开展情况较好。 

  3、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藏品体系、提升文物收藏水

平。 

  2017 年文物征集专项的实施，共收集各类文物 141

件，其中翡翠卧佛 1 件、青铜方觚 2 件、哈萨克艺毯 3

件、少数民族服饰 84 件等文物满足馆藏缺项需要和馆藏

文物研究需要，对完善上博藏品体系、提升馆藏文物收

藏水平有一定积极作用。 

4、文物征集机制健全，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 

为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上博建立健全了文物征集

长效管理机制。具体表现在：一是组织协调机制健全。



文物征集专项由上海博物馆藏品征集鉴定委员会负责，

由专业学科部门、保管部、财务处、监察审计室、行政

办公室等部门协同开展。保管部征集组承担文物征集的

日常工作。二是相关管理制度健全。制定了《上海博物

馆文物征集管理办法（暂行）》等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三是规划指导明确。及时制定文物征集的近期和长远规

划，明确征集的文物种类的范围，使文物征集工作有明

确的工作指导。四是资金、人力资源保障充分。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不够细化，预算执行情况不理想。 

2017 年文物征集专项的预算根据当年文物征集计

划以及市场征集价格来编制。预算编制根据工作经验做

大数预算，不够细化和合理。2017 年文物征集经费项目

预算安排 65,493,817元，实际到位预算资金 65,493,817

元，实际支出经费1,420,235元，预算执行率仅为2.17%，

项目整体预算执行情况不理想。这主要是由于文物征集

工作的特殊性造成。文物征集工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如市场上文物流通的状况、征集价格、经费、

征集时间以及收藏家意愿等都会影响文物征集工作的结

果。 

2、征集文物数量、种类比较有限。 

2017 年专项共征集到翡翠卧佛 1 件、青铜方觚 2

件、地毯 51 件、哈萨克艺毯 3 件、少数民族服饰 84 件



等文物共 141 件，总体上，征集到的文物数量和种类还

比较有限，尤其是有较高文物研究价值和填补馆藏缺项、

空白的文物较少。 

整改建议 

1、合理编制文物征集经费预算，提高预算执行率。 

建议上海博物馆要具体分析预算执行率低的原因，在下

一年度合理编制和调整文物征集经费的预算方案。建议

将文物征集专项预算分成两部分，一是文物征集工作经

费，主要用于文物征集的调研差旅、文物运输、捐赠人

慰问、专家鉴定等经费支出，该经费限当年使用；二是

文物征集收购经费，用于收购文物，可跨年使用。专项

绩效评价只考察专项中文物征集工作经费的预算执行情

况，对于文物征集收购经费则重点考察其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 

2、合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加大执行力度。 

建议上海博物馆在下一年度要根据上博文物征集的

近期和长远规划，合理制定当年度文物征集工作计划，

同时加大项目执行力度，努力征集到更多、更好、更有

价值的文物，确保文物征集计划的完成，以进一步完善

上博藏品体系，提高馆藏文物收藏水平，为实现上博建

设“以中国古代艺术为主的世界顶级博物馆”目标打下扎

实基础。 

整改情况 1、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征集经费项目预算进行分



类，建立子科目，分为征集经费、征集工作其他费用、

鉴定费等子科目。 

2、加强文物寻访工作，加强与文物收藏家的联络，

争取征集到更多、更好的历史文物，进一步完善上海博

物馆的藏品体系。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图书资料购置项目 

预算金额 175 万元 

评价分值 90.10 

评价结论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评价总得分 90.1分，

绩效评级为“优”。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0 分（满分 10 分），

项目管理得分 23.2 分（满分 25 分），项目绩效得分 56.9

分（满分 65 分）。专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2017 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全年财

政拨款 1750000 元，实际支出 1755123.45 元，预算执

行率 100.3％,资金使用略超预算。专项的财务管理制度

和实施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和有效性情况良好。 

（2）产出目标：较好地完成图书资料采购、编目等

常规业务，完成数字化、古籍研究、硬件设施建设等方

面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3）效益和影响力目标：通过专项实施，满足上海

博物馆研究工作之图书参考资料需要，使服务对象满意，

提高文献研究水平，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为项目可持

续发展提供保障。 

主要绩效 
1、有序开展常规业务工作。2017 年上海博物馆图

书馆共采购图书 2231 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989 种；新



书编目 2596 册，期刊装订 1138 册；盘点善本古籍库，

加强古籍编目工作，补录大库未贴条码的漏编图书；借

出图书 1500 册次，还回图书 1343 册次；修复图书 154

册；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21 篇。新增文献交流单位 1

家，受赠书刊 1649 种 1721 册，赠出书刊 870 种 873

册，接收移交图书 16 件 22 册。 

2、加快推进图书数字化工作。（1）古籍数字化工作

继续顺利推进。2017 年完成了第三期 15 万页古籍扫描，

并与上博信息中心、青铜研究部合作研发印章子系统；

碑帖数字化二期工作完成，碑帖数据库系统进一步得到

完善。（2）数据库资源进一步扩大。续约“中国知网”和“读

秀”，馆内读者一年内“中国知网”检索次数逾 38 万次，下

载次数近 1.9 万；使用读秀 5 万多次，参考咨询超过 2.6

万页，全文下载 4000 多次。上博图书馆先后为读者开

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中国知网的期刊、报纸、工具

书总库等 7 个库全库免费试用、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

中心的《金石库》等 3 个古代典籍、《大报编》等近代文

献开通试用。 

3、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效。2017 年，上博图书馆

参加了“汲古慧今：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十年成果展”，总

结了上博图书馆十年古籍保护工作，展示了成果和特藏

图书。研究人员参加了“中国索引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等6次国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发

表论文。2017 年上博图书馆出版著作 3 部、发表论文

17 篇，1 部著作获第 20 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

会二等奖。 

4、加强硬件设施管理和建设。（1）总部书库调整。

办公完全撤出善本库、善本书房、碑帖库，上述三库安

装门禁，实行二人同时进出和进出登记制度。大库书架

维护 2 次，大库、期刊库安装类目标识架标。（2）龙吴

路第二图书馆建设。书库清理，采购并安置书架，配置

各类设备设施，完成第二书库的图书入库。 

存在问题 

   1、现有资料和设备功能还未能很好地满足读者需求。

本次评估对上海博物馆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分别按

50%、20%比例抽样进行了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对象

满意度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统计结果显示，受访

者对“电子阅览功能满意度”、“智能化设备应用满意度”两

个问题的满意度分别为 73.47%、71.43%。问卷中“您对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日常工作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建

议？”有 41 人作出回答， 其中 5 人提出扩大数据库范围

和实现电子资料在图书馆外使用的功能。15 人希望增加

图书采购，加快更新速度。说明上博图书资料现有供给

还不够精准。客观上，库房紧张、资料涨价而预算不够

限制了上博图书馆的发展完善。另一方面，读者的意见



建议也反映出上博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力度还需加强，

在图书资料选择上还需深入研究分析。 

2、服务细化程度不高。问卷调查中有 6 人提出完善

阅览空间和设施的意见建议，包括桌面不整洁、灯光不

够亮、温度太低。有 5 人希望完善图书流通环节，增加

借还书渠道，加快图书上架与归位； 4 人希望获得更多

新书资讯，方便书目检索浏览等。反映出上博图书馆的

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有待加强。 

3、管理制度还需改进。根据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

总受访人数 98 人，有 73 人认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制度

合理，占比 74.49%；4 人认为不合理，占调查总数的

4.08%；16 人认为需要改进，占比 21.43%。总体满意

度低于 80%，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整改建议 

1、适当增加专项预算，提高数字出版物采购比重。

在库房紧张，而读者对数字化资料的需求又比较大的情

况下，建议适当增加图书购置经费，用以购买数字出版

物。为有效使用经费，建议对市场上现有的数字出版物

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遴选，购买其中适合文博图书馆且

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业务部门需求。在符

合规定的前提下，建议考虑购买可以在移动终端上阅览

的产品，以及图书馆统一购置一些价格不高的阅读器。 

2、优化环境，提升服务。建议对图书馆开放空间进



行更合理的规划，从整洁度、光亮度、室内温度等细节

处营造一个让读者感到愉悦放松的文博图书馆氛围。 

3、完善图书管理制度。建议上博图书馆在同行交流

中多了解图书管理制度方面的有益做法，结合智能化管

理的趋势，并充分考虑上海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尽快修

订完善图书管理制度。 

整改情况 

图书馆将进一步做好同行单位调研，广泛听取读者

需求和建议，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加快专业图书采购流

程。深入分析数字化资源，加大数字化资源的选购力度，

完善落实图书馆各项管理制度，努力完成提供更多精准

和人性化的服务。同时也将申请增加图书购置项目资金，

同博物馆领导协调解决场地紧张的问题。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科技专项经费项目 

预算金额 269 万元 

评价分值 92.10 

评价结论 

2017年文物保护科技专项绩效评价总得分 92.1分，

绩效评级为“优”。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0 分（满分 10 分），

项目管理得分 21.9 分（满分 25 分），项目绩效得分 60.2

分（满分 65 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2017 年文物保护科技专项全年财

政拨款 2193100 元，预算执行率 88.2％,专项的财务管

理制度和实施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和有效性情况良好。 

（2）产出目标：较好地完成 2017 年度文物保护与

修复、科研与学术交流、期刊编辑出版等各项工作计划，

有效推进内部建设。 

（3）效益和影响力目标：通过专项实施，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文物保护技术水平，发挥了基地技术支撑作

用，推进了文保学科建设，逐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长效

机制，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主要绩效 

1、管理规范，可持续发展有保障。（1）文保工作机

制。一是内部工作协调有效。文保中心高度配合上博展

览和考古工作，确保文物安全。二是相关管理制度逐步



建立。文保中心严格遵守上博财务制度，资金使用专款

专用，未发现违规情况，符合预算规定的用途，财务监

控有效。中心制定了《上海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管理

办法》等 8 项主要业务管理制度，以及 28 项各研究室和

实验室制度、仪器操作规程，管理制度逐步建立，总体

管理规范有效。（2）资金保障。上博高度重视文物保护

工作，把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资金

保障充分。（3）人力资源保障。上博文物保护中心目前

拥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责任

心强的文物保护专业队伍，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提供了

必要的人力资源保障。（4）合作平台保障。文保中心是

上博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十分

注重与外单位合作建立平台，形成技术互补。上述四方

面为文保科技工作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2、注重 “两个结合”，文保工作开展良好。一是传统修复

技艺与现代科学保护技术结合。上博具有书画文物、青

铜器、陶瓷器和工艺品的传统修复技术，获得青铜器修

复、古陶瓷修复 2 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又拥有十多个实验室和保护室，配备世界一流的科研、

修复技术和设备。中心通过科研加强传统修复技艺和现

代科学保护技术的融合创新，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修复

能力，实现国内一流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科技考古等研



究和应用功能，并正朝着国际先进水平努力。二是文物

保护实务与学科研究结合。中心承担文物保护与修复的

实际任务，又着力开展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在课题、论

文、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并通

过专利申请等方式积极转化成果，应用到文保实务中，

其中 1 项成果年内获得上海市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三

等奖。文物保护实务与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成为中心的一大优势。“两个结合”使得中心文物保护工作

的开展全面有效。 

   3、强化服务意识，社会效益较好实现。（1）加强

对内技术支撑。文保中心配合上博常规展和“鸿古余音：

早期中国文明展”、“大英百物展”等 6 大临展进行展藏环境

监测与调控方案设计、实施及数据汇总整理工作，保障

展览的顺利进行。配合上博东馆建设，提交东馆的文物

预防性保护设计技术方案；配合上博的借出展览需求，

对 3 家博物馆的展藏环境进行检测和建议。（2）拓展对

外技术服务。中心是上博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同时还承担“文化部文物保护技术上海检

测站”的职责。2017 年，基地受委托为国内 19 家博物馆

编制“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设计方案”；承担国内多家文博

单位预防性保护项目的咨询，推广实施各项研究成果，

分别对多家博物馆进行了多次被动采样检测和环境进行



检测评估；合作开展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装备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成立文物保护装备检验检测实验室，对 13

家企业的 50 多种监测调控产品进行检验检测，提供检测

报告，为编制文物保护装备示范目录提供依据。文保中

心开展 6 个横向研究合作项目，为兄弟博物馆提供技术

服务。 

4、纸质版转型+新媒体推送，期刊工作取得新成效。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是我国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综

合性学术类科技刊物，重点报道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科

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反映国内外文物保护科技新

进展。期刊 2017 年完成了季刊到双月刊的转型，顺利

出版 6 期，刊物网站更新及时，每期论文摘要和 PDF 全

文上网。期刊借助上博微信平台实现每期微信推送，拓

展了读者群，提高了关注度。英文网站开始试运行，扩

大了对外交流的平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获

评“上海博物馆 2015-1016 年度文明班组”，编辑部论文获

评“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 2016 年优秀论文”（2017 年获

得）。期刊立足传统媒体、依靠新媒体，展现运作方式的

新活力，更好地起到了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交流平台的

作用。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精准性需提高。2017 年文物保护科技

经费项目预算安排 2693100 元，当年 9、10 月份，根据



实际工作情况，由上博统一申请将其中部分难以执行的

文物保护科技经费调减了 500000 元，故预算资金实际

为 2193100 元，实际支出 1934878.7 元，预算执行率

88.2%，主要是基地运行管理费全额调减，仪器运行费

和专项保护费等预算调整幅度较大。这其中存在仪器设

备维修支出具有不确定性等客观原因，但也反映出预算

编制不够精准，对于基地运行管理所涉及的各类费用如

何科学合理分类列支考虑不够充分等问题。 

2、科研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2017 年度，文保中

心科研成果比较丰富，但科研进度管理、过程管理力度

不够，主要体现在：一是对照部门年度计划，有 4 项馆

内课题未按时完成结项手续；二是各项目经费支出大多

集中在下半年度；三是科研项目的相关资料整理、汇总

和归档不够及时。 

整改建议 

1、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经费预算，提高执行率。建

议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具体分析 2017 年度预算编

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影响预算执行的原因，在下

一年度合理编制和调整文物保护科技经费的预算方案。

建议对中心所需仪器租赁、运行、保养、实验耗材等进

行分类统计估算，对纳入专项保护费的项目及时扣除差

旅费等统筹预算，提高仪器运行维修费用的预算编制精

确度，明确科研基地运行建设各项费用的分类管理。 



2、完善科研管理，保障文物保护科技工作长远发展。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是上海博物馆的技术支柱，也是国内

最主要的文物保护科技机构之一，根据上博的发展定位，

今后部门的文保科技任务会更重，对内部管理的要求也

会越来越高。建议文物保护科技中心根据自身特点加快

完善制度，加强科研全过程管理，专人负责，注重科研

活动资料的整理、汇总、归档和分析，以更高效的管理

来确保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的实现，保障文物保护科

技工作长远发展。 

整改情况 

1、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精准性，提高预算执行度 

加强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仪器设备与专用实验设施运

行维护预算的科学精准测算工作，一是加强仪器设施的

日常使用和保养管理，尽可能减少维修情况，二是分类

细化设施设备运行维护预算子科目，及时启动和执行，

提高预算执行率。 

加强宣传普及工作，使科研人员明确了解专项保护

项目经费不得涉及的统筹经费范围，避免立项后调整问

题，提高预算执行率。 

细化科研基地运行建设费用的经费类型，将有关管

理、学术委员会会议、开放课题、平台建设等费用，分

类归入有关统筹科目，避免预算后调整，同时加强执行

力度，提高预算执行率。 



2、加强科研全过程管理，严格项目责任制，推进文

物保护科技工作长远发展。 

2017 年度，文保中心科研成果比较丰富，但科研进

度和结项管理滞后，有 4 项馆内课题未在年底前办理结

项手续。为此，我中心将根据本馆科研课题管理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课题申报、立项、中期检察、结项

验收等全过程管理工作，严格课题责任制，加强考核比

重，及时收集、整理、汇总和归档课题管理资料，提高

科研工作的管理水平。 

针对各项目经费支出大多集中在下半年度的问题，

部门将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提高绩效支出的认

识，根据预算分类别制订执行时间表，有效推进工作计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