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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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算金额
评价分值
评价结论

主要绩效

临时展览经费项目
714.67 万元
89.9
良
1、专项预算调整及时，实施进度控制良好，确保
展览顺利实施。由于展览内容变更，2019 年财务部门
及时响应，分三次向上海市财政局提出预算指标调整请
示。一是 2018 年 4 月 20 日涉及调整经费合计 84 万
元，二是 2018 年 10 月 10 日涉及调整经费合计 393.21
万元，三是 2018 年 10 月 29 日涉及调整经费合计
188.69 万元。财务部门根据业务变化及时开展预算调
整相关工作，确保了展览筹备工作的相关支出，为展览
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展览过程中，整体进度控制良
好，确保展览按计划完成。
2、低成本推出国外来展，丰富展览内容，满足观
众的需求。2018 年度“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
馆珍藏展（1700-1980）” 展览中分为 5 个部分共展出
71 件/组展品，Tate 美术馆不收取任何展览借展的费
用，展览共计 101 天，展览参观人数 614,926 位。为配
合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展览，上博做了配套的教育
活动，其中包括讲座 10 场，博物馆游艺包括维多利亚
之夜、英国戏剧演出，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合作开展活
动等，扩大展览效应。
3、重视展览策划，董其昌书画展创造多个“首
次”，在学术界和普通观众中均产生较大影响。“丹青宝
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 年 12 月 7 日推出，
共计 94 天。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共计 154 件（组）展
品，以上博馆藏为主，又通过“全球总动员式策展”，
借展海内外包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京
国立博物馆等 15 家重要机构的相关作品 43 件（组），
其中珍贵文物 80 件（组），荟萃了董其昌及其相关作品
的精华。展览参观人数 562912 人次。董其昌书画展凝
聚了上博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创造了有多个“首
次”。首次填补大陆董其昌展览空白，首次进行古代书
画类“全球总动员”式策展，首次将书画真伪经典案例
的鉴定步骤搬入展厅，首次建立董其昌数字人文配合展
览，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热切关注。展览期间，上海博
物馆举行各类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其中包括特展讲座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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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场、古乐演奏 7 场、上博奇妙夜 3 场。上海博物馆
出版精装和简装两个版本的配套图录，以满足不同读者
的需求。2019 年 1 月，配合展览举办的董其昌书画国
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 90 多位学者出席，参会人数
近 400 人，是目前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董其昌学术研讨
会。
4、“千文万华”漆器展揭示上博馆藏，推动全国漆
器研究。“以工艺为纲，以时间为序”，馆藏漆器展展示
了中国漆器艺术发展史。上海博物馆在建馆初期就收藏
了大量的漆器，在这批收藏的基础上，恰逢考古发掘湖
北省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江陵凤凰山 168 号西汉墓和
云梦睡虎地秦墓等墓葬中出土大量漆器，上海博物馆于
1979 年 11 月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湖北省出土
战国秦汉漆器展”，展示了荆楚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漆
器，推动了全国对漆器尤其是早期漆器的研究。近 20
年来，上博通过调拨、收购、捐赠以及接受上海地区考
古出土文物等途径共征集漆器百多件，极大改善了原有
收藏。本次漆器展充分揭示了上博漆器馆藏，上博共遴
选馆藏历代漆器 200 余件，并借展了浙江省博物馆、常
州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等单位若干重
要的出土漆器珍品。
1、展览的计划管理不够完善，展览变更较大。
根据 2018 年申报预算，计划推出雅典卫城博物馆
公共区域陈列、丝绸之路展、馆藏漆器展、英国泰特美
术馆精品展四个展览，2018 年专项实施时因故取消了
丝绸之路展，涉及近 640 万元预算变更。展览的计划管
理不够完善，导致预算的准确性低。
2、特展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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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 2018 年的执行去情况看，特展工作
标准化、规范化进展不明显。对观众的评价反馈制度不
完善，展览的观众调查时断时续。
1、加强特展计划管理，增强各部门的协同。
加强内部沟通，对下一年度的展览尽早做出安排，
避免大额预算的展览因故取消。展览的计划性提高有利
于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率偏低是
上博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应予以重视。
2、加强管理，落实特展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虽然上海博物馆出台了《上海博物馆特别展览管理
办法（修订稿草案）》、《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别展览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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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作规程》，对特展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到了较
大的促进作用，但制度的落实和执行非常关键，这项工
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相关部门持续努力，不
断地落实推进，才能见成效。完善观众问卷调查。
1、展览的计划管理
关于 2018 年申报预算中的丝绸之路展，是哈萨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金器展，此展先在香港地区展
出，借展方问香港方收取了昂贵的借展费，到上博来的
时候，也想收取同样的借展费，已经超出了我们申报预
算的费用，无法执行，故取消不办。展览谈判中，会出
现费用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会尽量规避类似情况的发
生，日后与借展单位商谈时，尽早做好展览预算的计
划。
2、关于“观众调查”项目
“观众调查”中的大数据及分析，对整个展览的评
价体系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次绩效评价报告希望我们
对观众的评价反馈制度趋于完善，不要时断时续。已经
请示过馆领导，加快确认“观众调查”项目由固定的部
门负责完成。日后的绩效评价中会对此提供专业的观众
调查分析数据。

项目名称
决算金额
评价分值
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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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征集经费项目
3,764.10 万元
92.2
优
1、文物征集机制健全，项目管理规范有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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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研
究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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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文物征集专项实施管理情况来看，
项目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开展文物征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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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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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文
物征集的批次和总量相对较高，征集的文物精品较多，
门类也比较全，全年共征集藏品 12 批次 157 件/组。征
集的文物均符合征集标准，且征集价格合理。
3、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陈列需要，丰富藏品体系，
提高研究和收藏水平。2018 年文物征集专项的实施，
共收集各类文物 12 批次 157 件/组，征集的各类文物满
足陈列需要、馆藏缺项需要和馆藏文物研究需要，对丰
富和完善上博藏品体系、提升馆藏文物研究和收藏水平
有一定积极作用。
4、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保障。上博高度重视文物征集工作，把文物征集工作列
入每年的财政预算，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上博还拥
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对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文物征
集专家和学者队伍，为文物征集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人力
资源保障。
预算编制合理性还有待加强。由于文物征集有许多
不可预计的因素，有其特殊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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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不够细
化、计算依据不够充分。虽然 2018 年文物征集专项预
算编制已经考虑了征集工作的特点，将当年度预算分成
文物收购经费和其他征集费两个部分，但由于缺乏经
验，两块经费的结构比例不尽合理，其他征集费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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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加强。
1、合理编制预算，确保文物征集工作的顺利实
施。建议上海博物馆在下一年度合理编制和进一步调整
文物征集经费的预算方案。将文物征集专项预算分成两
部分，一是其他征集费（即文物征集工作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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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当
年文物征集的工作计划，适当调整这两块经费的结构比
例，合理编制预算，确实保障文物征集工作的顺利实施
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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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度建设还需要继续加强。对于上海博物馆已
有的文物征集办法、以及文物征集经费管理办法等征集
制度还要进一步完成加强，从制度上保证文物征集工作
的规范合法。
2、进一步规范文物征集流程，确保国家资金有效
落实在文物征集上，用好国家给予的每一分钱，同时也
为上海博物馆征集更多有质量的文物。
3、根据上海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的特点，以及东馆
建设的需求，征集工作还要更主动更有意识的展开，了
解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结构中所需所缺所急的文物，有正
对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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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料购置项目
148.73 万元
91
优
1、有序开展常规业务工作。本年度采购图书 2956
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380 种 675 份，完成 1512 部 8706
册古籍清点工作，新书编目 2616 册；期刊装订 801
册，修复古籍 65 册；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144 种，受
赠书刊 1848 种 1886 册。
2、加快推进图书数字化工作。古籍数字化数据采
集完成，古籍数字化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碑帖数字化
系统进一步完善；续约中国知网和读秀，续约爱如生
“基本古籍库”，继续开通爱如生 3 种古代典籍、4 种
近代文献的试用，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开通
中国知网的全库试用。
3、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作为 2019 年“墨彩斑
斓 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的协办单位，
积极筹办该展览，并提供两件明代石鼓文拓片；参加中
国诗经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5 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
在会议上发表论文；2018 年出版论著 2 部，整理古籍 2
部，发表论文 14 篇，主持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1 项，馆级项目 2 项；
4、加强硬件设施管理和建设。继续对善本库房、
善本书房、碑帖库房实行二人同时进出和进出登记制
度，并加以监督完善；大库书架维护 2 次；完善龙吴路
第二书库建设，继续整理上架。
1.部分项目经费使用不合理。图书修复保护整理研
究项目编制不够科学，部分经费未能使用，预算执行率
低，这与部门领导的人事变动有一定关系。
2.业务方面，需要推进资料室运作模式向现代图书
馆运作模式转型，需要扩大对外业务交流的力度。
3.办公场地紧张，对日常业务的顺利有序开展形成
了一定影响。
1.加强领导，优化经费二级项目的设置，督促经费
合理使用，保证执行率。
2.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推进图书馆以馆藏为中心的
运作模式向以读者服务为中心转型；龙吴路第二图书馆
设立检索台，试运行读者借阅服务，最终实现两馆之间
通借通还；扩大对外业务交流。
3.建议馆领导在办公场地方面予以统筹考虑。
4.进一步完善制度。
1、图书馆将加强资金执行方面的管理，督促经费
合理使用，继续完善制度并保证制度的执行和落实。

2、在日常业务方面，图书馆正在改变服务理念，
推进业务转型，以读者服务为中心。
3、龙吴路第二图书馆已经设立检索台，将尽快启
动相关配套服务工作。
4、图书馆会继续拓宽业务范围，开展调研活动，
扩大对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5、已建议馆领导在办公场地方面予以更多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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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科技经费项目
185.18 万元
97
优
1、日常文物保护工作完成良好。为上博常规展和
6 大临展进行展藏环境监测与调控方案设计、实施以及
数据汇总整理工作，保障展览顺利进行。提交东馆文物
预防性保护设计技术方案，并承担“开放式文物保护修
复展示馆”的展陈方案设计工作；对 3 家外地博物馆的
展藏环境进行检测和建议。完成修复文物 117 件/套
（其中馆藏珍贵文物 80 件，馆藏一般文物 15 件，外单
位珍贵文物 3 件，外单位一般文物 19 件）；保护处理馆
内外文物 77 件/套；熏蒸我馆新征集旗袍 120 余件、地
毯 100 余件、嘉定博物馆古籍 25 箱；保养馆藏家具
105 件；维护印章 310 件；配合馆内学科部门和本部门
的研究，科学检测各类文物完整器及相关样品共计 771
件（次）。为《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进
行 X-CT、XRF、红外光谱等检测分析。全年文物保护日
常工作开展良好，为上博展览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与年初计划符合度高。
2、文物科技研究有序开展。稳步推进国家级、市
级、馆级等 10 项各级课题、项目研究工作，加大了横
向课题研究合作力度，为兄弟博物馆提供技术服务。重
视标准建设，有 5 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送审，新申请 3
项标准制定；年内文保科技中心申报的 “古代家具修
复技艺”、“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非遗项目又获批上海
市非遗项目，进一步提升文物修复的影响力。年内发表
文章计 20 篇，其发表于核心期刊的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共 10 篇。年内 4 批次人员（10 人次）赴韩国、美国、
日本等国文物保护机构进行技术交流。16 批次人员参
加国内的各类学术会议并做报告。
3、为文物展览、保护、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对上
博常规展和“上戏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千文万
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
艺术大展”等 6 大临展进行展藏环境监测与调控方案设
计、实施以及数据汇总整理工作，保障展览顺利进行。
提交东馆文物预防性保护设计技术方案，并承担“开放
式文物保护修复展示馆”的展陈方案设计工作；完成修
复、保护、熏蒸、保养、维护检测各类文物及相关样品
500 件（次）以上。
4、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服务全国文物保护 。基地年内受委托为南京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通辽市博物馆等 19 家文博单位编制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方案，赴 8 家单位进行环境检测，并赴四
川、上饶、郑州等地开展预防性保护技术交流及培训；
利用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联合实验
室平台，对 12 家企业的 50 多款产品进行性能检测。
《文物展柜基本技术要求及检测》和《文物展柜密封性
能及检测》2 项国家标准颁布实施；新申请《文物消毒
技术规范 总则》、《馆藏文物养护 熏蒸消毒设备》2
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制定以及《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
量检测技术规范》的修订工作；继续开展《馆藏文物保
存环境控制 净化调湿装置》等 5 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工
作；
5、推进文物保护科技学科建设，多项文物保护科
研项目取得新进展。由文保中心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典型有机酸性空气污染物对馆藏青铜文物腐蚀
作用规律及机理研究》按计划进行，发表论文 2 篇，赴
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技术交流；参与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安全大蒜素对文物抗菌防霉杀虫
熏蒸消毒技术研究与评价》完成结项；参与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及多学科
合作研究报告》之子课题《广富林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
研究》按计划进行。主持上海市科委课题《上海青龙镇
遗址出土文物安全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完成课题
中期汇报会。继续开展《汉代铜镜铸造工艺技术研究》
等一批省部级课题、《文物专用高/超光谱成像设备》等
一批横向课题、以及《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
控研究》等 6 项馆内课题。
6、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资助项目继续推进.“青铜器
修复”、“陶瓷器修复”非遗项目团队分别赴湖北、广
西、陕西等地博物馆交流。年内文保科技中心申报的
“古代家具修复技艺”、“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非遗项
目又获批上海市非遗项目。完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
馆布展工程馆藏金属及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7、文保科研成果得到多层次宣传，社会效益明
显。完成核心学术期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 30
卷 6 期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出版“古陶瓷科学技术
国际讨论会”专刊，网站、微信、数据库等平台期刊的
影响力持续上升。通过上海电视台、上海发布、新民晚
报等多家媒体拍摄“瓷医”、“对话青铜”等纪录片，宣
传文保科技成果。
8、学术交流活动丰富，文保技术能力进一步提
升。承办 “中国第十六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学术讨
论会”；组织“中国传统书画文物修复用纸学术研讨
会”； “高光谱图像分析系统在文物行业中的应用技术
研讨会”课题专项研讨会议 ，取得良好效果。年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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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人员（10 人次）赴韩国、美国、日本等国文物保
护机构进行技术交流。16 批次人员参加国内的各类学
术会议并做报告。
9、可持续发展得以加强。年内围绕文保中心工作
加强人才培养，有序推进内部建设。加强了新进人员及
业务人员教育、培训、考察、学术交流，年内配合馆人
事处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基础理论与技术培训”；加强
师徒制培养力度和评估建设；完成了青铜工艺、科技考
古两岗位研究人员招聘。完善并推进龙吴路基地信息系
统第二、三期建设项目。完成计划内大型科学仪器、中
小型专用设施的采购任务，完善保护修复基础条件；加
强实验仪器设备技术培训，有序进行设备系统运维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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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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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元，故预算资金实际
为元，实际支出 1,851,801.86 元，预算执行率
85.9%，主仪器运行费和日常保护费等预算执行有较大
偏差。这其中存在仪器设备维修支出、日常保护项目不
稳定具有不确定性等客观原因，但也反映出预算编制弹
性不足、不够精准等问题。
2、科研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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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员结构存在较多变动，有些
岗位人员调离、病假、即将退休没有及时补充。二是对
一些留存的问题没有在预算中给于应急预案，使预算执
行存在偏差。二是科研项目的相关资料整理、汇总和归
档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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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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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纳入仪器运维、专项保护费、日常保护项目
进行统筹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精确度。
2、完善科研管理和人才梯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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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科技中
心将根据自身特点完善制度、加强科研全过程管理，加
强人才梯队建设，加大一专多能研究人员的培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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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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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科技工作长远发展。
1、合理规划引进专业人才，加大一专多能研究人
员的培养；
2、配合馆级层面制定和落实档案管理、科研课题
管理等制度，注重科研活动资料的整理、汇总、归档和
分析。
3、基于仪器设备使用频率和预计的维修支出，更
精细估算日常保护项目，使预算具有一定弹性。

项目名称
决算金额
评价分值
评价结论

主要绩效

考古发掘与研究经费
96.23 万元
92.1
优
1、管理规范，可持续发展有保障。（1）考古工作
机制。一是内部工作协调有效。考古研究部高度配合上
博展览和文保工作。二是相关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考古
研究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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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部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 文物字第 248 号）
编制执行预算；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
工作规程》、《考古勘探工作规程》执行。根据各项目实
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总体管理规范有效。
（2）资金保障。上博高度重视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把考古发掘与研究经费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资金保障
充分。（3）人力资源保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目前
拥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责任
心强的考古专业队伍，为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提供了必
要的人力资源保障。（4）合作平台保障。上海博物馆是
一家具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颁布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
考古研究部是上博唯一可以进行考古发掘的部门，十分
注重与外省市相关考古单位、高校合作建立平台，形成
技术互补和学术交流。上述四方面为考古发掘与研究工
作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2、注重 “两个结合”，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开展
良好。一是抢救性考古与主动性考古结合。抢救性考古
是因基本建设中发现古文化遗存而进行的考古发掘，这
类工作往往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难题，往往以抢救文
物为主要目标。主动性考古是根据科研需要而进行的考
古发掘，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这类工作时间较为充裕、
发掘面积较小，可以有充足的资源开展考古工作。上博
考古部在面临抢救性考古时，为了尽最大可能提取科学
的考古学材料，考古部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考
古工作计划，以主动性考古的理念与方法执行，尽最大
可能平衡好建设与文物保护。这样的工作模式已经被国
内考古单位所借鉴。二是考古发掘研究与文物保护利用
结合。考古部承担着上海地区考古发掘的实际任务，也
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专业的支持。考古发掘研究与
文物保护利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成为考古部的一大
优势，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实践。“两个结
合”使得考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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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部配合上博 “鸿古余音：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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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文明展”等提供文物及内容支撑。配合上博东馆
建设，编制考古艺术展展览大纲。（2）拓展对外合作发
掘与研究。参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羊曲水电站抢救
性考古发掘项目。推进“一带一路”考古项目——斯里
兰卡海丝史迹调查。参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
1、预算编制精准性需提高。2018 年考古发掘与研
究经费项目预算安排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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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费调减了 350000 元，故预算资金实际为 1000000
元，实际支出 962330.61 元，预算执行率 96.23%，主
要是部分考古发掘项目经费的调减。这其中存在临时性
的抢救性考古工作的加入和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
执照中发掘时间的限制，导致项目启动时间已临近第四
季度的客观原因，但也反映出发掘项目申报时间不科
学、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规定不了解等问题。
2、工作进度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2018 年度，考
古部相关工作的进度管理、过程管理力度不够，主要体
现在：一是对照部门年度计划，有两个项目未能及时启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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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经费预算，提高执行率。
建议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具体分析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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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与研究经费的预算方
案。建议考古部调整发掘项目的启动时间，制定完善的
工作计划，确保项目在年内完成。提高项目预算编制的
精确度和预算执行的执行度。
2、完善工作管理，保障考古工作长远发展。考古
研究是上海博物馆的学科部门，也承担着上海市的文物
考古工作。根据上海市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以及上博的
发展定位，今后部门的抢救性考古任务会更重，这些不
可预估的考古项目对内部管理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建
议考古研究部根据自身特点加快完善制度，加强人才培
养和人员储备，预留足够的余量以应对抢救性考古任
务。同时编制合理高效的工作方案并确保方案的实施，
以提高工作效率，保障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长远发
展。
1.科学编制项目预算：按照国家文物局《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 文物字
第 248 号）的要求科学编制发掘项目预算，提高项目预
算编制的精确度和预算执行的执行度。
2.科学申报项目，合理统筹工作：根据上海博物馆
年度工作计划，科学申报项目；结合考古工作的特点，

合理统筹安排，科学编制工作方案。应对不可预估的抢
救性考古项目，要有人员、物资准备的预案，保证工作
的顺利实施。
3.加强进度管理、过程管理：科学估算项目规模、
时间，科学安排人员、物资。做到事先合理规划统筹，
事中加强过程管理，事后规范验收监理。
4.加强项目的相关资料整理、汇总和归档：采取项
目负责人制度，项目负责人统筹执行项目相关的所有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