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掘在船体前半部分船舱，共提取铁锅、铁钉等凝结物约 23

吨，瓷器 2000 多件（套）。完成了预期的发掘工作目标。今

年，考古发掘人员还对前期发掘的文物进行了登记整理工

作。以器物编号、名称、窑口、釉色、纹饰、器型、保存状

况为条目，登录各类器物数量，形成比较全面的文物信息登

记表，现已登记各类器物共 2976 件。在整理资料期间，参

与 2016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南海 I 号”文物图录编写

工作。目前，《“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发掘报告 2014-2015》

已完成编写，“南海 I 号”文物图录编写已完成一稿。

3、组织开展“南海 I 号”保护立法的起草工作。

根据申遗工作的需要，委托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开展

《“南海 I 号”及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保护规定》(草案)的起

草工作，并根据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组织开展了征求意见、

座谈会、立法调研、专家论证等起草阶段的各项工作，于 9

月将送审材料上报到市政府。目前，立法工作已进入审查阶

段。

4、开展申遗公众教育宣传活动。

广东海丝馆在申遗工作中，通过广泛开展申遗公众教育

宣传活动，注重唤起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重

视。一是通过组织“南海 I 号”主题楹联的创作和举办相关

展览、录制和播放电视系列节目《关注》等专题片、开展“南

海 I 号”进学校系列活动、实施“南海 I 号”文化体验周公

益活动等多种渠道传播海丝文化；二是今年初，为首支由民



间团体组成的车队提供仪式场地；三是重点策划 2017 年“南

海I号”发现30周年系列活动，全力做好2017年 11月 24-27

日在海陵岛举办的“南海 I 号”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前期各项筹备工作。

（二）安全保卫工作

1、加大安保力量配备。

闭馆期间，广东海丝馆提升安保等级，制定有效可行的

安保措施。做到“三严一确保”，即：严把进入现场施工人

员的政治关口，严控进出现场施工人员携带物品的安全性，

严管现场施工人员工作的规范性，确保场馆内重点场所、重

要部位安全无事故。

2、加强人防技防措施。

广东海丝馆在全馆范围内已经安装了技防系统，一方面

规范所有施工人员作业流程，加强检查。另一方面，加强人

防力度，重点区域做到重点监控，实现 360 度无死角。2017

年 9 月 27 日，广东海丝馆联合海陵区消防大队开展实地消

防应急大演习，包括消防知识讲座，模拟灭火、疏散实操等

演练。通过此次消防演练,加强了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知识

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应对火灾事故处理的各种能力。

3、实施安全防范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委托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馆内现有的安防系

统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能够实现对馆内的重点场所、重点

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通过在馆内外人流密集区域



安装高清的人脸识别系统，实现与市公安局 110 并网联动，

确保双保险防范。目前，安防系统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安装

和调试，进入验收阶段。针对新系统的使用，加强了安防中

心操作员的操作培训工作，做到所有员工都会操作，会维护，

会排除简单故障。

（三）陈列与宣教工作

1、组织策划“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

一是邀请阳江电视台、阳江日报社、南方日报作“我在

海丝馆修文物”专题报道，通过采访博物馆文物修复工作者，

记录报道“南海 I 号”文物从发掘出水、脱盐脱水到修复残

器等保护过程，近距离感受文物修复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点

点滴滴，让群众更好地了解文物修复这项神秘而又神圣的工

作。二是在今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期间，在阳江电视台播放

精心制作的短片，该片贴合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将“南海

I 号”前世今生通过新颖、趣味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使

人们加深了对海丝文化的认识。三是举办“博物馆进校园”

活动，5 月 25 日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博物馆难以言说

的历史”为主题的讲座，向学生们讲诉海上丝绸之路和“南

海 I 号”的历史和谜团，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度。

2、做好闭馆期间重大政务接待工作。

为做好闭馆期间重大政务接待工作，广东海丝馆制定了

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等。在保障人财物安全的前提下，利用

面积近 1000 平方米，展线长达 103 米的临时展厅，策划主



题为《不朽的开始--发现“南海 I 号”》主题展览，展出“南

海 I 号”历年出水的金银器、陶瓷器、铁器、铜钱等珍贵文

物，保证了闭馆期间重要客人和外宾的接待。

3、积极推动“南海 I 号”文物赴国（境）外展出。

一是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英国国家海

事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共同推动

“南海 I 号”文物赴英展出，力求将“南海 I 号”打造成为

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国际合作的示范性项目。五方

代表已于 5 月 31 日正式签署了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备忘录，

该特展预计于 2020 年 3 月至 7 月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首

展，并将在三个国际（欧洲）场馆巡回展出，展出“南海 I

号”打捞出水的近 300 件文物，向西方观众展示中西方贸易

发展史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考古和保护的成就，进一步诠释

我国“一带一路”倡导的重要意义，这也将是广东海丝馆与

国外文博机构合作的首次展览。二是为配合粤港澳文化合作

第十八次会议上签署的《粤港澳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

交流合作意向书》，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沟通协商，共同

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我馆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签订了《深蓝瑰宝--“南海 I 号”

水下考古文物大展协议书》（草案），计划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澳门博物馆 3 楼临展厅举办“深

蓝瑰宝--南海 I 号水下考古文物大展”，将展出 99 件（套）

“南海 I 号”出水文物。



（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1、做好馆藏出水陶瓷器、铜器保护修复项目。

我馆非常重视“南海 I 号”前期出水文物的保护工作。

2017 年，利用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专项资金，在国家文物局

支持下，与全国多家文博及科研院校合作开展“南海Ⅰ号”

文物保护工作。一是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在文物保

护实验室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积极开展出水陶瓷器、铜器

保护修复项目。目前，已完成瓷器 220 件，其中，考古修复

200 件，展示修复 20 件，并完成该批器物修复档案的记录整

理。二是依托国家、省在“南海 I 号”全面保护掘工作中的

技术力量，完成了一批铁钉的表面清理、除锈、脱盐、脱水、

缓蚀与封护工作。三是完成现场已发掘瓷器脱盐工作。

2、做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根据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该项目主要由馆藏文物保存

环境监测评估、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微环境调控、文物柜架囊

匣（文物保存条件改善）、文物保护修复装备工具及技术实

施等组成。目前已经完成了中心库房现有全部 4 个库房的环

境控制及净化、环境监测;2 个低温低氧库房及低温低氧展柜

采购安装;文物保护修复装备及工具经费项目已经完成部分

内容的招标采购并签订采购项目合同。

3、建设第二库房。

为缓解库房压力，利用博物馆 5 号拱负一层原有的海水

处理设备间，按照标准文物库房要求，将其改造为海丝馆的



第二文物库房。完成改造后，将新增库房面积 331 平方米，

为上下两层。按计划，项目将于下个月完成对广东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文物库房门、库房文物柜、文物库房环境控制系

统的采购，并投入安装使用。

（五）景区文化建设工作

1、推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借鉴佛山市祖庙博

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资本，与企业合

作，通过抓销售端管理的模式加强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招

商，加快文创产品的开发进程，使“文物活起来”。目前与

程振良砚艺工作室、广州市番禺莲花彩瓷实业有限公司、广

州市瑞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农夫山泉、广州健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进行合作，在 2 号拱南门及北门销售特

色文化创意产品，在南门口内及票务中心销售文化饮品。

2、提高景区文化软实力。

广东海丝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做到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大力加强干部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打

造精神文明特色品牌。主要围绕“八个一”即“一堂、一队、

一牌、一桌、一传播、一帮扶、一典型、一体系”开展精神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一堂是打造“礼”文化道德讲堂；一队

是学雷锋志愿者队，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开展对孤寡老人、

孤儿、贫困家庭等帮扶活动；一牌是在景区悬挂以“讲文明、

树新风”、“中国梦”、“礼”文化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宣传牌；



一桌是营造节俭惜福、文明用餐的氛围；一传播是建立直播

工作间，通过微博、微信、QQ 等平台，宣扬海丝文化，扩大

“南海 I 号”影响力；一帮扶是深入扶贫村送温暖；一典型

是学习张玄微和耿苗两夫妇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多年来爱岗

敬业、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体系是建立“礼”文

化主题体系，建章立制，力求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

风硬、高效务实的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精神文明

素质。

（五）队伍建设工作

1、打造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

广东海丝馆开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培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学习培训，“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实践活动以及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领导

带学、反腐倡廉基地现场讲党课、开展学习宣讲会、学习交

流会，观看教育专题电教片、撰写学习心得体会等方式，重

点抓领导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借助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工作

环境。

2、打造业务扎实的干部队伍。

一是抓创新人才培养平台构建。积极推动市政府与中山

大学共建中山大学海上丝绸之路（南海Ⅰ号）研究中心，充

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致力于古沉船保护、海洋考古、“一带



一路”历史文化，以及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旅游规划与开发

等研究；既满足广东海丝馆文博事业的发展需求，又服务阳

江当地经济发展。二是抓业务知识培训。继续与阳江职业技

术学院开展政校合作，充实一线服务队伍。同时，还在开馆

前对讲解员等一线岗位人员的形象礼仪、沟通技巧等业务进

行培训，提升队伍素质。三是抓专业技术培训。承办全国陶

瓷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连续五年承办文物保护修复技

术培训班，该培训班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是含金量

高的国字号课程。多次派人参加国内含金量高的技术培训

班，如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培训班、河南博

物馆承办的"藏品·陈列·服务"博物馆系列标准培训班、中

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馆藏文物保

护、修复专业技术培训班等。

（六）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是积极开展《海洋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研究，在专家

学者的指导下，获取了一大批海洋文化遗产图文、书籍、影

像、实物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调查报告与研究论文，为

阳江海洋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利用积累了基础性资料，

现基本完成了相关内容的编撰工作，计划今年内完成并做好

结题工作。二是积极开展《阳江木船传统造船工艺与风俗抢

救性保护》课题研究，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不断修改、补充完善课题资料，并在田野调查中收集了大量

木船施工图纸、渔船航行用品等，目前此课题已完成，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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