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关于⒛19年工作

总结及zO⒛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市委办:

⒛19年 ,广东海丝馆围绕年度工作要点,按照市委市政府 ,

国家、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牢牢把握
“
在科学保护

‘
南海 I号’

中加快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实现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可持续发展
”
核心目标,加强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 ,

不断推动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助力我市宜居宜业宜游滨海旅游城

市建设,现将⒛19年工作总结及⒛⒛年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 zO1g年工作完成情况

(一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为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一是强化理论学习。全年,党组理论中心组共开展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等16个专题内容的学习。二是

抓好党员管理工作。全年新发展了3名 党员,2名 预各党员也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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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

”,针对退休党员的学习,创新

利用
“
学习强国

”
平台线下学习,确保全体党员不掉队。三是开

展好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员干部组织生活会。四是结合 “
党

员亮身份、党群心连心”
活动,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五是扎

实开展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二)考古研究和海丝申遗工作稳步推进

1.“南海 I号”
保护发掘工作持续顺利开展

自zO⒕年
“
南海 I号

”
启动系统性的保护发掘工作,至⒛1g

年船货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沉船共出±1g万余件文物。目前,

考古现场船体外围清理和船体加固工作持续进行。

2.“南海 l号”
参与海丝申遗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申遗工程效果显著。 “
南海 l号

”
申遗保护环境改造工

程和陈列展示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后,年游客量比此前增长超过3

成。二是
“
南海 I号”

保护规划和地方保护立法工作顺利完成。

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写的 《“
南海 I号

”
保护展示管理规

划》已全面完成,待报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阳江市
“
南

海丨号
”

古沉船及遗址保护规定》已制定发布,并于今年3月 1日

正式实施。三是参加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会议,参与审议通过了《海

丝保护和联合申遗三年行动计划(2019-⒛21,ll,为加强海丝保护、

宣传工作提供了依据。

3.馆校合作取得新成效

按照今年市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的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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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I号
” )研究中心合作协议,海丝馆已与中山大学签订课题委

托协议,开展了5个科研课题的研究,目 前项目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中,部分项目已形成了初步成果。在开展课题研究的基础上,

11月 6日 ,我馆与中山大学联合在海陵岛成功举办了 “古沉船与

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

4.课题研究取得新成果

一是依托此前完成的课题,编著出版了 《阳江木船传统建造

技术与风俗》、《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两本书。二是

今年7月 结题的阳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zO18年度课题—— 《发

展阳江海丝文化旅游产业研究》及⒛1g年度青年课题—— 《“
南

海 I号 ”
出水德化窑瓷器的初步研究》,均获得优秀◇三是坚持

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送学术研究、科普教育类文章,已 累计发

送推文500余篇。现正在稳步推进公众号推文出版工作,将公众

号推文内容分成海丝钩沉、文博汇粹、漠阳怀古三类,形成三份

书稿,目 前已完成出版前的编辑修改工作。

5.着力缓解库房、文物整理用房不足问题

一是将三楼办公室区会议室和一个办公室共约⒕0平方米的

区域改造,新增库房⒕0多 平方米。二是完成了海水处理循环系

统的拆除,第三库房的建设已动工,预计年底前可以完成建设。

(三)稳步推进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文物的脱盐工作。全年对100余件未脱盐处理的陶瓷

器进行浸泡脱盐,完成考古发掘现场的500余枚铜钱、40枚铜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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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脱盐保护处理。二是完成⒛14年至⒛17年 1万多件文物的

清点工作。三是启用藏品信丿急管理系统,录入1,5万件藏品基本

数据和部分文物照片。四是做好文物征集工作。全年接收了社会

捐赠阳江古窑瓷碗碟8件 ,阳 江海域出水酱釉罐1件、现代瓷板画、

瓷器作品17件 ,绘画作品1件。五是进一步提升库房、实验室建

设。筹集近1000万元资金,采购了一批标准库房库架、购置了一

批急需实验室设各。

(四 )陈列与宣教工作有序进行

1.积极引进和推出有影响力的临时展览

一是2月 28日 至4月 21日 ,推 出与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流动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
背着房子去旅行——贝类动物的世界

”
临

时展览,共展出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珍贵贝壳标品及文物 335件

(套
)。 二是4月 26日 至5月 12日 ,举办

“‘
南海 I号’

海丝文化

遗产主题楹联书法展
”,运用阳江传统文化楹联和书法作为表现

形式,传播以
“
南海 I号”

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三是5

月16日 至7月 31日 ,加强与澳门博物馆的衔接,引 进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博物馆的 《濠江旧影——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二十周年历史图片展》,为观众讲述澳门的历史风貌。四是8月 9

日至11月 11日 ,与 吉安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吉州名窑古陶瓷展

览》在我馆临时展览展出,让观众近距离观赏吉州窑的各种不同

古陶瓷珍品。五是11月 15日 至12月 25日 ,推 出 《丝路帆远一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文物图片展》,以九个专题,展现不同时期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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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的特
`点
与发展格局。

2.积极推动
“
南海 I号”

文物赴外展出

一是3月 29日 ,和浙江龙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龙泉青

瓷博物馆举办了
“
海丝之路 · ‘

南海 I号’
龙泉青瓷归源展

”。

二是与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
大海道—— ‘

南海 I号’
沉船与南宋海

贸展
”

于
“
5· 18”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省博物馆展出。三是6月

22日 至9月 8日 ,“南海 I号”
文物也赴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中俄10多 家博物馆承办的
“丝

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
”
展出,加强了海丝文化宣传,促进

了文明互鉴。四是7月 15日 ,在广东方志馆承办了 《丝路船说 ·

探秘南海 I号》主题临时展览,引 起了方志界的广泛关注。

3.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宣传阵地建设

一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海丝文化宣传阵地。二

是依托
“
南海 I号”

海丝文化资源,配合台港澳部门在海丝馆挂

牌成立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积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

交流中的作用。三是继去年获得广东省十佳科普教育基地,今年

又成功申报了广东省社科普及基地。四是加入广东省研学旅行学

会,积极申评十佳研学旅行基地。五是在广东海丝馆加挂南海 I

号博物馆牌子,为加强南海 I号海丝文化的宣传提供了更多的便

利。六是做好网络管控,肃清网络环境。

(五)博物馆产业拓展工作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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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推动
“
南海 I号”

文创产品开发

广东海丝馆在原有文创合作商家的基础上新拓展文创联 (广

州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本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阳江海宝

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博物馆、阳江市儒夫子工贸有限公司等5

家合作商家,由原来的184个增加到24θ个品种。据初步核算,⒛ 19

年1月 至11月 文创的销售额643563.1元 ,比⒛18年 1月 至11月 文创

的销售额356676.9元 ,增长80.43%。

2.积极加强旅游宣传推广及景区建设,实现游客和门票收入

新突破

一是在三省十一市专版报纸进行了六期
“
南海 I号

”
文化遗

产、社会教育方面的专题报道,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二是通

过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阳江阳东分公司拍摄制作了

五个南海 l号 专题宣传,其中一个已成功登上学习强国APP,进

行宣传播放。三是携
“
南海 I号

”
文创产品亮相

“⒛1g南 国书香

节暨阳江书展
”。四是完成停车场升级改造和景区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旅游环境和提高游客满意度。

据初步核算,zO1g年 1-11月 进馆参观人数661279人 次,同

比去年增长超过31.67%。

(六 )干部队伍建设新成效

一是抓好人才基地建设。⒛1g年获评海陵区人才建设示范基

地,获得了5万元人才建设资金,为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更

多的支持。二是强化人才聘任,优化人才队伍配置◇通过竞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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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了3名 副主任的聘任,1名 副高级职称人员的聘任及2名

中级职称人员的岗位聘任,并轮岗了部分敏感岗位工作人员。三

是积极利用文博系统培训班,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全年参加考

古培训工作人员达5人次、参加文物保护培训工作人员1人次、参

加文物鉴定培训工作人员2人次,参加讲解培训的5人次,参加文

博综合管理等其他培训的5人次。四是继续开展海洋文物出水培

训班工作◇到目前为止,已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了9期

海洋出水文物保护培训班,培训的学员超过1sO人次。

(七 )积极参与精准挟贫、创文、创森工作

按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积极参与

精准挟贫工作,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创建设森林城市工作。一是

进一步加强对精准挟贫工作的支持,精准挟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我馆负责的扶贫帮扶单位塘坪镇马尾村⒛19年全年完成4

户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全村47户 101人全面实现预脱贫。二是在

⒛18年选派人员参与市创文办日常工作基础上,今年又选派人员

到创文驻点单位白圩村开展创文工作,并从日常经费中安排相应

的创文经费。三是在丝路文化巡展过程中,积极加强森林城市建

设的宣传工作。

二、存在问题

(一 )文物库房不足
“
南海 l号

”
发掘完成后,各类型材质文物总量预计可达1B万

件,现有库房面积约为200m2,办公区可改造的库房面积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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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⒛ 0l△
2,则

仍需新建库房面积约4600硭 ,

(二 )景区配套不足

虽然我馆一直努力致力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但 由于受
“四

六分成模式
”

的局限及有实力商家少,还未能满足游客对大量文

创产品和文艺作品的需求,缺少相应的产业拓展和配套。另外 ,

景区周边缺乏大型停车场,我馆停车场车位数量不足。

(三 )申评一级博物馆存在差距。

对照申评一级馆的评估标准,我馆距离一级博物馆的标准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存在人员结构及岗位设置需调整、馆藏文

物不足、缺乏免费开放区域、缺乏博物馆稳定社会资助等问题。

(四 )研究工作滞后

由于
“
南海 I号”

保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同 时馆内科研力

量较弱,围绕
“
南海 I号”

及其出水文物的研究相当薄弱。而围

绕
“
南海 I号”

与阳江之间的历史联系研究更显不足,影响了陈

列展示的深度,不利于文物承载信
`急 的利用和传播。

三、2020年度工作计划

⒛⒛年广东海丝馆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积

极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
南海 I号”

保护发掘、展示利用取得新

成果,助力阳江宜居、宜业、宜游滨海旅游城市建设。

(一 )继续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成果化

将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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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常态化,利用

“三会一课
”

制度继续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动纪律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高度重视意

识形态工作,持续抓好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推动
“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化。开展主题教育

“
回头看

”,围绕提高

工作效率、解决作风问题,牢牢把握
“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
”

的工作总要求,按照市委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做好主题教育
“
后半篇文章

”,以小切

口的立行立改,获取服务游客的大提升。促进问题的真改实改,

真正把主题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推动工作落实,促进博物馆高质量

发展。

(二)继续推动解决库房不足问题

一是完成第三库房建设,并移交考古队暂时使用。二是统筹

使用办公用房,计划将办公室整体搬迁到负一楼,腾出最大空间

用于改造成库房或开展文物整理工作。三是积极配合推进广东省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设,推动在项目建设中配套解决广东海

丝馆库房不足问题。

(三 )继续推进发掘保护及文物保护工作

一是抽调博物馆专业人员全程参与保护发掘工作,配合做好
“
南海 I号”

船体及其出水文物的保护。二是完成2017年度
“
南

海 I号”
考古发掘文物清点工作及做好藏品总帐、分类账的登记

等工作。三是根据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等上级业务主管单位批

复的我馆
“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

”,落实项目实施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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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展陈环境及保护工作条件。四是根

据我馆性质,计划征集历史文物、民族民俗文物、海上丝绸之路

主题的艺术品、海洋生物化石等。

(四 )加强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

一是加强与中山大学合作的课题研究项目的开展,筹划好下

一年的课题项目。二是积极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工作 ,

招收引进博士后到馆开展学术研究,以增强馆内科研能力。三是

通过课题研究、学术论文撰写、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加强专业

人才的培养。四是依托阳江市与中山大学海上丝绸之路
“
南海 I

号
”
研究中心定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五是加强行业内交流学

习。20⒛年6月 ,计划赴青岛即墨区,与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北海基地就致远舰和经远舰出水各种材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情

况进行学习和交流。⒛20年 12月 ,计划赴琼海潭门镇,与 海南(中

国)南海博物馆就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文物征集进行学习和交流。

(五)加强社会宣教活动的开展

一是继续加强与市内中小学校的衔接,发动更多的学生到博

物馆参加研学旅行。二是以成功申报广东省首批人文社科普及示

范基地为契机,利用科普基地建设资金,进一步完善馆内科普教

育设施设各。三是继续举办和引入有影响力的展览。四是继续开

展对外交流展览,协助省博物馆落实
“
南海 I号”

文物赴内蒙古

展出,落实
“
南海 I号”

文物赴英国海事博物馆展览前期事项。

五是实施拱底申遗附属工程。将拱底近3200平方米的区域实施改

造,增加基本陈列二作为免费开放的展览,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配

-10—



套服务。

(六 )积极推进一级博物馆申评工作

对照申评一级馆的评估标准,我馆距离一级博物馆的标准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下 一步将查缺补漏,按照提升整改要求,做好

博物馆之友建设、公开举办海丝文化系列讲座等各项工作,按照

博物馆等级评审要求,积极做好一级博物馆申评工作。

(七 )加强 “
南海 I号”

景区配套建设

一是继续推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以创新设计为核心,深入

挖掘文化内涵,讲好南海 I号 故事,努才开发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旅游文创商品和文化创意产品,既传播文化,又发展产

业、增加效益。二是完成
“
南海 I号

”
申遗附属项目的建设。按

计划将博物馆占地约3200平方米的一、二号拱负一层进行改造 ,

设置手工陶瓷坊及漆艺体验区、设置特色展览区、设置创意商店

及纪念品商店等,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三是这完成博物馆的节

能改造项目建设,努力建设节约型公共场馆。四是完成博物馆外

墙翻新维护工程。五是引进机器人等数控系统运营馆内的陈列展

览及文化创意产业。

广东 馆n吆 细庐 澎蚰

(联系人:龙志坤, 联系电话:3681992、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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