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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3〕129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康“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 

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3-2020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安康“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3-2020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0 月 28 日 



 — 2 — 

安康“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中长期 
发展规划纲要（2013-2020 年） 

 

为弘扬汉水文化，建设“人文生态安康”，促进我市博物馆

事业快速发展与繁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

物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划纲要。 

本规划纲要所称博物馆群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大型博物馆为

龙头，通过与相近周边的博物馆的合作与交流而形成“结构有序、

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区域一体”的共同体。 

一、发展现状及形势分析 

   （（（（一一一一））））发展现状发展现状发展现状发展现状    

安康文化遗产丰富，特色鲜明，是经济社会突破发展的宝贵

资源。目前，全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 4951 处，其中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9 处、县级文物保护 929

处；国有可移动文物 23071 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73 件组、二级

文物 242 件组、三级文物 1698 件组；博物馆（纪念馆）13 个，

其中国有博物馆（纪念馆）8个（含行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 5

个；文物景点 10 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04 个，其中国家

级 3 个、省级 24 个、市级 146 个、县级 331 个。同时，安康是

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天然中药材之乡”、清洁能源基地、

新型材料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也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的医药、工

业、交通、科技等类型的近现代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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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市建设“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奠定了丰厚的资源基础。 

近年来，我市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陕西首座

生态博物馆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挂牌成立，西北首家

教育博物馆与安康文庙建成对外开放，投资近亿元的陕南最大综

合博物馆安康博物馆开工建设，历史名人纪念馆汉阴三沈纪念馆

和旬阳红军纪念馆影响广泛，以旬阳汉江航运博物馆为代表的行

业博物馆和以旬阳太极城博物馆为代表的民办博物馆方兴未艾，

旬阳黄州馆、杨泗庙、岚皋周氏武学、白河张氏民宅等一批汉江

古会馆群和陕南特色民群逐渐开辟成参观场所，均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全市博物馆事业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安康博物馆事业发展势头虽然强劲，但仍尚处在现代博物馆

业发展初级阶段，对地方经济社会拉动性不强。突出表现在：一

是总量不足，类型单一，特色不鲜明，提供文化服务不足，与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迫切需求、现代博物馆

业行业标准、“人文生态安康”建设要求不相适应；二是缺乏统

一规划指导，集团规模效益不高，专业化程度和对外影响力不强；

三是国有博物馆基础设施陈旧老化，民办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缺

乏政策扶持，文博经费、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后继发展乏力；五

是文化遗产利用范围和程度不高，展示、服务功能潜力尚未得到

充分发掘。 

（（（（二二二二））））形势分析形势分析形势分析形势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博物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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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兴旺发

达、文化教育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截至 2012 年，全国依法注

册的博物馆共 2539 座， 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为

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类别多样化、举

办主体多元化的博物馆体系初步形成。 

未来几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博物

馆业发展黄金期。据统计，目前平均每年以 100 个左右的速度增

长，即平均每 3天多就诞生一个博物馆。按此增长速度，预计到

2020 年，将约每 25 万人拥有 1 个博物馆。因此，国家《博物馆

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体系，进

入世界博物馆先进国家行列”；“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

明显提高，从 40 万人拥有 1个博物馆发展到 25 万人拥有 1 个博

物馆”；“科技、（当代）艺术、自然、民族、民俗、工业遗产、

二十世纪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题性博物馆和生态、社区、

数字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得到充分发展，博物馆门类更加齐

全，类型结构趋于合理”；“中西部博物馆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

中小型博物馆展示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博物馆的区域分布和结构

逐步优化”；“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环境优化，民办博物馆占全国博

物馆比例逐步达到 20%，涌现出一批专业化程度高、社会影响力

强的优秀民办博物馆”。 

陕西省是文物大省，被赞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截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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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省共有博物馆 230 余座，人均 16 万人一座博物馆，总

数及人均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有国家一级博物馆 6 座，数量全国

第一。近年来，陕西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陕西历

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

等一批或以收藏丰富、规模宏大而著称的博物馆，或以一些著名

的古迹遗址为依托而建立的博物馆，已经在我国乃至国际上形成

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新建的文化艺术类、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以

及一批特色博物馆进一步丰富了博物馆门类，完善了陕西博物馆

体系；新生的民办、高校博物馆茁壮成长，进步显著；陈列展览

水平大幅度提升，屡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奖”；陕西率

先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免费开放博物馆数量大幅度

增加。 

    汉水流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安康是汉水文

化重要承载区域，建设“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收集、整理、

展示、传承安康传统特色文化精品，是振兴繁荣安康地域文化，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基本要求。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规划布局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走民生为本的循环发展之路，建设美丽富裕新安

康”发展战略，以彰显“人文安康”和“生态安康”为主题，按

照“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采取

“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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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挖掘民间资源，积极调动行业资源，不断增加博物馆总量，

丰富行业类型，优化空间布局，创新管理体制，强化政策扶持，

努力形成区域性与行业性、综合性与专题性互补的“汉水人文生

态”博物馆群，促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 

（（（（二二二二））））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各级政府转变观念，大胆创新博物

馆管理与运行机制；加大正确舆论导向，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动

员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博物馆建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

投资建设机制。 

2.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坚持把“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旅游发展规划、

人文安康、生态安康建设规划。按照全方位、有序性、社会 

化的总体目标，对各种资源进行充分的筛选整合，综合考虑经济、

地域、时代、属性、需求等方面的因素，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和调控作用，分阶段、有目标、有重点的进

行，坚持实现阶段性目标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3.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根据我市博物馆资源主要分布在文

物部门、多种行业和民间收藏三个领域的实际情况，以建设文物

系统博物馆为引领，以发展行业和民营博物馆为补充，因地制宜、

科学筹划，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将博物

馆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做大做强文

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功能布局、与旅游景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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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4.类别多样，凸显特色。鼓励优先发展能填补门类空白，完

善博物馆体系的个性博物馆项目，努力形成特色鲜明、类别多样、

内涵丰富、陈展新颖、亮点突出、体系多元的博物馆群发展体系。

把发展行业、民办博物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行业、

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度提升。 

（（（（三三三三））））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深入挖掘汉水文化生态资源，新建和扩改建 10—20 座博物

馆，到 2020 年全市博物馆的总量达到 30 座，基本形成以文物系

统博物馆为龙头，以行业博物馆为骨干，以民办博物馆为补充，

各种所有制并存，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内容丰富、富有特色的

“汉水人文生态”博物馆群，基本实现每 10 万人拥有一个博物

馆的目标，进入全省博物馆先进地市行列。 

1.1.1.1.文物系统博物馆文物系统博物馆文物系统博物馆文物系统博物馆（（（（共共共共 15151515 个个个个，，，，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 546005460054600546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    

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    

1 

安康博物馆（安

康三线建设博物

馆） 

江北鲁家梁头 新建 

占地 43 亩，

建筑面积

14993 ㎡ 

10000 市文广局 

2 
汉阴凤堰古梯田

移民生态博物馆 

漩涡镇凤江、

堰坪村 
新建 

占地 12000

亩 
15000 

汉阴县人

民政府 

3 旬阳县博物馆 城关镇人民路 扩建 
建筑面积

8000 ㎡ 
4000 

旬阳县人

民政府 

4 旬阳红军纪念馆 红军镇 扩建 占地 108 亩 5000 
旬阳县人

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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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山林“藏一角” 
香溪路（安康

历史博物馆） 
改扩建 

占地面积

7218 ㎡ 
1000 

市住建局 

市文广局 

6 汉阴三沈纪念馆 城关镇新街 改扩建 占地5000㎡ 1500 
汉阴县人

民政府 

7 

紫阳船帮会馆博

物馆（紫阳民俗

博物馆） 

向阳镇瓦房店

（ 北 五 省 会

馆、江西会馆、

川主馆等） 

改扩建 
建筑面积

7900 ㎡ 
3800 

紫阳县人

民政府 

8 
旬阳蜀河古镇 

博物馆 

旬阳县蜀河镇

（黄州会馆、

杨泗庙、清真

寺、三义庙等） 

改扩建 
建筑面积

8000 ㎡ 
4000 

旬阳县人

民政府 

9 石泉博物馆 

石泉禹王宫、

江西会馆及关

帝庙 

改扩建 
建筑面积

2000 ㎡ 
1000 

石泉县人

民政府 

10 平利博物馆 
城关镇新正街

（文管所）  
改扩建 

建筑面积

1200 ㎡ 
800 

平利县人

民政府 

11 白河民俗博物馆 卡子张氏民宅 改扩建 
建筑面积 3000

㎡ 
1200 白河县人民政府 

12 岚皋民俗博物馆 
孟石岭镇 

周氏武学 
改扩建 

建筑面积

3500 ㎡ 
1400 

岚皋县人

民政府 

13 
宁陕秦岭人文生

态博物馆 

宁陕老城（城

隍庙） 
改扩建 

建筑面积

9000 ㎡ 
4500 

宁陕县人

民政府 

14 镇坪盐运博物馆 城关镇建设路 新建 
建筑面积

1435 ㎡ 
700 

镇坪县人

民政府 

15 

石泉后柳水乡博

物馆（皮影展馆、

王范堂纪念馆） 

后柳镇古街 改扩建 
建筑面积

1400 ㎡ 
700 

石泉县人

民政府 

2.2.2.2.行业博物馆行业博物馆行业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共共共共 4444 个个个个，，，，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 11615116151161511615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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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    

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    

1 
旬阳汉江航运博

物馆 
原县粮食局 改建 

建筑面积

1000 ㎡ 
560 

旬阳县人

民政府 

2 
牛蹄岭战斗遗址

纪念公园 
县河镇牛岭村 新建 占地 220 亩 7955 

汉滨区人

民政府 

3 
石泉县红军纪念

馆 
北辰森林公园 新建 

建筑面积

2260 ㎡ 
1000 

石泉县人

民政府 

4 
紫阳硒资源及开

发展览馆 

紫阳县工业园

区 
新建 

建筑面积

3800 ㎡ 
2100 

紫阳县人

民政府 

3.3.3.3.民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共共共共 6666 个个个个，，，，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总投资概算 1253012530125301253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建设地址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建设规模    

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投资概算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建设主体    

1 
陕南秦楚农耕文

化园 

平利城关镇龙

头村 
新建 占地 50 亩 7580 

平利县人

民政府 

2 
旬阳太极城民俗

博物馆 
太极城观景区 新建 

建筑面积

4000 ㎡ 
2000 

旬阳县人

民政府 

3 
万春寺怀让纪念

馆 
万春寺遗址 新建 

建筑面积

2000 ㎡ 
1000 

汉滨区人

民政府 

4 
汉滨金少堂民俗

博物馆 
汉滨区大河镇 改扩建 

建筑面积

500 ㎡ 
250 

汉滨区人

民政府 

5 
汉滨花园民俗博

物馆 
汉滨区花园镇 改扩建 

建筑面积

2500 ㎡ 
1200 

汉滨区人

民政府 

6 汉滨恒口百匾堂 
汉滨区恒口示

范区三圣殿 
改扩建 

建筑面积

1000 ㎡ 
500 

汉滨区人

民政府 

（（（（四四四四））））规划布局规划布局规划布局规划布局    

基本遵循“一城一线一带”的规划布局。 

一城一城一城一城：：：：安康中心城市安康中心城市安康中心城市安康中心城市。规划区面积约 160 平方公里，北到将

军乡南界，东至石梯乡、九条沟、八庙湾一线，西以现状机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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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花园乡冉家河为界，南到吉河镇、香溪洞风景名胜区南缘。

该区域是安康地区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市优

势文化遗产，目前已聚集了安康历史博物馆、安康教育博物馆、

徐山林“藏一角”等一批博物馆，特别是随着陕南最大的综合博

物馆安康博物馆的开工建设，影响将会更大广泛。在该区域内，

利用现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新建安康三线建设博物馆、万春寺怀

让纪念馆等一批有特色的博物馆，将会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安

康游览参观，同时将对其它县区特色博物馆起到极强的幅射和带

动作用。 

一线一线一线一线：：：：汉江沿岸汉江沿岸汉江沿岸汉江沿岸。汉江流经安康 6 个县区，总长 340 公里，

是安康的母亲河。目前，沿汉江两岸仍遗存一批珍贵的明清会馆

群、古民居群、农业观光园、旅游景区等。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独

特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结合大瀛湖景区、凤凰山景区、秦巴

地区连片扶贫开发等建设，充分利用石泉湖广会馆、江西会馆、

紫阳北五省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旬阳蜀河黄州会馆、船

帮会馆（杨泗庙）、回帮会馆（清真寺）、河南会馆等一批会馆和

古建，以及凤堰古梯田等其它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体现会馆

文化、建筑文化、航运文化、移民文化、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将

会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新的亮点。 

一带一带一带一带：：：：月河川道月河川道月河川道月河川道。规划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涉及石泉、

汉阴、汉滨 3 个县区 18 个乡镇，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承

东接西、幅射南北的作用。该区域是安康古代经济、文化最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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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地区，至今保留马岭坝遗址、谭家湾遗址、柳家河遗址、刘

家营遗址、肖家坝遗址、王家坝遗址、鱼翅遗址、恒口古镇等一

批珍贵古代文化遗存，且相继出土过史密簋、錞于、鎏金蚕等珍

贵文物。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独特的文化遗产，结合月河川道总体

开发，规划建设一批遗址博物馆、遗址考古公园、古镇博物馆、

农耕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宗教博物馆、名人纪念馆、重大事件

纪念馆等，极具文化、旅游等综合开发价值。 

三、重点任务和实施计划 

（（（（一一一一））））重点任务重点任务重点任务重点任务    

1.1.1.1.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引领工程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引领工程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引领工程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引领工程    

加快地市级博物馆建设，新建和改扩建一批文物大县博物

馆，形成充分涵盖和全面反映安康文明优秀成果的大中型博物馆

群体，发挥博物馆事业的改革发展核心作用。推进地市级博物馆

和文物大县博物馆陈列展示、消防安防设施、藏品保管装备等升

级达标。 

2.2.2.2.行业博物馆建设示范工程行业博物馆建设示范工程行业博物馆建设示范工程行业博物馆建设示范工程    

依托行业资源和特点，新建和改扩建一批科技、交通、工业

等反映各行各业进步成就的行业博物馆，丰富全市博物馆类型。

开展行业博物馆示范馆建设，推进行业博物馆科学化、规范化、

标准化管理，提升行业博物馆综合服务功能。 

3.3.3.3.民办博物馆帮扶工程民办博物馆帮扶工程民办博物馆帮扶工程民办博物馆帮扶工程    

立足汉水文化生态特色，新建和改扩建一批民办博物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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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博物馆结构，提高博物馆社会化程度。加强民办博物馆的统筹、

规划和管理，健全对民办博物馆的专业化建设扶持机制，开展国

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探索建立民办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补偿制

度，提升民办博物馆法人治理、藏品保护、研究、展示和服务能

力及水平。 

4.4.4.4.博物馆馆际交流博物馆馆际交流博物馆馆际交流博物馆馆际交流展览工程展览工程展览工程展览工程    

    制定馆际交流展览管理办法和规划，建立馆际展览项目的交

流机制和平台。依托市、县级综合博物馆，整合全市博物馆藏品

资源，形成专题性、原创性展览，在各博物馆中巡展。。。。    

5.5.5.5.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统筹推进博物馆管理人员、讲解人员和专业人员引进、培训

工作。开展博物馆新进员工和新任馆长上岗培训，逐步实行从业

人员资格认证。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文物博物馆机构，建

设一批博物馆行业继续教育基地。培养造就一批博物馆行业急需

紧缺的高级专门人才和青年骨干人才。 

（（（（二二二二））））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实施计划    

1.建设启动期（2013—2015 年）。以重建安康博物馆、扩建

旬阳博物馆、汉阴三沈纪念馆、红军纪念馆，新建汉阴凤堰古梯

田移民生态博物馆、紫阳船帮会馆博物馆、旬阳蜀河古镇博物馆、

宁陕秦岭人文生态博物馆为重点，启动“安康‘汉水人文生态’

博物馆群建设计划”。三年内，建成 10 座涵盖国有、行业、民营

等多个类型的博物馆，为后续工作摸索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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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发展期（2016—2018 年）。三年内，力争建成 10 座

能涵盖历史、宗教、工业、农业、科研、民俗、会馆古建、故居

民宅、遗址展示等多个方面的博物馆群体，初步形成主题鲜明、

门类齐全、脉络清晰、布局合理的“博物馆群”构架。 

3.巩固提升期（2019—2020 年）。二年内，力争建成 10 座

能增加主题色彩、填补门类空白、扩充陈展内涵、彰显文化品位

的专题性博物馆，最终形成一个全方位展示，有序性排列，社会

化参与的博物馆发展新局面。 

四、保障措施 

（（（（一一一一））））政策保障政策保障政策保障政策保障    

1.将特色博物馆群发展规划作为安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十二五”规划的子规划，纳入市委、市政府重要工作议程，

指导全市博物馆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2.财政扶持政策。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建立市、县（区）

两级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并逐年保持与国民经济收入同比

增长。按照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资金撬动、引聚社会资本的原则，

主要用于支持国有博物馆的改造提升、重点博物馆建设项目的投

入；博物馆行业宣传推荐人才培训；民办博物馆场馆建设、运营

补贴；各类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各类培训宣教等公共服务

性活动。 

3.土地优惠政策。博物馆建设要贯彻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

对符合国家划拨用地政策的，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划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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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选址不在公共事业用地规划范围内的，可酌情进行调整。 

4.建设优惠政策。博物馆建设项目在立项审批、规划设计、

报建审核等方面享有政府“绿色通道”政策，对相关报建费用给

予适当减免。 

5.税收优惠政策。博物馆门票收入及其文化产业等多种经营

收入产生的税收，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个人、企业对民

办博物馆的捐赠涉及税收减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用水、用电，用气优惠政策。凡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并且履

行社会教育职能的博物馆，其用水、用电，用气执行公共文化事

业收费最低标准。 

7.金融信贷政策。以博物馆收费权、固定资产抵押方式解决

博物馆信贷融资问题；建立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博物馆提供融资担保；建立博物馆无形资产

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博物馆类无形资产提供担保。 

8.行业评奖政策。为鼓励各类博物馆不断提高展陈、管理和

服务水平，文物主管部门制定办法，定期对行业管理工作进行评

比。对评比为优良等级的博物馆，分级、分类给予一次性奖励，

促进行业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奖励资金从博物馆发展专

项资金中解决。 

（（（（二二二二））））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组织保障    

成立市级博物馆事业发展领导机构，统领全市博物馆事业发

展工作；按照整合人力资源，集约技术优势，降低运营成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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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综合效益的原则，成立安康市博物馆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具体

负责全市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成立安康市博物馆（纪念馆）

评审专家委员会，规范博物馆申报审核工作；成立安康市文物认

定定级专业委员会，加强民办博物馆藏品管理；成立安康市博物

馆协会，搭建馆际交流平台，加强行业自律；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立和完善博物馆准入和退出制度，健全博物馆管理体制。 

（（（（三三三三））））权益保障权益保障权益保障权益保障    

对经审查批准设立的民办博物馆，其合法拥有的藏品、资产、

受赠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依法予以保护；在行

业准入、评估定级、行业评比、对外合作、馆际交流、藏品征集、

表彰奖励，信息资源等方面，享有与国有博物馆同等的法律地位。 

（（（（四四四四））））其他保障措施其他保障措施其他保障措施其他保障措施    

1.宣传推荐。鼓励相关部门加大对全市博物馆业的宣传力

度，专门策划全市博物馆业发展的整体宣传包装方案，充分利用

和借助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文化宣传平台，扩大宣传规模

和水平，着力打造安康“汉江人文生态博物馆群”品牌特色，提

高全市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统一标识。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参观博物馆，由相关部门在

城市重要地段、街道增设统一的标识系统，或在机场、车站、饭

店等重要窗口提供各博物馆的宣传资料等。 

3.旅游推荐。支持旅游管理部门根据全市博物馆资源，专门

策划、打造博物馆精品旅游线路，或将博物馆列入全市重点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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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线路。 

4.教育推广。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全市中、小学课外素质教育

和德育教育规定课程，每学期至少接受一次博物馆教育，以充分

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5.人才补充。将民办博物馆的人才培养纳入市人才培训计

划，民办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归口市人事部门统一管

理；鼓励原文博行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到民办博物馆工作；允

许文博行业现职专业技术人员到民办博物馆兼职，以多渠道解决

民办博物馆人才缺乏问题。 

6.馆校共建。将博物馆纳入以未成年人教育和大、中、小学

教育为主的社会各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教学基地、科

学普及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社会综合实践基地审查设

立范围，确保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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