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让更更多多馆馆藏藏文文物物走走出出““深深闺闺””
济宁着力让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活”起来

2014年，全市文物系统紧紧围
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着眼让文
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各项工作取
得新成绩。

全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扎实推进，曲阜、邹城、任城、鱼
台、金乡等县市区普查工作推进有
力、成效较为明显。据统计，全市国
有可移动文物达51万件(套)，居全省
第一位，同时济宁市普查工作先进
经验在全省推广。

尤其是在去年，大运河济宁段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标志
着济宁拥有了包括“三孔”在内的两
处世界文化遗产。此外，济宁市文物
局依托穿济宁老城而过的古运河，
积极打造“运河文物景点一条街”，
并且竹竿巷、太白楼铁塔寺街区及
明故城被山东省命名为首批历史文
化街区。

在构建公共文博服务体系方
面，建筑面积2 . 4万平方米的济宁
市博物馆新馆及曲阜孔子博物
馆、泗水卞桥纪念馆等一批博物
馆规划、建设工作扎实推进。文博
单位公共服务功能也在持续放
大，济宁市博物馆承担了济宁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型图片
展，先后接待观众10万多人次。在
市博物馆报告厅开设廉洁道德讲
堂、“圣地孔子·文化济宁”大型公
益类文化讲座，共举办讲座 1 0余
场，听众达5000余人次。

51万件可移动文物

济宁居全省第一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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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工作看点

编制文物发展“十三五”规划1 . 三孔古建筑彩绘后年前完成2 .

今年，在文物保护
基础工作中，济宁市文
物局将精心编制全市
文 物 事 业 发 展“ 十 三
五”规划。按照市里统
一部署，着眼文物事业
发展战略布局，深入研
究、及早谋划，储备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并
做好与全省文物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全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 五 ”规 划 的 衔 接 工
作。

同时，配合省文物
局做好《曲阜孔庙、孔
林 、孔 府 保 护 管 理 条
例》起草工作。按照国
务院《通知》精神和省、

市政府《第一次全国可
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实
施方案》，加快进度管
理和质量控制，推动高
效完成第一次全国可
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平
台的登录工作，确保圆
满完成2015年普查任
务。

依法落实完善济
宁市第七批国保、第四
批省保和第四批市保
的“四有”工作，不断加
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文物保护工作。继去
年济宁市就“乡村记忆
工程”完成了共计91个
单位的申报工作，邹城
市石墙镇上九山村、微

山县微山湖民俗博物
馆被省文物局确定为

“乡村记忆”工程推荐
试点单位后，今年将继
续 扎 实 做 好“ 乡 村 记
忆”工程后续申报及评
审工作。

2014年7月，山东省正式启动了“三
孔”古建筑彩绘的维护工作，是清末以来
的首次系统性保护维修进程。

根据济宁市文物局的工作部署，今年
将加快工程进度，确保2017年完成全部维
护工作。

深入实施《国家大遗址“曲阜片区”文

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按照规划和考古
先行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大遗址保护项目
的储备、立项、规划编制、工程实施以及资
金落实。按照工程计划，鲁国故城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工程将全面完成东南角城墙
遗址保护展示区域城墙本体，河道疏浚、
汉阙等工程建设，启动周公庙建筑群基址
考古发掘保护展示大棚的建设，完成配套
附属设施施工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大运河成功申遗后，如何做好大运河
遗产保护和管理，也是全市文物系统要重
点突破的工作之一。按照《大运河遗产济
宁段保护规划》，将做好运河本体保护和
水工设施修缮工作。在逐步完善保护措施
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和提炼运河文化价
值，加强运河功能发展利用，探索运河遗
产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积极对接省文物
局启动的“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工程，继
续打造济宁“运河文物景点一条街”。

扩大文博机构公共服务范围3 .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
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指出的。

济宁市文物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国务
院《博物馆条例(草案)》，着力让馆藏文
物“活”起来。通过不断加强博物馆体系
建设，积极推动济宁市博物馆新馆、泗
水卞桥纪念馆等博物馆、纪念馆建设及
有关县市区文物库房建设，改善馆藏文
物保护条件。

推进民办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的申
报工作，促进民办博物馆、行业博物馆
等各类特色博物馆蓬勃发展，争取走在

全省前列。
全市文物系统还将整合盘活全市

馆藏文物资源，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
博物馆和展览品牌，认真做好历史文
化展示展览工作，让馆藏文物“走出深
闺”，发挥出最大价值。深化博物馆、纪
念馆免费开放，完善免费开放机制，扩
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博物馆、纪念馆
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开展文物犯罪专项行动4 .

当前，文物保护工
作所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主要表现为经济建
设、城乡建设和基础设
施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
盾还不同程度的存在；
文物保护能力有待提
高；文物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盗窃盗掘文物和
古遗址、古墓葬等违法

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
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丁海燕在讲话中也
强调，今年全市文物系
统将继续认真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做好“十一”
黄金周、元旦和春节等
节假日期间检查，确保
节日期间文物、人员安
全。落实“四个一”巡查
制度，做好文物安全日
常检查。

积极推进落实已申
报文物保护安防技防消
防项目，尽快修改完善
设计方案，并按照程序

上报，争取项目早日开
工。严格落实突发事件
报告制度，严肃查处文
物安全事故。

坚持依法行政，始
终保持对盗窃、盗掘、倒
卖、走私文物违法犯罪
活动高压态势，适时开
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认真落实《文物安全
目标责任书》，将田野和
馆藏文物安全、文物保
护单位“四有”、安全检
查、县乡村三级保护网
络建设及法制宣传等内
容列入考核范围。

本报济宁3月3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金同

宋冉冉) 今年全市文物系统
将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确保10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平台
的登录工作，确保圆满完成
2015年普查任务。

3月31日，记者从全市文
物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济
宁市文物局将以“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工作方针为引领，以改革
创新与重点项目建设为动力，

着力让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
“活”起来。

首先推动高效完成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平台
的登录工作，确保今年10月底
前全面完成普查任务。同时，依
法落实完善全市第七批国保、
第四批省保和第四批市保的

“四有”工作，不断加强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工作。

在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
作、扎实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等工作的同时，今年还将加
快推进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利

用世行贷款项目建设，完成孔
孟文化遗产地数字信息系统建
设。加快规划设计论证，强化工
作监督，全速推进包括曲阜明
故城东城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和邹城历史古城区更新等10余
个子项目启动实施。

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
燕强调，当前，文物工作面临
着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
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多次
就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和
批示，饱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文物工
作的亲切关怀。她要求全市各
级文物部门和广大文物工作
者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
苦干实干，努力开创全市文物
工作新局面。

在会上，济宁市文物局还
通报表彰了2014年度文物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经过
研究决定，任城区文物局等7
个单位获得先进集体称号，赵
超等34名文保工作人员获得
先进个人称号。

任城区文
物 局 等 7

个单位获
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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