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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加强博物馆质量管理，促进博物馆履行保护、诠释和推广人类的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职责，提高博物馆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总结了国内博物馆的管理经验，借鉴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和技术规
程，并直接引用了部分国家标准或标准条文。同时，根据自《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2008
年起用至今近 8 年时间的实施情况，在原标准基础上对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符合
博物馆的发展实际。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文物局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
2、范围
2．1 本标准规定了博物馆等级划分的依据、条件及评定的基本要求。
2．2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所有正式登记并经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具有
文物、标本收藏保管、科学研究、陈列展览功能的，对外开放的各类博物馆。
3、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博物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博物馆管理办法》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
《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

工作的通知》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通知》
《中共中央宣传部 财政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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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文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博物馆馆长专业资格条件（试行）
》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
4、引用的标准和规范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自然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A27-2002《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GB/T 16571-1996《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JGJ66-9l《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GBJl6-8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193-93《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63-9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9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控制规范》
GB 3096-19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规范》
GH ZBl-1999 《地表水环境质量规范》
GB 10001.1-2000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7775-2003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24001-2004 《环境管理行为规范》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GB 9664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
5、术语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
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藏品：是指具有收藏、研究、展示价值的文物、标本、模型等的总称。
藏品库房：是指藏品集中保存的特定建筑物。
藏品保护修复场所：是指博物馆运用传统修复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藏品进行科学
分析、检测和保护、修复的特定建筑物。
展厅：是指博物馆用作向公众展示藏品的特定建筑物。
出境展览：是指单独或合作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举办的展览。
6、博物馆等级及标志
6．1 博物馆划分为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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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博物馆的等级证书、标牌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统一制作和颁发。
7、博物馆等级划分条件
7．1 一级
7．1．1 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
7．1．1．1 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理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健全，运
行机制有效。
7．1．1．2 章程与发展规划
有正式批准和发布的博物馆章程和博物馆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符合发展规划要求。
7．1．1．3 建筑与环境
a) 建筑功能区块布局合理，自成系统。
b) 环境整洁、美观、舒适，绿化率高；室内空气质量好。
7．1．1．4 人力资源
a) 人才结构、梯次合理，专业技术人员占在编人员的 75％以上；高、中级管理人员具
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b)员工考核、培训制度健全，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培
训合格率达 100％。
7．1．1．5 财务管理
a)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并有效实施, 有充足的事业经费来源和保证。
b) 有多渠道、来源稳定的社会资助。
7．1．1．6 安全保障
a) 一、二、三级风险单位按要求落实完善的安全防范系统，一、二、三级风险部位按
要求落实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b) 有与博物馆规模相适应的管理规范、人员配置齐全的保卫工作机构；保卫工作规章
制度健全，措施得当，有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保卫人员受过专业培训，素质高、
业务精，工作程序规范、准确；档案齐全，交接班制度完善、记录齐全；定期组织安全演练。
c) 消防组织健全，责任明确，管理制度完善，有处置各类火灾的应急预案；有与单位
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消防设施、设备及安全、有效的防雷装置，并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
查、维修、更新；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消防人员设备操作熟练、规范。
d) 公共安全制度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规范；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通畅，标志醒目；
应急照明、救生等设施、设备完好；节日期间有应急医护人员。
7．1．1．7 办公信息化
有功能完善、运行可靠的局域网办公信息系统。
7．1．2 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
7．1．2．1 藏品管理
a) 藏品资源与本馆的宗旨、使命相符，形成完整的体系。
b) 藏品 20000 件/套以上,或珍贵文物 2000 件/套以上；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
艺术价值，或其中一类价值具世界意义。依托各类遗迹遗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
建设的考古古建类博物馆，可适当放宽至藏品总量达到 16000 件/套或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1600 件/套以上。
c) 有适应本馆藏品状况、功能完善的藏品数据库。
d) 有与本馆宗旨、使命相符的藏品征集政策和收藏范围；有规范的藏品征集组织与制
度，对征集的藏品进行鉴定；有多种征集渠道，征集经费充足，使用合理、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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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藏品管理制度完善；藏品入藏手续齐全、资料完整；藏品总登记账清晰，账物相符；
分类账准确合理，编目科学详实；藏品档案记录规范，新入藏的藏品及时建档备案，并及时
登记入藏品总账。
f) 库房面积满足收藏需要；库房管理制度完善；库房设施、设备齐全，藏品存放环境
达标；藏品提用手续齐全，进、出库记录完整；藏品存放科学、合理、规范; 三级以上藏品
均配备有符合要求的装具,一级文物和其它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有专柜或专库存放，并由专
人负责保管；根据藏品质地控制温湿度，照明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库房整洁，空气质量好。
g)藏品保护修复场所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并能有效运转；文物藏品修复资质和具备文
物藏品修复资格的人员多；藏品修复、保养程序科学、规范，效果好。
7．1．2．2 学术研究与科技
a)学术机构健全，学术带头人为有全国性学术影响的专家；定期举办国际、国内学术活
动；定期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刊物；馆内人员经常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出版学术专著；
系统收藏相关中外文学术期刊。
b) 有科技部门，有素质高、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有较大规模的实验室及相应科研仪
器设备，能独立承担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取得重大科技成果或引进新
技术，并运用到工作中，取得显著效果。
7．1．3． 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
7．1．3．1 影响力
a) 有博物馆品牌标志，并全面、恰当地运用；有完善的博物馆宣传计划，全国性媒体
经常报道博物馆动态。
b) 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好的声誉；公众影响力很强，年观众 50 万人次以上，
其中海外观众 2 万人次以上；经常举办出境展览或引进外展。
7．1．3．2 展示和教育
a) 展厅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照明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展柜内微环境适宜展品保存。
b) 基本陈列主题明确，鲜明体现本馆特色；策划方案科学，经过国家级专家论证；内
容研究深入，展品组织得当，文字说明准确、生动、有文采；展览设计准确表达陈列主题，
艺术感染力强；及时进行内容和展品更新；社会美誉度高。
c)

采取多种合作模式，经常举办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临时展览；临时展览有完善的前期

策划和营销计划，展览的社会、经济效益好。
d) 有社会教育机构和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员，馆内设有专门的教育服务区；有
完善的社会教育工作方案和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社会教育计划；经常与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单
位联系或建立共建单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讲座等活动，服务
学校、工厂、社区和农村等不同观众群体；为省级（含）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基地。
e)有高素质、稳定的讲解员队伍；有两种（含）以上语言的、适合不同观众群体的科学、
准确、生动、有文采的讲解词；定期进行义务讲解；有针对特殊观众群体的讲解服务；有两
种（含）以上语言的现代化自助语音讲解设备。
7．1．3．3 社会服务
a) 有“博物馆之友”等群众组织，人员结构合理，依照章程定期开展活动；博物馆志
愿者队伍稳定、具有相当规模，全部实施上岗培训，每名志愿者每年为博物馆或观众服务
48 小时以上。
b）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 300 天以上；基本陈列定期免费开放，且在 60 天以上；日常免
费、优惠开放制度和措施向社会公示；年免费接待青少年观众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 20%以上；
科学管理观众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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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便捷，可进入性好；博物馆出入口处道路通畅，有无障碍通道；外部中、外文
引导标识设置科学、合理，清楚、美观。
d） 售票地点设在室内；参观游览线路合理、顺畅；观众服务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
设施齐全，功能体现充分，咨询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服务热情；中、外文的博物
馆导览等基本信息资料特色突出，品种齐全，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制作精美，适时更新，
并免费为观众提供；基本陈列的标牌、展品等有中、外文说明；设有免费物品寄存处、特殊
人群服务设施和设备、餐饮服务设施和纪念品销售服务设施等；展厅内有观众休息设施；卫
生设施、设备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需要，并与环境相协调；各种设施、设备中、外文标识清
楚。
e) 有专门网站，设计简洁大方，界面友好，互动性强，内容丰富，信息更新及时，支
持两种（含）以上语言；馆内建立有多种形式的互动式或参与式的多媒体文化、科普、教育
服务设施，服务有特色、质量高。
f) 文化产品本馆特色突出，种类丰富，制作精美，销售情况好。
g) 提供藏品代为保管、鉴定、养护、修复及咨询等公众服务项目，公众满意度高。
h) 观众调查制度健全，调查方法多样，调查成果充分运用。
7．2 二级
7．2．1 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
7．2．1．1 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理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健全，运
行机制有效。
7．2．1．2 章程与发展规划
有正式批准和发布的博物馆章程和博物馆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符合发展规划要求。
7．2．1．3 建筑与环境
a) 建筑功能区块布局合理。
b) 环境整洁，绿化率高；室内空气质量较好。
7．2．1．4 人力资源
a)人才结构、梯次比较合理，专业技术人员占在编人员的 70％以上；高、中级管理人
员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80%以上具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b)员工考核、培训制度健全，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培
训合格率达 100％。
7．2．1．5 财务管理
a)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并有效实施, 有基本满足需要的事业经费来源和保证。
b) 有稳定的社会资助。
7．2．1．6 安全保障
a) 一、二、三级风险单位按要求落实完备的安全防范系统，一、二、三级风险部位按
要求落实完备的安全防范措施。
b) 有与博物馆规模相适应的管理规范、人员配置齐全的保卫工作机构；保卫工作规章
制度健全，措施得当，有处置一般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保卫人员受过专业培训，工作程序
规范；档案齐全，交接班制度完善、记录齐全；定期组织安全演练。
c) 消防组织健全，责任明确，管理制度完善，有处置特定火灾的应急预案；消防设施、
设备配备合理，有安全、有效的防雷装置，并定期进行检查、维修、更新；定期组织消防演
练，保卫人员熟练、规范操作消防设备。
d) 公共安全制度健全，应急预案科学、规范；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通畅，标志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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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照明设备完好。
7．2．1．7 办公信息化
有局域网办公信息系统。
7．2．2 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
7．2．2．1 藏品管理
a) 藏品资源与本馆的宗旨、使命相符，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
b) 藏品 10000 件/套以上,或珍贵文物 1000 件/套以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
艺术价值，或其中一类价值具全国意义。依托各类遗迹遗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
建设的考古古建类博物馆，可适当放宽至藏品总量达到 8000 件/套或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800
件/套以上。
c)有基本适应本馆藏品状况、功能相对完善的藏品数据库。
d)有与本馆宗旨、使命相符的藏品征集政策和收藏范围；有规范的藏品征集组织与制度，
对征集的藏品进行鉴定；有多种征集渠道，征集经费基本满足需要，使用合理、效果好。
e) 藏品管理制度完善；藏品入藏手续齐全、资料完整；藏品总登记账清晰，账物相符；
分类账准确合理，编目科学详实；藏品档案记录规范，新入藏的藏品及时建档备案，并及时
登记入藏品总账。
f)库房面积满足收藏需要；库房管理制度健全；库房设施、设备基本符合藏品存放环境
标准；藏品提用手续齐全，进、出库记录完整；藏品存放合理、规范; 二级以上藏品均配备
有符合要求的装具,一级文物和其它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有专柜或专库存放并由专人负责保
管；库房重点部位能控制温湿度，采光照明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库房整洁、空气无异味。
g) 有藏品保护修复场所和基本的设备；有文物藏品修复资质和具备文物藏品修复资格
的人员；藏品修复、保养程序科学、规范，效果好。
7．2．2．2 学术研究与科技
a)学术机构健全，学术带头人为有省级学术影响的专家；定期举办省级学术活动；定期
出版较高质量的学术刊物；馆内人员经常在省级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出版学术专著。
b) 有专门科技人员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独立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能借助或引进专
业科技力量开展相关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并将有关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7．2．3 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
7．2．3．1 影响力
a) 有博物馆品牌标志并有效运用;有系统的博物馆宣传计划，省级媒体经常报道博物馆
动态。
b)在省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好的声誉；公众影响力较强，年观众 30 万人次以上，
其中海外观众 1 万人次以上；经常举办国内巡展和引进展览。
7．2．3．2 展示和教育
a) 展厅环境整洁，照明符合设计规范要求，珍贵文物展品的保存环境达标。
b) 基本陈列主题明确，较好体现本馆特色；策划方案合理，经过省级专家论证；内容
研究较深入，展品组织较得当，文字说明准确、生动；展览设计较准确地表达陈列主题，艺
术感染力较强；定期进行内容和展品更新；社会美誉度较高。
c) 采取多种合作模式，经常举办有省级影响力的临时展览；临时展览有周密的前期策
划和营销计划,展览的社会、经济效益较好。
d) 有社会教育机构和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员，馆内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教育服
务区；有周密的社会教育工作方案和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社会教育计划；经常与教育部门以
及其他单位联系或建立共建单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讲座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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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服务学校、工厂、社区和农村等不同观众群体：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基地。
e) 有较高素质、稳定的讲解员队伍；有适合不同观众群体的科学、准确、生动的讲解
词；定期进行义务讲解；有针对特殊观众群体的讲解服务；有现代化自助语音讲解设备。
7．2．3．3 社会服务
a)有“博物馆之友”等群众组织，依照章程定期开展活动。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稳定、有
一定规模，全部实施上岗培训，每名志愿者每年为博物馆或观众服务 48 小时以上。
b)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 300 天以上；基本陈列定期免费开放，且在 60 天以上；日常免
费、优惠开放制度和措施向社会公示；年免费接待青少年观众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 30%以上；
科学管理观众容量。
c)交通方便，可进入性良好；博物馆出入口处道路通畅，一般有无障碍通道；外部中、
外文引导标识设置合理，清楚、美观。
d) 售票地点设在室内；参观游览线路合理、顺畅；设有观众服务中心或相应场所，咨
询服务人员业务熟悉，服务热情；中、外文的博物馆导览等基本信息资料品种多，内容丰富，
制作较好，并免费为观众提供；基本陈列的标牌有中、外文说明；设有免费物品寄存处、特
殊人群服务设施和设备和纪念品销售服务设施等；展厅内有观众休息设施；卫生设施、设备
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需要；各种设施、设备中、外文标识清楚。
e) 有专门网站，网站内容有特色，定期更新；馆内有互动式或参与式的多媒体文化、
科普、教育服务设施，服务有特色、质量较高。
f)文化产品本馆特色突出，种类较丰富，制作较精美，销售情况较好。
g) 提供藏品代为保管、鉴定、养护及咨询等公众服务项目，公众满意度较高。
h) 观众调查制度比较健全，调查方式较多，调查成果有效运用。
7．3 三级
7．3．1 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
7．3．1．1 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理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健全，运
行机制有效。
7．3．1．2 章程与发展规划
有正式批准和发布的博物馆章程和博物馆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符合发展规划要求。
7．3．1．3 建筑与环境
a)

建筑功能区块布局基本合理。

b)

环境整洁，室内空气质量较好。

7．3．1．4 人力资源
a)人才结构、梯次基本合理，专业技术人员占在编人员的 70％以上；高、中级管理人
员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50%以上具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b)员工考核、培训制度健全，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培
训合格率达 100％。
7．3．1．5 财务管理
a)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并有效实施, 有基本的事业经费来源和保证。
b) 有社会资助。
7．3．1．6 安全保障
a)一、二、三级风险单位按要求落实相应的安全防范系统，一、二、三级风险部位按要
求落实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b) 有与博物馆规模相适应的专职保卫人员；保卫工作规章制度健全，措施得当，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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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般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保卫人员受过专业培训，工作程序规范；档案齐全，交接班制
度完善、记录齐全；定期组织安全演练。
c) 消防责任明确，管理制度完善；有针对一般火灾的消防应急预案；消防设施、设备
按要求配备，有安全、有效的防雷装置，并定期进行检查、维修、更新；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保卫人员能够熟练、规范操作消防设备。
d) 公共安全制度健全，应急预案规范；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通畅 ，标志醒目，应急照
明设备完好。
7．3．1．7 办公信息化
有基本的行政、业务工作数据库；在编专业技术人员会熟练使用计算机，人均电脑占有
率不低于 50%。
7．3．2 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
7．3．2．1 藏品管理
a) 藏品资源与本馆的性质、任务相符，形成基本的体系。
b)藏品 5000 件/套以上,或珍贵文物 500 件/套以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
术价值，或其中一类价值具省级意义。依托各类遗迹遗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建
设的考古古建类博物馆，可适当放宽至藏品总量达到 4000 件/套或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400 件
/套以上。
c) 有藏品数据库。
d)有与本馆宗旨、使命相符的藏品征集政策和收藏范围；有规范的藏品征集组织与制度，
对征集的藏品进行鉴定；征集经费使用合理、效果好。
e) 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藏品入藏手续齐全、资料完整；藏品总登记账清晰，账物相符；
藏品档案记录规范；新入藏的藏品及时建档备案，并及时登记入藏品总账。
f）库房面积基本满足收藏需要；库房管理制度健全；库房设施、设备基本适应藏品存
放环境要求；藏品提用手续齐全，进、出库记录完整；藏品存放规范; 一级藏品均配备有符
合要求的装具,一级文物和其它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有专柜或专库存放并由专人负责保管；
库房重点部位能控制温湿度，采光照明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库房整洁，空气无异味。
g)藏品保养制度和措施健全，效果较好
7．3．2．2 学术研究与科技
a) 有学术机构，学术带头人为有地区性学术影响的专家；定期举办区域内学术活动；
定期出版学术刊物；馆内人员每年在省级（含）以上刊物发表专业论文。
b)有一定科研能力，能借助或引进专业科技力量开展相关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并将有关
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7．3．3． 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
7．3．3．1 影响力
a) 有博物馆品牌标志;有较为系统的博物馆宣传计划，地区级媒体经常报道博物馆动
态。
b)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好的声誉；公众影响力较强，年观众 10 万人次以上；定
期举办省内巡展和引进展览。
7．3．3．2 展示和教育
a) 展厅环境整洁，照明符合设计规范要求，珍贵文物展品的保存环境基本达标。
b)基本陈列主题明确，体现本馆特色；策划方案比较合理，省级专家参加论证；内容研
究具有一定深度，展品组织较合理，文字说明准确；展览设计较好表达陈列主题；不定期进
行内容和展品更新；有一定社会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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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取多种合作模式，定期举办有地区性影响力的临时展览；临时展览有前期策划和
营销计划，展览的社会效益较好。
d)有社会教育机构和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员；有具体可行的社会教育工作方案和
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社会教育计划；经常与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单位联系或建立共建单位，开
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讲座等活动，服务学校、工厂、社区和农村等
不同观众群体；为地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基地。
e) 有较高素质、稳定的讲解员队伍；有适合不同观众群体的科学、准确、生动的讲解
词；定期进行义务讲解；有针对未成年观众群体的讲解服务。
7．3．3．3 社会服务
a)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稳定、有一定规模，全部实施上岗培训，每名志愿者每年为博物馆
或观众服务 48 小时以上。
b)年开放时间 300 天以上；基本陈列定期免费开放，且在 60 天以上；日常免费、优惠
开放制度和措施向社会公示；年免费接待青少年观众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 40%以上；科学管
理观众容量。
c)交通方便，可进入性较好；博物馆出入口处道路通畅；外部引导标识设置比较合理，
清楚、美观。
d) 售票地点设在室内；参观游览线路基本合理、顺畅；设有观众咨询服务场所，服务
人员业务熟悉，服务热情；博物馆导览等基本信息资料内容丰富，制作较好，并免费为观众
提供；设有免费物品寄存处和纪念品销售服务设施等；卫生设施、设备布局合理，数量满足
需要。
e) 文化产品开发体现本馆特色。
f) 提供藏品代为保管、养护及咨询等公众服务项目。
g)定期进行观众调查，并尽可能运用调查成果。
8、评分细则
8.1 本细则共计 1000 分，共分为三个大项，各大项分值为：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 200
分；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 300 分；影响力与社会服务 500 分。评估时，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
项最低分值应在 80 分（含）以上；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项最低分值应在 100 分（含）以上；
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项最低分值应在 200 分（含）以上。
8.2 一级博物馆需达到 800 分，二级博物馆需达到 600 分，三级博物馆需达到 400 分。
8.3 评分细则计分表（附后）
。
9、申请书
9.1 博物馆定级评估申请书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申请书》、
《国家二、三级博
物馆定级评估复核申请书》
。
9.2 申请参评的博物馆均应填写相应的申请书，经省级博物馆行业组织审核（或评定）
后，报送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评定（或复核）
。
9.3 《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申请书》、《国家二、三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复核申请书》
（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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