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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国家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2019年预算指标的通知 

 

有关市县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根据《财

政部关于提前下达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019年预算指标的通

知》（财文〔2018〕120号）精神，现提前下达中央财政2019年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代码：Z135050009036，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具体项目和金额

详见附件。此次下达的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列2019年预算，

待2019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 

请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号）、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按照《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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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央对地方专项

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相关

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严格按照各地上报的绩效目标，加强

监控，督促各单位组织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按期完成，财政资金

安全有效。 

 

附件：1．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汇总表 

2．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明细表 

（重点项目） 

3．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明细表 

（一般项目） 

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分地区发） 

 

 

江苏省财政厅 

2018年12月2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年12月29日印发 
 



附件1

单位：万元

地区/单位 小计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合计 9207 2728 6479

南京 1214 514 700

无锡 1458 1078 380

江阴 190 190

徐州 320 320

丰县 50 50

常州 587 272 315

溧阳 137 137

苏州 1265 485 780

常熟 90 90

太仓 161 161

如皋 160 160

海安 150 150

连云港 180 60 120

东海 80 80

灌云 80 80

淮安 767 767

盱眙 215 135 80

盐城 116 116

阜宁 60 60

扬州 530 47 483

高邮 80 80

镇江 220 220

泰州 320 320

兴化 130 50 80

泰兴 647 87 560

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汇总表



附件2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2728

中山陵谭延闿墓临瀑阁修缮 中山陵 35

中山陵碑亭修缮 中山陵 73

南唐二陵加固保护工程 南唐二陵 20

上坊孙吴墓保护工程 上坊孙吴墓 386

东林书院白蚁防治 东林书院 71

东林书院安防工程 东林书院 57

阖闾城遗址龙山石城墙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一期） 阖闾城遗址 950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修复馆藏一级文物“春秋淹城独木舟” 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 272

保圣寺罗汉塑像安全防范系统工程 保圣寺罗汉塑像 203

紫金庵罗汉塑像紫金殿、净因堂修缮 紫金庵罗汉塑像 282

连云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网疃张庄古墓葬群考古发掘 连云港市博物馆 60

苏州

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明细表（重点项目）

单位：万元

合      计

南京

无锡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第一山题刻安防工程 第一山题刻 55

明祖陵安防工程 明祖陵 80

扬州 汪氏小苑局部抢修工程 汪氏小苑 47

兴化 上池斋药店修缮工程 上池斋药店 50

泰兴 黄桥战斗旧址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修缮 黄桥战斗旧址 87

盱眙



附件3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6479

明孝陵功臣墓徐达墓文物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00

明孝陵功臣墓李文忠墓文物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 南京市博物总馆 100

京电号小火轮保护修复 南京市博物总馆 500

薛福成故居安防、消防 无锡市文化遗产局 160

无锡茂新面粉厂修缮工程 无锡博物院 100

无锡博物院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无锡博物院 120

黄山炮台旧址修缮与环境整治工程 江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00

江阴市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方案 江阴市博物馆 90

徐州土山二号墓考古发掘 徐州博物馆 100

徐州卧牛山考古资料整理 徐州博物馆 100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120

提前下达2019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明细表（一般项目）

单位：万元

合      计

南京

无锡

江阴

徐州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丰县 丰县博物馆数字化保护 丰县博物馆 50

近园修缮工程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100

张太雷旧居安全防范工程 常州三杰纪念馆 25

瞿秋白故居之瞿氏宗祠安防 瞿秋白纪念馆 100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 90

溧阳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消防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137

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安全防范工程 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80

太平天国忠王府西路南部建筑、藏书楼及北部建筑修缮 苏州博物馆 100

苏州碑刻博物馆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一期 苏州碑刻博物馆 90

苏州丝绸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苏州丝绸博物馆 120

柳亚子故居安防、消防、防雷 柳亚子纪念馆 210

紫金庵罗汉塑像数字化勘察测绘工程 苏州市吴中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100

春在楼安防 苏州市东山雕花楼宾馆有限公司 80

常熟 常熟博物馆数字化保护利用设计方案 常熟博物馆 90

浏河天妃宫遗迹修缮工程 天妃宫管理委员会 81

太仓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太仓市博物馆 80

常州

苏州

太仓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如皋 水绘园安防、防雷 如皋博物馆 160

海安 韩公馆安防、防雷 海安县博物馆 150

连云港 连云港市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 连云港市博物馆 120

东海 曲阳城遗址安防 东海县博物馆 80

灌云 灌云县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方案 灌云县博物馆 80

大运河（淮安段）板闸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淮安市文物局 500

淮安市博物馆数字化保护 淮安市博物馆 120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消防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147

盱眙 淮安市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淮安市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80

盐城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消防 新四军纪念馆 116

阜宁 阜宁县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阜宁县博物馆 60

隋炀帝墓墓葬本体抢救性保护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100

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墓周边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76

江苏省扬州市蜀岗古城南城门遗址考古发掘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100

淮扬运河扬州邵伯段相关遗产展示利用工程 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民政府 207

淮安

扬州



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金额

高邮 高邮市博物馆数字化保护 高邮市博物馆 80

孙家村遗址考古发掘 镇江博物馆 100

镇江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 镇江博物馆 120

泰州城隍庙防雷 泰州市民宗局 80

日涉园消防工程 泰州市乔园管理处 80

天目山遗址安防 泰州市姜堰区文广新局 80

姜堰区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姜堰区博物馆 80

兴化 兴化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 兴化博物馆 80

黄桥战斗旧址安防、消防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 200

黄桥战斗旧址（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旧址、新四军第三纵队司
令部旧址、黄桥战役支前委员会旧址）修缮工程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 300

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纪念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 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纪念馆 60

泰兴

镇江

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