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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调研报告-行业竞争格局与未来趋势研究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wentiyule/532919532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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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颁布了《长城保护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基本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古迹保护工程大致可分为项目来源、立项、方案编制、方案评审、任务下达及经费安排
、经费管理、合同签订、施工阶段、工程监管、工程验收等10 部分内容。

目前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中，设计单位作为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制定者，只在方案编制和
施工阶段的部分环节发挥作用，在经费管理和质量监督方面基本没有任务。施工阶段是文物
保护工程实施的关键环节，《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施
工，而设计单位只在技术交底、设计变更、施工洽商、隐蔽工程时出现，对施工质量控制有
限。
       一、全国文物数量与分布的统计分析
       1、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与分布状况

我国文物局进行了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77
万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超过55万处，所占比例超过七成。
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总数排名
排序
省市
数量
1
浙江
73943
2
河南
65519
3
四川
65231
4
山西
53875
5
陕西
4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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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
34156
7
湖北
36473
8
河北
33943
9
山东
33551
10
福建
33251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统计分析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统计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公布，共180处。1964年10月26日撤销1
项（太平天国忠王府）。1981年10月16日恢复1项（太平天国忠王府）。
       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23日公布，共62项。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公布，共258项。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公布，共250项。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公布，共518项，并将第一批所公布的2
项合并为1项。第五批增补：里耶古城遗址，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龙山县，2002年11
月22日公布，共1项。第五批增补：阿尔寨石窟，内蒙古鄂尔多斯市，2003年3月2日公布，
共1项。第五批增补：焦裕禄烈士墓，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2003年4月3日公布，共1项。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共23处。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公布，共1080项。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106处。第六批增补：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园，湖南省怀化市，20
09年8月公布，共1项。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3日正式对外公布，共计1943处。另有与现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47处。2014年4月25日增补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第七批国保单位。

2019年9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定了第八批762处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包括古遗址、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包括古遗址（167处）、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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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280处）、古墓葬（3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34处）、石窟寺及石刻
（39处）、其他（12处）等。
       （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年代统计

文物保护单位都有自身的时代特征，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种类的文物。根据
第一至七批国保的资料统计，文物保护单位的时代和种类的大致关系如下：

1.第三纪至旧石器时期（-约公元前8000年）文物保护单位只有古遗址一种。这时期的
古遗址主要有第三纪古猿化石地点、旧石器时期早期人类活动地点等。如第三批中第三纪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2.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约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771年)文物保护单位有古遗址古墓葬
石窟寺及石刻等3种。这个时期还没有古建筑存在。目前最早的古建筑是东周时期的长城（5
-0442-3-248周至明长城）。

3.东周至1840年文物保护单位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其他等5种
。这个时期没有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4.1840年以后文物保护单位就只有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一种了。这时期仍有遗
址和墓葬，但已经不属于古遗址、古墓葬，建筑也不属于古建筑，而是全部属于近现代重要
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这个种类和前四类（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的划分标准不一致，不是按
文物保护单位的表现形式分的，而是按时代划分，这将给以后的近现代文物保护单位造成单
一种类“大一统”局面。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难题”之一。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投入与实施情况
       1、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设施情况

文物资源家底基本廓清，文物保护对象和范围更加拓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面推进；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文物藏品4138.9万件/套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世界遗产50项，跃居世界第二，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5项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项。

文物保存状况有效改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延安革命
旧址群等文物保护修缮重点工程顺利完成，抗战文物和传统村落保护展示全面提速，水下文
化遗产、大遗址保护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突破，城乡建设中文物考古和抢救保护协
同推进，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有序开展。博物馆建设蓬勃发展，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4692
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582家、非国有博物馆1110家，免费开放博物馆4013家，全国平均29
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

分批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指导各地公布全国革命文物名录。制定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出台《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实施一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项目。开展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利用示范项目试点。启动百集革命文物故事微视频、百集
革命旧址短片、百集革命人物纪录片“三个百集”试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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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文物平安工程实施规划。完善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规划，推进文物安全监管平台
建设。开展区域性文物安全网格化管理试点，出台网格化管理指导性文件。充分发挥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平台作用，完善和拓展文物违法举报渠道。

实施《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操作指南》和操作规程。推动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
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转变
，推动文物保护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引导鼓励社会力量投入文物
保护利用等各项政策落地落实落细。
       2、文物保护工程经费投入状况

2019年，国家文物局拟安排文物业务工作项目预算3962.62万元，涉及9个方向，包括
文物保护与考古业务工作、博物馆业务工作和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三大类。

国家文物局2019年支出预算53，394.30万元，基本支出25，787.32万元，占48.30%；
项目支出27，606.98万元，占51.70%。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6，562.24万元，
约占总支出预算的68.48%，主要用于文物机构的运行及文物相关业务开展。包括：行政运
行2，194.81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496.1万元，机关服务100.13万元，文物保护6，9
31.03万元（约占18.96%），博物馆4，074.72万元（约占11.14%），其他文物支出16，72
0.4万元（约占45.73%），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85.05万元。
2019年全国文物保护工程经费投向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据初步统计，2015至201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批复项目数约4000个，开工项目
数约3500个，竣工项目数约2800个，项目开工率88%，完工率70%，大部分批复的项目及
时实施并完工。

中国报告网是观研天下集团旗下的业内资深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报告提供商
与综合行业信息门户。《2021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调研报告-行业竞争格局与未来趋势
研究》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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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
分析法、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
分析师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报告大纲】

第一章 2017-2020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相关定义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三、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3、销售模式
五、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业链条分析
三、产业链运行机制
1、沟通协调机制
2、风险分配机制
3、竞争协调机制
四、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1、上游产业
2、下游产业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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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五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章 2017-2020年全球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 全球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 亚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北美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欧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1-2026年世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 2021-2026年全球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文物保护工程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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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消费观念分析

第四章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第五节 我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三、其它细分市场
第六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七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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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 2017-2020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 2017-2020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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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 2017-2020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 2017-2020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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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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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2021-2026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 2021-2026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 2021-2026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文物保护工程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文物保护工程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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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物保护工程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文物保护工程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文物保护工程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四节 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品差异性策略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个性化服务策略
三、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的促销宣传策略
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信息智能化策略
五、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品牌化建设策略
六、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专业化治理策略

第十四章 2021-2026年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文物保护工程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文物保护工程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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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文物保护工程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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