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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艺术馆如何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湘龙 凌长启）8月中旬，沅
陵县河长办对该县麻溪铺镇政府下
发交办函，要求按涉河事项委托执法
要求，及时组织力量对该镇文家坪村
河段非法采砂进行处理。

据了解，实施委托执法，是为了
破解乡镇河长“执法难”。针对行政执
法中存在的执法部门“管不到”、乡镇
政府“管不了”的问题，沅陵县政府决
定将交通、海事、经信、水利、环保、林

业、住建、农业、畜牧、国土等部门部
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乡镇政府集中行
使。委托执法遵循依法委托、以民为
本、权责统一和精简高效原则，由受
委托的乡镇政府在其行政区域内行
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委托事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及各
部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适用
简易程序处理者。委托执法权限为对
受委托事项行使日常行政检查权、违
法行为制止权、行政处罚权。在实施

委托执法中，发现无权处理或应适用
一般程序处理的违法行为，应先行调
查取证，再及时报请委托机关处理。

自今年5月实施河长制委托执法
以来， 沅陵县行政执法效能得到提
升，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处理，护河落
到了实处。沅陵镇对凤凰山至河涨洲
河段2处废弃网箱依法清除， 清浪乡
及时清理了沅水沿线6个村水面垃
圾， 深溪口乡依法撤除了沅水500米
范围内的2个养殖场。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这么清
新的空气，这么清澈的江水，我要多
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8月15日清
晨，在桂东县避暑的广东游客施莉和
家人， 漫步县城沤江边亲水栈道，不
时拍下两岸风景。

桂东县境内共有大小河流133
条，是我省战略水源地———东江湖主
要源头县。 沤江是桂东的母亲河，干
流长62.38公里，流域面积824平方公
里。近年来，该县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出台了沤江流域综合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 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成立河道环境卫生整治组、河道采砂
整治组等12个工作组，打出“防管治”
组合拳，先后开展了“洁净乡村”“碧
水行动”等一系列治水行动，从根本
上解决源头污染。

该县还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瑞纽
博公司，负责城乡清扫保洁、垃圾收
运及综合处理，还对境内所有河流进
行保洁和垃圾清运， 对河道清淤。同
时，对全县12个乡镇（场）所有河道实

施梯级蓄水， 有效解决河段断流、河
滩裸露等问题。

同时, 该县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污染较重
的项目一律不予引进、不准上马，严
禁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地
带新上项目。近2年 ,该县先后拒绝
了30多个重污染、 高耗能工业项目
落户， 全面关闭了辖内化工企业和
烟花爆竹企业， 关停非法砖厂159
家、煤矿2家，并在沤江流域全面禁
止采砂。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雷鸿涛 娄
兰芳 唐辉）近日，洪江市政府制定出
台了《湖南洪江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这是该市首部
针对湿地保护制定出台的地方规范
性文件。

近年来，洪江市全面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这次出台该
办法，旨在加强对清江湖国家湿地公

园的建设和管理，让保护湿地资源有
规可循。

清江湖国家湿地公园以清江湖
(原托口库区)为主体，总面积达3075
公顷，是沅江上游及湘西南最大的人
工湖和饮用水源地。过去，这里存在
违法搭建、非法养殖等问题。但管理
机构没有执法权，保护工作难以全面
开展。

洪江市这次出台的办法明确了
市发改局、市林业局等16个部门及周
边乡镇政府的职责，并提出了湿地公
园保护主要内容， 包括水体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还对湿地公园保护
与恢复范畴、建设和管理原则等作出
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在湿地公
园内从事11类不法行为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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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委托执法
沅陵破解乡镇河长执法难

桂东“防管治”保碧水常流

洪江市出台清江湖保护《办法》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李倩

8月5日， 长沙烈日炎炎。 在洋湖湿地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里， 来参观正在展
出的 《第二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作品展》 的观众却不少。

这座外观呈长方形、 浅白色的立面、 清水混凝土一次浇
筑成型， 极致简约又纯粹内敛的建筑是中国首个
“博物馆” 级的影像中心， 也是长沙近
年来出现的众多民营艺术馆
中的翘楚。

城市和艺术馆的关系， 就像人
的躯体和灵魂。 想要感受一座城
市， 就应该去看这座城市的艺术展
览。 近年来， 长沙高品质的民营艺
术馆 （含美术馆、 博物馆） 接连出
现， 反映出长沙的文化发展活力。

2014年9月， 湖南省谭国斌当
代艺术博物馆搬入湘江边的新馆，
陈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 拥有藏
品1000余件， 涵盖湖湘现当代名家
书画、 中国当代艺术等多个门类，
构成“湘江北上———谭国斌与中国
当代艺术收藏展” 等基本陈列。

除此之外， 纸本艺术馆、 高地
美术馆、 开元博物馆、 月湖时当代
艺术中心、 盛砚砚台博物馆……一
大批民营艺术馆在长沙出现。

他们为长沙带来了不少珍贵
的展品与展览。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斥巨资收
藏了许多珍贵影像， 比如著名摄
影师费利斯·比托本人于1860年亲
手制作的57张蛋白影像艺术作品，
其中包含了1860年的 《香港九龙
半岛全景》 及世界上第一张大清
皇室成员的照片 《恭亲王奕 》
等极具历史价值的珍贵作品。 该

馆还举行过“世界上最伟大的战
地摄影师” 罗伯特·卡帕的“聚
焦与失焦” 主题回顾展。

纸本艺术馆举行的“毕加索与
达利艺术真迹展”， 展出了两位艺
术大师的绘画、 雕塑及陶瓷作品共
计240余件， 呈现了两位现代艺术
巨匠30余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则展

出过法国恩特林顿美术馆精心挑
选的包括了毕加索的 《坐着的女
人半身像》 在内的24件世界顶级
艺术真品的“欧洲先锋” 展、 齐
白石十八开花卉工笔草虫册回湘
展等精品展览。

各具特色的展览， 也为市民
提供了不同圈层的文化内容产品，
丰富了长沙的公共文化供给。

艺术馆很“烧钱”， 这早已是业
内共识。 在长沙， 这些民营艺术馆
是怎么运营的呢？

记者调查了解， 一家品质尚可
的民营艺术馆从建设到策展开馆至
少得上亿元资金， 而后续运营也耗
资甚巨， 这成为困扰众多民营艺术
馆当家人的共同难题。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谭
国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6000平方
米的场馆， 一年水电费200多万元，
近70名员工工资300多万元， 办公经
费设备维修100多万元， 引进展览
400多万元， 出书费用100万元， 公
共教育30万元……一年的开支在
1000万元以上。

2016年成立的李自健美术馆，
总投资近1.5亿元， 也成为长沙又一
文化地标， 受到了社会及公众的广
泛关注。 该馆副馆长李博文介绍：
“年投入1000多万元运营经费， 光靠
艺术家本人的投入实在难以负担。”
据了解， 该美术馆已于去年交由长
沙先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运营。

民营艺术馆的资金来源一般主要
依靠创办者的资金支持， 面对收藏资
金的上涨、 引进展览成本的高企和免
费开放的高额成本， 如何形成良性的
永续运营模式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 长沙民营艺术馆基本陈
列和公立艺术馆一样， 基本上免费
对公众开放， 某些特展、 临展会收
取低价门票。

例如，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承办
的菲利普·拉梅特、 巴黎雅顾工作室
以及国际摄影大师沈玮的3场摄影
展， 艺术馆推出了60元成人通票和
30元学生半票。

不过， 这种收入相较展览的整
体成本而言往往微不足道。 谢子龙
影像艺术馆执行馆长卢妮表示 ：
“只是希望借此培育公众对艺术体验
的付费意识， 体现对艺术作品和艺
术家创作的尊重， 对影像艺术公益
事业的支持。”

此外， 开发文创产品与多种经营
也是民营艺术馆开源的另一种方式。

像谢子龙艺术馆就推出了不少
与场馆展览有关的海报、 明信片、
画册及与艺术家跨界的合作衍生品，
此外还有书店咖啡厅、 高端日料餐
厅都成为艺术馆的收入来源。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也探索了会
员制， 向会员收取每年200元的会
费， 目前已经有300多人取得了会员
资格， 可以观看艺术馆全年的展览
和参与各项活动。

但是， 卢妮介绍， 所有运营收入

加起来也远不能和投入达到平衡， 运
营主要仍是靠谢子龙先生的个人投入。

“艺术馆当然要造血， 可以有一
些商业活动， 但这些活动一定不能影
响它的品牌。” 资深媒体人邱家和认
为文创产品是比较好的收入来源， 但
商业拍卖就有风险， 容易影响艺术馆
品牌。 如果跟艺术馆的主营方向没有
关系， 就要做切割、 做取舍。

中国人像摄影协会理事李月良
总结民营艺术馆运营的四大困难在
于： 运营成本高于运营收入， 入不
敷出； 专业运营人才短缺， 既懂艺
术、 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太少；
运营理念没厘清， 经济价值和艺术
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平衡； 政府引导
和扶持政策不解渴。

一直以来， 我省各级政府也出
台了不少政策扶持民营艺术场馆运
营。 长沙市2012年发布施行的 《长
沙市民办博物馆管理办法(试行)》 也
设立每年3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民办
博物馆进行补助。

但相比于民营场馆高昂的运营
成本， 无异杯水车薪。 “大部分民
营艺术馆肯定都是亏损的， 按目前
的情况说能运营多少年， 很难说。
我只能说扛到自己没钱投入的那一
天。” 谭国斌告诉记者。

民营艺术馆如何“造血” 成为
能否持久存活下去的关键。

卢妮认为， 民营艺术馆不是一
个空的躯壳建筑,更需要做实质性的
内容， 要有一流的展览和社会教育。
而这就需要有一支既懂艺术， 又懂
商业运作,还能与海外艺术机构沟通
的策展团队， 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很难将他招募到长沙。

除了专业人才缺口， 民营艺术
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政策瓶颈。

谭国斌说， 也有一些有意给艺术
馆赞助的企业家， 当得知现行免税政
策后就摇头了， 因为捐赠后获得的抵
税， 不足以吸引他们涉足其中。

而在美英法等发达国家， 民营
艺术场馆有其成熟的运营机制， 其
中较大的一部分则来自于艺术馆背
后的基金会。

通过免税政策， 鼓励企业家将
一部分企业利润捐赠给艺术场馆的
基金会 ， 艺术馆就等于坐拥“活
水”， 通过可监控的信托基金投资持
续滚动， 便能保障馆藏与策展开销。

以纽约为例， 它汇聚了享誉全
球的私立美术馆： 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古根海

姆美术馆……在美国， 私立艺术博
物馆占据了博物馆总数的65%， 而
政府公立博物馆只占23.6%。 拥有
130年历史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每年的预算收
入达1.4亿美元， 其中基金投资收益
占33%， 接受社会捐赠占26%， 来自
纽约市政府的资金占15%， 而门票
收入仅占10%。

业界认为， 民营美术馆要百花
齐放， 离不开政府支持与法律制度
的建设。 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
发展， 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
逐渐完善， 但是与民营美术馆发展
相匹配的系统性法律法规尚未出现。

谭国斌认为， 理想状态下民营
艺术馆长久运营的资金应来自3块：
政府的公共文化投入、 完善的基金
会和捐赠制度以及艺术馆衍生产业
链。

“政府可以考虑将民营艺术馆纳
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重点扶持几
家达到一定水准的民营艺术馆， 警
惕一些以艺术馆为名买卖艺术品的
机构， 设立门槛不要撒胡椒面， 一
些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美术展览，
可提供直接采购、 项目贴息或定向

资助等支持。” 谭国斌建议， 还可出
台税收支持政策鼓励建立民营艺术
馆基金会制度。 艺术场馆也应在公
益免费开放的基础上拓展产业链条，
补足运营经费。

据了解，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正
在发起致力于支持影像艺术教育、
影像艺术文化的私募型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不仅仅持续支持谢子龙影像
艺术馆举办优质的展览， 并支持艺
术人才培养， 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卢妮表示， 艺术馆不管是民营
的还是国有的， 都是公益性文化场
所， 繁荣了城市公共文化。 上海已
经出台了民营美术馆的扶持政策，
希望长沙也可以在税收减免、 财政
补贴、 城市交通规划和宣传中给予
支持。

毕竟， 创立一家民营艺术馆只
是民间资本迈入城市公共文化建设
的开端， 只有实现永续运营才能体
现出长期的社会价值。 长沙市文广
新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将计划对
长沙民营艺术馆开展专门调研， 把
所有民营艺术馆的情况进行摸底，
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收集上来， 形
成调研报告以供决策。

建得起

高品质民营艺术馆反映出文化发展活力

2017年9月16日下午，俯瞰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当天，国内首个博物
馆级的影像艺术馆———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开馆迎客。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运营模式不成熟尚难以自身造血

民营艺术馆长久发展还需完善综合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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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观众在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欣

赏与时代同行———全国摄影
艺术展览60年摄影精品回顾展暨第

十八届湖南省摄影艺术展览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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