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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验收报告

项目名称：《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

项目建设单位：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重庆市分中心

项目负责人： 任竞

项目建设起止：2015年 10 月至 2016年 10月

预算金额: 64 万元

实际投入: 64 万元

填表日期： 2017 年 10月 24日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制



填 表 说 明

1．本报告书填写内容要真实、客观。

2．专家“签名”栏中必须本人签字，不得由他人代签。

3.填写内容涉及到外文名称，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字母。

经费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小数点后取两位。

4．各栏不够时可以自行加页。本报告书中，凡无需填写

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5．本报告书应一式三份，按规定日期报送文化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



一、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与完成情况

组织实施情况：

（一）调研及论证。2015 年 10 月-11 月，重庆图书馆（共

享工程重庆市分中心）在项目建设之初就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

实地调研，赴重庆市内各区县搜集抗战史料、收录拍摄抗战遗址

遗迹等，考究抗战史实，取得了重要成果，发展整理了一大批具

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抗战时期的建筑和遗迹，为该项目的建

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来源，通过科学论证确

立正确的建设方向。

（二）制定实施方案。2015 年 11 月在重庆图书馆举行《重

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项目的启动暨研讨会，参会

成员包括市文化委员会主管领导、市资源建设领导小组、市资源

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及共享工程重庆市分中心资源组相关人员

等。根据前期调研成果，重点研究了项目的遗址选点、项目特色

以及专题片的主旨思想、内容结构、拍摄方式、建设进度、推广

方式及任务分工，各司其职，进行资源收集与整理，制定统一的

项目实施方案。研讨会肯定了该项目分区分批的建设质量和服务

效能，《江北、合川篇》是对该系列资源库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强调了《重庆抗战史迹》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重庆地方

特色资源重点建设项目，是为了更好地挖掘和保护抗战资源，继

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抗战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向世人昭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文稿撰写。该项目文稿由专家委员会筛选、聘用重庆

当地著名学者、高校教授担纲文稿创作。专家委员会对文稿进行

论证，制片组和导演组对稿本进行影视语言转换，撰写分镜头剧

本，并提供完备的拍摄计划。

（四）拍摄制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专业的影视公司负责



资源素材的拍摄及后期的包装制作。根据文稿内容、拍摄方案及

分镜头剧本制定资源采集路线图。市文化委员会向相关文化主管

部门寄发外拍协拍函。组织摄制组赴现场实地拍摄，采集素材，

并对收集的各种音像、视频、图片、文献、实物等资源进行整理、

编辑、润色、加工，形成高质量的专题片。期间，重庆市分中心

组织人员对承建单位资源建设情况进行了书面及现场的中期督

查，审核视频样片，及时把控资源建设质量和进度。

（五）通过验收。组织我市相关的历史、抗战、信息等专家

学者对资源库评审、检查，然后修改完善。然后按照流程，报送

重庆市资源建设领导小组进行验收。2016 年 7 月建设领导小组

组织十余位专家学者，在重庆图书馆召开项目验收会。验收会充

分肯定了该项目建设成果与质量，一致予以验收通过。

为了参加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国家级专家

组验收，重庆市分中心根据项目特色制作了专题网页，上传资源

数据，调试浏览环境，并针对移动阅读需求，增加了二维码扫码

手机观看功能。

（六）推广计划。《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

分中心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资源推广。一是通过常规渠道提供免

费服务，包括建立资源服务网站，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提供

服务。通过 VPN 网络、专线网络、移动硬盘、光盘刻录、易播宝

等多种方式，向共享工程各级站点及基层群众提供服务；二是通

过发展中心打造的新技术平台推广资源，包括文化网络电视、国

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等；三是通过服务活动，特别是品牌服

务活动进行资源推广，包括通过分中心打造的三个品牌服务活

动：“重庆市文化共享工程农民工服务联盟”、“蒲公英梦想书

屋——重庆市文化共享工程乡村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公共图

书信息资源进民企”，将资源向农民工、留守儿童、民营企业员



工推送。

完成情况：

《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申报内容为 8 集视

频，总时长为 160 分钟，实际建设完成专题片 8 集，总时长为

168 分钟，完成建设任务。



二、项目建设的资源内容与特色

资源内容

《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以江北区、合川区为

对象，选择区内具有代表性的抗战遗迹进行资源的搜集与建设，

丰富该系列专题片的建设内容，从不同视角展现两区深厚的抗战

文化，讲述抗战时期的历史事件，聆听抗战英雄的不朽事迹，传

播抗战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体遗址点包括：江北观音桥

街道遗址群、铁山坪街道遗址群、合川城区抗战遗址群、合川城

郊抗战遗址群、卢作孚故居、重庆大轰炸惨案墓地遗址、育才学

校旧址。《重庆抗战史迹》系列专题片前期已经完成“沙坪坝篇”、

“渝中篇”、“南岸篇”、“江津篇”、“北碚篇”建设内容，

本年度的“江北合川篇”是该系列的收官之作。通过六年的持续

建设，重庆地区较为重要的抗战遗址类资源都收入到该系列专题

片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源体系和丰富的资源内容，

资源特色：

（一）《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属于“抗战

文化系列”重点建设内容，是《重庆抗战史迹》系列资源库的后

续建设项目，亦是根据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下发的《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5 年度地方资源项目建设工作方

案》通知的要求及推荐选题进行策划申报的。

（二）该项目以重庆抗战为时代背景，以遗址遗迹为表现载

体，既是对该系列资源库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更是重庆市值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献上的一

份贺礼。此项目符合本市资源建设规划要求，与其他申报项目相



辅相成，有利于我市形成系统、完整的地方特色资源体系。

（三）重庆境内的抗战遗址遗迹（包括名人旧居、纪念性建

筑、轰炸遗址等），睹物思人，再以人物为线索，客观反映名人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事迹。本专题片是抗战英雄的记录，是抗战历

史的记录，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这些鲜活历史档案是重

庆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重庆最具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

其收集、整理、保护、研究有利于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

场后方的历史原貌。该项目紧扣时代脉搏，立意深远，在形式上

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不失为一部让受众喜闻乐见、鉴史知今、

资政育人的生动资源。



三、项目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经验与存在的不足

主要成效：

抗战时期，重庆市江北区、合川区凭借其水陆要冲的便利条

件，雄厚的经济文化资源和底蕴，成为当时的工厂、学校和国民

政府军政机关的重要迁建区、抗战中转站和重庆人口疏散地。位

于江北、合川境内的抗战遗址有 30 多处。这些抗战历史遗存，

对于研究抗战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教材。将其提供给全国人民共享，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

史，了解重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从而增强爱国

意识和为实现中华复兴伟大梦想而努力的奋斗精神。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人们在抚平伤痛建设家园的

同时，愈发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愈发追思流血牺牲的先贤

烈士。该系列专题片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抗战时期遗存下

来的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加以记录保存，延续城市的文脉，留住城

市的记忆，以史为鉴，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增强

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和《重庆抗战史迹》

系列资源，通过专题网站、实物展厅、触摸屏等不同形式为读者

提供服务，得到受众广泛关注和良好评价。

经验

《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专题片是《重庆抗战史迹》

系列资源项目的第六期续建项目。往年五期建设，为该项目积累

了大量的实用经验和工作方式，保证了《重庆抗战史迹·江北、

合川篇》项目的有效开展。此外，作为我市资源建设重点项目，



本专题片在建设之初就得到资源建设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成立了由抗战文化研究学者、相关学科背景的高校教授

构成的专家团队，为抗战遗址选点、方案制定以及文稿撰写提供

专业支持。通过与影视制作公司开展合作共建，一方面能充分利

用影视公司的设备及人力资源，节约建设经费，另一方面也能在

技术层面较好落实项目设计方案，确保专题片拍摄和制作的水

准。在专题片建设过程中，预算资金有充裕的保障。资源本身素

材丰富，资源建设单位合作积极性高。软硬件配套齐备，工作人

员技术力量较强，能有效保障资源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

存在的不足：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遗址遗迹的保存现状令人堪忧，

直接影响到现场素材收集工作。

该项目在专题片摄制、数据库开发等环节采取合作共建的方

式，对分中心项目小组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对合作

公司制作过程中的监控还需要更加全面和细致，及时沟通调整，

确保项目建设严格符合既定设计方案。

从最后资源成果来看，专题片很好地延续往期风格，然而深

度和创新方面有所欠缺，对遗迹点现场拍摄、多元化视听手段的

运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丰富的素材剪辑编排提升专题片

的可看性及趣味性。

以上诸多不足既是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是今后不断进

步的动力，暨此次项目验收之际，认真总结，不断改善，力争在

今后的项目建设中不断进步。



四、资源内容的验收指标

（一） 专题片

名称 《重庆抗战史迹·江北、合川篇》

总时长

（分钟）
168

成片数量

（集）
8

素材数量

（分钟）
1302 格式

AVI
MPEG

版权情况 自有版权

（二）多媒体资源库

名称

资源数量

视频

（分钟）

视频

格式

图片

（幅）

图片

格式

文本

（篇数、

字数）

文本

格式

库容量

（GB）
其他说明

数据编目
元数据

包含项
元数据条数



（个）

资源加工 软件 硬件

发布平台

版权情况

（三）动漫

名称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集）
格式

推广活动

（场）

版权情况

（四）音频资源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集）
格式

版权情况

（五）讲座、舞台艺术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场）
格式

版权情况



五、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资源建设费

1）资源创作费 9.4

2）拍摄制作费 39.6

3）资源素材版权费 1.8

4）资源加工费 1.3

5）专家咨询费 1.3

6）调研费 1.3

7）其他 1.3

小计 56

软硬件及其他

1）设备费 5.5

2）支撑软件费 0.6

3）其他 1.9

小计 9

合 计 ------------- 64

预算如有调整的、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异的，应在本栏内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