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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文物进出境审核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国家文物局负责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指定文物进

出境审核机构承担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是文物行政执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工作，接受国家文物局业务指导。 

 

第三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由国家文物局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

组建。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编制、办公场所

及工作经费。国家文物局应当对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业务经费予以

补助。 

 

第四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 7 名以上专职文物鉴定人员，其中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

员不少于 5名；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设备； 

（三）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根据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的需要，指定具备

条件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承担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使用文物出境

标识和文物临时进境标识,对允许出境的文物发放文物出境许可证。 

 

第六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不得

在文物商店或者拍卖企业任职、兼职。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主要负

责人应当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资格证书。 

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应当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文物博物专

业中级以上职称，并经国家文物局考核合格。 

 

第七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地省级文物

主管部门负责。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报国家

文物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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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审核工作高效公正。 

 

第八条  下列文物出境，应当经过审核： 

（一）1949年（含）以前的各类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二）1949年（含）以前的手稿、文献资料和图书资料； 

（三）1949 年（含）以前的与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

生活有关的实物； 

（四）1949年以后的与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代表性实物； 

（五）1949 年以后的反映各民族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化艺术

和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实物； 

（六）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的已故现代著名书画家、工艺美

术家作品； 

（七）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

脊椎动物化石。 

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由国家文物局定期修订并公布。 

 

第九条  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在文物出境前填写文

物出境申请表，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当自收到文物出境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允许出境的审核意见。 

 

第十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文物，应当有 3 名以上专职文

物鉴定人员参加，其中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不得少于 2名。 

文物出境许可证，由参加审核的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共同签署。

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一致同意允许出境的文物，文物进出境审核机

构方可加盖文物出境审核专用章。 

 

第十一条  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标明

文物出境标识，发放文物出境许可证。海关查验文物出境标识后，凭

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文物出境许可证一式三联，第一联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留存，

第二联由文物出境地海关留存，第三联由文物出境携运人留存。 

经审核不允许出境的文物，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登记并发还。 

根据出境地海关或携运人的要求，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可以为经

审核属于文物复仿制品的申报物品出具文物复仿制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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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因修复、展览、销售、鉴定等原因临时进境的文物，

经海关加封后，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登记。文物进出境审核

机构查验海关封志完好无损后，对每件临时进境文物进行审核，标明

文物临时进境标识并登记。 

临时进境文物复出境时，应向原审核、登记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

构申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对照进境记录审核查验，确认文物临

时进境标识无误后，标明文物出境标识，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 

 

第十三条  临时进境文物在境内滞留时间，除经海关和文物进出

境审核机构批准外，不得超过 6个月。 

临时进境文物滞留境内逾期复出境，依照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和程

序进行审核。 

 

第十四条  因展览、科研等原因临时出境的文物，出境前应向文

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申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应当按国家文物局的批

准文件办理审核登记手续。 

临时出境文物复进境时，由原审核登记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

核查验。 

 

第十五条  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在审核文物过程中，发现涉嫌非

法持有文物或文物流失问题的，应立即向公安机关和国家文物局报告。 

 

第十六条  文物出境标识、文物临时进境标识和文物出境许可证，

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指定专人保管。使用上述物品，由文物进出境

审核机构负责人签字确认。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文物流失的，依据有关规定追

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文物出境标识、文物临时进境标识、文物出境许可证、

文物复仿制品证明和文物出境申请表，由国家文物局统一制作。 

 

第十九条  尚未组建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组建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组建前的文物进出

境审核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指定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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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 年文化部发布的《文

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同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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