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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博物馆发展规模
（2）江苏省博物馆文物藏品情况
7.3.2 博物馆旅游资源类型
7.3.3 博物馆旅游运营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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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物馆展览分析
7.5.4 陕西省博物馆发展政策分析
7.5.5 陕西省博物馆免费开放实践
7.5.6 陕西省博物馆最新发展动态
7.6 广东省博物馆旅游发展分析
7.6.1 博物馆旅游资源情况
（1）广东省博物馆发展规模
（2）广东省各区域博物馆发展规模
（3）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藏品数量
7.6.2 博物馆旅游资源类型
7.6.3 博物馆运营现状分析
（1）博物馆参观人数
（2）博物馆展览分析
7.6.4 广东省博物馆发展政策分析
7.6.5 广东省博物馆免费开放实践
7.6.6 广东省博物馆最新发展动态
7.7 湖北省博物馆旅游发展分析
7.7.1 博物馆旅游资源情况
（1）湖北省博物馆发展规模
（2）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藏品数量
7.7.2 博物馆旅游资源类型
7.7.3 博物馆运营现状分析
（1）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人数
（2）湖北省博物馆展览分析
7.7.4 湖北省博物馆发展政策分析
7.7.5 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实践
7.7.6 湖北省博物馆最新发展动态

第8章：中国标杆博物馆旅游开发模式与产品创新策略
8.1 故宫博物院开发模式与产品创新
8.1.1 博物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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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
（1）博物馆藏品情况
（2）博物馆旅游设施与服务
8.1.3 博物馆陈列展览特点
8.1.4 博物馆收益模式分析
（1）主题旅游收益模式分析
（2）策划主题文化展览收益模式分析
（3）承接外来文化展览收益模式分析
（4）策划主题出版物收益模式分析
（5）开发销售主题工艺品
8.1.5 博物馆市场营销分析
8.1.6 博物馆运营情况分析
8.1.7 博物馆最新动态分析
8.2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发模式与产品创新
8.2.1 博物馆简介
8.2.2 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
（1）博物馆藏品情况
（2）博物馆特色活动
8.2.3 博物馆陈列展览情况
8.2.4 博物馆收益模式分析
8.2.5 博物馆营销模式分析
8.2.6 博物馆最新动态分析
8.3 首都博物馆开发模式与产品创新
8.3.1 博物馆简介
8.3.2 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
（1）博物馆藏品情况
（2）博物馆旅游设施与服务
8.3.3 博物馆陈列展览情况
8.3.4 博物馆收益模式分析
8.3.5 博物馆市场营销分析
8.3.6 博物馆最新动态分析
8.4 上海博物馆开发模式与产品创新
8.4.1 博物馆简介
8.4.2 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
（1）博物馆藏品情况
（2）博物馆旅游设施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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