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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艺术项目管理的实施成本的有效降低对市政部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公共艺术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相应人才缺失、合同有关条令模糊和
设计方案不能落地。基于此,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相应交叉型人才的培养、建立国家性质有
关管理部门以及过程标准化,以期为市政部门有效降低公共艺术实施成本提供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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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 of Public Art
Yang Liu Qian Y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ffective red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cost of public art project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unicipal department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art pro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talents, the
ambiguity of the relevant contract rul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design schem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ies: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corresponding cross-type talents, establish relevant
national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municipal
department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mplementation cost of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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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艺术中项目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公共艺术在中国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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