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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员工文体活动
●    党建工作

●    反腐倡廉

●    工会工作

●    共青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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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

大会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

国家图书馆各级党组织建

设，对于团结和带领广大

党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推动国家图

书馆各项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以“红旗颂”为主题，组织开展建党 90 周年系列活动

纪念建党 90 周年是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图书馆党委今年的一项重

要工作。自 4 月份起，结合我馆第九届员工艺术节陆续开展了软笔、硬笔书法比赛，歌唱比赛，

摄影比赛，舞台艺术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7 月 1 日举行了庆祝建党 90 周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 2009 年以来在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授予典藏阅览部党支部等 6 个党支部

“国家图书馆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授予侯宁等 58 名同志“国家图书馆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党建与员工文体活动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和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也

是我馆的“创新年”。国家图书馆党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科

学发展观这条主线，结合我馆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的作用，以创先争优活

动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员

工为推动我馆各项业务工作建设和事业发展，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一、党建工作

（一）成功组织召开国家图书馆第二次党代会

按照 2011 年党委工作部署，3 月 29 日，成功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国家图书馆第二次代表大

会。此次党代会全面回顾了 16 年以来的各项主要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国家图书馆委员

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馆党委、纪委的任期目标和工作任务，是国家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国家图书馆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国家图书馆庆祝建党 90 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

庆祝建党 90 周年“红旗颂”文艺展演——大合唱



224 225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2 党建与员工文体活动

号 ；授予辛璐等 19 名同志“国家图书馆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馆党委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并邀请党史专家李忠杰作了题为《从党的历史

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的专题辅导报告，从馆领导班子到科级干部 220 余人参加了专题报告会。

（三）全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1. 按照年初制定的《国家图书馆理论中心组 2011 年学习计划》，馆党委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心

组学习，以建党 90 周年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契机，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

央领导关于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重要批示》相关文件和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 ；学习了第十七届

专题讲座“广播电视数字化”

在职党员培训班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两优一先”先进事迹报告会

中央纪委第六次会议精神和文化部 2011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并通过组织观看廉政教育

录像等方式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和专题扩大学

习会；邀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海涛作了题为“广播电视数字化”的讲座。

2. 4 月，党委办公室制定了《国家图书馆 2011 年培训计划》和《国家图书馆 2011 年培训手

册》，截至 11 月底，共举办培训 54 场，约 5453 人次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深

入浅出，受到了员工的好评。

3. 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

同志重要批示精神    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

直属机关党委的要求，馆党委及时下发了学习通知，全馆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通过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中心组学习、座谈交流、观看影片、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认真开展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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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先争优中，通过围绕“三亮”、“三评”、“三创”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11 月，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关于在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职工中开展“为民服

务巾帼争先”活动的通知》，按照“党建带妇建”的原则，馆党委制定了“为民服务巾帼争先”活

动方案，在广大女员工中开展巾帼争先活动，将全馆创先争优活动引向深入。

（五）组织开展党员公开承诺活动

按照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相关文件要求，我馆于 2011 年 5 月至 7 月间，自上而下开展了党

员公开承诺活动。活动中，各党支部结合专题生活会，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了民主评

议，并将评议结果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党支部会议和张贴等方式及时在党员群众中公开。党员

公开承诺活动的开展对于加强我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干部监督机制，倡导民主作风具有积

极意义。

（六）组织召开 2011 年度民主生活会

按照文化部党组《关于开好 2011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结合“坚持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会议主题和我馆工作实际，馆党委就如何开

好本年度民主生活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会前，以党支部为单位认真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学习了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和在

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文件精神，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向干部群众通报了 2010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同时，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馆领导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会

习活动。

4. 根据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 2011 年党建工作部署，馆党委于 6 月 15 日—17 日举办了我馆第

三、四期在职党员培训班，187 名党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

作了题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开班动员讲座，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梁妍慧

教授作了《加强党性修养    弘扬优良作风》的专题讲座，参加培训的党员集中学习了文化部党员

培训文件和参考材料。

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委办公室及时向各党支部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向各部处发放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

报》等相关文件。11 月初召开了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大会，并邀请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

长刘玉珠作了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辅导报告。

（四）以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为核心内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按照中央创先争优领导小组和文化部党组的相关文件精神，我馆开展了窗口单位“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活动。各党支部按照“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基层组织”

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文化发展、服务群众、加强组织、改进作风、文化惠民等重点工作，深入

开展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本着夯实基础、加强一线的工作准则，在为民服务

党员培训班学员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地纪念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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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及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各位馆领导进行了反馈。民主生活会上，馆领导班子成

员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我馆的建设和发展，坦诚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针对干部、群众提

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反思，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制定了整改措施，明确了努力方向。

（七）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调查研究

积极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创先争优征文活动和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的党建工作论文征集

活动，馆党委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注重结合各支部的创新方法进行调研总结，切实从实践中进一

步进行理论升华，将我馆的党建工作理论化、系统化，完成并上报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报告”、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论文”、“党建征文”等 15 篇专题研究报告，其中两篇论文获得“中央国家机

关党建研究会 2011 年度调研课题优秀奖”。

（八）围绕中心工作积极举办各种活动

举办“2011 年国家图书馆宣传及党建信息工作会议”，对 2010 年党建信息报送工作中表现优

秀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的要求，积极贯彻落

实文明单位创建各项指示精神，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复查工作，并取得了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 2011 年“全国文明单位”复查合格证书。完成了我馆首都文明单位

标兵的申报工作。

二、反腐倡廉

国家图书馆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有序开展。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廉洁自律与厉行节约

工作的通知》，确保馆内良好风气，开展《廉政准则》专项自查，有序开展工程建设招投标与政府

采购监督，深入开展重点专项治理，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做好纪检监察

信访举报调查核实，全馆党风廉政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组织反腐倡廉教育和学习

2 月，在馆领导通气会和党支部书记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和蔡武同志、李

洪峰同志在文化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并部署相关部门做好会议精神的落实。4 月向驻

部纪检组监察局报送《国家图书馆关于贯彻落实文化部 2011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情况的

报告》。8 月 5 日，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育活动，按部监察局要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观看

《当前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对策》，并为两委委员、支部书记及中层干部发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腐败案例剖析》一书，馆领导詹福瑞、常丕军、王军、汪东波出席教育活动。

（二）组织开展多项重点治理

6 月，按照文化部部署，国家图书馆组织开展了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

在 2010 年摸底基础上制订了实施方案，成立了常丕军任组长、孙一钢任副组长的清理和规范庆

典、研讨会、论坛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自查自纠，对 2011 年举行的 39 项活动情况

进行了梳理，并按要求向文化部上报《国家图书馆关于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情

况报告》。此外，还积极组织开展了小金库治理回头看、公务用车治理等专项工作。

（三）扎实推进各项廉政专项工作

2 月，按照文化部要求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落实，并于年底就全馆

党风廉政建设分工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并向文化部汇报。6 月 10 日，召开“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

全责任”专题会，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作讲话，结合机房漏水事故处理，提出要切实提

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责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8 月 15 日，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系统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会议上，国家图书馆作为唯一的

部直属单位作大会交流发言，副馆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常丕军作题为《加强行业作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环境》的交流发言，国家图书馆行业作风建设得到与会领导的充分肯定。11 月 23

日，文化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率检查组对国家图书馆贯彻执行《中国

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周和平馆长主

持召开专题汇报会并作重要讲话。检查组对国家图书馆《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予以充分肯定，

李洪峰同志对下一步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12 月 28 日，在文化部 2011 年基建廉政工作会议

文化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同志率检查组对我馆“廉政准则”贯彻落实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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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会以建党 90

周年为契机，以“红

旗颂”为主线，以摄

影、书法、舞蹈、大

合唱、曲艺小品、舞

台艺术等为主要活动

形式，成功举办了国

家图书馆第九届员工

艺术节。此外，馆工

会先后三次组织员工

共 400 余人赴国家博

物馆参观了大型展览

《复兴之路》。

2011 年元旦春节开展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了我馆困难职工 14 人，发放了慰问金 4 万余元，

及时将党的温暖送到了困难员工手中 ；“三八”节前夕，举办妇女健康专题讲座，并为全体女员工

发放节日慰问金 ；组织召开了“调整员工停车收费问题”意见征集会和“改善食堂服务水平”座

谈会，充分发挥了“职工之家”的作用。

2011 年，国家图书馆工会获得了“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模范之家”荣誉称号，并在文化部直

属机关工会组织的各项比赛中赢得了荣誉，获得了表彰。

四、共青团工作

12 月 16 日， 共

青 团 国 家 图 书 馆 第

八次代表大会在国家

图书馆文会堂隆重召

开。国家图书馆馆长

周和平出席大会并讲

话。国家图书馆党委

书记、常务副馆长詹

福瑞致开幕词。文化

部直属机关团委书记

白海天出席大会并讲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党群工作办公室主任郝守真应

邀参加了大会，馆团委书记、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红霞代表第七届团委向大会作报告。大会

上，国家图书馆作大会交流发言，馆内基本建设领域廉政工作受到文化部肯定。

（四）做好法律事务处置

法律顾问全年审阅合同 690 份，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1301 余条，解答各类咨询 62 人次（不

含非到馆服务时间接受的电话咨询），书面出具法律意见书 7 份，参与了岗位聘任合同、电子资源

法律风险分析、工程专项合同审核、涉法事项委托办理、经济合同范本、采购方式论证会、718

交通事故等专项事项。国家图书馆法律顾问工作的有序开展较好控制了各项活动法律风险，进一

步提高了管理工作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在法律事务处置方面，日本内田洋行株式会社诉国家图书

馆（第二被告）家具侵权案已结案，国家图书馆胜诉。此外完成中联肉类公司欠款案的破产清偿

款收回工作。

三、工会工作

12 月 15 日，国家图书馆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国家图书馆馆

长周和平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文化部直属机关工会主席蔡秀雯莅临大会指导。国家图书馆党

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致开幕词，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代表第二届工会委员会作工作

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国家图书馆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审委员会，圆满完成了会议各项任

务，进一步加强了工会组织建设。

国家图书馆第三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

第九届员工艺术节

工会组织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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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了第八届共青团国家图书馆委员会。

积极响应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号召，

组织团员青年参加文化部青年学习杨善

洲精神演讲比赛 ；围绕我馆“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讨论活动的精神主旨，组织

开展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之我

见”业务创意交流活动 ；为激发广大青

年员工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积极为青

年成才搭建学习平台，组织我馆团员青

年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青年学术

论坛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交流，开阔视

野，馆团委组织我馆青年员工参

加文化部第一届青年硬笔书法比

赛 ；参 加 文 化 部 2009—2010 年

度五四评优表彰活动和“2009—

2010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和中

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评选活

动，我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

到了表彰，中文采编部台港澳文

献采编组获得“中央国家机关青

年文明号”。

共青团国家图书馆第八次代表大会

国家图书馆团委获得“五四红旗团组织”荣誉称号

中文采编部台港澳文献采编组荣获 2009—2010 年度中央国家

机关青年文明号

年度掠影

【召开职能部门、中层干部“深入基层、转变作风”动员会】

9 月 14 日下午，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主持召开“深入基层、转变作风”动员会，各部处中层

干部参加会议。此次“深入基层、转变作风”动员会是在全国新闻战线深入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联

合下达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重要指示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加强国家图书馆基础业务工作

的必须之举，常抓不懈地开展好此项活动必将对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组织完成本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2011 年是北京市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年份。国家图书馆作为紫竹院街道第 4 选区的组长单

位，在整个换届选举过程中，党群工作办公室严格按照换届选举的各项要求，紧张有序地开展各

阶段工作，圆满完成了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任务，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当选海淀区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

组织 2011 年北京市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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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员工养生保健系列讲座】

1 月 20 日，国家图书馆员工养生保健系列讲座第三讲在总馆南区多功能厅开讲，由中国中医

科学院西苑医院针灸主治医生李智女士主讲，题目是“智慧养生”。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常丕军主

持讲座。中层干部、科组长、部分员工和离退休老同志 200 余人现场聆听了讲座。2011 年，根据

员工不同群体需求，共举办员工养生保健系列讲座四讲，近 700 人聆听了讲座。

【国家图书馆合唱团参加“歌颂祖国 歌唱党”主题歌咏比赛】

6 月 15 日—16 日，由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主办、部直属机关工会和团委承办的“歌颂祖国   

歌唱党”主题歌咏比赛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隆重举行。国家图书馆合唱团凭借《把一切献给党》和

《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两首参赛曲目获得了文化部歌咏比赛一等奖。

参加“歌颂祖国    歌唱党”主题歌咏比赛

【举办庆“八一”复转军人座谈会】

8 月 1 日，国家图书馆在员工活动中心举办庆“八一”复转军人座谈会，来自全馆 10 个部处

的近 30 名复转军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座谈会为我馆复转军人搭建了共叙战友之情、互相交流与

沟通的平台。

庆“八一”复转军人座谈会

员工踢毽子团体赛

【国家图书馆工会举办员工踢毽

子团体赛】

为丰富和活跃广大员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国家图书馆工会于 

2 月 25 日在员工活动中心举办

了员工踢毽子团体赛。此次踢毽

子比赛以各分工会为单位组队，

共有 11 支代表队参赛。外文采

编部分工会摘得此次比赛桂冠，

中文采编部分工会获得亚军，典

藏阅览部分工会获得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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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队参加文化部羽毛球比赛

【组队参加文化部羽毛球比赛】

11 月 17 日，文化部直属机关职工“优畅杯”羽毛球赛在首都体育馆开拍。国家图书馆工会

选派 15 名运动员组成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比赛过程中，国家图书馆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力拼搏，

获得了青年组单项第二名和第五名及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包揽了中年组五项比赛的全部

冠军和两个亚军。

馆 藏 珍 品

明崇祯胡氏十竹斋刻套印本《十竹斋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