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



222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3

   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   

一、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

（一）工程概况

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一期）维修改造工程总建筑面积 17 万余平方米，其中维修改造工程

13.8 万平方米、后勤服务楼 26 465 平方米、报告厅 5310 平方米，包括新建面积 1056 平方米，工

程总预算 59 728 万元。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1 栋建筑的装修改造工程、2 栋改扩建工程和 1 栋新

建工程；以及传达室、人防出入口、地下人防通道维修和室外工程。

（二）工程进展

1. 施工进展

在一期 9 栋装修改造的单体中，7 栋开始施工工作。其中，A 栋南跨装修工作克服施工区域

与工作区域交叉的管理困难，在保证馆藏安全、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按时完成全部施工工作，并在

竣工验收后移交相关部门使用，文献搬迁工作已经完成。A 栋北跨 2 层以上核心筒旧墙拆除已完

成，基层处理等工作正在进行，外立面外窗拆除、墙面维修等工作已完成 50%。D 栋、F 栋内装

修工作基本完成。B 栋、C 栋、K 栋、M 栋拆除工作仍在进行。

馆领导视察 A 栋装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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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项改扩建项目中，后勤服务楼

（N+L）改扩建工程，制订 N 栋（锅炉

房）拆除方案及热力系统切换方案，并

于 2012 年 4 月完成其拆除工作。L 栋

底层为国家图书馆高压配电站和冷冻

站，其拆除工作在未影响馆区运行即各

项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顺利完成。2012

年年底，后勤服务楼主体结构施工工作

完成。音乐厅（M 栋）改扩建工新建部

分结构封顶施工、基础回填土施工程已

经完成，外脚手架已拆除，基槽及房心

清理正在进行。

完成热力二次线的施工、热力站管线对接、冷却塔改移等施工工作，保证全馆和三栋住宅区

热水供应以及二期供冷的正常运行，为后续后勤服务楼开工建设创造必要条件。热力站设备调试

完毕，完成 2012 年冬季供暖工作。

招待所改造工程于 2012 年 9 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改扩建后的招待所总建筑面积 4223.12

平方米，其中地上 3566.46 万平方米，地下 656.66 平方米。改扩建后客房数为 87 间、套房数为 8

间，整体风格紧密围绕“图书馆”主题。外立面整体选择与二期相衔接的灰色现代风格。内饰方

面，大堂南侧围绕增加的钢结构，设置了二十四史柜，每层走廊两侧将管井侧墙设计为书墙的样

式放置书籍；标准间和套房内均装裱挂设文化气息浓郁的字画。

改造后的招待所外观 改造后的招待所大厅

2. 设计进展

2012 年一期维修改造工程公共大厅设计方案、阅览室装修方案完成，确定 CI 标识样

后勤服务楼结构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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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一期改造后的业务布

局，确定家具、门禁、显示屏、

服 务 台 等 陈 设、 设 备 的 位 置，

完成典籍博物馆平面规划方案，

完成音乐厅、后勤服务楼的精

装修设计工作、完成馆区室外

绿化规划方案的设计工作，完

成后勤服务楼人防设计方案调

整工作。完成一期改造后的各

项家具、设备等清单及经费统

筹工作，完成专业设备（预留

业务门禁、LED 显示、图文发

布等）等清单编制工作。

3. 审批进展

完成一期维修改造工程施工临时用水指标的报批手续、L 栋后勤服务楼等 4 项工程消防设计

审核的报批、工程竣工档案登记、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规

划验线合格书、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等行政审批手续。完成一期家具平面布局、种类及清单梳理工

作，并向财政部上报家具专项经费。完成一期维修改造工程消防、弱电系统、精装修设计、电梯

系统的招标工作。

（三）设计方案

1. 典籍博物馆设计

典籍博物馆将以国家图书馆鸿富的展陈资源为依托，利用国家图书馆雄厚的文献典籍研

究力量和丰富的文化典籍推广与普及经验，在一期馆区内规划一个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彰显中华典籍瑰丽形象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级博物馆。典籍博物馆方案规划面积 10 000

平方米，主要展区位于 B 栋 2—4 层、C 栋 2—5 层和 K 栋 2 层，将设立四库全书展区、典

籍通史展厅、专题展厅、临展厅等多个功能区，充分实现中华优秀典籍展陈的社会教育和宣

传交流职能。

2. 后勤服务楼设计

规划面积 2.6 万余平方米（不含保留机房面积 1564.54 平方米），地上共 6 层，地下共 3 层，

建筑物高度 27.8 米。后勤服务楼建设内容涵盖办公室、会议室、多功能厅、培训教室、老干部活

动中心、职工餐厅、读者餐厅、医务室、车队服务室、维修间等。

装修后的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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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乐厅设计

邀请国家话剧院、保利剧院的专家召开专题论证会，针对音乐厅声学、光学专业与建筑专业

的结合等问题进行深入论证。音乐厅将以报告厅功能为主，兼顾小型演出的功能，同时具备同声

传译等设施配备，能够满足国际交流活动的需求。音乐厅的声学、舞台工艺等专业设计工作已委

托专业设计院进行。

二、安全保卫

（一）业务学习和员工安全教育

1. 保卫业务培训

保卫处按照“抓基础”，做好双基培训的要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利用外出培

训、请专业人员授课等方式，不断加强保卫干部自身的业务学习。4 月份，有 12 名上岗证即将到

期人员，参加全国上岗证学习，所有人员全部通过考核。古籍馆保卫科利用每月一次部级干部历

史文化讲座结束后的时间，集中科内所有人员及保安队长，统一进行学习、培训。结合科内老同

志多的特点，为使值班人员能够熟练业务、遇事冷静处理，科内频繁地组织学习规章制度、值班

事项处置程序、值班注意事项、值班记录填写等内容，多次进行突发事件以及消安防报警的紧急

处置程序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

2. 消防技能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全馆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水平，使广大员工掌握基本消防技能，按照年

度计划，保卫处分批次开展了消防知识、消防技能培训。在以往学习使用便携式灭火器材的基础

上，又增加使用消火栓、水带、水枪扑救初起火灾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操作技能训练，既有

书本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参加培训人员达 520 余人次。通过培训，使大家

更深刻地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

利用国家图书馆自动化办公系统，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在节日

前期通过 OA 向全馆员工发送消防安全常识提示邮件 2300 余份；下发《消防安全告知书》92 份。

全年分别在元旦、春节、“两会”前向全馆 28 个部处及驻馆公司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以提示

全馆员工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印制下发《消防文摘》15 期 4050 份、出黑板报 4 期 8 块，制

作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卡片 2000 张，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使全馆员工掌握基本

的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二）重点工作安全保卫任务

1. 完成大型活动、重要展览的安全保卫任务

2012 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 7 次大型展览，展出的文献典籍汇集了国家图书馆以及国内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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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选送的珍贵古籍，其展览备受瞩目。为确保展览安全，在每个展览之前，保卫处都要制订详

细的安保预案。在布展期间，中控室对展厅的安防情况要进行全面检测，调整展厅内摄像头的监

控方位，测试电子幕帘入侵报警功能，确保展厅的安全。开展后，为保证整个展览的安全，保卫

处每次都在展厅门口设置安检设施，并安排专人负责出入展厅人员的安检工作。此外完成部级领

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10 场，其中包括李长春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讲座 3 次；还完成了文津讲坛

43 场和典籍与文化讲座及其他讲座 21 场的现场安保任务。

2. 党的“十八大”期间安全保卫工作

为确保党的“十八大”期间国家图书馆的安全，根据文化部、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地区

安委会及馆领导的要求，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落实全馆的逐级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馆领导

负责签署《党的十八大期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承诺书》；进行火灾隐患自查整改并向北京

市消防局提交《单位火灾隐患自查整改情况报表》，包括《单位火灾风险评估表》《“硬措施”区域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检查表》等材料；“十八大”前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宣传培训；对

部处领导、安全员和重点岗位、重点工种人员进行防、灭火技能培训和演练。加大对重点要害部

位及阅览区域安全巡查力度。在此期间，按照紫竹院派出所、地区综治办的要求，克服人员紧张

的困难，克服天气恶劣的影响，每天抽调保安队员 24 小时加强执勤，看守过街天桥和地铁站出入

口。通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确保馆区和辖区安全。

3. 完成新老保安公司的交接工作

8 月 19 日，新保安公司正式进驻国家图书馆并承担相应的安保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根据交

接工作需要制定《驻国家图书馆保安公司交接工作方案》，就交接时间、交接程序和具体工作作详

细的说明和规定，确保新老保安公司的顺利交接。

（三）安消防系统检测及运行

根据一期维修改造工程的需要，召开了 15 次专题会议，涉及视频系统、门禁系统、防入侵

系统、热力站的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备和技术需求的问题。全面检测二期建筑群消防系统的探

测器、漏水报警探测器、警钟、灭火系统、广播系统、电梯迫降、消防水泵连动、卷帘门系统连

动、风口风阀连动、防排烟系统连动，保障了二期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配合一期维修改造工程，

全面检测 A 栋北跨、G 栋、H 栋、J 栋的消防系统的探测器、漏水报警探测器、警钟、灭火系统、

广播系统、电梯迫降、消防水泵连动、卷帘门系统连动、风口风阀连动、防排烟系统连动一次。

全年接到并处理消防系统火警 508 次、水警 149 次；安防系统入侵报警 5 次；接报处理电梯应急

呼叫电话 400 余次；接报处理各系统故障信号 115 次。

（四）一期维修改造施工中的安全工作

随着一期维修改造的全面展开，综合楼建设启动，形成了多处施工的局面，国家图书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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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施工工地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一是严查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加强对施工工地的

监督管理。我们重点抽查消防管理制度的制定及落实情况，馆区内施工明火使用管理制度的落实

情况，电气焊作业人员进场培训制度坚持情况，有效杜绝因制度的缺失造成的消防安全隐患。二

是加强巡查力度。针对一期维修改造、热力管线施工、招待所装修等施工区域点多、面广、线长

这一现状，加强对施工区域的监督管理巡视巡查，做到每周对施工安全责任人进行安全提示，对

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消防安全隐患立即要求其整改。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在全年对施工工地

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力的处罚，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3 份，检查记录 7 份，经

济处罚 5000 元。对 4 月 28 日热力施工，焊接有保温材料的管道引发的冒烟事故进行了严肃处理，

约谈施工现场负责人，并对其进行了经济处罚，责成进行全面整改，加强安全检查和管理，确保

不再出现任何消防安全隐患。对 6 月 1 日中国新兴建设一期施工改造工地因切割管道发生的冒烟

事件进行了处罚，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责成新兴建设公司进行培训、整改，并要求写出书面报

告，全面排查施工区域的安全隐患，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杜绝各类消防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施工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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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完成总馆中央空调系统冷却塔设备的迁移及更新改造工作】

4 月，为配合总馆南区（一期）维修改造工程和后勤服务楼建设，原安装于 L 栋屋顶的 6 台

开式冷却塔（用于总馆中央空调系统夏季供冷）和 1 台闭式冷却塔（用于总馆北区网络管理中心、

四库全书库区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全年 365 天 24 小时连续运行）完成了迁移更新。

首先，通过对馆区的现场勘察，综合考虑冷却塔噪声震动、冷却水飘散等污染对业务环境的

影响，设备管线对建筑外观和结构的影响以及工程造价、运行维护等多方面因素，针对将冷却塔

布置在 G 栋屋顶的初始设计方案，考虑系统配置和布局，最终确立了将冷却塔布置在 P 栋水泵房

消防水池上的新方案。然后，根据现场场地条件和系统功能需求，选用了 5 台开式冷却塔和 1 台

闭式冷却塔。冷却水管由 L 栋冷冻站引出，经馆区西侧新建管沟一直向南引至消防水池。4 月 14

日完成 5 台开式冷却塔的安装、调试，实现为总馆北区中央空调提前供冷。4 月 29 日完成闭式冷

却塔新旧系统切换，保证了总馆北区各项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图 115. 迁移后的总馆中央空调

系统冷却塔设备）

冷却塔系统设备验收交接后，充分利用原有装置的设备部件，最大限度节约开支，改进原系

统的不足，使其更加稳定与节能。针对闭式冷却塔冬季运行的特殊需要，技术人员利用自行研发

的一套冬季自动化运行装置（该课题被列为 2010 年国家图书馆科研项目），解决了冷却塔冬季运

行的设计不足，11 月 5 日完成冬季运行装置改造和与闭式冷却塔的对接，经过几个月试运行，运

行状态良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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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消防平安三号”行动专项整治活动】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努力创造平安稳定的安全环境，从 6 月至 8 月底，根据公安部、

北京市消防局工作安排，国家图书馆积极开展了消防平安三号行动活动。制订并下发活动方案，

成立活动领导小组，进行全馆学习、动员和部署，广泛宣传，突出重点，自查自整，注重实效，

并及时向北京市消防局上报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彩钢板建筑等情况。

【组织 2012 年度消防应急演练】

依照《国家图书馆应急预案》，为进一步加强全馆员工的“四个能力“建设，强化消防安全意

识，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精心策划，认真准备，严密组织，于 11 月

23 日下午闭馆半天，进行了消防应急演练。这次消防应急演练，全馆共有 15 个部处 753 人参与，

并特邀了海淀消防中队的官兵参加。消防应急演练分室内和室外两种灭火演练，国家图书馆员工

亲身参与室内灭火演练，熟悉了发现火情、初期灭火、火情报告、火灾广播、组织疏散和消防灭

火全过程，在室外观看了海淀消防中队官兵进行的专业灭火演练，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古籍馆防汛演习】

7 月，保卫处与古籍馆一同组织了书库的防汛演练工作，这次演练模拟以书库发生雨水渗漏

展开，包括了险情报告、书籍抢救、人员疏散、积水清理、伤员抢救等具体内容，基本涵盖了防

汛演练的全部内容，参加人员有 40 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