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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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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进度取得较大进展。本次改造共涉及 14 栋单体，总面积 17 万

余平方米。截至 10 月底，其中 8 栋已经完成装修工作，交付使用面积约为 115172 平方米；另有

5 栋单体年底竣工，面积约为 50732 平方米。

（二）工程进展

1. 综合楼（N+L 栋）

综合楼是本次改造的新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26666.6 平方米，建筑高度 27.8 米。综合楼内部

兼顾厨房、餐厅、员工活动、会议、教育培训、后勤保障服务以及接待等多重功能。在建设过程

中，基建工程办公室克服冷冻站、配电室仍需正常运转、功能需求多次变化而对建筑布局进行调

周和平馆长视察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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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设计不到位等各种困难，按照进度要求，10 月初完成外立面施工。

2. 报告厅（M 栋）

经过多次专家会议论证，报告厅明确以报告厅功能为主，兼顾会议、电影、小型演出功能的

定位。改扩建后，建筑面积为 5314.72 平方米，设置座椅总计 1027 座。新增贵宾接待、化妆间和

消防控制室用房等。11 月底，完成报告厅改造工程。

3. 典籍博物馆（B、C、K 栋）

典籍博物馆位于一期 B 栋二层至四层、C 栋二层至五层、K 栋二层和 G 栋二层局部，总建筑

面积为 11549 平方米。2013 年初，馆内专门成立展览部负责典籍博物馆的展陈设计，明确基建工

程办公室所承担的设计工作的范围。位于典籍博物馆的贵宾厅和文津厅承担着重要外事接待任务，

国家图书馆利用丰富的馆藏，将样式雷和《永乐大典》中的建筑装修式样应用在这些区域的方案

设计中。11 月底，完成典籍博物馆的基本装修施工。

4. 其他部分

G 栋、H 栋以内部业务办公为主。按照新的业务需求，对上述区域使用功能再次进行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设计调整。针对 G 楼中庭较暗的问题，进行了局部改造。10 月底，完成 G

栋、H 栋的维修改造。A 栋中跨、北跨完成施工及验收工作，善本库施工完成 80%，2013 年底进

行收尾施工。外线施工中 G 栋、H 栋的电缆敷设工作已经完成。A 栋、D 栋、F 栋敷设基本完成。

水系统室内各系统管道已完成、室外管网除去 N+L 栋东侧尚未安装外，其余部位基本完成。南侧

及西侧道路施工完成 50%。

二、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

（一）项目概况

2011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向文化部报送《关于上报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建议书的请示》。

文化部于 2011 年 12 月向国家发改委报送《文化部关于报请审批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函》。根据发改委意见，文化部于 2012 年 12 月向发改委上报《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国家

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调整部分内容的函》。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2013 年 3 月 22 日、23 日，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等同志分别对该项目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相关部门予以支持，

加快推进。

（二）工作进展

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2013 年上半年储备库立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5 月 13 日，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召开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建议书专家评估会。通过



216

国家图书馆年鉴2014

反复论证，专家原则上同意本项目建议书，对项目建议书从项目名称、定位目标、选址、建设内

容和规模以及建筑结构规划方面提出意见，要求对项目建议书进行细化和梳理。

国家图书馆针对专家意见，完成了项目建议书补充材料的编写工作。经过反复沟通协调，国

家图书馆与中咨公司就储备库项目建议书评审报告形成一致意见，完成定稿并上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三、安全保卫

（一）治安工作

1. 完成全年重大活动安全保卫任务。包括“中国年画技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作展”“年画

画年——馆藏年画精品展”“第 13 届新世纪女性健康生活大型公益活动”“《永乐大典》特展”

等大型展览的安保任务；“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书香中国——让我们的阅读充满阳

光”和“看见梦想的力量——台湾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图书捐赠”“《百年佛缘》新书演讲会”

等大型活动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11 次“部长讲座”、48 次文津讲坛和典籍文化讲座的安全保

卫任务。

2. 完成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全年工作秩序稳定。在日常管理工作中，

加大对国家图书馆重点要害部位及阅览区域安全巡查力度，强调大局观念，树立服务意识，从严、

从细抓管理，确保“春节”“五一”和“十一”等法定节假日以及“两会”等重要和敏感时期国家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建议书专家评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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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安全稳定。

3. 做好保安队伍的培训监管工作，提升安保能力和人员素质。11 月制定并下发《国家图书馆

驻馆保安公司培训手册》，做好保安队伍培训、监督和检查工作；购买和配置安保器材，提高应对

突发暴力事件能力，保证阅览秩序稳定有序；根据社会治安情况、季节特点及日常工作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保安队伍进行培训，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二）消防工作

1. 完成总馆南区维修改造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任务。2013 年，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维修改造进

入攻坚阶段，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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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重点

抽查施工工地消防管理制度的制定及落实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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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因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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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检查，做到每周

对施工安全责任人进行安全提示，发现消防安全隐患立即整改。三是加大处罚力度。2013 年，开

展 4 次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涉及要害部位，累计到点检查达 152 人次，下发检查记录以

及隐患整改通知书共 9 份。

2. 消防培训与宣传。为加强国家图书馆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水平，使广大员工掌握基

本消防技能，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突出做好全员在职在岗培训，强化消防安全意识，熟悉和

掌握实操技能，接受学习培训者达 688 人。通过培训，使员工更深刻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提高

了员工扑救火灾能力及逃生技能。

全年下发《消防文摘》4200 份、消防安全告知书 92 份，出黑板报 7 期 16 块、悬挂横幅 8

条、下发消防宣传光盘 83 盘。在 2013 年全国消防日宣传活动中，制定下发消防知识试题，组织

全馆员工开展消防知识学习活动，在此基础上，组织全馆员工答题，举办知识竞赛，参加员工达

1345 人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消防硬件设施建设

1. 提高技防水平，维护设备有效运行。2013 年，在古籍馆临琼楼地下室安装 8 个红外探头，

为古籍馆文献保护组安装 1 组红外幕帘，更换文津楼内和周边 8 个损坏探头，更换光端机 6 组和

1000 余米光缆，中控室重新铺设 57 平方米防静电地板，及时恢复因施工造成的消防安防设备和

线路故障 50 余起，拆除消防和安防设备 694 件，配合施工方完成总馆南区 D 栋、F 栋 299 个消防

探测器质量检测和 A 栋消防水试射任务，在总馆北区安装了 42 套智能感烟探测器，重点部位加

装 72 个监控摄像机，在古籍馆北区平房加装了烟感、温感和燃气感应器 56 个，办理和修改门禁

卡数据 433 人次，等等。在馆区安全方面，提高技术防范能力，为国家图书馆安全工作提供了更

加可靠的技术保障。

2. 完成运行值班任务，做到有警必查。2013 年，对总馆南区和北区的消防设施共 3809 个设

备点位进行全面普查，发现并解决问题 87 处；对总馆北区共 1594 个安防设施进行检测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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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解决问题 45 处；全年共查火警或火警相关操作 200 人次，配合重点部位进行安防系统设

防、撤防操作 1200 余次，完成重大节假日闭馆广播手动操作 38 次无差错，等等。完善中控值班

管理和交接班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在全年运行工作中，做到有警必查，有问题及时报，有效地

预防和排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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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完成2012年度安全保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工作】

3 月 18 日，保卫处下发“关于推荐 2012 年度安全保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部处按照保卫处 2000 年下发的《评选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办法》，做好安

全先进评选工作。办公室、外文采编部、典藏阅览部和古籍馆 4 个部处，保卫处中控室等 15 个科

组被评为 2012 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朱亮等 53 名同志被评为 2012 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

个人。4 月 11 日，国家图书馆下发《国家图书馆关于表彰 2012 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8 月中旬至 10 月初，按照公安部、北京市政府部署开展“打基础、除隐患、创平安”消防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要求，国家图书馆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活动。制定并下发活动

方案，成立活动领导小组，进行全馆学习、动员和部署，并且及时向北京市消防局上报活动情况。

王军副馆长部署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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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防设备年度维修及运行管理情况】

2013 年上半年、下半年各 1 次，对总馆北区消火栓、水喷淋、细水雾系统，FM200 气体灭火

系统，排烟送风系统，以及消防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防火卷帘门、防火门、消防电话等消防

设施，共 3809 个设备进行普查，发现并解决问题 87 处。对入侵报警、漏水报警、门禁、监控系

统共 1594 个安防设施进行检测维保，发现并解决问题 45 处；8 月份，排除总馆北区细水雾系统 4

组阀组箱管线漏水、电动阀门松动等故障，更换系统控制盘 1 台，并聘请厂家技术人员，对高压

泵组的基本操作、日常维护进行了系统培训；9 月份，采取瓶体称重、压力测试、管道吹扫等方

法，对总馆南区高低压配电室 3 个保护区气体灭火系统进行专业检测，并规范、完善了系统使用

操作规程及安全使用标识；10 月份，协同北京世纪昊诚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二期建筑群（含

车库、热力站、招待所）消防、电气设施进行年度检测，并对检查出的隐患问题逐一进行整改，

提高了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古籍馆组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10 月 29 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学思楼，组织社会教育部和缩微文献部 80 余人进行小型消

防疏散演练。

本次演练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模拟缩微文献部员工发现学思楼一层北侧出现火情，该员工

一边进行灭火，一边将情况报告保卫处古籍馆保卫科中控室。中控室值班员接到报警后，带着消

防应急包到现场查看火情，之后，迅速启动消防广播，疏散学思楼内工作人员，并呼叫消防应急

分队赶赴现场进行灭火，同时将情况报告上级。二是人员疏散出来后，对缩微文献部和社会教育

部的义务消防队员进行灭火器操作培训，重点讲解灭火器的技术性能、灭火原理和使用方法。

这次疏散演练，得到社会教育部和缩微文献部的支持，增强了国家图书馆员工防灾减灾、紧

急避险的安全意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反应、有序处置，最大限度地保护员工和读者的

生命安全，减少国家财产损失。

【古籍馆安全技术防范建设】

2013 年，国家图书馆保卫处共投入资金 75.6 万元，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地下室安装了

8 个红外监视器，为古籍馆文献保护组安装 1 组红外探测器，更换文津楼东侧逃生门和 1000 余米

防水光缆，铺设了中控室 57 平方米防静电地板，对气体灭火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另外，在古籍馆

食堂、热力站、配电室、物业办公区和保安宿舍安装了 62 个火灾报警探测器，其中智能烟感探测

器 56 个、温感探测器 3 个、可燃气体探测器 3 个。到 2013 年年底，古籍馆院内所有室内空间做

到了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全覆盖，安全技术防范能力明显提升。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2013 年，对古籍馆和社会教育部分别进行两次安全教育培训，培训主要分为两个环节，一是

室内安全常识培训。主要结合各部门的工作特点和性质有的放矢地讲解。培训主要围绕国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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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安全工作形势、抓好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如何做好安全工作和消防安全基本

常识四个方面内容进行教育。二是室外实际操作培训。主要是讲解灭火器的种类和用途，年检标

识和有效期的鉴别，实际使用过程中操作方法和技巧，并让每名员工都进行实际操作训练，通过

培训提高了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扑灭初起火灾的能力。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89 名员工，除值班、

外出工作的人员 101 人外，参加培训员工 188 人，参训率达 65％，较去年增长 10％，新入馆员工

参训率达 100％。

安全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