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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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国家图书馆一期（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总馆南区如期向公众开放。

本次改造共涉及 14 栋单体，总面积 17 万余平方米。

馆领导视察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地

（二）工程进展

1. 后勤服务楼（N+L 栋）

后勤服务楼是一期维修改造工程的新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26666.6 平方米，地上六层、地下

三层，建筑高度 27.8 米，与一期总体风格基本一致，具有餐厅、会议、办公、活动、后勤保障等

多重功能。在建设过程中，基建工程办公室克服后勤服务楼结构复杂、运行保障不得间断、使用

功能反复调整等困难，于 4 月完成装修施工任务。7 月，该项目通过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的验收。



209

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

2. 音乐厅（M 栋）

改扩建后的音乐厅总建筑

面积 5314.72 平方米，座椅总计

1008 座，拥有当今国内一流的舞

台、音响、灯光设备，完美的建

声环境设计、均匀的声场分布及

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座椅设计。

1 月初，各项施工任务基本完成。

3. 典籍博物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一期维修

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后，

国家图书馆基于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新增的一项建设内容。典籍博

物馆位于一期 B 栋、C 栋二层至

五层、K 栋二层和 G 栋二层局部区域，总建筑面积 11549 平方米。位于典籍博物馆的贵宾厅和文

津厅承担着国家图书馆重要的外事接待任务。2014 年年初，在捋顺内部职责以及明确首展内容

后，基建工程办公室积极配合总包单位施工，并配合展览部完善相关功能。7 月 15 日，国家典籍

博物馆开馆试运行，9 月 10 日正

式开馆。

4. 其他部分

E 栋于 4 月开始动工，施工

过程中，基建工程办公室克服业

务格局调整、设计方案发生变更、

工程经费短缺影响工程整体进度

等困难，于 8 月完成维修改造工

程。馆区的绿化、外线管道及照

明等项目基本完成。2014 年 9 月，

各栋均完成消防验收工作。

二、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

（一）项目概况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项目自 2013 年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之后，取得较大进展。2014

年 4 月 16 日，基建工程办公室在馆领导的带领下，就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项目的进展

文化部领导视察音乐厅工地

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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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向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进行汇报。

（二）工作进展

1. 项目选址考察情况

4 月 16 日，在向发改委汇报该项目的进展之后，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5 月 14 日出具的

“关于《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选址意见的函”的相关精神，按照中央对于首都规划建设的有关指

示，对首都核心战略定位和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要求，以及京津冀一体化的统筹规划，

基建工程办公室把选址工作重点放在河北省承德地区。

6 月 19—20 日，由韩永进馆长亲自带队，基建工程办公室人员前往承德市及其下辖的承德县

和滦平县，对拟选地块进行现场踏勘。此次考察得到承德市各级政府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并

承诺提供最大的政策优惠。

12 月完成项目选址专项报告。

馆领导在河北省承德县现场踏勘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拟选库区

2. 项目宏观定位的论证工作

关于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宏观定位，即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名称和定位问题，根据文化

部财务司基建处提供的提纲，基建工程办公室会同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共同编纂《国家图书馆国家

文献战略储备库宏观定位研究报告》，并于 8 月 15 日上报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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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保卫

（一）消防培训与宣传

针对国家图书馆一期改造完成并且重新启用，以及典籍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情况，加大对在职

员工的培训力度。全年通过日常指导与集中培训，全馆接受培训人数达到 1000 余人。通过培训，

使员工更深刻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提高员工扑救火灾的能力及逃生技能。

利用多种形式，开拓宣传思

路，不断创新发展。在遇到重要

时期、敏感时段、特殊环境，利

用会议、《消防文摘》、消防挂图、

宣传横幅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 全

年下发《消防文摘》12 期、消防

安全告知书 35 份 , 出黑板报 2 期

6 块、悬挂横幅 8 条，并通过办公

自动化系统（OA）向全馆员工发

送消防安全常识提示邮件 1700 余

份。在 11 月全国消防月宣传活动

中，组织开展反恐消防演练。

（二）治安工作

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于 3 月 7 日正式开始实行对来馆读者的安检工作。为做好国家典籍博

物馆开馆和总馆南区恢复读者服务，修改完善安防系统设计方案，筹备安检器材，培训安保

人员。12 月，在全馆各部处开展创建安全单位活动验收工作，以各部处平时的安全管理（包

括组织领导、安全检查、全年违章等）为主，本次检查主要采取实地检查、档案检查和现场

抽考三种形式，为国家图书馆创建安全单位的评选提供参考依据。

（三）技防硬件设施建设

全年共接到并处理各类报警 1022 次。在运行值班工作中，做到有警必查、有警必出，有问题

及时处理、及时报告。消防运行值班共查火警或火警相关操作 112 人次，配合重点部位进行安防

系统设、撤防操作 600 余次，完成重大节假日闭馆广播手动操作 26 次无差错，配合属地派出所及

相关单位调用查看录像 85 次，复制光盘 76 张，办理和修改门禁卡数据 338 人次。针对总馆南区

恢复使用和增加新设备等问题，加强对中控室运行人员的培训，编发操作规程，对新设备、新模

式规范处理报警流程，明确岗位职责。

在完善设备设施方面：一是按照总馆南区改造进程，安排人员拆除大量的技防设施；二是配

合基建办公室完成总馆南区施工工程质量验收；三是对总馆南区“1301 型”气体灭火系统进行专

为中文采编部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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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检测，并协调施工方对整个系统控制设备及线路进行全面检测和调试；四是完成国家典籍博

物馆各展厅防盗门及防盗卷帘门的安装工作；五是完成总馆北区技防设备设施例行性的年度维修

保养工作。

四、后勤服务保障

2014 年，后勤服务管理中心与行政管理处合并为后勤服务管理中心，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稳

步提高。全馆供配电、中央空调、供暖、书刊传送和通讯、楼宇自控等系统设备运行安全稳定，

无重大设备事故，综合设备完好率达到 96％以上。冬季供暖保障和夏季中央空调保障任务圆满完

成。全年中央空调安全运行 2560 小时，恒温恒湿机运行保障 8760 小时。电力设备巡检 730 次，

电力设备维修 1250 次。全年全馆电力消耗 2034.92 万度，用水 17.47 万吨，热力 59785.43 吉焦，

均低于规定的下限指标。实现国家数字图书馆不停机，安防、消防系统和小区不停电，网络机房

倒闸停电的预定目标，进一步提高电力保障能力。为国家典籍博物馆和总馆南区的顺利开馆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完成全馆员工体检等医务保障、收发服务、车辆保障以及饮用水供应、卫生保洁、绿植养护、

电梯保障、防汛抢险、家委会管理等服务保障工作和计划生育、爱国卫生、房屋管理、人防工程、

节能减排等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对物业公司、员工食堂的日常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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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成功处置读者跳楼轻生突发事件】

2 月 25 日 18 时 45 分，国家图书馆有关部处和驻馆保安公司密切配合，按照国家图书馆应

急突发事件工作预案，迅速反应，成功处置一起突发事件，解救一名准备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跳楼的轻生女子。次日上午，馆长、党委书记韩永进主持召开专题馆长办公会，相关馆领导及部

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和分析此次突发事件救援工作，部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安全

管理的有关事项。韩永进指出，本次突发事件成功处置，彰显国家图书馆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能

力和水平，各部门密切配合，信息沟通顺畅，应急处置方法得当、有效。保卫处、驻馆保安公司

有关工作人员，不顾自身安危，成功组织施救，为保障读者生命安全、维护国家图书馆荣誉做出

重要贡献，给予表彰。韩永进强调，国家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窗口单位，要始终把安全工作

放在首位。要在全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遗留一处隐患，做好安全提示、防范。要加强日

常读者服务安全巡查工作，针对情绪、行为异常的读者，要密切关注，读者做出不当行为，要及

时劝阻。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做好各类专业培训，加强现场管理，不断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

副馆长王军为成功处置突发事件的驻馆保安公司颁发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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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来馆读者安检制度】

3 月 7 日，国家图书馆总馆

北区正式开始实行对来馆读者的

安检工作。文化部领导和馆领导

高度重视安检工作，多次进行指

导和批示，不断改善和提高安检

工作质量和为读者服务水平。据

不完全统计，仅从 3 月 7 日至 16

日，对来馆读者安检达 107030 人

次，查扣刀具 26 把，打火机 3400

个，报警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举办2014年度反恐消防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发生，11 月 17 日，国家

图书馆在典籍博物馆举办反恐消防演练。保卫处、展览部、保安公司等部门 100 余人参加此

次演练，演练分为反恐防暴和消防演练两个部分。副馆长王军和相关部处负责人到现场观看

演练。此次演练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安全意识；二是提高防恐反恐、消防安全和人员疏散三

个方面的能力；三是增强以馆为家的意识。各部门精心准备，周密组织，行动快速，既锻炼员工

的整体作战实力，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达到演练目的和效果。

2014 年度反恐消防演练之快速处置“恐怖分子” 2014 年度反恐消防演练之消防应急分队紧急灭火

【完成2014年防汛工作】

在汛期到来之前制定全年防汛工作预案，提前做好应对汛期险情的各项准备工作，制度、人

员、物资三落实：组织对城区平房宿舍进行汛前危房检查、评估，对存在安全问题的部分危房进

行处置；对馆区雨、排水管道（井）进行疏浚、检查；对全部潜污泵逐台进行检查和试运行，确

全面启动来馆读者安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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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万无一失。各种防汛物资准备到位；防汛抢险队伍组织落实、责任到人。6 月 1 日正式启动防

汛工作后，防汛人员 24 小时值班，各级领导带班，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应对汛情，妥善处置

汛期几次局部大雨或暴雨期间的突发险情，完成抢险作业 11 次，及时对城区内平房宿舍进行 209

处（次）防汛维修。汛期馆区没有发生房屋漏水、路面积水、倒灌和下水道涌水等问题，确保汛

期安全。

【做好总馆南区开馆服务保障工作】

2014 年年初，协调组织保存本文献 320 万册的下架、搬运、上架、顺架；根据施工进度，组

织对总馆南区各栋业务办公用房进行接收、移交，协调各阅览室书架的安装调试和开荒保洁，以

及图书运输上架等搬迁工作。完成 14 个部门暂存文献物资的搬迁；完成工具书阅览室的调整和

30 多万册副本文献的搬迁，以及古籍保护中心物资和基藏库期刊副本文献外迁天竺工作，累计出

动厢式货车 266 车次，运送文献物资 9500 立方米。协调安排书刊传送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