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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建设与安全保卫   

一、基建工程

（一）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

�0�� 年，根据总馆南区 A 栋书架照明智能控制器运行情况，对其进行全部维修和调试，更新

���0 台控制器，开通 A 栋智能照明系统。同时，完成总馆南区总配电室 � 台变压器温控线修复和

馆区监控系统施工，以及综合楼、C 栋一层消防水问题阀门的更换工作。�0�� 年 �� 月，国家图

书馆基本完成总馆南区维修改造工程竣工结算工作。

（二）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

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参见“特别记载”之“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

略储备库建设工程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0�� 年 �� 月 �� 日，副馆长王军率领基建工程办公室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到故宫博物院进行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工程项目调研。

副馆长王军到故宫博物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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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保卫

（一）治安工作

�. 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0�� 年，针对国家领导人参观视察、重要展览举办、国际交流活动日趋增多等实际情况，确

立“统一思想、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把好关口”的工作思路，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安保任务。

先后承担“石景宜博士杯——华夏书画创作大赛第二届优胜作品巡回展”“永远的怀念——任继愈

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展”“一门三院士、共筑中国梦”展览开幕式、“美丽的伊朗”图片展开幕式、

“杭州有约 · 喜迎 G�0 西泠印社名家精品巡回展”“民族记忆 ·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传承红色基因 · 弘扬长征精神——长征途经省份文化系统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和衷共济筑梦中

华——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等大型展览和新春团拜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第六届四次理事长会议

及新春座谈会、全国“两会”、“�·��”世界读书日、“青少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世界博物馆日、青年汉学家在国家图书馆学习交流活动、中央国家机关离退休干部局庆祝建党 ��

周年“光耀中华”文艺演出、文化部“两优一先”表彰暨庆祝建党 �� 周年歌咏大会、部级领导干

部集体参观典籍博物馆等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协助警卫局和属地公安部门，做好全国政协原主

席贾庆林、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以及伊朗图书馆馆长等国内外领导来国家图

书馆参观视察的安保工作；承担 �� 次“部长讲座”、�� 次古籍善本押运、�0 次文津讲坛和典籍文

化讲座的安全保卫工作。

�. 日常安保工作

全年共处理读者故意滋事 �� 起，协助派出所逮捕盗窃嫌疑人 � 名，查扣各类刀具 �0 余把、

打火机 ��00 余个；处理精神病人干扰秩序、读者物品被盗、流氓行为以及调解读者矛盾纠纷、调

取视频监控等 ��0 余起；捡拾并归还读者现金 ���� 元。通过日常值班和巡视检查，发现并排除房

屋漏雨、玻璃碎裂、围墙受损、门窗未关等隐患 ��0 余起。办理户籍借出、员工及子女落户、身

份证更换补办等事项共 ��� 起；办理图书馆临时出入证 �� 张；办理 IC 卡申办、变更权限、注销

共计 ��� 张。

�. 安保人员培训工作

为增强国家图书馆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先后 �0 次对各区域值班人员进行设备

操作使用、各类报警的处置程序和方法的集中培训，有效提高值班人员的业务水平。先后 � 次安

排安保人员到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调研学习。

�0�� 年初，为保安公司人员制订年度培训计划，发挥保卫处从军经历人员较多的优势，利用

早晚和值班时间对保安人员进行培训。采取优化人员组成，普训特训相结合，公司主训、保卫处

主考等措施，提高保安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对处于重要岗位但纪律观念淡薄、处置事件

能力弱的队员督促保安公司进行岗位调整，提高馆区整体安防能力。� 月，古籍馆组织保安进行

执勤记录仪、手持式安检探测器和钢叉等器材的实际操作培训。



���

国家图书馆年鉴�0��

（二）消防安全工作

�0�� 年，召开消防安全专题会议及协调会 � 次，督促各部门开展节前消防安全自查 � 次。针

对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的特点，下发“春节期间防火告知书”，并与 �� 个部门签订安全责

任书。实行分区负责、常态化巡查制度，全年累计参与检查约 �00 余人次，处理挤占消防疏散通

道、封堵消火栓、遮挡消防指示标志等违章问题 �� 起。� 月和 � 月，分别对总馆南区建筑和北区

建筑内的灭火器进行年度检修，对北区小院、皮炎所、金沟河、大柳树、舞蹈学院员工住宅楼的

消防器具进行更换，共检测维护便携式灭火器 ��00 余具。全年共发放动火证 �� 份。

积极开展消防宣传和培训工

作。利用集体办公的特点，通过

OA 系统在网上采取交流互动、友

情提示、一问一答的形式，共发

送消防文摘邮件达 � 万余份；在

“���”全国消防日宣传活动中，

对全馆 ��00 余名员工进行消防知

识摸底测试，并组织 ��0 名员工

进行考核。组织新入馆员工进行

消防安全教育，普及消防知识。�

月，分别对中文采编部、数字资

源部等单位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授

课和实际操作培训；� 月，组织国

家图书馆安全员和义务消防队队长赴南戴河培训基地进行消防技能培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灭

火技能；�0 月，邀请维保公司专业技术人员为古籍馆书库员工进行气体灭火安全常识培训。全年

共计培训员工 ��00 余人次。

（三）安防设施建设与维护

�0�� 年，新开通启用门禁点 ��� 个，调整门禁卡权限 ���� 人次，新增室外监控摄像机 ��

处，除南侧地铁改造区域外，周界视频监控系统基本达到全覆盖。查处火警相关操作 ��� 人次，

测试漏水报警点 ��� 个，检查和维护室内监控摄像机 ��� 个、UPS 电源系统 �� 台。对总馆北区

典籍博物馆展厅、善本库区、善本修复室、善本冷藏室共 �� 个保护区的入侵报警系统进行功能

测试，确保重点、要害部位的技防设施安全可靠。� 月，对总馆南区气体灭火系统的启动、反馈

进行检测；� 月，为网络机房配电室安装气体灭火装置，并做了能试验和联动测试。全年累计检

测消防、安防设施 ���� 个，发现并解决问题 �� 个，配合属地派出所及相关单位调用查看录像 ��

次，刻录光盘 �� 张，累计提供监控数据 ��.��GB。

开展古籍馆书库气灭系统安全知识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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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勤服务

截至 �0�� 年 �� 月，后勤服务保障的馆舍面积约 �� 万平方米，涵盖八大运行系统 �� 项专业

管理及服务保障工作。

�0�� 年，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后勤保障能力，确保各项工作稳

步开展，各系统设备平稳运行，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一）系统设备运行保障和日常维修工作

全年无重大设备事故，综合设备完好率达到 ��％以上。完成冬季供暖和中央空调保障工作。

中央空调安全运行 ���0 小时，恒温恒湿机运行保障 ���� 小时；完成电力设备巡检 ��� 次；完成

电力设备、书刊传送系统以及房屋、给排水等各种维修近 �000 次；安装、调整电话 ��0 部；完成

全馆 ��000 多次电话报修、查询服务。

（二）服务保障工作

全年完成国家领导人参观视察、高层讲座、馆长公开课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 �0 余次；重大

活动电力保障 �� 次、车辆保障 �0� 次；重大活动疏导车辆 �0�0 余辆，开启节日照明 �� 次。完

成全馆员工健康体检和日常门诊等医务保障、收发服务、车辆保障、饮用水供应、电梯保障等

服务保障工作。除日常后勤保障之外，及时发现并解决因设备故障、天气影响等原因造成的安

全问题 � 起。

（三）行政管理工作

完成计划生育、爱国卫生、房屋管理、人防工程、馆区及宿舍区改造维修等行政管理工作，

以及对员工食堂和物业公司的监管工作。多次安排对员工食堂食品与卫生工作，物业服务、设备

运行以及安全管理等的抽查或不定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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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掠影

【召开2015年度国家图书馆安全工作总结表彰会】

� 月 � 日，国家图书馆 �0��

年度安全工作总结表彰会在综合

楼五层多功能厅召开。馆长、党

委书记韩永进出席会议，副馆长

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各部处主

管领导、安全员以及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代表近 �0 人参加会议，

保卫处处长赵建国主持会议。业

务管理处、外文采编部、典藏阅

览部、古籍馆 � 个部处和保卫处

古籍馆保卫科等 �� 个科组被评选

为 �0�� 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

体。馆领导向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科组颁发奖牌和证书。

【举办2016年度安全员培训活动】

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安排，国家图书馆于 � 月 ��—�� 日在河北昌黎培训基地开展全馆安全员

培训活动，�0 余名安全员和义务消防队队长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以讲座、实操和讨论为主，通

过培训提高安全员的知识和技

能。保卫处处长赵建国根据目前

图书馆安全工作特点，以“国

家图书馆安全工作应急预案解读

及注意事项”为主题做专题讲

座。通过此次培训，各部门安全

员进一步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增

强安全工作能力，完善安全理论

体系。特别是通过业务学习和讨

论，增进彼此联系，强化信息共

享、合作交流，为全馆安全工作

馆领导为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部处颁发奖牌

安全员培训之灭火器实际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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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坚实基础。

【开展2016年度创安验收工作】

�� 月 ��—�� 日，根据国家图

书馆年度工作安排，保卫处对全

馆各部处的安全工作进行创安验

收检查。保卫处成立以处长赵建

国为组长的验收工作组，检查工

作包含日常安全现状统计和年终

现场检查两个阶段，采取现场巡

检、档案检查和考试抽查的方式

进行。检查中，验收工作组还与

部处主管领导交流反馈日常安全

现状。�0�� 年年中，保卫处还组

织了中期创安验收。这两次检查

相结合，有利于各部门了解不足，明确改进方向，也为创建安全单位的评选提供参考依据。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0�� 年，为落实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部署和满足员工购买新能源汽车

的需求，经多方筹划，积极协调，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完成馆区内 �0 个电动汽车快速充电桩建设，

并在地下车库铺设线缆，建设 � 个电动汽车慢速充电桩，以满足员工的充电需求。

【完成职工住宅物业管理和供热采暖补贴改革、发放工作】

�0�� 年，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后勤服务管理中心分析全馆住宅区和员工物业、供暖服务

与改革资金需求的状况，制订全馆职工住房物业服务补贴及采暖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方案，编写补

贴发放教育宣传提纲，协调馆属住宅物业服务单位和供热单位有关物业费及采暖费的收缴。完成

全馆职工及离退休职工 ���� 人次的物业服务补贴及采暖补贴发放标准的确定和补贴数据测算，按

时上报财务处，确保发放工作顺利进行。

【完成2016年防汛工作】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重新修订并完善《�0�� 年国家图书馆防汛工作总体预案》，成立 � 支共计

�00 多人的防汛抢险应急保障分队。在春季，按计划对馆属城区平房宿舍进行排查、评估，维修、

加固城区平房宿舍危旧区域 �� 处；清掏、疏浚馆区雨、排水管道（井）、化粪池；检查测试潜污

泵 ��� 台。� 月 � 日正式启动防汛工作，开始汛期值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应对汛情、险

与部门负责人交换创安验收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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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 �0�� 年极端天气和几次特

大暴雨期间，部门各级干部主动

加班、抢险队员严防死守。� 月

�0 日突发大暴雨，馆长韩永进、

副馆长王军冒雨深入防汛一线，

检查全馆大屋顶以及重点机房漏

雨情况。由于持续大雨，造成总

馆南区地下管沟渗漏进水，水暖

维修科动用 � 台水泵抽水排险，

确保地下文献库房安全。� 月 �0

日至 �� 日，主管馆领导和后勤干

部员工 �0 多人连续值班，奋战在

防汛一线，保证了馆区安全。从 � 月 � 日入汛到 � 月底汛期结束，防汛工作运行平稳，馆区没有

发生房屋大面积漏雨、路面积水、雨水井倒灌等问题。文化部在 � 月对国家图书馆进行的检查中，

对 �0�� 年防汛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馆长韩永进、副馆长王军冒雨检查全馆大屋顶以及重点机房

漏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