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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文化馆（北馆）位于海淀区温泉路 47 号北部文化中心 B 座。 

海淀区文化馆（北馆）是海淀区文旅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企业参与到海淀区文化馆（北馆）
的全方位运营，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使海淀海淀区文化馆（北馆）逐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亮点。

海淀区文化馆（北馆）面积 15000 平方米，共计五层，开馆时间为每天上午 9 点至晚 9 点。

文化馆一层为小剧场，能容纳 374 位观众。舞台台口为 12.8 米，舞台进深为 13 米，高度为 6.4 米，
可以开展舞台综艺演出活动及电影放映；同时舞台可以安装音罩，进行音乐厅模式的专业合唱、器乐演奏。
剧场北面有贵宾室，舞台南口对面有 4 个化妆间。

三层中间为文化馆的展厅，展厅长 31 米，宽 18 米，面积 558 平方米，周围展线达 100 米。

三楼还有民乐培训教室； 四层全部为动态教室，开展声乐、舞蹈戏曲等课程，同时开展群众文艺团
队开展排练；五层为书画影静态类教室。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北馆）

北部文化馆出入口 展览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温泉路 47 号海淀北部文化中心 B 座文化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全年无休
联系电话：010-62401016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651 路、346 路、908 路等公交车至白家疃东口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文化馆前台能容纳 374 位观众的小剧场，可以开展舞台综艺演出活动、电影放映、音乐
          厅模式的专业合唱、器乐演奏； 贵宾厅 1 间  化妆间 4 间
        三层：开展各类主题展览展示的展厅  二胡、古筝、中阮、扬琴、萨克斯、葫芦丝等器乐培训教室 3 间、
           录音室 1 间 
         四层：409 教室面积 384 平方米、高度挑高到五层的大舞蹈培训教室；402、404、406 教室
            开展声乐、太极戏曲、舞蹈训练等活动； 401 是合唱教室，开展合唱教学及合唱排练活动；
            405、407 教室为播音主持及音乐常识的培训；408 教室为阅读教室，可以进行电脑上网
            及书籍报刊的阅读，给公众提供一个静态的学习场所；418 教室开展少儿机器人课程，并
            可以开展讲座及教学活动；410-414 教室是 5 个琴房，提供钢琴培训课程及练琴服务
         五层 501、508、509 为书画影教室，开展书法、美术、摄影课程

舞蹈教室 书画室教室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10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16 号海兴大厦 c 座 1-4 层
开放时间：流通部：周一、三、四 、五  8:00-18:00 周六、周日、节日    9:00-18:00
         周二    8:00-12:00 春节：10:00-15:00
     期刊外借室：周一、三、四 、五  8:00-18:00 周六、周日、节日    9:00-18:00
           周二    8:00-12:00 春节：10:00-15:00
     阅览部：周一、二、三、四 、五  8:00–18:00 周六、周日、节日    9:00-18:00
         春节：10:00-15:00
     少儿阅部：周一、三、四 、五  11:30-17:30 周六、周日、节日  9:00-18:00
          春节：10:00-15:00 寒、暑假   8:00-18:00
     自习室：周一〜周日  8:00-18:00 春节：10:00-15:00
     特色文献：周一、三、四、五    10:00-16:00 周二：9:00-12:00 周末、节假日不开馆
     多媒体阅览室：周一、三、四、五：8:00-18:00 周二：8:00-12:00
            周六、周日、节日：9:00-18:00
            春节：10:00-15:00
联系电话：010-82605290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944 路、386 路、307 路公交车海淀南路下车
       乘坐 394 路、26 路、运通 110 路、114 路、109 路地震局下车
       乘坐 355 路、320 路、808 路、332 路、699 路、运通 105 路、运通 106 路海淀黄庄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苏州街 B 口出站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二层少儿部、流通库，集体外借库；三层阅览室（期刊外借室）、自
习室、电子阅览室，地方文献室及资料室；四层多功能厅。

海淀区图书馆的前身是 1917 年京师学务局在海淀西大街建立的西郊阅书报处。馆舍位于中关村核心
区，于 2005 年 12 月 23 日面向读者开放，馆舍总面积 6000 平方米。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海淀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内馆藏文献总量为 373 万册。年文献入藏量 40.3
万册，年人均新增文献入藏量 0.12 册。数字资源量 500TB。馆内现有阅览座席 627 个（含：少儿阅览
座席 132 个）；供读者使用计算机 79 台；网络带宽接入达百兆；读者功能区 WIFI 实现全覆盖；馆内设
有最新的自助借还设备，图书借还全部实现自助化。

海淀区图书馆各业务功能部室全部免费对读者开放，每周开放时间达 76 小时，年均接待各类型读者
100 万余人次 , 年均借阅总量达 160 万余册次；年均举办公益讲座 120 余场、培训 100 余场、展览 50 余场，
其他类型阅读推广活动 130 余场，各类活动年均 10 万人次参加。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

海淀图书馆少生儿部海淀图书馆集体外借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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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图书馆（北馆）坐落于海淀区温泉镇西北的海淀北部文化中心 A 座，2016 年 7 月 10 日正式
开馆，图书馆总体服务面积 2.9 万平方米，分为地上 5 层，地下 1 层。全馆设计馆藏量为 80 万册，阅览
坐席 1200 张。开馆时间早 9 点到晚 9 点，365 天全年开放服务。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技术手
段先进，无线网络覆盖全馆 , 通过引进 RFID 等先进技术和设备，为读者营造更便捷、更智能化的阅读条
件和环境。

海淀区图书馆（北馆）服务于海淀山后街镇居民、周边产业园区白领、外来务工人员、残障特殊人士
等各类读者群体，为读者提供书刊宣传、流动书车、培训、讲座、展览等阅读推广活动。同时图书馆根据
读者年龄结构和海淀山后特色培育了“青青 育苗”、“青春之歌”、“晚霞绚丽”、“书山友路”、“山
后大讲堂”、“志愿者之家”、“京西古蕴”、“铭家淀堂”八大活动品牌。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富有创
意的各类活动，创新公众对文化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式。以传承海淀历史文化，创新科技服务为己任，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的运营模式为依托，努力打造海淀区公共文化服务精品品牌。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北馆）

正门 借阅区

自习区

地址：海淀区温泉镇温泉路 47 号海淀北部文化中心 A 座图书馆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至周五 9:00 至 21:00；周二 9:00 至 13:00（下午闭馆）
联系电话：010-62455739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46 路、651 路、908 路到白家疃东路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6 号线温阳路站 D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开放区域图书馆 1-3 层，主要包括：图书阅览区、少儿阅览区、电子阅览区、无障碍阅读区、报告厅、
自习区域、主题阅览区、报刊阅览区、参考咨询室、健康保健站等。
提供的免费服务项目包括：文献资源借阅、文献检索与咨询、公益性讲座培训与展览、图书流动服务、阅读推广
活动、健康设备、便民药箱、无线 Wifi 等。

无障碍阅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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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8-1 号海淀文化艺术大厦 A 座 52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 至 21:00
联系电话：56082190   56082201/02/03
公交到达方式：653 路、634 路、671 路、运通 109 路、611 路、630 路海淀黄庄东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10 号线海淀黄庄站 B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楼：小剧场 
       四层：多功能厅、古筝室、舞蹈室 1、舞蹈室 2、电子琴室、美术室 1、美术室 2、综合排练室、 
          钢琴室 1、钢琴室 2、钢琴室 3、钢琴室 4、钢琴室 5、钢琴室 6
       五层：513 教室、525 教室
       七层：排练教室

文化馆于 2004 年 6 月 1 日正式搬入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8-1 号。馆舍建筑面积 6882 平方米，其中
文化活动用房总使用面积达到 4563.44 平方米，使用面积系数为 68.40%。群众活动用房的使用面积达
到 3744.79 平方米。2012 年底文化委搬走后，又增加 1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加上海淀评剧团 3300 平
方米的面积，目前海淀区文化馆的使用面积达到近 8000 平方米。

目前馆内设有 6 间配有良好隔音装置的专门琴房；2 间专业的舞蹈练功教室；5 间可以开办声乐、提琴、
吉它、二胡、萨克斯、长笛、素描、色彩、国画、书法、英语、棋类等各类艺术培训班的教室。此外，还
有一个 400 多平方米的多功能厅、一个 1700 多平方米可容纳 200 人就座的小剧场，一个 1300 平方米
的演播厅，馆内办公和教室用房目前集中在海淀文化艺术大厦 A 座的四、五层、七、八层以及评剧团的功
能用房。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

文化馆多功能厅古筝教室

教室合唱美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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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路 39 号
开放时间：夏季：周一至周日 9:00-17:30  冬季：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2454685
公交到达方式：专 16 路、北京后花园临线、346 路九王坟站下车；544 路、专 99 路阳台山路东口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16 号线地铁 - 北安河站 A 口、D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展厅、数字电影放映厅、多功能教室

苏家坨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由前沙涧地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和北安河 39 号院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组成。

苏家坨镇北安河路 39 号院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总建筑面积 7250 平方米。内设接待大厅、综合展厅、
休闲大厅、图书馆、健身房、化妆间、服装间、剧院观众厅、放映室、培训室等活动区域。

前沙涧地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总面积为 4990 平方米。共分为两个区域：一个位于麓景嘉园北里，
面积为 2070.48 平方米，内设科普安全文化展示长廊、数字影院、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室等，
图书馆藏书 11000 册，可以实现全北京市借书卡一卡通通借通还功能。另一个位于同泽园西里，面积
2919.03 平方米，设有展览中心、书画教室、排练室、健身室、青少年活动中心、乒乓球长廊等。

苏家坨镇综合文化中心

剧场 图书馆

前沙涧地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北区 前沙涧地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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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颐阳山水居西区 10 号楼西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2495255
公交到达方式：346 路、651 路
地铁到达方式：杨庄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书画室、舞蹈室、音乐室

温泉镇文化服务中心于 2018 年 5 月正式开放使用，内设有多功能厅、舞蹈室、合唱室、书画室。多
功能厅由音响设备一套，电子显示屏，钢琴一架，合唱室有钢琴一架。在温泉镇备案的文艺团队共 24 支。
温泉镇特色文体活动有：小年走街活动，民间传统文艺展示活动。

温泉镇综合文化中心

温泉镇文服中心正门 多功能厅

合唱室 书画室

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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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淀区颐和园路 10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6:00
联系电话：61650311
公交到达方式：303 路、331 路、332 路、346 路、384 路、394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图 4 号线北宫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室、培训室、儿童阅览室、展览室、健身房、电子阅览室、图书室

青龙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青龙桥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海淀区颐和园路 101 号，总面积为 1140 平方米。内设多功能活
动厅、舞蹈排练室、培训室、儿童阅览室、展览室、健身房、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室。图书室藏书 20000 册，
可以实现全北京市借书卡一卡通通借通还功能。活动中心常年开办合唱、书法、美术等培训班，设有书画
作品、手工制品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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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淀区花园北路 46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2000151
公交到达方式：606 路、331 路、484 路北医三院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牡丹园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市民中心，办公地址在海淀区花园北路 46 号，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
2014 年投入使用。

各类活动室设有：公共安全教育基地、乒乓球室、健身、棋牌室、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图书阅览
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教育培训室、计算机房、未成年人活动中心、公共电子阅览室、电教室、多功
能活动厅、老年艺术活动室、书画室、舞蹈室等部门。报告厅、大小会议室一应俱全，图书馆及数字文化
社区阅览室对辖区内居民全天免费开放，且提供免费 WiFi 服务。

花园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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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展示厅

永定路街道于 2014 年 10 月建立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目前，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面积 1000 平方米，
设有综合排练厅、培训辅导教室、书画创作室、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活动场地，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方便
残障人以及老年人、少年儿童活动区域和服务项目，设施设备完善。向辖区居民提供书法、绘画、摄影、合唱、
乐器等各种培训，依托传统节日、重大庆典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并精心打造“亲历者说 - 印象永定路”系列文化沙龙、“永定四季”、“传统文化进社区”等文化品牌。
开展文化活动 300 余场，惠及辖区百姓 7 万余人次。

街道通过健全领导机制、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培育骨干团队和文化志愿者，多方面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街道及 16 个社区培育健身舞蹈队、太极拳队、书画社、乒乓球队、摄影队、合唱队等群众文体团
队 60 支，骨干队员 900 余人。同时注重将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建有“智慧文化”信息系统中央平台，
运用科技手段整合辖内公共文化场地、文化人员、文化器材、文化师资、文化宣传，多渠道推送文化信息、
文化产品、特色文化，方便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文化艺术创作、文化技能学习、文化交流互动。

永定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永定路 85 号院永定路地区社区文化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88225362
公交到达方式：运通 113 路、76 路、611 路、334 路、701 路永定路口北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五棵松站或玉泉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综合厅、培训教室、创作教室

综合厅电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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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天作站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 号天作大厦一层，建成于 2015 年 6 月。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五塔寺站位于海淀区五塔寺50号院，
建成于 2017 年 11 月。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大柳树站位于海淀区高梁桥斜街甲
30 号院，交通大学南门外一百米。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大柳树站位于海淀区大柳树路11号，
大柳树西一街，大柳树北站附近，由早年街道会议室改建。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农科院站位于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院
东区 58 幢综合楼半地下一层，建成于 2018 年 8 月。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四道口站位于海淀区四道口路 2 号，
建成于 2018 年 7 月，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拥有舞台、高清投影机、
移动舞蹈镜子、音响设备等设备，并有独立培训展示教室。

北下关街道图书馆站位于海淀区五塔寺 50 号院，建成于 2017 年
3 月。 图书馆由原来的蔬菜大棚改建，由梅花屏风分隔为活动中心和图
书馆两部分，建筑面积共 612 平方米。

北下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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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位于安宁庄东路 8 号，总面积 1120 平方米，功能齐全，设备完善，内设 : 图
书馆、读者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书法绘画教室、培训教室、展览展示文化长廊。

清河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面向清河地区居民实行免费开放，组织开展艺术、健身、科普、文化、普
法等各类活动和公益培训讲座。

清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安宁庄东路 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3:00-17:30
联系电话：62941595
公交到达方式：392 路、393 路、618 路、996 路、432 路、681 路、592 路、运通 119 路、315 路、379 路、
478 路、607 路、609 路、614 路、699 路、881 路、883 路、889 路、运通 103 路、运通 109 路、运通 118
路、693 路、307 路、670 路、345 路、407 路、606 路、625 路、753 路、919 路、670 路上东廓、333 路、
448 路、636 路、运通 11 路、专 89 路 西三旗桥西站、安宁庄南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书画教室、培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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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庄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 15 号、16 号楼底商，总面积 2600 平方
米。该中心由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同威凯集团下属的威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建设，用于地区
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包括各类团队训练、培训课程以及图书馆运营管理等。中心内设多功能厅、音乐教室、
棋牌教室、编织教室、少儿教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图书阅览室、少儿图书室、体育健身房。中心自
2014 年开放以来，得到了周边居民及地区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实现了北太平庄地区文化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

北太平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小区 15-16 号楼底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2220603 转 215
公交到达方式：498 路、专 168 路文慧园路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公共文化服务 . 如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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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家口街道图书馆有独立空间，整洁、优静、文化氛围浓郁。面积 270 平方米，室内设有藏书区、
阅览区等多间房屋，阅览坐席 50 席。藏书 2 万多册，各类图书齐全，为读者提供外借、阅览等服务；电
子阅览可为辖区居民提供上网、阅读等；图书馆还有多种报刊可供读者免费阅览。

甘家口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花园村甲 10 号，甘家口街道图书馆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13717786411
公交到达方式：1701 路、693 路、118 路、77 路、61 路、86 路、653 路、27 路，老虎庙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6 号线地铁 - 花园桥站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电子阅览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118

马连洼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 5 号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62961007
公交到达方式：437 路、575 路、快速直达专线 205 路、专 28 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展览室、健身室、培训室、管理室、库房

马连洼街道图书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菊花盛苑 1 号楼一层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62961007
公交到达方式：328 路、362 路、449 路、476 路、509 路、518 路、运通 108 线、运通 112 线、运通 114 线、
运通 123 线 - 菊园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针对居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教育、学习娱乐健身等活动，
不断满足社会各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市民活动中心用房项目设置及配套设施情况
1、多功能活动厅 :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练习镜、把杆 ;
2、展览室：50 平方米，配套设施：展板 ;
3、健身室：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乒乓球桌、台球桌、健身器材、棋牌等 ;
4、培训室：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子、椅子 ;
5、管理室：3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子、椅子 ;
6、库房：30 平方米。

马连洼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 马连洼街道图书馆

马连洼街道图书馆位于马连洼北路菊花盛苑 1 号楼 ( 含公共电子阅览室 )，配套设施：书架、阅览桌、
椅子，电脑 ,wifi; 我馆倡导“绿色阅读、快乐阅读、分享阅读”的阅读理念，为读者提供舒适整洁的借阅环境，
高效优质的读者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读者的借阅需求。目前我馆在编图书已达 30000 余册，书籍种
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哲学、经济、文学、军事、医药、艺术、生物、交通、环境科学等 22 大类 200
多个小类，馆内同时辟有专门的少儿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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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学院路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位于学院路街道志新小区西门内侧，于 2015 年 11 月投入试运行，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对外运行。中心建筑面积为 5448.18 平方米，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东侧建有
5000 多平方米的开放型花园文化广场。开放时间为每天 9:00- 21:00，节假日正常开放，每周开放时间
达到 84 小时，其中错时开放时间每周 28 小时。该中心内部文化设施设置有图书阅览、电子阅览、健身、
乒乓球、棋牌、书画、形体、文化沙龙、少儿托管培训、幼儿亲子教育、文化养老等服务项目，并且内部
配置免费 WiFi 为居民提供网络需求。是广大居民学习、生活、休闲、娱乐的综合文化服务场所。

外观 图书馆

书法绘画室 多动能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西路志新村小区 24 号楼
开放时间：每天 9:00-21:00
联系电话：62321011
公交到达方式：86 路、311 路、928 路、16 路、425 路快车、635 路、运通 109 路、425 路、508 路、751 路、
484 路、307 路、617 路、305 路、315 路、618 路、670 路、407 路、625 路、909 路、670 路上东廓、695 路、
26 路、577 路、特 13 路、345 路、运通 110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5 号线北沙滩（A 西北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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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上地西路甲 41 号宏达大厦 B 通道三层、四层（一层党群总面积
2163 平方米），其主要功能包括：

三层：多功能演艺厅排练区、展览展示区

1、多功能演艺厅排练区，包括大中小三个排练室分别为 250 平方米、75 平方米、39 平方米。协调
辖区各文体社会组织，充分满足日常排练需要同时承接辖区内各类文艺演出、公益大讲堂、数字电影放映
等较大型活动。

2、展览展示区，包括室内展示多功能厅（170 平方米）以及室外多功能露台区（435 平方米）。可
举办书法、绘画、摄影、剪纸、非遗文化等各种展示展览。

四层：图书借阅及电子阅览区、培训及综合办公区

1、图书阅览及电子阅览区，包括三个互联的阅览室（102 平方米、120 平方米、128 平方米）。免
费提供图书阅览借阅、电子阅览及上网服务。总藏书 22000 册，报刊杂志 90 种。

2、培训及综合办公区，包括办公室（23 平方米）、书画室（25.1 平方米）、培训教室（一）26.6
平方米、培训教室（二）26.4 平方米。书画室为市民提供免费培训及日常联系服务。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国粹书画艺术，重点对辖区内青少年开展培训。培训教室为市民免费开展各类文化培训，开设公益讲堂。

上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甲 41 号宏达大厦 B 通道三、四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82788272
公交到达方式：可乘坐 320 路、365 路、375 路、393 路、432 路、614 路、636 路、681 路、982 路、快速
直达专线 111、略快速直达专线 138 路、运通 105 线、运通 118 线、运通 123 线到上地南口站下车，上地华联
北侧宏达商务中心 B 通道坐电梯到三层多功能活动室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3 号线上地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演艺排练厅（大）、多功能演艺排练厅（中）、多功能演艺排练厅（小）、展示多功能厅、
室外多功能露台区、报刊阅览、图书外借、电子阅览及上网服务、培训区、书画室、培训室（一）、培训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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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海淀区香山路甲 1 号，总面积为 1200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活动室、
图书室 ( 含公共电子阅览室 )、展览室、健身室、培训教室、舞蹈教室、音乐教室和放映厅。图书室藏书
23000 册，可以实现全北京市借书卡一卡通通借通还功能。

活动中心常年开办有民族舞、古筝手工、声乐、书法等培训课程，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作品、
手工制品展示区。通过“菜单式”“订单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成了“‘五月鲜花’文艺演出”“红
色文化香山”“夏日文化广场”“特色乒乓球团队”等文体活动品牌。其中，“文化香山”作为地区独特
的文化品牌，孕育出具有红色特征的“香山文化论坛”“红叶文化”“红楼文化”等系列文化活动。

香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淀区香山路甲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周六日 9:00-19:00
联系电话：51795580
公交到达方式：331 路、563 路、运通 112 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室、展览室、健身室、舞蹈教室、音乐教室、放映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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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紫竹院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建成时间：2000 年 9 月

主要服务项目：
一、公益培训服务（包括：舞蹈、合唱、朗读、读书会、公共电子阅览、行业技能等）
二、公益讲座服务（包括：科普知识、健康知识、社区大课堂等）
三、图书馆服务（包括：办理“图书一卡通”、图书借阅、图书报刊阅览、异地还书等）
四、数字文化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查阅、视频观看、电子阅览等）
五、体育健身服务（包括：乒乓球、棋牌）

文艺团队情况：紫竹合唱团、放飞阳光合唱团、紫竹情合唱团、紫竹舞蹈队、自主朗读沙龙

特色文化活动：“阅读 + 我 书香紫竹”紫竹院地区书友会

紫竹院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淀区厂洼东二街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68471481
公交到达方式：323 路、374 路、394 路、482 路、617 路、620 路、658 路、74 路、944 路、968 路、968 路快、
特 10、特 5 路、特 8 路内环、特 8 路外环、运通 103 路、运通 108 路、运通 109、运通 109 路、运通 110 路、
运通 201 路为公桥 534 厂洼街东口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魏公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一、公益培训服务（包括：舞蹈、合唱、朗读、读书会、公共电子阅览、行业技能等）
       二、公益讲座服务（包括：科普知识、健康知识、社区大课堂等）
       三、图书馆服务（包括：办理“图书一卡通”、图书借阅、图书报刊阅览、异地还书等）
       四、数字文化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查阅、视频观看、电子阅览等）
       五、体育健身服务（包括：乒乓球、棋牌）

紫竹院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外立面 图书馆

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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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街道图书馆地处世纪城文化广场腹地，建筑面积 217 平方米，书报阅览室 10 席和电子阅览室
10 席。从建馆至今，每年图书借阅人次稳步增加，19 年上半年借阅图书 13160 册，上半年图书流转
200 多册，2019 年新增童书 4000 余册，其他种类的图书 3000 余册，目前已全部上架。下半年还要陆
续配书。曙光街道图书馆拥有图书 3.5 万余册，图书种类繁多，每年增加新书 3- 4 千册。图书馆全年无
假日开放，曙光图书馆开辟“低幼绘本专区”和“党政文件学习专区”等特色图书专区。为迎合读者需求
定期举办文化沙龙，深受读者喜爱。

曙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 曙光街道图书馆

曙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淀区蓝靛厂西路曙光文化广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7:00-22:00
公交到达方式：365 路、360 路、539 路空军指挥学院南门下车向南走 50 米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火器营站 A 口
免费服务项目：文体活动

曙光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世纪城蓝晴路下沉广场，总面积为 1158 平方米。内设有多功能活动
厅、舞蹈排练室、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室。图书室藏书 31000 册，可以实现全北京市借书卡一卡通通借通
还功能。

活动中心定期开办有民族舞、厨艺、编织、合唱、书法、美术、模特、绿艺等培训班，聘请专业老师
走进曙光地区开展课程培训。举办的“文艺之花社区绽放”成果汇报演出，融合了区域特色，使社区文艺
之花的美不仅是一种传承，更兼具了创新。

海淀区曙光街道图书馆
地址：世纪城蓝晴路世纪城文化广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8875587
公交到达方式：365 路、360 路、539 路蓝靛厂中路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火器营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数字化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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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旺镇文化服务中心设有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舞蹈教室，柔道馆、电教室、曲艺室、茶艺室、书
法教室、音乐教室等活动场所，西北旺镇文化服务中心不断增加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各种形
式的活动平台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定期开展书法、手工制作、葫芦丝、快板、科技手工、合唱、舞蹈
等百姓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及亲子阅读、百姓书场、“笑合福”相声俱乐部、电影放映、文
化体育等活动。通过活动走进村、社区，贴近百姓生活，不断满足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切实发挥了在
服务群众、凝聚群众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西北旺镇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新城 T09 小区 16 号楼底商
开放时间：音乐教室、儿童乐园、乒乓球室、台球室：周一至周日 8:00-17:00
     图书馆：周一至周日 9:00-17:00
     电教室、柔道室：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82708448
公交到达方式：446 路、447 路、运通 205 路、快速直达专线 50 路、快速直达专线 80 路、唐家岭新城站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电教室电影放映、舞蹈排练室、乒乓球室、台球室、儿童乐园、
音乐教室、柔道室、书画室。

乒乓球室 台球室

书画室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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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坊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建于 2008 年， 设立有图书室、多功能室、健身室、培训室、电脑室。为
羊坊店街道的居民免费提供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健身、各 种培训、以及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羊坊店街道文体活动中心建于 2016 年，设立有图书室、多功能室、健身室、培训室、电脑室。为羊
坊店街道的居民免费提供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健身、各种培训、以及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羊坊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 羊坊店街道文体中心

羊坊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淀区茂林居 6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8160763
公交到达方式：1 路、21 路、65 路、68 路、78 路、85 路、94 路、308 路 - 木樨地西、323 路 - 茂林居
地铁到达方式：1 号线 - 木樨地；9 号线 - 军事博物馆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图书借阅、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羊坊店街道文体中心
地址：海淀区吴家场路 3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8160763
公交到达方式：52 路、68 路、473 路、568 路 - 马官营西；554 路 - 马官营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 - 莲花桥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培训、图书阅览

文化中心内部 文化中心内部

文化中心内部 文化中心内部文化中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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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社区公共文化中心现有面积 40 平方米，建成时间 2017，多功能活动室：图书、书柜、电脑、桌椅、
wifi。

清华园街道多功能厅，现有面积 300，建成时间 2011 年。

清华园老龄大学，现有面积 1000，建成时间 1992 年。

清华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 清华园街道多功能厅
清华园街道老龄大学

清华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照澜院 1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010-62785788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

海淀区清华园街道多功能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服务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010-62771507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

清华园街道老龄大学
地址：双清路 30 号清华园清华大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010-62782104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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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总馆）现有面积 1000，建成时间 2002 年。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分馆）现有面积 1000，建成时间 2002 年。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服务站）现有面积 60，建成时间 2016 年。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总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荷清苑 4 号楼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6:30
联系电话：010-62788890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分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五区 100 号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6:30
联系电话：010-62788827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服务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77 号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6:30
联系电话：010-62788149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总馆）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分馆）/ 清华园街道图书馆（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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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2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2527349
公交到达方式：304 路、307 路、386 路、611 路、630 路、634 路、671 路、快速直达专线 26 路、夜 9 路、
运通 109 线海淀南路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4 号线海淀黄庄站 D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室、多种文化课程及活动

海淀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海淀南路 22 号、小南庄 31 号楼，活动中心内设有图书馆，社区学校，
电脑培训教室，书画教室，活动室，电子阅览室，是一座集文化学习、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图书阅览于
一体的、覆盖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综合型、多功能的服务活动中心。中心平台经常为辖区居民安
排开展各类公益与文化活动，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需求居民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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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分为海中和 958 楼两处。

海中活动室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甲 2 号，总面积为 1000 平方米内设多功能活动厅、培训教室、舞
蹈排练室、电脑教室、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室。图书室藏书 21000 余册，可以实现全北京市借书卡一卡通
通借通还功能。活动中心常年开办有编织、火绘葫芦、书法、美术、象棋、摄影、电脑、微信、朗诵等培
训班。

958 楼活动室位于知春路中关村中学西门旁的中关村 958 楼三层，总面积为 600 平方米。内设多功
能厅、图书阅览区、乒乓球厅。图书阅览区有藏书近 2000 册。活动中心常年开办有合唱、舞蹈、书法、
太极、模型、手工、美食、绿植、读书等各类贴近百姓生活的培训班、兴趣班。同时设有书画作品展示区
和手工作品展示区。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海中活动室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958 楼活动室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海中活动室
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甲 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3:00-17:30
联系电话：62570215
公交到达方式：549 路、579 路 466 路
地铁到达方式：知春里地铁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室、电子阅览室、图书室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958 楼活动室
地址：海淀区知春路中关村中学西门旁 958 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3:00-17:30
联系电话：62570215
公交到达方式：579 路、549 路、304 路、323 路、386 路、611 路、630 路
地铁到达方式：知春里地铁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区、乒乓球厅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中关村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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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建成于 2017 年，主要服务项目：多功能活动室、舞蹈排练室、体育健身
活动室、培训教室、图书馆等。图书馆内设有成人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图书报刊阅览区、自习区、自助
查询借阅区、诵读小镇等。文化团队有西三旗舞蹈队、西三旗京剧队、西三旗五色土合唱队、西三旗模特队、
西三旗舞梦舞蹈队及西三旗朗诵队。活动中心主要开展各种培训活动；亲自阅读活动；重大节日时开展特
色文化活动，如春节联欢会、六一儿童节活动及端午节活动等。

西三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泰东里 50 号楼二、三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2998770/62907413
公交到达方式：490 路、476 路、专 43 路、转 89 路永泰小区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8 号线地铁 - 永泰庄站 A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

文化活动中心外立面

舞蹈室多功能活动室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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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八家嘉园小区 19 号楼地下空间建成了东升镇文化活动中心，总面积为 1600 平方米，
其中有 300 多平方米的多功能厅，还有排练厅、化妆间和男女更衣室，建有 100 多平方米的阅览室，并
根据群众需求，设立了棋牌室、书画室等，东升镇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配备了相关的文娱设施设备。
2016 年 11 月，东升镇为图书室配图书 1200 册。2017 年 6 月，东升镇又为图书室新配图书 4000 余册，
2018 年 5 月又新配图书 7000 余册，现在图书室共计图书约 16000 册。

东升镇文化活动中心配备专人管理，常年对外开放，周围群众经常在里面阅读、下棋、组织排练等，
充分发挥了文化活动中心提供文化娱乐场所、服务群众文化生活的功能。

东升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八家嘉苑小区 19 号楼地下活动空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3:00-17:00
联系电话：82619057
公交到达方式：392 路、577 路、运通 126 路、快速直达专线 82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棋牌室、书画室、排练厅、化妆间等

多功能厅 儿童阅览室

图书室 阅览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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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桥村 ( 功德寺社区 ) 文化活动中心现有面积 300 平方米，建成时间 2007 年 5 月。文化中心用房
项目设置及配套设施情况：

1. 多功活动厅（健身室）：90 平方米，配套设施：音响、桌椅、乒乓球、综合健身器、跑步机；
2. 图书室：70 平方米，配套设施：书架、电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3. 棋牌室：4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椅、麻将桌；
4. 培训（教）室：6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椅、投影仪、音响设备；
5. 排练室：90 平方米，配套设施：更衣室、练习镜、把杆。

海淀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厢黄旗东路柳浪家园南区 15 号物业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15810432016
公交到达方式：328 路、375 路、449 路、476 路、518 路、577 路、专 28 路、运通 108 路、运通 112 路、
运通 114 路 到菊园东站步行 1 公里即到 、 特 4 路、393 路、636 路、运通 118 路 到树村坐运通 123 路到厢黄
旗东路下车 （或者步行 1 公里）即到
地铁到达方式：13 号线上地地铁站坐 123 到厢黄旗东路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 、图书馆、舞蹈排练

内部

图书室棋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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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淀区玲珑路颐慧佳园 23 号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电话：51701135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车 653 路、73 路到海淀五路居站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地铁慈寿寺或五路居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多功能活动厅、培训室、舞蹈排练室、电子阅览室、少儿活动室

八里庄街道共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2 处，图书馆 1 处。全部免费向百姓开放。其中，八里庄街道综
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八里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二层，总面积 800 平方米。内设多功能活动厅、排练室、
展览室、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室等，其中电子阅览室有电脑 28 台，图书室藏书 3000 册，阅览席位 10 个。
按照百姓需求，定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举办科普、国学、生活等各类讲座；开展幼儿早教、
青少年图书阅读、老年人服务等各类人群的活动；提供专门场地供地区居民排练、演出及图书阅读、借阅
和电子阅览服务。

八里庄街道颐慧佳园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海淀区彰化南路颐慧佳园社区一号楼东侧底商，总面积
500 平方米，是一处由社区管理的街道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活动厅、老年餐桌、早教活动室、
党建图书室、老年驿站、展览室、棋牌室和青少年活动室。其中，图书室藏书 5000 余册，有可供读者阅
读的席位 25 个。在社区居委会的引领下，社区文艺骨干分别组建了佳慧舞蹈队、模特队和乒乓球队，并
定期开展各项活动。社区还会经常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举办科普、国学、生活等各类讲座；开
展青少年图书阅读、幼儿、老年人等各类人群的活动，均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综合排练厅

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培训教室

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正门

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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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村路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现有面积 3000 平方米 , 建成时间 2004 年，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500 平
方米，公共电子阅览室面积 200 平方米。

文化中心用房项目设置及配套设施情况：多功能厅：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练习镜、把杆、音响

图书室（含公共电子阅览室）：200 平方米，配套设施：书架、阅览桌、椅子、电脑、WiFi
展览室：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展板
健身室：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乒乓球桌、台球桌、棋牌
培训室：10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子、椅子、多媒体设施
管理室：80 平方米，配套设施：桌子，椅子、电脑
库房：30 平方米。

田村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定区西四环北路 137 号西木学堂 104 悦方读空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9:00-11:30 下午：14:00-17:00
联系电话：88140812
公交到达方式：121 路、334 路、981 路、982 路、983 路、507 路、334 路、61 路、698 路、952 路、运通
110 路、118 路、114 路、113 路、115 路到五路居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六号线西北口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

室外图片

展览室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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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在区文化委的大力支持下，由区、镇两级投入资金，对原李家坟村文化活动
中心进行整体提升改造而建成的。总投资额约772万余元，其中区级资金542万余元、镇级资金230万余元。

目前，镇文化活动中心占地面积 284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46 平方米，设置了多功能演出大厅（1000
平方米）、舞蹈声乐培训室（100.8 平方米）、电子阅览室 & 书画培训室（105.7 平方米）、健身活动室（60
平方米）、特殊人群活动室（80 平方米）等功能。上庄镇图书分馆图书室（100.52 平方米）、藏书约 2 万册，
阅览坐席 30 个，台式电脑 10 台，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和公共数字阅览。开放时间满足了每周 56 小时的
要求。

上庄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文化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2472960
公交到达方式：303 路、512 路、575 路上庄水库站下车往东 1000 米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6 号线屯佃下车换乘 303、512、575 路上庄水库站下车往东 10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上庄镇文化服务中心外景

上庄镇文化服务中心内景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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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青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内设合唱厅、舞蹈排练室、书刊阅览室、儿童活
动室、儿童阅览室、培训教室、西餐培训室、视听室、展览室、乒乓球室、台球室、健身房等功能性用房明。
我中心平均每年开展镇级文体活动及培训 500 余场、组织文体协会开展活动及培训 350 场。同时，积极
指导各基层单位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活动，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1200 余场，惠及
地区群众 60000 余人。

同时，引导协调乒乓球、羽毛球协会、合唱团、舞蹈队、少儿舞蹈队等积极开展日常训练及广泛参与
市区镇各项活动，各协会全年共组织开展培训及参加赛事活动 350 余次，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公共文化事
业的快速发展。

四季青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淀区杏石口路 80 号益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C 区 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周六日 9:00-12:00 13:00-17:00
联系电话：88437632
公交到达方式：347 路、505 路、664 路、快速直达专线 48 路、快速直达专线 83 路、运通 101 快线、运通
101 西平庄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田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合唱培训、乒乓球、台球厅、健身房、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儿童活动、文
化培训

四季青镇图书馆内景 香山绿色果品活动室内景

香山绿色果品活动室 四季青镇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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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活动中心 - 北大百年讲堂：

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内设拥有 2063 个座位的观众厅，以及多功能厅、化妆间、排练厅、纪念大厅、
四季庭院、会议室、展廊、观众休息厅等场地资源。

燕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校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2761026
公交到达方式：332 路、584 路、运通 106、运通 114、运通 118、运通 124、320 路、331 路、365 路、375
路、498 路、508 路、579 路、601 路、614 路、681 路、982 路、特 19、特 4、运通 105、运通 126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北大东门站、圆明园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