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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广阳北大街 8 号
开放时间：A 座图书馆周一至周日 9:00-19:00，B 座文化馆周一至周五 9:00-18:00
联系电话：80391821
公交到达方式：839 路、15 路、37 路、42 路、41 路、646 路、952 路、993 路黄辛庄路口
地铁到达方式：城铁房山线、广阳城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剧场、书画厅、方志馆、合唱教室、乐器教室等。

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整合区文化馆、图书馆、电影放映中心的服务职能，集现代化、数字化、综合
化于一体的区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中心坐落于房山 CSD 战略规划核心区长阳，总用地面积 17125 平方
米 (25.5 亩 )，总建筑面积 27173 平方米，其中文化馆建筑面积 9263 平方米，图书馆建筑面积 15840
平方米，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2070 平方米。

（一）图书馆
大楼 A 座为图书馆，包括成人借阅区、少儿服务区、电子阅览区、报刊阅览区、自习区、综合活动厅、

报告厅等。馆藏纸质图书 40 万册，电子图书 25 万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几十个类别。
服务设施采用人性化设计，设置休闲座椅、电子读报机、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下载等设备。全楼设有阅
览桌 214 张、阅览坐席 640 席。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秉承以人为本、智能便捷的理念，构建
了设施齐全、设备先进、数字化程度高的阅读环境，自助办证、自助借还书机、24 小时自助阅览室、触
摸屏读报机等可随时随地为读者提供便捷完善的服务。

（二）文化馆
大楼 B 座文化馆，设有梦想剧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书画影展厅、艺术培训教室、录音棚等。

楼内剧场可容纳 450 人，可举办音乐会，进行话剧、儿童剧演出，放映公益电影等。

艺术培训教室 26 间，可开展舞蹈、合唱、杂技魔术、器乐、绘画等 20 余个门类的艺术培训。书画
影展厅面积 420 平方米，内设可移动展板适于调整展区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常年免费开放。楼内
还可进行摄像、影视频、音乐制作。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借阅区报刊阅览区

非遗展厅 儿童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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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房山城关东大街 15 号
开放时间：全天 9:00-18:00  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6931 3103
公交到达方式：12 路、42 路、38 路、42 路、901 路、836 路、839 路仓房小区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燕房线房山城关站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 一层少儿借阅服务区
        二层 成人借阅服务区、少儿视听区 成人电子阅览区
        三层 报刊阅览区 自习区  

房山区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3362 平方米，实行免费服务，全年 365 天开放，每周开放时间 63 小时。
截至 2017 年底，馆藏文献总量 71 万册（件），馆藏数字资源总量 9.32  TB，设有成人借阅区、少儿借
阅区、少儿视听区、成人电子阅览区、报刊阅览区、自习区 6 个对外服务窗口，拥有阅览座位 289 个。
除传统借阅服务外，还提供无线上网等多种开放性服务，每年举办图书换书大集、图书轮换、大型诵读、
红领巾读书等系列读书活动。

北京市房山区图书馆城关馆

外景

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图书室 图书室

图书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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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房山区东大街城关街道 4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7:00
联系电话：89324705
公交到达方式：房 42 路、房 38 路、房山体育场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燕房线房山城关 A2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房山区文化馆分馆总面积 5609.42 平方米办公楼、教学楼，具有 300 人的剧场、118 米的展览大厅；
有可健身、娱乐的综合活动大厅 300 平方米；有舞蹈、钢琴、电子琴、素描、书法、英语等教学设施齐备的教室。
院内建有 6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B 座艺术培训中心；一层报名处、食堂、接待室（1-3）、职工餐厅；二层机
房、电子阅览室、老年活动室、综合教室六、音舞协会工作室、书画协会工作室；三层乐器室（1-2）、电子琴
室、钢琴室、跆拳道教室、服装室、摄影协会工作室；四层素描教室、画室、综合教室七、民间艺术协会工作室、
飞翔制作中心、文学创作工作室；A 座文化活动中心；1 层传达室、录音棚、综合活动厅、音响灯光工作室、2
层办公室、财务档案室、综合展厅、装裱工作室、网络工作室、文艺部；3 层艺术团办公室、接待室、副馆长室、
多媒体教室、民保部、美术摄影部、美术工作室、创研部；4 层副馆长室、培训部、舞蹈教室、综合教室（1-5）
C 座排练厅、剧场、音乐茶室、化装厅、文艺工作室

房山区文化馆分馆总面积 5609.42 平方米，北京市一类优秀文艺演出团体，成立以来力求创新，保质，
完美的理念，共策划和承办了上百场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连续四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品牌文艺演出团
队。团员们常年为北京房山区各个乡镇街道的群众进行艺术辅导，免费演出，辅导内容有声乐、舞蹈、朗
诵主持、杂技、合唱、音响培训等内容，连续 10 年免费开展文化惠民春节慰问演出，每年春节都会走进
部队、社区、敬老院、山区、良乡监狱、企业等单位进行慰问演出，创作文艺作品近 30 余个，近年来创
作文艺作品歌曲类：《北京印象》《新北京新精神》《长城》《小娃娃》《京西贡米香》《菊花白》等， 
杂技类节目《晃圈》还出访过德国、美国等国家演出。戏剧小品类《伟大的青春》《治贪诊所》《真假局长》
《卖药》等，其中《伟大的青春》还获得了第十六届全国群星奖，还组建了新北京男声组合，他们演唱的
原创歌曲《北京印象》《新北京新精神》《长城》《北京人》均获得了北京市 “我爱唱歌”声乐大赛一等奖。
为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展现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以真人，真事编排的宣讲剧
《北京西山那抹红》一共演出达到十二场，现场到场人数及在线观看人数总计达到一万多人，充分的带动
了群众活动。总面积 5609.42 平方米办公楼、教学楼，具有 300 人的剧场、118 米的展览大厅；有可健
身、娱乐的综合活动大厅 300 平方米；有舞蹈、钢琴、电子琴、素描、书法、英语等教学设施齐备的教室。
院内建有 6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馆房山分馆

排练室展览室

活动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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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岗南路东一巷 2 号
开放时间：1.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
     2. 周一至周五：8:00 至 12:00 13:00 至 17:00 周六日 8:30 至 16:30
联系电话：1. 010-69334661 2. 010-80343925
公交到达方式：901 路、904 路、906 路燕山影剧院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燕房线，燕山站
免费服务项目：1. 二层 微课堂教室、美术教师、民乐教室、朗诵教室
        三层 摄影教室、展厅、多功能厅、美术教师、电声乐队教室
        四层 舞蹈排练厅、合唱教室
        七层 鼓队教室
       2. 五层  少儿借阅室、少儿科普分中心、电子阅览室 六层  成人借阅室、 期刊阅览室

燕山文化馆面积 5485 平方米，馆内设有燕山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燕山文化馆办公室、
北京市燕山文化志愿者分中心、培训部、活动部、文化志愿者部六个部门对外开展业务。专业覆盖音乐、
美术、舞蹈、摄影等八大艺术门类。主要承担组织地区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的职责，以文艺创作、组织活动、
文艺培训、基层辅导、组建业余团队为主要功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有多功能厅、展览厅、录音棚、画室、
琴房、舞蹈厅、摄影室，供燕山地区各类文艺爱好者使用。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馆 /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图书馆

燕山图书馆位于燕山文化活动中心五六层，2012 年 7 月正式面向读者开放。全年 365 天开馆。实现
与首图及各个成员馆的联网服务。每年新增图书 2 万余册，报刊近 400 种。电子资源逐年增加，电子自
助借阅机和电子阅报机的使用日益增多，弥补了馆藏纸质文献的不足。少儿科普分中心成为燕山地区第一
座数字化科普教育的平台。“青苗悦读汇”亲子阅读活动增加了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营造了节日的喜庆氛围。

文化馆 

儿童阅览室

文化馆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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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坨头村村西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4:00-18:00
联系电话：89306133
公交到达方式：30 路、46 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数字影厅

石楼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坨头村，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常住人口 3 万人，与石楼镇成教学校、坨
头村文化室合并为石楼镇综合文化中心，电话 89306133，室外文化广场 3000 平方米，石楼镇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内部设有文体活动室、心理咨询室、舞蹈培训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电影放映厅、书法绘画
室、多功能厅、文化沙龙室等。服务项目、内容：做好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辅导工作，组织群众开展各
种文化业务、技能培训，为群众提供各类书刊借阅、学习讲座，开展公益电影放映等工作，积极搭建镇级
综合型的文化交流、学习、娱乐的平台，为到此参加文化活动的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水平的文化服务，
全方位满足群众日常文化活动需求。活动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周不少于 56 小时，每天上午 8:00-12:00、下
午 13:00-17:00，免费向公众开放，服务群众人口众多。交通便利，房山线 30 路文化中心（成教中心）
下车即到。工作人员 5 人：林玉顺、李玉红、邵秀玲、赵海燕、穆凤霞。文化特色主要以打造石楼一镇一
品健身腰鼓活动为主，其他各项文化（瑜伽、模特、书法、舞蹈）等培训为辅。石楼镇现有镇级文化艺术
团三支：石楼镇文化艺术团、石楼镇绿宝石文化艺术团、石楼镇轻舞飞扬文化艺术团。

石楼镇综合文化中心

图书室内 电子阅览室

外景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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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岳李路 2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上午 9:00-17:00
联系电话：80389500
公交到达方式：房 27 路、房 68 路、917 路快韩村河站
免费服务项目：读书、看报、上网、辅导培训、排练、文体活动，党员教育、知识讲座等

一、基本情况
韩村河镇位于北京西南，辖区面积 100.6 平方公里， 27 个行政村 1 个居委会，总人口 4 万余人。

1、建筑面积：3000 平方米；
2、常住人口：4 万人；
3、室外文化广场面积：8960 平方米；
4、综合文化中心 --- 功能用房：内设多功能厅、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老年活动室、辅导培训室、排练室、

书画室、棋牌室、健身室等设施房；
5、服务内容：舞蹈、瑜伽、朗诵、声乐、花棍、时装秀等培训和乒乓球、羽毛球等健身活动；
6、交通：公交涞水 917、835、 835 快、27 路、29 路、涿州 22 路到韩村河红绿灯路口站下车步

行向北 400 米即可。
7、工作人员：综合文化中心 8 人；文体中心人员 3 人；
8、文化特色：周末大舞台、正月十五花会展示、群众健身舞蹈大赛；
9、韩村河镇文艺团队：共五支团队：团队名称：韩村河镇艺术团、水兵舞队、太极扇队、街舞队、

书画队；

韩村河镇综合文化中心

外景 图书室

多功能室 综合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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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庄乡综合文化中心

佛子庄乡位于房山北部山区，下辖 18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7252 人，位于中心村佛子庄村，是佛子
庄乡人民政府利用佛子庄乡社区成人职业学校现有房屋等资源改建而成，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适宜群众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5 名，其中设主任 1 名，负责文体
中心及综合文化中心相关工作。工作人员 4 名，负责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的免费开放，全乡群
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培训等工作。佛子庄乡综合文化中心现具有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成人图书室、儿
童图书室、计算机培训室、书法室与音乐培训室、乒乓球室、更衣室、化妆间、棋牌室、亲子空间等功能
性用房。其中多功能厅具有舞蹈排练、电影播放、羽毛球练习等功能，文化活动广场面积 1000 余平方米，
设有固定的文化大舞台 70 余平方米，是群众休闲、观看演出的最佳场所。中心现已对群众全年免费开放，
每天 8 小时。可供群众进行图书阅览、网上阅览、观看电影、户外休闲、参加各种培训等。为了解决周边
群众的需求，多功能厅晚 6：30 至 8：00 实行预约制开放，供群众练习广场舞、看电影等，使群众在冬
日里既能享受到室内的温暖又能享受到推进文化建设的成果。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佛子庄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预约开放时间：18:30-20:00
联系电话：60336038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13 路、公交 948 路、房 21 路、房 22 路、房 23 路、房 20 － 25 路、佛子庄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电影播放、羽毛球练习、乒乓球练习、亲子活动、观看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排练、
健身操锻炼、报刊阅览、图书阅览、网络浏览、展览等

外景 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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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房山区大石窝镇派出所北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00 周六、周日 9:00-16:00
联系电话：61323566
公交到达方式：917 路快车、917 路张坊区间、房 31 路、房 41 路
免费服务项目：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棋牌室、书法室、儿童游乐室、活动室、体育馆、多功能室

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从建设到装修再到投入使用，上级领导多次莅临我镇听取汇报，并实地检查、
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正是因为各位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才有今天的好局面。

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镇政府东北侧，初建于 2016 年，2017 年 3 月建筑主体完成，4 月底正
式投入使用并对外开放。该项目共计总投资 1200 万元，其中，体育馆和文化中心建筑（包括院内所有附
属设施）投资 800 万元，文化中心室内装修和家具投资 200 万，修路及道路两旁附属设施投资 200 万元。

综合文化中心总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功能用房有健身房、舞蹈室、电子阅览室、儿童活动室、图
书室、书画室、棋牌室等文化活动场所。现已经面向全镇按时开放。

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投入使用后积极开展了各项文化体育活动，每周面向全镇在舞蹈房内开展瑜伽
培训课，并和陈氏太极拳小架大师合作建立建成大石窝镇太极拳推广中心，为全镇 24 个村群众每周在体
育场馆进行太极拳推广课程培训。文体中心还与大石窝镇翰卿书画院合作在书画室开展书画培训以及各类
书画活动。各项文化活动和培训课程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全镇人民的文化体育生活。

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在今后的发展中，将继续加大鼓励、推进全民参与文化体育活动，继续积极开
展各项赛事活动和培训课，将综合文化中心利用到实处，让人民群众身心受益，促进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体
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大石窝镇综合文化中心

多功能活动厅图书室

排练室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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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于 2006 年 9 月 14 日正式成立。办事处驻良乡中路 39 号，

拱辰综合文化中心建于 2000 年，位于良乡文化路 21 号院，距北京市区约 20 千米。辖区总面积 24.7 平
方千米，常住人口 14.9 万人，下辖 26 个社区居委会，20 个行政村。

二、文化广场设置
拱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所辖办公大楼，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使用面积 3000 平方米；文化广场设

于文体中心大院内，1200 平方米。

三、无障碍设施设置
拱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使用面积 3000 平方米；设有单独出入口，健身大院

1200 平方米设有无障碍坡道，室内活动室设于办公楼 4 楼、5 楼，因办公楼属于老旧建筑，尚无无障碍设施。

四、图书室设置
因地理位置及场地限制，2017 年 1 月，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新建图书室 1 处，面积 100 平方米，图

书 23000 册，辖区基层单位分别设有图书室，街道与基层图书室进行资源整合，图书藏量 126000 册，
通过与辖区学校共建，图书量达到 18 万册，可满足辖区群众借阅。

拱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文化路 21 号院
开放时间：夏季 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 6:30
     冬季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 5:30
联系电话：69351234
公交到达方式：房 27 路、环 1 路内环良乡大角东；646 路、896 路、934 路、951 路、956 路、971 路、993
路、房 39 路良乡东关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房山线良乡南关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室、健身室、舞蹈室、多功能厅、会议室、化妆间、服装室

外景 排练室

演出服装室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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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周口店镇政府西 200 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7:30-11:00 下午 14:30-19:00
     周六日：上午 8:00-11:30 下午 12:00-16:30
联系电话：69301427
公交到达方式：房 38 路、房 37 路、房 41 路、907 路、917 路、836 路－周口店路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舞蹈教室、多功能室、健身房、儿童活动区、棋牌室

周口店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周口店镇政府西侧 200 米处，面积 3000 平方米，户外广场面积 3000 平
方米。内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健身室、舞蹈排练室、棋牌室、儿童专区七大功能区。各种
设施齐全，图书室面积 300 平方米，各类图书共计 15000 册，阅览桌椅 30 坐席，书柜 30 个。电子阅
览室电脑 11 台，还配有读书机以及阅报机两台，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区群众的阅读要求。多功能厅坐席 60
个，用于日常培训、知识讲座、文化宣传等活动。如今年我们举办的葫芦丝培训、合唱培训、电影放映等
活动都备受好评。一层健身房面积 1000 平方米，全部为塑胶场地，乒乓球场地 4 块，乒乓球台 6 张极大
地满足了我镇乒乓球爱好者的需求，引来很多邻乡镇的乒乓球高手来此参加活动，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元，
羽毛球场地 3 块，羽毛球网架 3 个，让我镇羽毛球爱好者有的放矢，促使我镇羽毛球爱好者倍增。篮球架
2 个让爱好篮球的人休闲之时打打篮球，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一层舞蹈排练室 300 平方米，主要用于培
训水兵舞、交谊舞、瑜伽、健身操等各种舞蹈。儿童专区是专供儿童娱乐的场所，大人带着孩子也可以其
乐融融。老年专区设有棋牌桌 3 张，台球案一台，专供老年人活动，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周口店镇综合文化中心

外景 图书室

多功能活动厅 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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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街道“风之尚”社区活动中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四巷一号。建成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为地区居民提供一个集学习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活动中心。

本活动中心分为 B、C 两区域，功能区域划分齐全，打造 5 个活动基地，即人才培养基地，百姓学习
基地，安全教育基地，作品创作基地和活动展演基地。其中，设有综合服务办事大厅、市民学校、人口计
生学校、传统文化室、特色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综合排练厅、健身房、演出活动剧场等。

街道有文艺团队 39 支，共有人数 1066 人。团队所有人员热爱舞蹈工作，有敬业精神，积极参加各街道、
社区的每一次活动。

特色文化活动有剪纸编织室、书画室、香道室、茶道室、陶艺根雕室、棋牌室、风筝博物馆、特色图书馆。

燕山迎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街道迎风四巷一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81342919
公交到达方式：906 路、831 路、837 路、901 路、37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燕房线北庄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排练厅、图书室、剪纸编织室、书画室、香道室、茶道室、根雕陶艺室、棋牌室、、风筝
博物馆、特色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排练室、健身活动室、小剧场

书画室 古筝室

外景 排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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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豆各庄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冬季 8:30-17:00  夏季 8:30-17:30
联系电话：80377834
公交到达方式：43 路、49 路豆各庄路口站，36 路豆各庄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室、健身室、厨艺室、摄影室、书画室、
培训室

龙湖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青龙湖镇豆各庄村南（原青龙湖镇中心幼儿园），2018 年 4 月进行装修改
造完成投入使用。青龙湖镇综合文化中心面向全镇开展的服务项目有：健身操舞、民族舞、瑜伽、声乐、
书法、羽毛球培训等培训课程。

青龙湖镇文化特色：上万村小车会为房山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青龙湖镇镇级文艺团队 8 支：
沙窝村金时代艺术团、焦各庄村金秋艺术团、焦各庄村圆梦艺术团、上万村红歌会、水泥厂艺术团、化工
厂艺术团、北京韵青苑艺术团、梦幻龙乡艺术团。

青龙湖镇综合文化中心

外景 多功能厅

排练室 图书室

书画室 图书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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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街道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位于东风北里社区 1 巷，紧邻白水寺森林公园，周围环山群绕，依山伴水，
风景宜人，距离燕山东北环线西 1.5 公里处，交通四通八达。该馆室建筑面积 1097 平方米，现与东风街
道温馨家园共享，2016 年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修缮，建成后，共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其中多功
能厅面积 558 平方米，包括乒乓球台 1 张、舞蹈镜 6 块、舞台 1 个、音响室 1 个、投影仪 2 个、伸缩椅等，
主要用于日常培训、知识讲座、各种文艺节目排练，以及用于大型会议及演出使用等，可容纳观众 200 余人；
中间活动室面积共 258.3 平方米，主要用于残障人士活动，配套桌椅 15 余张、卡拉 OK、跑步机等设施齐备，
功能区一个，面积 280.7 平方米，里面分为图书室一个，藏书 5000 本、康复室一个、办公室一个、残障
人士日间照料室 3 个、辅助用品用具室一间、浴室两个、还有储藏间和厕所等功能区完备。同时文化体育
服务中心东侧配有专门的户外活动场地，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长廊、笼式足球场及休闲小公园，
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服务人口每日可达百余人。辐射范围涵盖东风地区 9 个社区，步行 10 分钟
到达东风站，交通便利，能够满足辖区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

东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房山区燕山东风北里 7 号楼对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 下午：13:00-17:00
     周六、日：全天：8:30-16:30
联系电话：69348850
公交到达方式：831 路、906 路、901 路燕化东风街站
地铁到达方式：燕房线在燕化体育中心站下车，再坐 901 路、906 路、831 路燕化东风街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排练厅、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儿童活动区图书室

外景 多功能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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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紫园路 1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9318482
公交到达方式：833 路、836 路、839 路、901 路、917 路、907 路、环 2 路、房山线 12 路、13 路、15 路、
31 路、37 路、41 路、42 路、46 路到阎村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房山线南梨园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室、乐器教室、舞蹈排练室

阎村镇综合文化 中心位于阎村政府西南侧。2003 年建成，占地 85 亩，建筑总面积约 2275 平方米，
累计投资约 6000 余万元，已具备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农技推广、卫生计生、便民服务、体
育健身等功能，符合标准化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整体要求。活动中心采用公园式设计，绿化面积达 30% 以上，
是首都园林绿化单位。园内西北部有群众文化活动大舞台一座，可同时容纳万人观看演出。徽派建筑风格
的龙乡书画苑位于东南部，是集学习交流、展示展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书画苑。舞墨轩画廊是阎村书法美术
协会与各界书画爱好者创作交流的基地。中心舞池是群众自娱自乐开展文艺活动的重要场所。2016 年，
为创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通过腾、挪、改造等方式，新建阎村电子阅览室、舞蹈排练室及服装道
具室等功能性用房 400 余平方米。

阎村镇综合文化中心

外景 图书室

书画室 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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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云岭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霞云岭村成人教育中心院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0367351
公交到达方式：房 20 路、房 24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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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云岭乡地处房山区西部山区，大石河上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处百草畔五指峰海拔 2161 米。
距北京城区 89 千米，著名的 108 国道贯穿全乡 44 千米，与河北省接壤，平均海拔在 1000 米以上，交
通便利。乡域总面积 218 平方米， 15 个行政村，96 个自然片，10963 人。林木覆盖率高达 73 % 以上，
是首都西南绿色天然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霞云岭乡于 2016 年启动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工作，此项目为资源整合项目，利用霞云岭社区成人职业
学校资源，对一层、三层、院内一排平房进行了装修改造，改造后室内面积是 1272.57 平方米。功能用
房设置为：多功能厅、排练室、电子阅览室、图书室、舞蹈室、办公室、展览室、健身室、设备室等。文
化活动中心广场面积 3000 平方米，配备演出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

棋牌室排练室

活动广场

图书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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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西大街 2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1:30 13:00-17:30
联系电话：69322039
公交到达方式：F80 路、F11 路洪福家园，901 路、83 路、房 38 路、42 路、15 路、907 路、836 路仓房小区
站下车南行十字路口向西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气功、瑜伽、合唱戏曲等多种排练及培训、多功能室、运动健身、棋牌茶艺、书法绘画培
训、非遗展览、图书阅览外借、报刊阅览

城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城关街道西大街 23 号，紧邻原房山区文图两馆，处于城关街道核心位置，
建筑面积 4400 平方米，原为区检察院，在原有建筑物的基础上进行装修改造，与城关街道工委党校、妇
女之家、成人职业学校合并为城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设有多功能厅、书画培训室、合唱排练厅、舞
蹈排练厅、健身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等多处活动场所；拥有多媒体、便携式广场机、电影放映设备等
多种现代化设备；图书室位于城关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中心一层，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内部设有借书部、
存包处、电子阅览室、儿童图书室等多处阅览场所；图书室共有经济、法律、科普、文学、综合类图书等
22 种类，藏书册数 13000 册，杂志种类 25 种、报刊种类 7 种，阅览桌椅 30 套，书架 35 个，13 台电脑，
可宽带上网，电子借阅系统完备。图书室每天开放 8 小时，每周开放 56 小时，二层健身室，设有健身器
材 5 种，六层培训室用于日常培训、知识讲座、文化宣传等活动。六层多功能厅 200 平方米，包括台球
架 1 个、乒乓球台 2 个，数字影院设备，六层排练室 200 平方米，主要用于各种舞蹈，以及用于大型节
目排练等。在文化中心门口处设置无障碍设施坡道和扶手，综合文化中心共有 8 名工作人员提供优质的服
务，街道共有 6 支文艺团队，分别是城关街道腰鼓队、城关街道太极气功队、城关街道舞蹈队、城关街道
秧歌队、城关街道鸿雁健身舞队、城关街道洪寺龙乡鼓乐队。拥有鼓乐大鼓、周末百姓大舞台、沙水流觞
党建大舞台等文化品牌，同时综合文化中心东侧配置 3000 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设置一座室外固定舞台，
一处室外固定灯光，设置 4 个篮球架、20 个乒乓球台、20 件户外健身设施，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
服务人口每日可达 200 人。辐射范围涵盖城关街道 8 个村及 13 个社区，能覆盖城关街道周边近 6 万百姓，
紧邻街中心仓房小区公交站，交通便利，能够满足城关街道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和健身需求。

城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图书室外景

电子阅览室 综合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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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良乡镇常住人口 24193 人，综合文化中心位于良乡镇江村，选址依据是依托已有江村梆子活
动中心的房屋，满足镇内 16 个行政村 15 分钟服务半径要求，辐射范围为全镇 16 个行政村，服务人口
24193 人，该中心全天开放，现有工作人员 6 名，其中专职人员 2 名，联系电话：60331600。

文化中心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室外健身广场 600 平方米。建有 90 平方米的固定舞台，并配有多
功能厅、排练室、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辅导培训室、电影厅、展览室和健身室，是集图书借阅、电
子阅览、文艺演出、业务培训、排练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场馆，是组织镇内党员群众开展镇文化活
动的场所，是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河北梆子培训与演出、成人教育培训的综合性平台。根据群众需求，
我镇利用综合文化中心的多功能厅、排练室、培训室和健身室等场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举办各类展览、讲座，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指导基层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
开展文化服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以及文物保护宣传的工作。

我镇现有镇级团队 5 支，分别是：良乡镇艺术团、良乡镇张谢高跷会、良乡镇江村梆子剧团、良乡镇
富庄艺术团、良乡镇侯庄群声艺术团。村级团队 17 支，分别是：小营小车会、富庄秧歌队、鲁村秧歌队、
黑古台秧歌队、小营广场舞队、侯庄广场舞队、刘丈秧歌队、官道舞蹈队、江村秧歌队、下禅坊舞蹈队、
张谢秧歌队、后石羊秧歌队、西石羊快乐健身舞蹈队、东石羊舞蹈队、南刘庄秧歌队、南庄子秧歌队、邢
家坞秧歌队。

良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江村村委会院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0331600
公交到达方式：房山线 33 路、43 路、49 路公交车，江村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房山线，良乡大学城西站
免费服务项目：戏曲及舞蹈排练、培训、多功能厅，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培训室图书室

外景 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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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窖乡文化活动中心建于2006年，地址位于南窖乡南窖村，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常住人口0.3万人，
室外文化活动广场面积 1200 平方米。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上午 9:00-17:00，乘坐房 23 路可到达。活
动中心建有棋牌室、技能培训室、乒乓球室、文体娱乐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综合活动室、计算机房、
办公室、排练室等各类功能活动室。其中图书室面积 108 平方米，共有哲学、宗教、经济、人文、科普、
文学艺术、综合类图书等 22 类，藏书量 14000 册（含电子书 3500 册），内设有阅览坐席 41 个，计算
机 11 台，可同时上网。基本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借阅需求。图书室配有 3 名图书管理员，图书室免费向公
众开放，每天开放 8 小时，每周可免费开放时间不少于 56 小时。

现有乡级特色团队 4 支，为中幡队、狮子会、银音会、秧歌队。 

南窖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口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0375413
公交到达方式：23 路水峪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

外景 排练室

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

培训室 多功能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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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潞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苏庄翠柳大街，面积 2064.91 平方米，内部设有图书室、书画室、电子
阅览室等 10 余个功能室，免费向公众提供上网，看电影、文化培训等多类的公共文化服务，是西潞街道
向公众提供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的前沿阵地。

西潞街道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街道级文艺团队 10 余支，村社区级文化队伍近百支，
年均举办文化活动百余次，其中民间艺术展演、曲艺大赛已是西潞街道的特色品牌活动。

西潞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苏庄翠柳大街（北京工商大学附小南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2:00 13:00-18:00
联系电话：60342431 / 60342132
公交到达方式：房 14 路、833 路、831 路、917 路、907 路、房 13 路、房 15 路、房 28 路、房 2 路、房 31 路、
房 35 路、房 36 路区间、房 36 路、房 37 路、房 37 路支线、房 41 路、房 42 路、房 46 路、房 50 路、897 路、
971 路、993 路、房 49 路到苏庄大街或长虹西路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房山线至苏庄站
免费服务项目：读书看报、免费上网、文艺辅导培训、演出排练、健身、展览展示、盲人听书、看电影等

外景 图书室

排练室 电子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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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坊镇文化馆是镇人民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本地区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和为群众提
供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场所，由镇文体中心主管。规划馆始建于 2016 年，建筑面积 3450 平方米。文化
馆份文化广场和文化用房两部分。文化广场包括音乐喷泉广场、两个塑胶篮球场、居家工厂健身器材等。
文化用房包括一层包括舞蹈排练厅、乒乓球室、健身房；二层包括张坊镇总体规划馆、文化、文物展厅等；
三层包括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培训教室等。

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和公共文化设施，承担着本区社会宣传教育、公益文化服
务、文化艺术普及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社会职能。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讲座
等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开展送文化到基层和社会教育培训等公益性文化服务工作；辅导、培训基层文化
队伍和文艺骨于；组织、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与推广；组织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相关工作；开展群众文化数字资源建设和文化信息服务；指导本区文化站及老年文化、少儿文化工作；
组织文化志愿者并进行文化志愿服务；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

张坊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张坊村府前街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2:00 12:30-17:3
联系电话：010-61333768
公交到达方式：917 路张坊镇政府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外景 多功能室

电子阅览室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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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洼乡综合文化中心位于蒲洼乡蒲洼村，始建于 2006 年，室内活动面积 1200 平方米，室外广场面
积 3000 平方米。设立有多功能厅、健身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舞蹈排练室及宣教室等。其中图书室
面积为 100 平方米，共有经济、法律、科普、文学、综合类图书等 22 类，总藏书量 11000 多册，内设
有阅览坐席 30 套，书架 20 个，计算机 11 台，可同时上网。配备专兼职图书管理员 2 人，图书室免费向
公众开放，每天开放 8 小时，上午 8:00- 12:00，下午 14:00- 18:00，周开放不少于 56 小时。一卡通现
已开通，电子借阅系统也以完备。综合活动中心为全乡群众服务。

蒲洼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蒲洼村村委会院外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4:00-18:00
联系电话：61371621
公交到达方式：19 路公交车蒲洼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电子阅览室、舞蹈排练、多功能室、乐器排练、图书阅览、图书外借、报刊阅览、棋牌室、乒乓球、
羽毛球

外景

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

排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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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新楼 2071 平方米）正在施工建设中。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保障公共文
化服务，向阳街道采取共建共享的方式提供场地设施保障。向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临时地址）位于北京
市房山区北庄路 6 号（原大修厂院内），现有的功能用房包括舞蹈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健身房、培
训教室，总面积 804 平方米，全部覆盖免费 wifi。另有户外活动广场、田径场、足球场等户外活动场地，
符合所辖 7 个社区居民 15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要求。

团队：舞蹈、朗诵、合唱、时装共 5 支队伍。

特色活动：“向阳花开”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 3 年。

向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北庄路 x6 号 301 室
开放时间：每日 8:00-17:00
联系电话：81343206
公交到达方式：906 路富燕新村东门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燕房线燕山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外景 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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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山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大安山村大安山乡人民政府西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
联系电话：61303138
公交到达方式：948 路、房 22 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室、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书画室、健身室、活动室、培训室

大安山乡综合文化中心建在人口比较聚集、地理位置开阔的大安山村，全乡常住人口 8220 人与大安
山村、乡成教学校资源整合，乡综合文化中心面积为 2100 平方米，内设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
健身室、排练室、展览室、培训室、化妆室等配套设施，各项规章制度均已上墙，设施面积达标，功能用
房齐全，综合文化中心外有一个 4000 平方米的广场，并建有 84 平方米的大舞台和健身器材齐全的健身角，
便于辖区内百姓开展文化活动和体育锻炼。综合文化中心工作人员 3 名，乡镇级文艺团队 3 支，分别是大
安山映山红艺术团、大安山山梆子剧团、大安山矿艺术团。

电子阅览室

排练室培训室

多功能室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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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店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窦店村老年活动中心（整合） / 窦店镇成人学校（整合）/ 窦店镇成人学校东校区（整合）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9:00- 晚 5:00
联系电话：69391954
公交到达方式：993 路、房 28 路、房 39 路、835 路快、房 27 路、993 路、房 28 路 、835 路快、F68 路、
房 27 路、房 35 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健身房、篮球场、羽毛球、乒乓球

窦店镇域面积 64.58 平方公里，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西邻大石河，东邻小清河，南北跨度最大 7.7
公里，东西跨度约 14 公里。全镇户籍人口 4.6 万，常住人口 10 万。窦店从东到西规划为三个区域，东
部小清河流域的东六村建成生态休闲养生区；良常路至京港澳高速公路的中部区域将以北京高端制造业基
地为重点，建成高端产业发展区；京港澳高速公路以西至大石河东岸，建成中心城镇发展区。

目前，我镇已建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有三处，一是窦店村老年活动中心。位于窦店村民委员会路
西 500 米，内设九个功能区，有棋牌室、康复室、技能培训室、文体娱乐室、图书室、计算机房等各类
活动室 15 间，拥有 1 万 5 千册书籍和各类报刊，服务功能齐全，常年免费对外开放。二是窦店镇社区成
人职业学校。具有多功能厅、计算机教室、图书室等 7 个培训专用教室，均配备了电教设备，重点开展各
类新型农民培训、文艺演出的功能。三是大高舍村成人职业学校东校区。位于我镇大高舍村，是集电影放映、
会议、培训以及各类健身运动为一体的的综合活动中心，每天 8:00 至 19:00 面向镇内居民免费开放。

于庄村（窦店镇综合文化中心分中心）外景

窦店镇综合文化中心分中心 窦店镇综合文化中心（与大高舍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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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河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琉璃河镇政府西侧 200 米，常住人口 6 万余人。镇综合文化中心建筑
面积：4139 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面积 2039 平方米，2016 年建成，现有工作人员 9 人。

文化特色：打开历史的画卷就会发现，公元前 1045 年，琉璃河曾是燕国的都城所在，而西周燕都
是北京城的发源地，因此，琉璃河便被称为了“北京之源”。“北京之源”不单单是建都之源，建城之源，
更是历史之源，文化之源！为更好的将琉璃河镇文化特色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彰显北京之源琉璃河的文
化底蕴；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进一步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琉璃河
镇的百人鼓曲联唱突出北京之源的特色，努力弘扬房山琉璃河人的精神风貌。既秉承传统艺术，又展现
当今生活；既经典高雅，又让百姓乐于参与。在动心、动脑、动嘴、动腿的身心愉悦中，感受和弘扬了
民族文化。

镇级团队数量：8 支团队：水泥厂舞蹈队、百人鼓曲艺术团、西吕评剧团、刘李店腰鼓队、水泥厂评剧团、
路村双鑫剧团、常舍国粹艺术团、北京宏韵金声艺术团。

琉璃河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琉璃河镇洄城村中区 76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0307511
公交到达方式：835 路－琉璃河镇政府、房 27 路－琉璃河镇政府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综合训练馆、健身房

外景 儿童活动室

图书室 多功能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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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长沟大街、长沟镇人民政府向南 500 米路西侧，2017 年底建成并投入
使用。综合文化中心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综合文化中心共三层，一层文化设施有：党建文化展厅、
排练室、书画展室、多功能厅；二层文化设施有：镇总体规划模型展厅、文化展厅、文物展厅；三层文化
设施有：图书室、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等。服务项目有业务培训、文体活动、书画展览、图书借阅、
演出排练等。长沟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现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5 名，所有项目免费向公众开放，每天免费
开放 8.5 小时，上午 8:30- 11:30，下午 12:00- 17:30，联系电话：61365954。长沟镇现有镇级文艺团
队 3 支，分别是长沟镇释芳艺术团，长沟镇西厢书画院及长沟镇欢庆锣鼓队。

长沟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长沟大街 27 号
开放时间：8:30-11:30 12:00-17:30
联系电话：61365954
公交到达方式：房 18 路、31 路、41 路、涞水 917 路、张坊 917 路－长沟镇镇政府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借阅、多功能厅、书画展厅、培训室

外景 多功能室

电子阅览室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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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营乡文化活动中心于 2014 年建成，位于史家营乡北涧。室内面积 1200 多平方米，室外面积
800 平方米，全乡常住人口 3500 多人。文化中心有工作人员 2 人，设有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文化
活动广场、排练室、健身室、及多功能室。图书阅览室用于村民免费阅览书籍；文体活动中心主要用于文
艺活动表演、召开会议、室内运动项目；文化活动广场用于村民体育锻炼；排练室主要用于文体活动教学
和排练；宣教室主要用于宣传文化相关政策、专家培训、电影放映及专业课程教学。

史家营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史家营村北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0398694
公交到达方式：21 路北涧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电子阅览室、棋牌室、健身室、文化活动室

外景 会议室

电子阅览室 多功能室

大多功能厅（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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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河北镇河南村，占地面积 2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建有图书室、
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排练厅、棋牌室、书画室、健身房、台球室、音乐室等功能用房；日常开展
舞蹈培训、健身气功、健身瑜伽、书法绘画、手工制作、合唱等多种培训以及看书、读报、棋牌、唱歌等
多种活动，基本满足周边河北、河南、辛庄、李各庄等村群众的文化需求。

河北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河北镇河南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60370102
公交到达方式：833 路、房 13 路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台球室、多功能厅、棋牌室、舞蹈教室、电子阅览室、书画室、手工艺室、健身室

多功能室书画室

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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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新镇原新街文化活动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1:00 14:00-17:00   18:00-22:00 
联系电话：69357617
公交到达方式：951 路、833 路、13 路新镇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声乐、多功能室

新镇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房山区新镇原新街社区，面积达 6000 平方米，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于 2010 年投资建设 , 是一所多功能、综合娱乐场所。设有多功能厅、老年大学教室、舞蹈教室、合唱教室。
自 2010 年 7 月投入运营以来，长期有舞蹈队、模特队、合唱队、柔力球队、手编工艺等多支团队在此排
练。并承接原子能院、新镇街道及周边地区的大型演出和体育比赛，每年大型活动达 20 场左右。是新镇
辖区广大居民、文体团队提供文化娱乐、健身的理想场所。

新镇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多功能室 活动大厅

外景

排练室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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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星城小区三里工商银行南侧，紧邻星城中学西侧，属于星城地区中心地带，
交通出行 便利。该场馆为综合性活动场馆，主要用于文艺演出、培训讲座、电影放映、文体排练等，可容
纳观众 150 余人。此外，星城街道与星城一里活动站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在一里活动站建成“星城街
道综合文化中心分中心”，该分中心包括：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书画室、舞蹈排练室等文体活动
场地；还新建成星城图书馆以及电子阅览室，配有电脑 11 台，阅览座位席 30 位，藏书 10000 多册，分
为儿童和成人两个阅览区域，可以满足居民借阅需求并实现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星城街道在星城东
北角建设了专门的户外场地，包括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门球场和乒乓球场地功能区完备，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辐射范围覆盖星城 7 个社区，能够满足辖区及周边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

目前，星城地区现有文体团队 24 支，在群众文化、广场活动、社会阅读、文艺创作、文化服务等方面，
着力打造“智汇星城”文化品牌，以赛事为平台，以节庆为载体，以资源为依托，以地区和传统为特点，
构建亮点，形成了“一居一品”的具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共同为打造更高品质的“平安、宜居、乐活”
新星城增光添彩。

星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星城小区健德三里工商银行南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0342845
公交到达方式：836 路、839 路、901 路、901 路快车、901 直达快车、907 路、917 路、917 路区间、952 路、
房 12 路、房 15 路、房 18 路、房 28 路、房 31 路、房 38 路、房 41 路、房 42 路、房 42 路晚班车、房 47 路、
黄向专线、快速直达专线 86 路 在大董村站下车；904 路、831 路 在 燕化星城三里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燕房线燕化星城站 B2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参加文艺辅导培训、演出排练、文艺创作、市民学校、接受党员教育、知识讲座、展览展示、各
类文化活动、文艺演出等。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星城小区健德一里甲 1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 周六、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1334815
公交到达方式：836 路、839 路、901 路、901 路快车、901 直达快车、907 路、917 路、917 路区间、952 路、
房 12 路、房 15 路、房 18 路、房 28 路、房 31 路、房 38 路、房 41 路、房 42 路、房 42 路晚班车、房 47 路、
黄向专线、快速直达专线 86 路 在大董村站下车；904 路、832 路 在 燕化星城一里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燕房线燕化星城站 B2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听广播、看电影、上网、看政府信息公开、电子阅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外景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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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京良路和长于北大街交叉口，是一个集娱乐、学习、运动等于一体的休闲场所。
中心紧邻首创·奥特莱斯商圈，被芭蕾雨·悦都苑、中铁·国际花园、领峰四季园等小区环绕，人口密集。
毗邻地铁篱笆房站、公交站篱笆房站，交通便利。

长阳镇综合文化中心内设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乒乓球室、培训室、多功能厅、健身房、音乐室、
数字放映室等，工作人员数十人，每天早九点至晚五点，常年无休。其中，图书室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
米，藏书 15048 册，坐席数量 40 套，内设有成人阅览区、儿童阅览区、残疾人阅览区、教室活动区等。
培训室和多功能厅，面积约 300 平方米，每年 4 月到 11 月举办公益文化和体育培训，全年举办 200 余场。
乒乓球室 100 平方米，乒乓球台 4 个。数字电影放映室 150 平方米，每月不定期播放电影 5- 6 场。

长阳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首创奥特莱斯东北角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010-80361338
公交到达方式：907 路、993 路、646 路、房 42 路、环 2 路等－篱笆房站
地铁到达方式：房山线－地铁篱笆房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外景 多功能活动室、排练室

图书阅览区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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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渡镇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文艺创作提供良好活动场所，满足群众对文化活动的更高需求，提
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品质，更好的宣传十渡，打造十渡的文化品牌，促进十渡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使游
客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彻底改善十渡晚间文化活动的空白，丰富文化体验内容，
按照乡镇文化体育活动设施达标建设相关要求，建设十渡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十渡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建设主体为十渡镇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十

渡村，地块紧邻张宝公路，北侧为居住用地，西、南侧为马鞍沟，东侧为十渡派出所及水务中心用地。该
项目用地为文体设施用地，十渡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是集文化活动、体育健身等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中
心，建设内容为：多功能厅、排练厅、文化展厅、数字影院、健身房、电子阅览室、咨询服务接待中心等
功能用房，并设置健身广场、观景平台，同步实施地面硬化及绿化工程等。项目占地约为 306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4419.61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3054.72 平方米，地下面积 1364.89 平方米）。建筑高
度为 15.7 米，项目总投资约为 4190 万。

二、项目进展情况
十渡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取得了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十渡镇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项目核准的批复（京房山发改（核）【2017】114 号），按照要求对施工、监理、设计单位进
行了公开招投标工作，施工中标单位为北京市昌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中标单位为北京集东建设工程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设计中标单位为北京东方畅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10 开工，截止到目前为止项目主体建筑已完工，外立面工程已完工，完成了
室外雨水管线铺装和场地平整。消防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 95%，室内装修
已完成全部工程量 30%。

十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十渡镇人民政府
开放时间：中心正在建设中
联系电话：61340276
公交到达方式：917 路 十渡站

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