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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文化馆建于 2006 年，占地面积 6242.65 平方米。

主要服务项目 : 组织开展全区群众文化活动和文艺培训、辅导；文艺创作与创作方向引领；指导镇街
文化馆分馆业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及传承；文化志愿者组织管理；公共文化理论研究；为群众
文化艺术活动提供场地、设施等。

文艺团队：舞蹈团、评剧团、合唱团、少儿艺术团、老年空竹团共计五支团队。

打造的特色文化活动：“美丽大兴我的家”系列文化活动、“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北京市大兴区文化馆

地址：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9294359
公交到达方式：840 路、947 路、X105 路、兴 13 路、兴 14 路、兴 20 路、兴 22 路、兴 28 路、兴 37 路、兴 45 路、
兴 46 路、兴 52 路、兴 54 路、兴 57 路、兴 59 路大兴影剧院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黄村西大街 B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地下一层 舞蹈排练厅 小剧场
       一层  非遗展厅 艺术展厅 书法、国画教室 西画教室
       二层  排练厅 综合排练教室 1、综合排练教室 2、综合排练教室 3、综合排练教室
       三层  多媒体教室
       四层  排练厅

文化馆外观 艺术展厅

小剧场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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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图书馆建成于 1958 年，是大兴区的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是文化部评定的一级图书馆，是大兴
区文献信息收藏和服务中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北京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基地。馆内
设有办证处、多媒体信息服务中心、流通服务中心、阅览服务中心、少儿阅读服务中心等 5 个对外服务窗
口，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文献信息服务。

大兴区图书馆馆藏图书 100 余万册；视听文献、微缩制品超过 2 万件；拥有专题数据库 13 个，馆藏
数字资源本地存储量超过 30TB。

北京市大兴区图书馆

地址：大兴区黄村西大街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8:30，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假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9290350
公交到达方式：848 路、844 路、840 路、947 路、x105 路、兴 13 路、兴 14 路、兴 20 路、兴 22 路、兴 28
路、兴 37 路、兴 45 路、兴 46 路、兴 52 路、兴 54 路、兴 57 路、兴 59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黄村西大街站 C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办证处 多媒体信息服务中心
       二层 流通服务中心
       三层 阅览服务中心 自习室
       四层 少儿阅读服务中心 科普活动园
       地下一层 报告厅

大兴区图书馆全貌 少儿阅读服务中心

多媒体信息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278

天宫院街道根据辖区居民集中分布在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和海子角地区的特点，分别在融汇社区设
置街道综合综合文化中心，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在海子角宇丰苑小区设置海子角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两个综合文化中心设有多功能厅、培训室、图书及电子阅览室、舞蹈室、书画室、
党员活动室、视听室和健身房等。

共组建群芳艺术团、融汇艺术团、墨缘书画社、东方艺术团、兴宇之星艺术团、舞之缘舞蹈队 6 支街
道级业余文化队伍，培育业余艺术人才 400 余人。

自 2012 年起，天宫院街道以四季为主题，打造“春晓”“夏爽”“秋韵”“冬魅”社区文化节系列
活动品牌，坚持“街道引导、社区搭台、居民唱戏”的模式，推进“文化惠民”再上新台阶，已开展各项
文化活动 400 余场，惠及 4 万余人次。

天宫院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天宫院街道海子角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天宫院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华佗路 1 号院 10 号楼地下一层综合文化活动室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30-17:30 晚上 19:00-20:00
联系电话：61258357
公交到达方式：456 路、827 路、842 路、兴 15 路、兴 16 路、兴 21 路、兴 27 路、兴 28 路、兴 30 路、兴 44 路、
兴 46 路、兴 48 路、兴 54 路、兴 55 路、兴 61 路、兴 64 路、兴 65 路、兴 66 路、兴 68 路，（天宫院小区）
公交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四号线天宫院站东北口，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培训室、排练室、书画室、图书室、视听室、健身房

天宫院街道海子角地区综合文化中心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海子角宇丰苑底商
开放时间：夏季 上午：08:30-11:30 下午：13:30-17:30 晚上：19:00-20:00
     冬季 上午：08:30-11:30 下午：13:30-18:30
联系电话：61245466
公交到达方式：兴 14 路－大兴桥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阅览、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等各类活动。

天宫院街道综合文化中心（融汇社区）多功能厅外观

海子角地区综合文化中心培训室 海子角地区综合文化中心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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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魏善庄镇投资 2000 万元建造宣传文体中心，位于魏善庄镇政府院内，交通便利，属于人员
相对密集场所。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由图书室、多功能厅、培训室组成。投入使用 5 年来，从分发挥
文化阵地传播、教育、宣传、科普、文娱、演出等平台作用，真正实现文化惠民。

2016 年，为了更好的服务镇域文化事业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园区示范带动作用，特设立魏善庄镇宣
传文体中心桃花园分中心，分中心职责包括组织公益性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文艺团队（骨干）培训、
开展文艺爱好者（协会）联络、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开展文化调查研究等。镇级文艺团队有健身舞蹈队、
合唱队、戏曲艺术团、太极队、太极扇队 5 只镇级文艺团队。 

2018年，因国家线性工程占地拆迁，原桃花园分中心被拆迁，魏善庄镇结合自身文化园区优势，采取“多
点分布”措施，创新镇级综合文化中心管理模式，将图书馆、展览展示、培训等功能转移到区级南海子文
化基地——泓文博雅艺术馆。通过镇企对接的方式为全镇群众提供更为优越的文化场所。该艺术馆地处镇
域北部城镇化建设核心区域，毗邻魏善庄镇“北四村”一级开发回迁项目及羊坊村三村融合发展项目，未
来将承载全镇回迁居民文化服务功能。 

魏善庄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大兴区魏善庄镇羊坊村 20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公交到达方式：兴 35 路－羊坊村公交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多功能厅镇级图书馆泓文博雅

泓文博雅分馆西侧全景 泓文博雅展览室（丝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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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宣传文体中心占地面积 36425 平方米，其中场馆面积 6539 平方米，设置有多
功能厅、舞蹈排练室、综合活动室、声乐活动室、图书馆等功能教室，室外面积 30000 余平方米，部分
包括笼式足球场、笼式篮球场、文化广场、健身广场和健身公园等设施，目前拥有广场舞、合唱、京剧、
评剧、老年模特等队伍 10 余支，每年组织文化体育活动不低于 100 场，到馆活动居民超过 50000 人次。

亦庄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贵园北路 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6:00-18:00
联系电话：67898721
公交到达方式：运通 115 路、927 路、846 路、兴 71 路、兴 15 路、兴 16 路，富源里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借阅、报刊阅览、电子阅览、体育活动、电影放映、声乐排练

文体中心室外笼式足球场、篮球场俯瞰图主馆多功能厅

分馆图书室文体中心正面

电子阅览室分馆舞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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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村委会，建成于 2002 年，主
要服务项目：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指导村级文艺团队编创节目、开展活动；开展体育锻炼活动等。特色
文化活动：正月初十花卉调演、“礼贤好人”评选活动、群众合唱大赛。

礼贤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村委会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9276659
公交到达方式：兴 46 路黎明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指导村级文艺团队编创节目、开展活动；开展体育锻炼活动

益民书屋室内照图书室内部照

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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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门镇文化活动中心于 2001 年建造，由综合活动大厅、数字影厅、多功能会议室、图书馆 4 部分
组成，共计 1700 平方米，充分发挥镇级文化阵地的文化传播、教育宣传、科技普及、文娱健身、文艺演
出等多平台作用。在此活动的文艺团队众多，如：舞蹈队、模特队、合唱队、民乐队、管乐队、诗歌朗诵
队等，在此举办的特色文化活动有：合唱大赛、舞蹈大赛、诗歌朗诵大赛、家庭才艺大赛、文化艺术节开
幕式、书画展、青少年观影活动、星火工程演出等。

西红门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福路兴海公园内，邮编：100162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0258852
公交到达方式：381 路、474 路、646 路兴海公园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西红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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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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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海家园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根据本镇两大回迁社区的总体布局情况，该中心总面积为 1800 平方米，
共划分为 6 个功能厅室：分别为舞蹈排练厅、培训教室、音乐合唱厅、图书馆、多功能厅、书画室。利用
率达 100%。每周一至周日全天对外开放，主要分为日常团队活动和组织开展类活动。参加日常活动的团
队有合唱、舞蹈、书画、民乐等 12 支文艺团队，每日接待人数达 300 余人。组织开展亲子活动类文化活
动 600 余场，参与人数达 2 万余人次。

文体中心同时对外开展了以下特色活动：“书香瀛海 阅读悦爱”主题系列活动 -- 书法基础班和书法
提高班；瀛海镇舞蹈团；舞动新时代 -- 活力瀛海流行舞蹈班（成人班和儿童班）；瀛海镇摄影协会和听爷
爷讲故事系列活动。其中瀛海镇舞蹈团多次获得市区级各类比赛奖项奖项。

文体中心内设瀛海图书馆作为大兴区图书馆瀛海分馆，实行“北京市图书借阅一卡通”服务，馆内设
有阅览区、图书区、电子阅览区、儿童展示小舞台、绘本屋等功能区域，目前馆内共有藏书 17300 余册，
借阅量平均每月 600 余册。 

瀛海文体俱乐部坐落在大兴区南海家园二里 8 号楼，场馆总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于 2016 年正式
对外开放。其共包含 6 个场馆，分别是图书馆、健身房、棋牌室、乒乓球厅、排练厅和多功能厅。

主要服务内容有室内健身、乒乓运动、图书报刊阅览、文艺辅导、公益讲座、演出排练、文艺创作、
文体活动、党员教育、展览展示、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欣赏文艺演出、文艺作品等。

到目前为止共组建有 3 支志愿服务队伍：英语志愿团队，青少年书法志愿团队、跆拳道志愿团队。

瀛海镇文体俱乐部每年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性活动 100 余场，有健康讲座、社区义诊、青少年知识培训、
青少年实践活动、联欢会、新年庙会、民俗节日等等，活动种类多样新颖，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热爱。

瀛海文体俱乐部除场馆日常接待以外，组织的大量公益性活动更牵动着大批的社区居民的精神走向。
这对宣传社区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带动意义。

瀛海镇综合文化中心 / 瀛海文体俱乐部 / 瀛海家园一里文体中心
瀛海镇党群活动中心文体馆 / 魏善庄镇文化活动中心

阅读室 书画室

瀛海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大兴区瀛海镇瀛坤路 4 号院 1 号楼 2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7:30 
联系电话：010-69289334 
公交到达方式：兴 15 路、兴 16 路、专 56 路、555 路、兴 31 路、573 路、兴 38 路、兴 59 路、专 83 路、开
发区 6 路、瀛海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瀛海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合唱厅、多功能室、图书馆、图书阅览、报刊阅览、文艺辅导、公益讲座、演出排练、
文艺创作、文体生活、党员教育、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欣赏文艺演出、文艺作品、展览展示、扫黄打非工作站、
瀛海摄影协会、瀛海镇青少年教育基地、瀛海镇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党群活动中心、大兴区农村实用人才示范实
训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瀛海书画家协会、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瀛海草根诗社、共建共享单位瀛海家园
二里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284

瀛海家园一里文体中心隶属于瀛海镇宣传部文体中心分管阵地，位于瀛海家园 3 号院 19 号楼三层，
建成时间 2017 年 9 月，占地面积 800 平方米，主要服务于瀛海镇西区居民。分别设有多功能厅、乒乓球室、
排练厅、原图书馆（现健身房筹备中）、党群会议室。日均服务居民达 100 人次。

目前共 8 支文艺团队活动，有瑜伽培训和少儿乒乓球培训两支志愿服务队伍，开设有瑜伽兴趣班和少
儿乒乓球兴趣班，3 名志愿者免费为瀛海中青年女性和青少年进行培训。

党群活动中心文体馆2018年11月开馆，为居民开放羽毛球场地4块，乒乓球厅室五个共计14张球台，
活动厅室有排练厅、舞蹈厅、音乐厅、科普厅、书画室、图书馆，组织开展少儿书法兴趣班，少儿乒乓球
兴趣班。

排练厅科普厅

乒乓球室

瀛海文体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南海家园二里 8 号楼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8:30-20:00 
联系电话：010-53506382 
公交到达方式： 兴 72 内路、453 路、580 路、6 路、
开发区 3 路 、573 路、555 路、专 83 路、专 56、兴
38 路、兴 15 路、兴 16 路、兴 6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瀛海站、地铁亦庄线荣京东
街站（均需要再乘坐公交车到达）
免费服务项目：室内健身、乒乓运动、图书报刊阅览、
文艺辅导、公益讲座、演出排练、文艺创作、文体活动、
党员教育、展览展示、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欣赏文艺
演出、文艺作品等

瀛海家园一里文体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瀛海家园 3 号院 19 号楼三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3:00-17:30 
联系电话：010-69276920 
公交到达方式： 573 路、555 路、专 83 路、专 56 路、兴 38 路、兴 15 路、兴 16 路、兴 6 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室、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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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海镇党群活动中心文体馆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太路 3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0:00 
联系电话：010-69283163
免费服务项目：乒乓球室、羽毛球馆、舞蹈厅、排练厅、书画室、图书阅览、图书外借、科普厅

魏善庄镇文化活动中心
地址：大兴区魏善庄镇羊坊村 20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公交到达方式：兴 35 路－羊坊村公交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羽毛球场馆 图书馆

音乐厅

乒乓球室

舞蹈厅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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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丰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兴业大街三段 36 号院 4 号楼 4 层，建筑面积 1183.13
平方米，2010 年建成，主要建有多功能厅、图书室、舞蹈室、培训室等；兴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有分布图、
平面图、房产证等证件，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街道中心地带，能够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辐射范围、
服务人口等。

兴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兴业大街 3 段 36 号院 4 号楼 3、4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9291753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黄村西大街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兴丰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全景

三层会议室三层图书室

街道文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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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村镇综合文化中心简称为格林雅苑社区综合文化室。建成于 2015 年，综合文化室包含：多功能厅、
图书室、书画室、电子阅览室、活动排练厅。

主要服务项目：专业培训、知识讲座、文化活动、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书画展览、书法
培训、数字电影放映、公益演出、各文体队伍排练等。

文艺团队情况：目前有编织队、广场舞队、合唱队、话剧团、快板队、朗诵队、模特队、书法队、太
极拳队、乒乓球队、红领巾志愿服务队等十余之队伍。

特色文化活动：2017 年至今开展集体婚礼活动、非机动车辆挂牌管理活动、美食文化节、乐享悦读
汇活动、国学小课堂活动、废旧电池换绿植活动、窦珍志愿服务基地参访活动、暖心家庭照活动、幸福当
家人品牌发布会活动、清明诗会活动、京剧形体表演活动、拿出一小时接力活动等特色活动。

黄村镇综合文化中心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金色漫香郡分中心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桂村分中心

黄村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安顺北路 1 号院 11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末、节假日 9:00-17:00 
联系电话：13621022948
公交到达方式：兴 31 路、兴 50 路、兴 57 路，格林云墅公交站
免费服务项目：专业培训、知识讲座、文化活动、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书画展览、书法培训、数字
电影放映、公益演出、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

格林雅苑分中心图书室

金色漫香郡分中心体育活动室

格林雅苑分中心二楼电子阅览室  

金色漫香郡分中心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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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村镇综合文化中心金色漫香郡分中心，黄村镇金色漫香郡社区海鑫北路 18 号院 16 号楼，建成于
2011 年，综合文化室包含：多功能厅、图书室、舞蹈排练室、健身室、体育活动室。主要服务项目：专
业培训、知识讲座、文化活动、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数字电影放映、公益演出、各文体队伍
排练等。目前有 2 支舞蹈队、1 支合唱队、一支太极队和 1 个葫芦丝培训演奏班。每年 5 月 12 日居委会
成立的日子作为特色“家庭日”活动举行文艺演出庆祝活动。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桂村分中心图书阅览室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桂村分中心多功能厅

健身室 多功能厅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金色漫香郡分中心
地址：黄村镇海鑫北路 18 号院 1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日 ( 节假日）9:00-17:00 
联系电话：89240613
公交到达方式：兴 57 路、兴 3 路、兴 50 路、兴 63 路，盛达街西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书画室、体育活动室、健身室、图书阅览室

黄村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桂村分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桂村文化大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61257233
公交到达方式：679 路，947 路，26 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排练厅、电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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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垡镇将位于榆垡镇求贤村东的求贤村综合文化中心作为榆垡镇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用于居民开展文
化体育宣传教育活动，该设施建成时间为：2007 年，占地面积约 9000 平方米，图书室面积 40 平方米，
多功能厅面积900平方米，文化广场面积约11000平方米，服务人群2200人，主要服务项目有舞蹈排练室、
多功能室、图书阅览、亲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节目排练、书画室、广播播放、健身广场等便民空间，
为辖区居民文化需求提供场地和设备支持。目前共有 12 支镇级文艺团队，分别是榆垡镇太子务村武吵子
队、榆垡镇石垡高跷队、榆垡镇合唱团、榆垡镇航空舞蹈团、榆垡镇五联村腰鼓队、榆垡镇空竹龙凤队、
榆垡镇西麻各庄村舞龙队、南各庄村小车会、郭家务村文吵子、大练庄小驴会、北化村高跷队、西黄垡村
威风锣鼓、西瓮各庄村文吵子、榆垡镇扇子舞队、石垡村高桥队。 每年组织举办各类文艺活动、惠民演出、
文艺宣讲等特色文化活动 , 极大的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榆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村东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9214142
公交到达方式：937 路公交车到求贤路口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4 号线 - 天宫院地铁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培训、数字电影放映、展览展示、图书阅览、图书借阅、报刊阅览、亲子阅
读、乡情展室、公共电子阅览

服装道具室

图书室文化广场

荣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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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成立于 2014 年，位于博兴八路 22 号，交通便利，方便居民参加活动。文化
中心包含：多功能厅、大会议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为辖区居民和业余文化团队提供图书借阅、舞蹈、
合唱等排练和联欢服务；能容纳 500 人的大会议室，可为居民提供各类讲座、培训等。文化中心现有 2
支业余文化团队，包含合唱、舞蹈、秧歌等类别。品牌文化活动是“博兴一家亲”系列活动，该活动已举
办 4 届，主要有各类演出、摄影展、书画展、老年棋牌、体育文化节等活动。

综合文化中心建筑面积 817 平方米，设有无障碍设施（扶手、坡道、电梯、卫生间）室外场地与北
京金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共建。符合示范区创建选址要求。

博兴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八路 22 号（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9078574
公交到达方式：580 路－泰河路口南 578 路－泰河路口南 599 路－泰河路口南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舞蹈教室、多功能厅

图书馆 多功能厅

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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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臧村镇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新富路成人学校，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各功能区分块明晰、布局合理，
设置有独立图书室、书画室、室内健身房、室外健身场、多功能厅等场地，是集文化娱乐、阅读博览、展
览展示、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筑地点基本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
辐射范围主要为镇域北片的大村包括新立村、马村、六合庄、八家村，服务人口约至 4000 人。

该中心始终贯彻“兴文育人 惠民和谐”的理念，以“一村一品”精品文化活动展演、全民阅读等品
牌活动为抓手，满足群众的各类文化需求，持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成
为广大群众修心养性的文化驿站和愉悦心情的心灵港湾。

北臧村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新立村成人学校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1253151
公交到达方式：840 路、943 路、兴 22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天宫院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书画室、室内健身房、多功能室

电子阅览室 多功能厅

图书馆 培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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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镇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安定镇政府东侧，2012 年建设完工，2014 年正式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2884 平方米 , 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室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另外室外还有活动面积 3000 平方米，
设有篮球场、室外健身器材等体育设施，均为免费开放。不定期会在文化活动中心内举办趣味体育比赛、
鼓舞大赛、篮球赛、展览等文体活动。

安定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政府向东 100 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8:00
联系电话：80231859
公交到达方式：841 路、兴 18 路、兴 35 路安定镇政府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室内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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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华南里六号楼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下设 3 个分馆，分别为林校路街道永华南里 2 号楼、6 号楼、市场路综合文

化中心，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辖区北至黄村西大街、南至六环路、东至京开路、西至芦求路，形成综
合文化中心“三角形”辐射带，为辖区中心位置。辖区面积 12.65 平方公里。总户数 2.5 万户，总人口 6.48
万人，流动人口数 2.1 万人。是居密集的核心区，紧邻大兴区政府，处于大兴新城核心位置。   

林校路街道永华南里 6 号楼道综合文化室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共有 11 个展览室及一个展览走廊，
用于林校路街道邻里节活动展示及民间艺术展。同时文化中心前配有火车站广场、火神庙广场、物美大卖
场广场、林校北里三角地广场、街心公园、念坛公园、大兴一中体育场等专门的户外活动场地，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服务人口每日可达 100 人。辐射范围涵盖 19 个社区，三个文化室紧邻地铁大兴线及
公交站，交通便利。每个社区都配有一个综合文化室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

林校路街道邻里文化展览馆 /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 林校路街道图书馆

地址：1. 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瀚林庭院 6 号楼
   2. 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瀚林庭院 2 号楼
   3.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东巷与市场路交叉口西北 50 米
   4. 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车站中里居委会 41 号楼
开放时间：夏秋季（5 月－ 10 月）8:30-12:00  14:00-20:00       
     夏秋季（11 月 -4 月）8:30-12:00  13:00-20:00 
联系电话：81295140
公交到达方式：1﹑456 路、954 路、957 路、969 路、兴 2 路
       2、兴 25 路、兴 46 路、兴 48 路、兴 61 路－兴政街西口
       3. 兴 11 路 - 大兴一中 366 路、366 路快、369 路、679 路、827 路、842 路、844 路、849 路、
        937、943 路 - 黄村东大街东口南
       4.827 路、829 路、840 路、兴 11 路、兴 21 路、兴 52 路、兴 68 路－大兴七街
地铁到达方式：1﹑2、4. 地铁 4 号线大兴线 - 黄村火车站 3. 地铁 4 号线大兴线 - 黄村西大街
免费服务项目：1. 展览
       2. 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上网、舞蹈排练室、书画室、培训室、多功能室、上网、儿童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3. 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书画室、培训室、多功能室、展览
       4. 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多功能室、儿童阅览室、老年人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林校路街道邻里文化展览馆外观 

室内室内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294

永华南里二号楼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下设 3 个分馆，分别为

林校路街道永华南里 2 号楼、6 号楼、市场路综合文
化中心，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辖区北至黄村西大
街、南至六环路、东至京开路、西至芦求路，形成综
合文化中心“三角形”辐射带，为辖区中心位置。辖
区面积 12.65 平方公里。总户数 2.5 万户，总人口 6.48
万人，流动人口数 2.1 万人。是居密集的核心区，紧
邻大兴区政府，处于大兴新城核心位置。

林校路街永华南里 2 号楼道综合文化室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其中书画室 20 平方米，书画桌两张，
柜子 4 套。用于居民书画练习。舞蹈排练室 2 个，共
80 平方米，主要用于各种舞蹈，以及用于大型节目排练等。少儿阅览室 1 个、面积 50 平方米，用于少
儿图书阅览。阅览室 1 个面积 50 平方米，用于居民图书借阅阅览。 

同时文化中心前配有火车站广场、火神庙广场、物美大卖场广场、林校北里三角地广场、街心公园、
念坛公园、大兴一中体育场等专门的户外活动场地，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服务人口每日可达 100 人。
辐射范围涵盖 19 个社区，三个文化室紧邻地铁大兴线及公交站，交通便利。每个社区都配有一个综合文
化室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

市场路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400 平方米，其中，健身房 1 个，面积 300 平方米，包括乒乓球台 2 张、
跑步机 4 台及各种健身器材，图书室 1 个，面积 100 平方米。同时文化中心前配有火车站广场、火神庙广场、
物美大卖场广场、林校北里三角地广场、街心公园、念坛公园、大兴一中体育场等专门的户外活动场地，
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服务人口每日可达 100 人。辐射范围涵盖 19 个社区，三个文化室紧邻地铁
大兴线及公交站，交通便利。每个社区都配有一个综合文化室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

林校路街道图书室成立于 2017 年 1 月。紧邻大兴区政府，处
于大兴新城核心位置。辐射人口 6.48 万人，北至黄村西大街、南
至六环路、东至京开路、西至芦求路，辖区面积 12.65 平方公里。
流动人口数 2.1 万人，是居密集的核心区。图书室面积 250 平方米，
其中，图书室 1 个 100 平方米、活动室 1 个 150 平方米，内藏各
种图书、报刊、杂志共计 15033 册，并有电子阅览功能，共计 12
台电脑。满足 15 分钟服务半径需求，服务人口每日可达 50 人。
辐射范围涵盖 19 个社区，紧邻地铁大兴线、黄村火车站、940 等
公交站，交通便利，能够满足周边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注：为满
足给居民提供更为优质便利的阅读条件，林校路街道与大兴区图书
馆共建共享，辖区 19 个社区的民居可以免费进行图书、杂志、报
纸的借阅和上网阅览。区图书馆位于黄村西大街，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图书约 150 万册，电子图书 100 万册。中文报刊超过
5 万册，音像近 2 万件，电子文献超过 30 万册。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党群） 林校路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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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园文化活动中心：2014 年初，1500 平方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并交付使用。为了实现合理的
功能分区，庞各庄镇积极与区级相关部门沟通，划分了排练厅室、图书室、瑜伽室等多类文化活动场所，
并投资 247 万元进行装修设计施工，历时 4 个月所有的功能区全部对外开放，向 5000 余名居民提供社
区教育、休闲娱乐、艺术修养、健身健体、文化交流、公益性服务等功能。

中国西瓜博物馆 :2004 年 5 月 28 日开馆，总占地 2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米，由博物馆、
文化活动室、健身室 3 部分组成。二层东侧设可容纳 400 人的 1000 平方米多功能厅，可开展电教、培训、
中小型颁奖、会议、演出等活动，基于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镇级文化活动均在此处举办。二层西
侧 1000 平方米的大厅，设有羽毛球、健身器材。

庞各庄镇综合文化中心 / 中国西瓜博物馆

御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西瓜博物馆

地址：1. 庞各庄镇御园 B 区文化活动中心
   2. 中国西瓜博物馆
开放时间：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0-18:00
联系电话：1.89288069 2.89250754
公交到达方式：兴 55 路、兴 65 路、X108 路
免费服务项目：1. 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2. 多功能室、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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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店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青云店镇人民政府南 50 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1:30 14:30-18:00 19:00-21:00
联系电话：80286003
公交到达方式：49 路、341 路、926 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健身房

1、青云店镇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镇政府南侧，占地 2.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200 平方米，总投资
三千万元。中心分为三个区：室内多功能区、室外体育运动区和室外广场休闲活动区。室内多功能区设有
贵宾厅、议事厅、化妆间、会议室、休息室、餐厅和可容纳 710 名观众的综合大剧场。

2、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位于东店村，面积 100 平，设置坐席 30 个，电脑 8 台，拥有图书 30000 多册 ,
供村民借阅图书和查阅资料。

3、培训室位于镇政府西侧楼三层，面积 100 平方米，内设投影、话筒、音响等，可同时容纳 120 人培训。

4、青云店镇镇级文化队伍目前有 3 支，涉及舞蹈队、文艺队、评剧队，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品牌特
色活动有：消夏广场、农民才艺展示、武术文化展示等，其中消夏广场已连续举办 12 届。

培训室 文化活动中心

图书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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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 2015 年 05 月 29 日建成投入使用，设立在所辖茉莉社区，共占地面积 1000 余平方米，
由图书馆和文化活动中心两部分组成，图书馆面积约 300 平方米，分为电子阅览区和图书阅览区，阅览
座位 50 余个，年图书藏量可达到 15000 余册，计算机 10 余台，资料室每周开馆时间不少于 40 小时，
配备专职管理员 1- 2 名。（原大兴图书馆分管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升级为 24 小时智能书屋）。

文化活动中心分为两层，底下包括舞蹈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棋艺室、楼上儿童活动中心等其他活
动场地，并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投影机，计算机等电化教育设备。

高米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兴华大街二段 19 号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010-80224373
公交到达方式：631 路、兴 11 路、兴 12 路、兴西环线内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高米店北站 A 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室、展览、排练培训室、健身室

党员之家名人工作室

书画社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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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华南路 3 号院长新花园会所地下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13121981111
公交到达方式：846 路、665 路天宝园六里站
       运通 115 路天宝南街站
       开发区 5 路天宝六里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万源街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荣华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成于 2019 年 7 月，活动中心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可为辖区居民提供
演出、排练、会议、培训、阅读等服务；活动中心先后成立荣华书画协会、荣华之声合唱团、荣华之韵舞
蹈团 3 支文化团队，代表街道参加市、区级比赛并多次获奖，街道下辖 8 个社区拥有舞蹈、曲艺等各类文
体团队 90 余支。荣华街道通过“书香、志愿、青春、魅力”四季文化活动，打造“大美荣华”文化品牌，
努力建设令居民满意的暖心街道。

化妆间

图书馆排练室

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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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育镇文化活动中心，建成于 2019 年，包含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培训室、多功能厅、
排练室、书画展览室、篮球场、多功能球场、健身器材，主要服务项目有报刊阅览、图书阅览与外借、电
影放映、舞蹈合唱戏曲排练、培训、体育健身等，目前有 2 支舞蹈队、秧歌队、腰鼓队、合唱队共 5 支文
艺团队。每年都会举办“家风润万家”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活动、葡萄节文化节系列活
动等特色品牌活动，切实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采育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8:30
联系电话：80272551 / 15901317458
公交到达方式：995 路临时站－育新花园西里、兴 32 路育新中街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培训室、书画展览室、排练室、多功能厅、篮
球场、健身器材

文体中心主楼 电子阅览室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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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宫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旧宫镇成人学校院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7975963
公交到达方式：622 路、852 路成和园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旧宫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户外广场

旧宫镇文体中心位于旺兴湖郊野公园院内。建筑总面积 2000 平方米，站舍建筑用于从事文化体育活
动，并设有无障碍设施。其中室外活动场地（包含文化广场）面积为 1000 平方米。文化站设有多功能厅、
辅导培训室、电子阅览室等。在文化站院内设有宣传橱窗、以及文化走廊，在活动室内设有板报栏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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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寺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双河南里甲 15 号，用于居民开展文化体育宣传教育活动。2015 年，
在大兴区社工委、区财政局、民防局、体育局、文委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集科技、展示、体验、休
闲为一体的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双河南里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综合文化中心的建成，解决了社
区宣传教育无场所，1 万多居民群众开展文体活动无场地的难题，提升了社区安全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水
平，实现了地下空间使用安全、惠民、务实、高效。

综合文化中心占地 1300 平方米，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主要分为设培训区、排练区、体验区和竞
赛区四个区域。内部安装智慧科技、文化体育、民防宣教、科普数字等四大类 100 多件互动体验设施、设备。
其中，80% 为高科技电子设备具备，居民们可以运用现代化设备，通过游戏、亲身体验等方式，更好地
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知识等。2016 年综合文化中心被市民防局定为民防宣
传教育基地，被区民防局命名为：民防宣教综合体验馆，被区科协定为科普大讲堂，定期在此开展民防科
技宣传教育活动。

观音寺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双河南里社区甲 15 号楼地下空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69225413
公交到达方式：366 路、366 路快、943 路、25 路、30 路、27 路、24 路、23 路、679 路、369 路
地铁到达方式：4 号线地铁 - 黄村西大街 D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图书馆、舞蹈排练室、合唱排练室、模拟驾驶体验区、
投影互动标识区、模拟报警电话体验区、投影运动体验区、消防模拟灭火体验区、运动知识问答区、自行车运
动体验区、音响设备配置室及监控室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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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营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郑二营路口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3:00-17:00
联系电话：80264220
公交到达方式：兴 19 路、兴 32 路、826 路郑二营路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亦庄线 - 同济南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室、多功能厅、图书阅览、电子阅览室、报刊阅览、数字电影厅

长子营镇文化活动中心成立于 2013 年，是一所镇级综合性文献信息场所。内设益民书屋、多功能厅、
数字电影厅、电子阅览室、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书画室、化妆间、舞蹈排练室等。现有镇级舞蹈队一支、
足球队一支、星火团一支、舞龙队伍一支、白庙音乐会，特色文化活动有“长子好生活”系列文化活动、
湿地文化节、文化旅游季等品牌文化活动。

培训教室

剧场图书馆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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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圣和巷 8 号院 2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8:00 周六 8:30-17:00
联系电话：81295032
公交到达方式：兴 26 路、兴 54 路、兴 37 路、兴 55 路、环二线圣和巷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枣园站、清源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形体、声乐、乐器、朗诵、书画、瑜伽、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清源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于 2015 年 5 月底前建成，该活动中心面积 846.72 平方米。主要服务项
目：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书画手工制作室、体育健身室、舞蹈排练厅。本文化活动中心文艺团队：舞
蹈团、合唱团、朗诵团、民乐团、模特队、戏曲队等。特色文化活动：“美丽清源”书画摄影大赛、清源
街道社区原创节目展演、“美丽清源”社区消夏晚会展演、清源街道百姓宣讲活动、清源街道象棋团体赛、
清源街道“枣园杯”象棋比赛、清源街道社区合唱大赛、清源街道“书香清源·悦读人生”阅读季系列活动、
清源街道社区广场舞大赛、清源街道社区健身气功大赛等。

清源街道电子阅览室 清源街道绘画室

清源街道视听室清源街道排练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