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动物园
2013年回顾



2013年北京动物园积极践行“北京精
神”，秉承“教育保护并举，安全服务并
重”的工作理念，围绕“制度建设年”的
主题，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项目化、
数据化、精细化、制度化、绩效化的科学
管理体系，巩固公园秩序治理、公园园容
卫生社会化成效，在制度建设、绩效评估、
资产管理和节能建园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一、服务接待
(一) 完善服务工作体系，提升服务接待
质量，圆满完成节假日游客接待工作

努力提升服务质量管理，继续深化“入园工程”建设。
持续监控游客流量数据，组织测算游人结构比例。

做好志愿者服务工作，创新推出三项动物保护类志愿
服务项目，拓展完善四项科普教育类志愿服务项目；

健全公园服务标准化体系，筹备《游客满意度调查问
卷》全面改版工作。

积极参与关爱弱势群体活动，完善公益服务接待体系。
圆满完成全年重大节假日游客接待活动。



1.游客接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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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人数

75%

政策性免票

17%

持年票游客

8%

2013年北京动物园游人结构分析图

大熊猫志愿者体验活动接待外籍游客255人，重
要活动接待8次。销售年票13.0537万张，增幅
18.03%。



2、强化票务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倒票
和假票现象

首次建立票样库，完成门票改版升
级，形成联票定期更换机制完善票库
管理系统，在正南门试运行电子票务
管理系统，做好电子门票的项目评估
及市场调研。调整动物城堡购票规
定，统一门区购票政策。



3.公园品牌服务

截止2013年12月底，游客服务中心

接待中外游
客322，102
人次, 接待
北京周边的
打工子弟、
孤残儿童等
弱势群体4
批311人

处理突
发事件
22件

游客意
见和建
议140条

表扬8468
人次,其
中突出表
扬64件

游客服务中心7名工作人员荣获西城区旅游委评选星级
咨询员称号，其中三星级（最高级）1名，代表西城区旅
游委参加北京市旅游委举办的知识竞赛，荣获一等奖。



截止2013年12月底

正式志愿者
250名，来园服
务共达4182人
次，参加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116
次，服务时间
14736小时。

来自社会爱心
人士的捐款：

29065.5元人民

币、79.81美元、

20便士。认养动物

种类为10种13
只。接待认养者参
观回访33次，咨询
认养电话407次。



与中国邮政合作开发《北京动
物园》纪念邮册并限量发行

《小蝌蚪找妈妈》特种邮票首发仪式

与FFI等组织合作举办宣传讲座活动
8次，参加活动的青少年96人次；与
根与芽、西苑小学合作“爱护动
物，文明劝护”系列活动3次27人,
效果显著；与野性中国、施华洛世
奇合作“飞羽精灵项目”。



4.投诉及非紧急救助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底

共发生有效投诉
61起，游客诉求按期
签收率100%，按时回
复率100%。主要诉求
问题集中为软件服务
类，共53件，占
87%，突出问题为误
买专类票(游船、木
偶、联票)问题等。

为游客提供非紧
急救助36次，主要集
中在水獭咬人后的游
客救助，调研分析
后，现已在水獭区加
装倾角为45°、长30
厘米的玻璃围挡，收
到良好效果。



（二）强化综合管理，细化考核流
程，提升商业效益

加强商业管理日常监督和检查，重点检查商
业部门经营资质证明、自查记录和物价及相关规
范执行情况。对于新的经营项目，建立服务科、
管理科、保卫科、基建绿化科联合审批制度；接
待区级、街道相关安监、工商、卫生监督部门的
综合检查4次，未发现违规行为。针对四月份H7N9
禽流感，制订专项工作方案，重点做好食品卫生
的监督防控,安全度过禽流感高发期。

截至2013年12月，累计新增工艺品21种，淘
汰8种，新增快餐33种，新增餐饮商品11种，新增
食品14种。



二、安全生产
（一）落实中心、公园相关绩效项
目，强化安保建设，保障游园秩序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承诺我承
担”活动，落实安全责任。完善《北
京动物园安全工作指导手册》，切实
规范安全工作记录。 积极推
进“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完成监控
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继续推行网格化管理，有效地将总体工作
目标转化为可实现的工作任务；在保障“打非
治野”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治
理范畴，全面提升公园景区安全游园环境。
“打非治野”工作收效显著，成为公园系统安
保工作的典范。

建立风险评估长效机制，完善防控措施，
加强安全日常检查并建立“安全隐患档案”。



（二）推进数据化安全生产管理，
规范管理安全工作

引进科学方法分析历年工伤数据，
及时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加大安全教育
培训，工伤事故发生率大幅递减76%。
根据检测数据适时加大检查频次，全年
未发生安全事故。

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和制度建设年工
作标准推进消防、交通、综治等日常管
理。



三、动物保护
（一）坚持例会制度，实行业务
项目分解，实现指标管理

坚持执行周、月、季例会制度，严
格落实一会一表的工作要求，定期讨论
动物疾病防治情况，检查季度动物业务
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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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种群结构，提高动物
福利，提升展出效果

国家一级动

物42种278只

9%

《濒危动植

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

录Ⅰ动物51

种265只

11%

其他动物385

种5188只

80%

展出动物478种5731只



全年繁殖动物102种1207只

首次繁殖
4种19只

引进动物105种
853只

输出动物40种
284只



进一步推进大熊猫等重点动
物种群合作繁育项目，种群建设
见成效。

运送3只雌性
育龄大熊猫入
川，分别与中国
保护大熊猫研究
中心和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
共同开展大熊猫
合作繁殖工作。

南宁动物
园两只雌性非
洲象与我园一
只雄性非洲象
合作繁殖。



（三）疾病防控结合，有效防控
H7N9禽流感，提高健康率

积极有效开展禽流
感防控工作，加强H7N9
禽流感的隔离、消毒、
疾病监测、物资采购等
各项工作，增加对意外
死亡禽类的及时采样检
测，共检测样品13份，
未发现异常情况。



四、公园建设
（一）推动绿化美化科学化管理，打造
富有动物园特色的自然生态景观

按计划实施各项绿化工程改造项目，
完成长河北环境等中心重点任务。顺利完
成园内苗木补植、白熊运动场一期绿化工
程、两栖爬行动物馆周边景观改造工程、
百木园景区建设。



两栖爬行动物馆周
边景观改造工程

百木园景区



（二）规范工程程序化管理，圆
满完成重点工程改造

虎山厕所改造工程 豳风堂南厅装饰装修

牡丹亭修缮



改造后的景区食草动物区
畅观楼

火烈鸟馆 企鹅广场内景观船



完成档案室、管理处
办公区域、整体照明、
电路系统改造等改造项
目。进一步做好防水防
汛安全生产建设工作。



（三）园容卫生及服务设施管理

以社会保洁服务形象具体
化和牌示建设规范化为推手，
全面提升服务品质。提出“立
体化”专业保洁新理念，梳理
工作流程及标准
11项。

引进竞争机制，细化工作
标准，巩固园容工作效果



以游客需求为本，服务设施景观化，
管理规范化

健身器材由9种11件升级
为13种15件，增设挂衣架1组

制作16处垃圾桶景观型围
挡，实现服务、卫生设施景观

化目标

根据量化数据对全园果皮
箱点位进行科学设置，现设置
果皮箱106处，更换率100%

各场馆兽舍均达到国家
规定的灭蟑灭鼠防控标准

改善兽舍环境卫生，解决
开园时间尘土飞扬、北极熊水

池爆皮等社会关注问题

对湿地内污染水源进行循
环过滤，景观效果明显改善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统筹规
划，实现现代信息化服务管理

提升信息化建设，完成信
息化顶层设计一期项目，对计
算机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建立
数字化中心。



五、公园管理
（一）绩效管理

尝试建立绩效评价工作
体系，从频次和内容方面规
范评价管理层和作业层工
作，进一步对公园人、财、
物管理效能进行绩效评估，
推动数量化绩效管理评估，
圆满完成2013年各项绩效考
核工作。继续推进PDCA网格
化管理，取得良好绩效。网
格化管理发现问题2109件，
共处理2079件，处理率
98.6%，同比提升2.3个百分
点。

（二）财务管理
一方面坚持以财务

预算为依据，收支指标
层层分解，继续推进综
合承包管理，确保全年
财务收支计划完成；严
格执行新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真实反映财务收
支情况。另一方面加强
财务内控管理，切实保
障国有资产安全，取得
良好成效。



20845.39

25028.99增加

1.25%

13110.95

13674.11增加

4.3%

20845.39

25794.94增加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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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财务数据对比表
（单位：万元）

在历年统计检查与督导中管理规范，获评西城区统计局
颁发的“诚信统计单位”。

代表公园系统成为北京市首批产权登记试点单位，目前
已按程序顺利完成产权登记专项审计报告并上报财政局。



（三）资产及能源管理

进一步强化资产专管职
能，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和程
序，逐步加强资产规范管
理。

继续探索节能新方法，
创建行业环保典范

按新修订的《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重新调整《北京
动物园资产管理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进一步明确办公
设备配备标准和数量。共清
点登记资产设备A类3355件，
B类3309件。

顺利完成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创建申报工作并参加由市
发改委召开的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评价验收评审会。对重点
耗能设备进行节能改造，逐步推
广节水器具，循环利用雨水；加
强废旧物品回收，开展垃圾分类
收集和回收利用等新技术、新措
施。



截至12月底耗水量44.25万立
方米，同比减少用量1.26%，耗电
量733万千瓦时，因为用电设备增
加，同比增加用量2.14%，同比增
加支出1.17%，；燃油消耗量为
4.67万升，同比减少7.41%；燃气
消耗量为385.56万立方米，同比增
加7.87%。



（四）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推
进二轮志书修订进度

为推动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实现对档案
原件的有效保存，保证不可再生珍贵档案资源
的安全，2013年4月底完成档案数字化建设项
目。

2013年公园认真落实“一纳入，五到位”
的修志工作原则，完成园林绿化志参编1万余
字，组织进行资料长篇基础内容录入40余万
字。1991-2010大事记成书，充分展现动物园
二十年间发展变化，圆满完成年度修志任务。



（五）制度建设

落实“制度建设年”工作要求，以
制度规范与贯彻落实为着力点，努力推
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认真梳理公
园各项管理制度，形成包含四大项二十
二分项的《北京动物园制度汇编》，并
制定5项总体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补
充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可执行性。



（六）参与标准编订，助力行业建设

组织召开《中国动物
园行业标准体系研究》开
题会和《动物园管理规
范》第二次编制工作会
议。

组织召开中国动物园
标准工作组2013年年会，
会议通过了《中国动物园
标准工作组章程（修订
稿）》和《标准编制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与深圳北林苑沟通
交流《动物园设计规
范》编制修订事宜、传
递标准修改意见。

组织召开《动物园
术语标准》编制工作会
议，已形成标准初稿。



六、科研科普
（一）引入科技手段，拓展科研途经，
促进行业交流

首次建立OA系统网络版科研项目库，为
推进科研项目数字化管理奠定基础。

“几种圈养珍禽禽流感H5N1亚型疫苗免疫
后抗体水平的跟踪研究”、“产气荚膜梭菌
在我园圈养野生动物粪便中的检出率及血清
型鉴定”分获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2012年度
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二）创新活动形式，丰富科普展览，
出版科普年刊

首次与外部公
司合作，创新营日
活动形式，丰富活
动内容，举办活动
20期期数较去年增
加33.3%，人数增

加68.4%。

与阿尔法文化
传播公司合作创新
开发 “泡泡科普
体验”项目，活动
共接待2600多名游

客。

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校外保护教
育活动12次。出版《北京动物园》杂志两
期和《北京动物园科普年刊》创刊号。



科普活动一览表
科普活动内容 次数 活动内容

受众人数
（人）

科普展板
（块）

发放材料（份）

生肖文化展 1
以展板、图片、视频、标本、问卷和互动等形式，从多角度全方位介绍和展示蛇的起

源、文化和有关蛇的传说。
50000 30 2000

科普主题展览 7

举办“蛇影寻踪”2013年主题生肖文化展、“泡泡科普体验展”主题展览、
“英国野生生物摄影年赛”2012年度获奖作品巡展--（中国站）、第六届“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利用数码摄影赛”优秀摄影作品展、“做文化遗产的小主人”—2013年西城
区文化遗产日活动暨“动物与民俗”展、“林中精灵”中国金丝猴摄影展、 “人类亲
缘——灵长类多样性与人类起源”展、低碳环保保护生物多样性展

100000 240 8000

科普夏令营 20
参观动物场馆，游戏，走进动物场馆操作后台，了解动物需求；与动物明星见面；发
现昆虫和爬行动物的神奇本领；探秘夜晚神秘的精灵，夜探水禽湖，观赏天鹅舞。

603 11 5000

“泡泡科普体验展”
活动

1 寓教于乐，培养小朋友好奇心、观察能力及动手能力，启发综合创意能力。 10000 5000

爱鸟周 1
手偶剧、企鹅羽毛耳环和鹤头饰制作、鸟类与飞行讲解站、拼图游戏、宣传品发放、
鸟类展板展示、互动活动、发放花卉种子、鸟图填色、图板认鸟、画脸、鸟类标本展
示、鸟类专家答疑宠物咨询。

15000 10 5000

科技周 1
共开展科普展示及互动项目30余个，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展区、科技企业的智慧导游
机展示、智能机器人表演、云朵机人工云朵制造等活动，让游客体验科技的神奇和魅
力。

50000 80 20000

周末小课堂 讲解野生动物科普知识。

户外讲解站 讲解北极熊行为和二趾树懒的生活习性。 15000 10 15000

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 1 手偶剧表演，画脸、手工折纸等互动项目、发放宣传材料 10000 12 8000

园博馆文化周活动 7
展示活体昆虫、“神奇的尾巴”互动项目、4D动物拼装、科普宣传展板、“动物园里
学成语”书籍、石膏足印，手偶剧视频，夏令营宣传资料发放等近10项活动内容。

5000 20 3000



七、积极配合中国园林园博馆
建设

按照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需求调配借
展一批水禽和观赏鱼、鸟、文物4件、
提供国家级证书6本、农事试验场场旗1
件、翻拍老照片318张、标本5个，保证
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科普文化周
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科普文化周活动，深受喜爱。



让我们携手并
进，共同关爱
人与自然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