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动物园
2014年回顾



2014年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作质量
年”，公园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坚持“教育保护并举 安全服务并重”的
工作主旨，提出巩固、完善、创新、发展的工
作思路，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工作质量，推行
事业单位绩效管理，顺利完成各项工作指标，
确保服务优质、景观优美、秩序优良、游客满
意率提升，游客接待量和经济收入同步提高。

连续第四年获得“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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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单位：万人） 同比增加11.46%

692.09万人次，
同比增加12.04%购票游客

免票和持年票
224.33万人次，
同比增加9.72%

发售年票 12.5万张

完成重要服务接待及外事接待活动11
次；圆满完成春节、国庆、暑期等节假日期
间服务接待工作，特别是圆满完成10月1日
公园首次实行“持游园专票免费入园”的国
庆游园活动。



做好游客调查，认真处理游客诉求

组织12次

游客满意度

调查，游客

总体印象满

意率为

99%，同比

提升2%

收集游客诉

求、建议等

363条，重

点解决票务

纠纷问题

组织召开社

会监督员座

谈会2次

完成社会监

督员换届工

作，收集意

见建议21

条，均已落

实

为游客提供

免费便民服

务等非紧急

救助服务事

项72万件



积极开展
服务品牌
培树活动

248名正式志愿者开
展活动131次，全新推
出三个志愿服务项目，
举办“动物情缘，爱的
奉献”志愿者服务站成
立十周年活动。

志愿者项目被评
为北京市志愿服务小
微项目优秀项目。

共收到认养
24种动物的社会
捐款2.6万元。接待弱势群体8批，

共计792人来园参观游
览。



“跳水皇后”
高敏出任动物
认养爱心大使

学雷锋志愿服务推动日



与NGO合作开展活动26
次，1500余名游客参加；与
邮局合作开展《猛禽》邮品
售卖等4次项目活动；举办
科普和文化活动11项。



完善票务管理，有效遏制倒票和假票现象。

服务设施建设景观化，并在全市公园中首设吸烟区

借助社会力量提升公园牌示展示效果

应对极端天气提前准备、有效落实、及时清理、后期总结

开展科室联合检查并编写完成《联合巡检实施细则》

创新开展综
合巡检,完善
服务管理制
度，提升服
务管理质量



公园景观环境优美、卫生环境整洁、文化活动
多姿多彩、服务设施运行稳定，服务管理质量
显著提高。



开展科普活动，举办科普展览
拓展科普品牌效益

公园举办第33届爱鸟周、“惊
蛰观兽”等活动；承办2014年中
心科技周活动；参加北京市和西
城区科技周活动、北京科学嘉年
华主场活动等。举办暑期“夜宿
动物园，奇妙你来寻”等系列主
题夏令营48期，接待营员1949
人，同比增加223%。



开展丰富多彩的保护教育
活动，开展周末动物课堂活动
21次，与志愿者合作开展白熊
等5个项目户外讲解站活动，开
展“走出去，请进来”校外保
护教育活动20次。



承办2014年中心
科技周活动



举办第33届爱鸟周活动

参加“2014环保嘉年华”活动

举办“惊蛰观兽”活动



编辑出版《北京动物园》《科普
年刊》各1期，杂志制作人员到中国
科技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地参观学
习，参加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
的“北京地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出版
工作培训班”，杂志的编辑、设计质
量不断提高。



举办马年生肖文化展、英国野外生态摄影年赛2013年
度获奖作品巡展、第七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数
码摄影赛”优秀摄影作品展和施华洛世奇望远镜摄影展等
11项科普展览。科普馆三层展区改造布展工作完成，正式
对游客开放。



开创全国首个大型网上直播动物园。
公园与百度公司合作推出“网上动物园”
免费直播项目，首期推出大熊猫等9种动
物。有效弥合发达地区与偏远地区的信息
鸿沟，并为国内动物保护和相关知识普及
做出有益探索。



积极利用各种媒体，维护公园良好形象,
营造公园良好发展环境。全年电视、广播、报
刊共登播我园消息982篇（条）。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12次，组织电视、电台、网络直播3次。
接待专题片拍摄19次。

积极发挥官方微博作为公共服务平
台和公关手段的作用，增设“北京动物
园历史上的今天”“图说北京动物园”
“你不知道的北京动物园”微博板块，
原创微博307条，回复104条。

公园网站更新内容204条，回复网
友提出的各种问题共计161条。



完成护国寺小吃及
豳风堂餐厅项目合作转
型，形成老字号品牌商
业专区，为游客提供优
质餐饮服务，是公园商
业创新性的突破和全新
领域的尝试。

创新商业运营模式，总结商业
管理经验，提升商业服务质量

制订《北京动
物园商业管理规范》
和总结商业整合十
年来的管理经验，
提交中心作为公园
系统工作参考。



安全生产



深化安保成果
，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提升
安全管理质量

规范日常管理，
建立安全员和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
档案，开展专项
培训
增强技防设施，
新装监控摄像头
25处、门禁2处
在园派出所支持
下，调整建设枪
库。

加强驻园施工单
位安全检查
规范危险动物安
全管理，更换一级
危险动物兽舍门锁，
加大重点动物场馆
的检查频次与范围，
通过事故案例分析
提升职工安全意识。

增加网格巡检要素，全面覆盖公园安全检查工作，推
行《安全管理工作手册》和常态化综合检查，实施动物
分级管理。
圆满完成春节、国庆等节假日期间游园安保工作。



建立科技安保平台

构建安全文化氛围

建设安全文化体系

开通“北京动物园安全工作微信平
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转载各职能局
安全提示、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安全教
育，利用信息科技资源，构建公园安全文
化氛围。通过座谈会、调查问卷、安全培
训、宣传活动、行政执法、游客安检入园
等模式促进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动物业务



截止
12月
末 2

1

3

48种261只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Ⅰ

42种266只被
列入国家Ⅰ级

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展出动物466种6223只（条）



依托一会一表制，提升
动物业务工作质量

依托动物业务月例会
和项目进度表总结分析工
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责任
到人，并对下一阶段的工

作提出要求。



全年安排动
物训练项目
140项，同比
增加15.7%



完成的主要工作

开展丰容项目144个，覆盖展出动物和所有
的动物展区的95%；加强兽舍绿化和环境丰富工
作；开展行为观察项目146项，同比增加25项。



疾病防控结合，提高治疗技
术水平，提升动物健康质量

制定、实施动物疾病防控方案，加强疾病预防、
诊断、治疗工作，临床诊断、手术治疗、护理、组织
病理学诊断等系统化，增加禽流感监测的密度和数
量。全年未发现重大动物疫情。



优化动物种群结构，提高种群管理水平

69种480只（条）

83种1089只

37种277只

全年繁殖动物

引进动物

输出动物

积极参与全国种群管理工作，与国际、国内
动物园进行业务合作交流，促进公园动物种群管
理水平提高。通过动物繁殖和交换，改善动物种
群质量，满足动物种群发展和展览的需要。



公园管理



坚持工作精细化、数据化，建立公园
制度体系，推进绩效评价体系建设

研究编制公园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北
京动物园工作制度目录》、《北京动物园审计管
理规定》、《北京动物园制度文件管理规定》和
《北京动物园绩效评价管理规定》等。



建立管理层、作业层绩效量化评价的方法
和程序并实施。

全年进行4次全园季度绩效评价，并在信息
化平台公示评价结果。

制订《北京动物园2014年工作任务表》，
落实中心重点督办任务3项、园重点任务15项和
科室职能任务56项。



园重点任务项目开展率100%，完成北京市服
务业清洁生产审核申报、豳风堂东楼商业引入
老字号“护国寺小吃”等园重点项目。



科室职责任务项目开展率100%，并按
计划时限完成。

制订关于中心转发《市政府对中心
2013年度绩效管理考评情况通报》反馈问
题整改措施10项，并逐一落实。



调研行业标准体系，主持行业
标准编订，提高行业管理质量

充实、细化“动物园行业标准体系研究”调查
项目和前期调研，编制完成“中国动物园信息调查
表”。由公园主持编制的《动物园术语标准》《动
物园管理规范》《动物园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
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完成其中2项标准的
意见汇总工作和1项标准的专家审查工作。



强化财务收支管理，确保国有资
产增值，提高财务管理效能

强化财务收支计划管理，
完成2013年度财务决算及相关
工作和2014年财务支出计划细
化工作及2015年财务预算工
作，更新财务软件，首次对各
部门财务支出计划指标细化分
解，有效掌控财务收支进度。



实施项目全程审计，加强
项目资金管理，从严安排“三
公经费”支出。配合市纪委、
西城区税务稽查局完成动物园
会所调查。



强化固定资产管理，创建节约示范
单位，提升资产及能源管理水平

清查固定资产，确保账实相符。规范固定
资产购置、报废处置的审核工作，资产处置程
序。继续对固定资产购置、使用、处置制度进
行修订。

文物管理坚持公益与安全相结合，探索畅
观楼等古建文物的科学化和公益性的管理方
法，
筹办园史展等展览项目。



遵循清洁生产理念，预防污
染，保护环境、节能降耗，努力
实现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最小
化，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亮点：
市属公园中首家完成碳排放履约
工作并通过北京市服务业清洁生
产审核。上榜全国第一批879家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创建单位”
名单，是全国公园行业中唯一入
选单位。



2014

公园耗水量为43.63万立方米，
同比下降1.4%

燃油消耗量为4.2万升，同比下
降10.13%

燃气消耗量为312.12万立方米，
同比下降19.28%

耗电量为746.75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1.33%；部分动物场馆供暖季前后采用电锅炉
采暖，导致耗电量同比微增，燃气消耗量同
比下降。公园能源总支出由于价格上调原因
增加。



基建绿化



改善兽舍环境，改造绿化
景观，提升生态景观效果

全年完成水禽湖零碳馆、奥运熊猫馆运动
场、爬行馆植物生态展缸等动物兽舍绿化丰容
工作，模拟动物自然生活环境，改善兽舍景观
环境。



奥运熊猫
运动场

新熊山

改造后的澳洲动物区广场



1

4

1、移植树木2253株

2、新植乔灌木2551株、种植
竹类等植物4200万株

3、补植草坪1万平方米

2

3

4、完成修剪乔木1669株，灌木5995
株，绿篱8910平方米，草坪170万平米
及42株古树等日常养护工作



完成以“国庆花卉布置”为
重点的花卉布展工作，使用花
卉、绿植13万株，国庆花坛“动
物花园”获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立体花坛大奖、环保创意大奖。



采用生物、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病
虫害防治工作；改造绿化喷灌系统，确保了园
内近 30 万平方米绿地、5万余株乔灌木、22
万余株竹类、2万余株月季、12万余株宿根花
卉的正常生长。



公园绿化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游
客绿化美化满意率达100%。荣获“首都绿
化美化先进单位”和“首都生态文明教育
示范基地”称号。



强化施工管理，加快场馆
改造，提升建设工程质量

编制下发《北京动物园施工队管理手
册》，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人员
管理、质量管理、奖惩措施等。动物场馆新
改扩建工程以营造生态景观为原则，结合动
物原生地的自然环境，关注动物福利。截止
12月末，完成熊山及周边绿化景观环境改造
工程、狮虎山西侧参观通道及周边绿化景观
改造、西南门卫生间改造、奥运熊猫馆改造
工程、喷灌设备改造、节能系统改造等项目。



科研工作



促进行业交流，创建重点实
验室，提升科研管理水平

协助中国动物园协会完成2013和2014年圈养鹤类健
康调查问卷的编制、发放、分析工作和印度犀、白长角
羚等动物国际谱系的填报工作。

参加中国动物园协会“单一物种种群管理项目讨论
会”等行业会议。

协助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举办“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科普宣传活动。

接待国内外动物园同行来园参观交流或进
行短期业务学习。



举办“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科普宣传活动

北京动物园接待英国诺丁汉大
学建筑专业研究生学习调研



完成“圈养野生动物技术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认定工作，通过市科委认定
批准，选定“圈养灵长类动物肠道致病
微生物及人兽共患病的基因筛查”作为
公园重点实验室专项启动项目。



2014年评选11项公园自管
科研课题；完成 2015年科研课
题的征集与申报工作，“抗菌
肽对圈养野生珍禽禽流感疫苗
免疫效果影响的研究” “高通
量测序技术分析北京动物园大
熊猫肠道菌群多样性”两个课
题被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批准
立项。



让我们携手并进

共同关爱人与自然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