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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大纲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扉页：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彩图: 

1.云南省行政区图 

2.云南省煤田煤类分布图 

3.云南省主要煤矿分布图 

总序 

前言 

凡例 

编纂说明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篇   体制与机构 

第一章    管理体制 

  第一节    省级煤炭工业管理体制 

  第二节    地方煤炭工业管理体制 

  第三节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一节    省级煤炭工业管理机构 

  第二节    地方煤炭工业管理机构 

第三节    事业单位管理机构 

第三章    企业体制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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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体制 

第二节    企业兼并重组 

第三节    企业破产 

第二篇    地质与勘查 

第一章    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队伍 

第二章    地质勘查 

  第一节    勘查方法与技术装备 

第二节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勘查 

第三节 煤层气勘查 

第四节    生产地质勘查 

  第五节    勘查成果 

第三章    煤炭资源 

  第一节    分布 

  第二节    储量与管理   

第三篇    煤矿建设 

第一章    煤矿设计 

  第一节    设计机构 

  第二节    设计技术 

  第三节    设计成果   

第二章    建设项目与投资 

  第一节    建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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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五大煤炭基地建设项目 

  第三节    矿井建设项目 

  第四节    洗煤厂项目  

第五节    投资 

第三章    煤矿施工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    井巷施工 

  第三节    露天矿施工 

  第四节    地面建筑施工 

第四章    工程监理 

  第一节    监理机构 

  第二节    监理工作 

第四篇    煤炭生产与经营管理 

第一章    井工开采 

  第一节    开拓与掘进 

  第二节    采煤 

  第三节    提升与运输 

  第四节    通风与排水 

  第五节    供电与照明 

  第六节    通讯 

第二章    露天开采 

第一节    剥离与采煤 

第二节    边坡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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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排土排水 

第三章    选煤与综合利用 

  第一节   选煤 

  第二节   综合利用   

第四章    资源整合 

  第一节    原则和目标 

  第二节    方法和步骤 

  第三节    效果 

第五章    经营管理 

  第一节    生产管理 

  第二节    计划管理 

  第三节    物资管理 

  第四节    运销管理 

  第五节    劳动工资管理 

  第六节    财务与审计 

第五篇    安全生产 

第一章    煤矿安全监察 

  第一节    监察机构 

  第二节    监察职责 

  第三节    执法监察 

  第四节    事故查处 

第二章    安全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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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节    安全教育培训 

  第四节    安全工程 

第三章    安全评价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评价工作 

第四章    应急救援与事故案例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    救护装备与培训    

  第三节    抢险救援 

  第四节    事故案例     

第五章    煤矿安全整顿 

第一节    安全专项整治 

第二节    小煤矿安全整顿 

第三节    关闭非法开采矿井 

第六章    灾害防治 

第一节    瓦斯灾害防治 

第二节    粉尘防治 

第三节    顶板灾害防治 

第四节    水害防治 

第五节    火灾防治 

第六节    职业危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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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环境保护 

第一章    污染治理     

  第一节    环保管理 

第二节    大气污染与防治 

  第三节    水污染与防治 

  第四节    噪声污染与防治 

  第五节    废弃物污染与防治 

第二章    生态修复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矿区绿化 

  第三节    土地复用 

第七篇    相关产业 

第一章    发电与冶炼 

  第一节    煤电 

  第二节    煤矸石发电 

  第三节    瓦斯发电 

  第四节    电解铝 

  第五节    黄磷 

第二章    焦化 

  第一节    炼焦 

  第二节    化工 

第三章    装备制造 

  第一节    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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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矿用产品 

第四章    建材 

  第一节    水泥 

  第二节    硅藻土 

  第三节    陶粒 

  第四节    矸石砖 

第五章    服务业 

  第一节    餐饮 

  第二节    印刷 

  第三节    其他 

第六章    民用勘查工程 

  第一节    基础工程 

  第二节    其它工程 

第八篇    科学技术与教育 

第一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    技术推广 

  第三节    科研成果 

  第四节    信息化建设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管理 

第三节    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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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职业教育 

第五节    成人教育 

第三章    科技社团与刊物 

  第一节    社团 

  第二节    刊物 

第九篇    矿区文化与职工生活 

第一章    矿区文化 

  第一节    文化组织 

  第二节    文化设施 

  第三节    文体活动 

第二章    生活福利 

  第一节    住房 

  第二节    生活设施 

第三章    医疗卫生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医疗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一节    五险一金 

  第二节    企业年金 

第十篇    党群工作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组织建设 

  第二节    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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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纪律检查 

第二章    民主党派 

  第一节    组织 

  第二节    活动 

第三章    煤矿工会 

  第一节    组织 

  第二节    活动      

第四章    共青团工作 

  第一节    组织 

  第二节    活动 

人物与荣誉 

一、人物 

  （一）人物传 

  （二）人物简介 

  （三）人物名录 

二、荣誉 

（一）先进人物 

（二）先进集体 

 

单位及重点产煤县市煤炭工业简介 

一、煤矿、公司简介 

  （一）中央煤矿企业 

  （二）云南煤化工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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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投公司煤矿 

  （四）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属煤矿 

  （五）昆明钢铁集团公司所属煤矿 

  （六）其它煤矿企业 

二、  重点产煤县市区煤炭工业简介 

（一）富源县 

（二）宣威市 

（三）师宗县 

（四）麒麟区 

（五）镇雄县 

（六）威信县 

（七）泸西县 

（八）华坪县 

（九）开远市 

（十）弥勒县 

（十一）祥云县 

（十二）昭阳区 

三、煤炭企业名录 

分州（市）、县（市）区列表 

四、中央及省属煤炭企事业单位简介 

（一）中央驻滇煤炭事业单位 

（二）省属煤炭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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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 

云南宣威肺癌研究 

附录 

一、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煤炭工业重要文件辑录 

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云南煤矿

安全监察、监管重要文件辑录 

三、云南省煤炭工业行业发展重要文件辑录 

四、云南煤矿安全监督管理重要文件辑录 

五、云南煤矿安全监察重要文件辑录 

                    

编纂始末 

彩色照片： 

附部分反映云南煤炭工业 22 年改革、发展、矿山建设、安全生

产、科技进步、职工教育、矿山文化、职工生活等方面有典型、有代

表性的彩色照片。 

                 

索   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