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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总 序 

                二、 前 言 

                三、 凡 例 

                四、 目 录 

                五、 概 述 

                六、 大事记 

                七、专志部分 

第一篇  管理体制与机构 

第一章  行业管理体制与机构 

第一节  省级行业管理体制与机构 

第二节  市（州）/县行业管理体制与机构 

第二章  企业管理体制 

第一节  国有企业 

第二节  股份制企业 

第三节  民营企业 

第四节  兼并重组 

第三章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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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地质勘探单位 

      第二节  科研设计单位 

 第三节  教育单位 

 第四节  其他事业单位 

第二篇  煤炭资源与煤矿建设 

第一章  煤田地质与煤炭资源 

第一节  煤田地质 

第二节  煤田勘测 

第三节  煤炭资源 

        第四节  煤层气 

第五节  其他与煤共生资源 

第二章  煤矿建设 

第一节  煤矿设计 

第二节  建设项目 

第三节  施工技术 

第四节  施工管理（含监理） 

第三篇  煤炭生产与经营管理 

第一章  煤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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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煤炭生产管理（含信息化管理） 

第二节  矿井开拓 

第三节  井巷掘进采煤 

第四节  采煤 

第五节煤炭生产秩序整顿 

第二章  生产辅助系统 

第一节  提升与运输 

第二节  通风与排水 

第三节  动力与照明 

第四节  通讯 

第三章  矿井地质与测量 

第一节  矿井地质 

第二节  矿井测量 

第四章  煤炭加工利用 

第一节  煤炭筛分 

第二节  煤炭洗选 

第三节  煤炭转化 

第四节  煤矸石利用 

第五章  煤炭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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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计划管理与统计 

第二节  物资管理 

第三节   煤炭运销管理（含经营秩序整顿） 

第四节   劳动工资管理 

第五节   财务管理与审计 

 

           第四篇  安全生产 

第一章  安全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队伍 

第三节  规章制度 

第四节  监督检查 

第五节  教育培训 

第六节  重大安全活动 

第二章 安全工程与装备 

第一节  设计 

第二节  设施建设（六大避灾系统） 

第三节  安全装备 

第三章  煤矿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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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瓦斯灾害的防治 

第二节  水害防治 

第三节  火灾防治 

        第四节  顶扳事故防治 

第四章  矿山应急救援与重大事故 

第一节  矿山应急救援 

第二节  重大事故 

           第五篇  环境保护 

第一章  环境保护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  规章制度 

第三节  环境监测 

第二章  污染防治 

第一节  大气污染及防治 

第二节  水污染及防治 

第三节   噪声污染及防治 

第四节   废弃物污染及防治 

第三章  塌陷治理与绿化 

第一节  塌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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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矿区绿化 

         第六篇  相关产业 

第一章  工业 

第一节  设备制造 

第二节  民爆器材 

第三节  煤化工 

第四节  煤层气 

第五节  建材 

第六节  建筑 

第七节  发电 

 

第二章  服务业 

第一节  运输 

第二节  商业 

第三节  餐饮 

第四节  其他 

 第七篇   科学技术与教育 

第一章  煤炭科学技术 

第一节  机构及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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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研项目 

第三节  科技成果 

第四节  科技活动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教育管理 

第二节  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中小学教育、 幼

儿教育） 

第三节  职业技术教育 

第四节  成人教育 

第五节  职工教育培训 

    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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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活动 

第四节  企业文化建设 

第二章  职工生活 

第一节  两堂一舍 

第二节  职工住房(含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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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疗卫生 

第三章  社会保障 

第一节  养老保险 

第二节  失业保险 

第三节  工伤保险 

第四节  医疗保险 

          第九 篇   党群与社团组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组织建设 

第二节  宣传教育 

第三节  统战工作 

第四节  纪检监察  

第二章  民主党派 

第一节  组织 

第二节  活动 

第三章  工会与共青团 

第一节  工会 

第二节  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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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民武装与保卫 

第一节  武装 

第二节  保卫 

第五章  社团组织 

第一节  贵州煤炭协会 

第二节  其他社团组织 

             第十篇  人物与荣誉 

第一章  人物 

第一节  人物传 

第二节  人物简介 

第三节  人物名录（含：中国共产党全国和省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贵州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第二章  荣誉 

第一节  先进个人 

第二节  先进集体 

      八、重点产煤市、县煤炭工业及重点企业介绍 

       1、  重点产煤市、县（区）煤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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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点煤炭企业（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  

 企业） 

                九、   附 录 

                十、   编纂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