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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二轮修志 

《中国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出版技术要求 

2015 年 2 月 2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制定了《中国

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出版技术要求，现刊登如下： 

一、 封面与开本 

1. 封面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组织设计； 

2. 开本为标准 16开。 

二、 排序及要求 

1. 扉页（背白）； 

2. 编纂委员会名单（单页为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名单，双

页为本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3. 图片（彩色印刷）； 

4. 地图（一张或者两张）； 

5. 总序； 

6. 前言； 

7. 凡例（一志一凡例）； 

8. 目录； 

9. 概述； 

10.大事记； 

11.分志（各篇或章）； 

12.人物； 

13.单位简介； 

14.附录； 

15.编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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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版要求 

1. 篇名：单占一页（背白）； 

2. 书眉：双页为篇名，单页为章名； 

3. 章与章接排，不另起页； 

4. 正文双栏排版： 

5. 总序、前言、凡例、目录、概述、编纂始末、附录一律通栏排

版； 

6. 表格：采用开放式表，两侧不加墙线。随正文排版，根据具体

情可通栏，也可单栏； 

7.字体字号：5号宋体；总序、前言、凡例用小 4号字。 

四、 正文内容要求 

1. 不要页下注释和参考文献； 

2. 图表采用三级编号：篇+章+序号或者章+节+序号 

五、 志书装帧 

1. 精装； 

2. 环衬：用浅色特种纸； 

3. 彩页：用 105 克铜版纸； 

4. 正文：建议用轻型纸。 

六、 其他要求 

1.出版社排出小样后，送《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备案； 

2.各志编委会名单送《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 

审核； 

3.有关事宜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志书编纂单位

与出版社及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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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学会组织编纂《企业科技志》和《科研单位志》 

为更好的记述煤炭科技事业的发展历史，再现煤炭科技事业的发

展历程，不久前中国煤炭学会下发通知，要求各会员单位和相关企业，

与《中国煤炭科技志》编纂工作同步，编纂《企业科学技术志》和《科

研单位志》工作。具体编纂要求如下： 

（一）成立企业科技志、科研单位志编委会，落实编纂人员，并

报中国煤炭学会。 

（二）统一参考《中国煤炭科技志》的编写大纲开展编纂，以使

志书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志书体系。 

（三）统一按《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志》凡例要求编写，时间

断限：上限从1949年开始，成立较晚的企业志书上限从建企之年起始，

下限统一为 2014 年 12 月。 

（四）工作进度与《中国煤炭科技志》同步，2015 年底完稿。 

（五）为全面反映煤炭行业的科技进步历程，不具备编纂条件的

企业与单位，要收集有关资料，并提供给中国煤炭学会，供行业科技

志收录。 

中国煤炭学会将统一组织编写人员培训工作，请专家授课指导，

帮助企业编纂出高质量的企业科技志、科研单位志。 

《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编纂工作积极推进 

2014 年初，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启动了《中

国煤矿文化艺术志》编纂工作。先后多次召开《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

编写大纲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对编写大纲进行评审论证。3月，编写

大纲通过《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评审后，编纂工作全面铺开。6

月 11 日，首届煤矿文化志书编写培训班在北京开班，邀请了有关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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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为来自全国煤炭企业的 60余位志书编写人员进行了授课，讲解了

志书编纂工作基本要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学员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为使编纂工作更加准确、精细，煤矿文联于 2014 年 11 月下发

了《<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编写大纲说明》，对基层文化志书资料的收

集和撰写予以具体的指导和规范。 

目前，各有关单位正在积极搜集、核实资料，部分单位已经将资

料报送。《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编委会办公室正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归

纳，做初稿撰写的准备。全志初稿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完成。内审修改

后送《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终审。 

3 月 11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吴晓煜听取了《中国

煤矿文化艺术志》编纂工作的汇报。该志总纂刘俊汇报了《中国煤矿

文化艺术志》编纂情况。吴晓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煤矿文化艺术志

编纂工作基础扎实，工作有序，但需要投入适当人力，加快进度，抓

紧推进。二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实、做细，尤其是文化人物和大事记

要严格把关，做到准确无误。三是全部书稿经过内部评审后，争取于

今年四季度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终审。 

（本刊特约通讯员  夏周） 

《煤炭工业档案馆志》编写工作全面启动 

煤炭工业档案馆自 2015 年初启动了《煤炭工业档案馆志》的编写

工作以来，工作扎实有序，稳步推进。 

一是馆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多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制定编

写方案。落实了分工，明确了责任人。二是确定由馆征集编研部负责

并作出详细的工作进度规划，落实各环节、各步骤的具体完成时间。

三是在充分讨论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煤炭工业档案馆志》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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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并经《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评审通过。四是从馆藏资料中查

找可采用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对档案条目资料的初步筛选，进入

查阅档案阶段。已提阅了档案共 251 卷，从中选取资料 128 条，并开

始对有关资料进行内容分类整理，着手进行编写工作。 

                   （本刊特约通讯员  汤琳） 

开滦集团启动《开滦年鉴 2014》编撰工作 

开滦集团以推出“精品”成果为目标，正式启动《开滦年鉴 2014》

编撰工作。为此制定了年鉴编撰年度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2月初

下发了《关于征集〈开滦年鉴 2014〉资料的通知》，明确了撰稿基本

原则、撰写要求、报送时间和各章节文字量，规范了年鉴撰稿，使各

供稿部门和单位有了明确标准和要求。 

为顺利推进年鉴工作，集团公司于 3月 10 日，组织召开了《开滦

年鉴 2014》编撰会议，来自集团总部机关和二级公司 70多名年鉴撰稿

人参加会议。会上全面总结了去年年鉴编撰工作情况，对今年年鉴编

撰工作提出了要求，集团办公室等 5 家年鉴编撰工作先进单位介绍了

经验。针对去年年鉴文稿中存在的问题，责任编辑以条目撰写实际操

作为重点，进行了年鉴撰稿专题培训。目前，各集团公司相关二级单

位、总部机关部门已进入拟搞阶段，为顺利完成年鉴编撰工作奠定了

基础。                     （本刊特约通讯员  沈振庭） 

《乌海煤炭工业志》编写工作进入资料搜集阶段 

乌海市煤炭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和内蒙古煤矿安监局

文件精神，全面启动《内蒙古煤炭工业志》乌海部分内容编纂工作，

选派专人深入全市各相关单位，煤炭、焦化、洗选等企业及各有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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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进行调查和搜集资料。目前，已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下

一步将按照统一部署继续完善相关图、文等资料的搜集整理、甄选工

作。                       （本刊特约通讯员  张云飞） 

煤史资料 

1965 年煤炭工业部曾编印三期煤炭报 

1964 年，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找到高锴（在门头沟煤矿下放），对他

说“现在煤炭系统每年因质量安全事故死几百上千人，主要是不重视

工程质量。我们现在要办张报纸，宣传质量的重要性，发到每个班组，

每期发行 40万份。人家推荐你，说你有这个能力。你要人调人，要钱

给钱，我只要求你把报纸尽快办成。” 

当时办了一个印刷厂，是张霖之部长找陆定一批的。其字模比《光

明日报》还齐全。到 1966 年 5月，煤炭部共出了三期报纸（试刊）。 

（摘自高锴《我知道的名流轶事》，见《炎黄春秋》2014 年 6 期） 

史志人物简介 

郭甲寅 

郭甲寅，男，1930 年 8月生于河南省济源市。1990 年离休，曾任

内蒙古燃化局、陕西煤炭局副局长。教授级高工。 

1987—1997 年任《陕西省志·煤炭志》和《中国煤炭志·陕西卷》

主编。这两部志书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煤炭工业出版社于 1993 年

和 1997 年出版。期间参与《陕西省志》的军工、外事、建材、合作社、

检察、经贸等七部志稿和《中国煤炭志》贵州、吉林、内蒙、宁夏、

甘肃、安徽等六卷的审稿。参与并协助铜川、蒲白、澄合、韩城矿务

局志、下峪口煤矿志、彬县煤矿史的终审工作。编著《陕西煤炭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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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陕西煤炭志》古代部分编纂刍议”、“陕甘宁边区煤业”、“谈

谈志书搜集与整理的有关问题”等。 

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座谈会于 4 月 1 日在兰州召开 

为推进煤炭行业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委会定于 2015 年 4月 1日在兰州召开部分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

工作座谈会。 

一、会议内容 

1.交流《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经验、进展情况； 

2.研究推进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的意见与措施； 

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负责同志讲话。 

二、参加人员 

河北、山西、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10 个省区分管《煤炭工业志》修志工作的领导及

《煤炭工业志》总纂各 1人。 

三、时间、地点 

1.4 月 1日（周三）1天。3月 31 日（周二）报道。 

2.兰州市锦江阳光酒店。地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589 号。 

四、有关事项 

1.请各单位整理会议发言材料，包括进展、工作经验、存在问题、

下步措施、安排（不超过 1500 字），打印 25份带到会上交流。 

2.请填写会议回执，务于 3 月 25 日前传真至《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委会办公室。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