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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关于召开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各有关煤炭企业、各省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自 2012 年全国煤炭行业开展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以来，各煤炭企

业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指示，从改革

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开展修志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总结交流修志经验，尽快完成企业修志工作任务，经研

究，定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周二）在湖南长沙召开煤炭企业修志工

作座谈会。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对煤炭史志工作者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及下阶段企业修志

工作进行安排。 

2.有关企业介绍修志经验与做法。 

3.听取对企业修志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二、参会单位与人员 

1.中央管理的煤炭企业及所属企业。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企业集团及所属企业。 

3.2012-2013、2014-2015 年评选命名的双十佳煤矿。 

4.各省区《煤炭工业志》编办。 

5.其他煤炭企业。 

6.特邀煤炭工业出版社代表出席。 

请以上各企业、煤矿修志负责人及主要执笔人 1-2 人（最多 2人）

出席会议。各省区《煤炭工业志》编办各 1人出席。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3 
 

1.时间：2017 年 10 月 17 日，会期一天。16 日（周一）全天报到。 

2.地点：长沙市紫薇华天大酒店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火炬路与王家湖路交汇处 

电话：0731-85419666 

乘车路线： 

①黄花国际机场： 

乘坐出租车：至酒店距离 22.2 公里，约 36 分钟； 

乘坐机场大巴：机场大巴到民航大酒店，从民航大酒店出租车约

10 元到紫薇华天大酒店。 

②长沙火车站：至酒店距离 4.2 公里。 

　长沙南高铁站：至酒店距离 11.2 公里。 

四、有关事项 

1.请各单位参会代表务于 9 月 28 日前将回执（在煤炭史志网

mtshizhi.cn 图片通知下方下载附件：“煤炭行业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

回执”填写）邮件或传真至《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并将本企业修

志工作做法、经验与建议，整理成文字材料（1500 字以内），印 100

份，带至会上交流。 

2.请各省区《煤炭工业志》编办按本通知要求，联系并组织本省

区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3.请《湖南煤炭工业志》编办协助做好会议筹备及会务工作。 

4.会议收取会议费每人 600 元。住宿费自理。 

5.会议不安排接站,请自行前往酒店。 

五、会议联系人 

陈昌（《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 

电话：13501375481    010-64464560 

于海宏（《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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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611169645    010-64463430（可传真） 

翦象虹（《湖南煤炭工业志》编办） 

电话：13787060531 

酒店谢经理     电话：13548669493 

本通知可在煤炭史志网和煤炭史志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附件：煤炭行业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回执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17 年 9 月 8 日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关于做好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的通知 

各省级《煤炭工业志》、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市县煤炭志编纂办公

室、煤炭史志工作机构： 

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自 2012 年 10 月启动以来，各级煤炭管

理部门和煤监局、各煤炭企事业单位、煤炭社团组织，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指示，从大局出发，思想坚定、态

度鲜明、悉心安排、精准推进、狠抓落实，积极主动开展修志工作，

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与成就。三个系列（省级志、专业志、企事业单

位志）的煤炭志书体系已初步形成，修志队伍成长进步。鉴于煤炭行

业第二轮修志工作已进入了收尾与总结阶段，大部分省区已完成了修

志任务，大多数志书已出版问世。为此，请各志书编委会及其编纂办

公室着手进行修志工作总结。现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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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结内容 

1.修志工作简要过程、主要做法。 

2.工作体会与经验。 

3.工作成果。附本省区、本单位、本系统已编写完或出版的志书、

年鉴目录。 

4.修志研究著作。包括专著、研究论文、体会文章、文学作品，

可组织有条件的同志撰写。 

5.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二、组织实施 

1.本次修志工作总结活动，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组织协

调，《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具体落实。 

2.各省区《煤炭工业志》编办统一负责联系、组织、催办本省区

修志单位的修志总结工作。 

3.全国性煤炭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编写单位自行进行总结，并

报送材料。 

三、具体要求 

1.请各煤炭志书编纂单位直接将工作总结通过邮件或电传至《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并抄送上级编纂单位。 

2.材料要突出重点，言简意赅。综合性总结材料不超过 2500 字，

论文不超过 3000 字，个人先进事迹材料不超过 800 字。编纂成果目录

要注明编纂单位、志名（年鉴名称）、总纂姓名、字数、出版单位及时

间。 

3.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没有完成修志任务的单位可总

结至 11 月 15 日的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4.这次进行的修志工作总结活动，意义深远，在党的十九大召开

后，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修志总结结合起来。请各单位务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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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安排专人加以落实。各单位报送的材料将作为评选表彰煤炭

修志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的主要依据和基础材料。《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办将把这次材料统一编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文献集成”。 

四、联系人 

陈  昌（《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主任） 

电话：13501375481    010—64464560     

于海宏（《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 

电话：18611169645    010—64463430（可传真） 

邮箱：mtshizhi@163.com 

此《通知》可在煤炭史志网及煤炭史志微信公众号查询。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8 日 

▲煤炭史志著作评介 

志书精品  文化佳著 

——为《中国煤炭报社志》点赞 

见到刚刚面世，尚散发着淡淡墨香，颇具文化品位的《中国煤炭

报社志》（简称《煤报志》），立即放下其他事情，翻阅起来，越看越有

爱不释手之感。 

《煤报志》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电子书同时出版）。编委会主

任马占平，副主任崔涛、王正民；主编马占平，执行主编崔涛；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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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周海成，成员为韩立平、邹萍、顾立民。全书凡 47 万字，分为 9

章记述，书前有彩色及黑白照片多幅，志前有概述、大事记，后有附

录及编纂始末。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篇目设计合理且有创意，资料丰

富，记事完整，语言规范通畅，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质量堪属上乘，

是一部难得的、独具风采的志书精品、文化佳著。我作为退休的煤炭

职工、《中国煤炭报》的业余通讯员、热心读者，由衷为《煤报志》的

问世而感奋。 

中国煤炭报社是一个底蕴厚植、精神内涵化于无形的文化单位，

《中国煤炭报》是一份具有煤炭之根、矿工之魂、对事业忠诚，观察

力与表现力颇强的行业报。该报创刊于 1982 年，原煤炭部决策、经中

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核准注册，在海内外有高知名

度的规范化大报。当年老部长高扬文之所以力倡创办煤炭报，是从发

展煤炭工业的总体部局来考虑的，把它作为推动煤矿改革发展的一个

重要举措。由此，煤炭工业有了自己的新的文化阵地，五百万矿工有

了表达心声的好朋友，煤炭新闻工作者有了展示才华、体现价值的驰

骋园地。这份报纸的呱呱落地，实为一大创举、文化建设的新硕果。

全体煤炭报人果然干得很好，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从 1982 年 11 月

15 日试刊第一期起，沐风雨、历坎坷、阅事移，主管主办单位几度变

更（先后有煤炭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煤炭部、国家煤炭工业局、

国家安监局、国家安监总局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至 2014 年底共出

刊近 5000 期。这份报纸在煤炭行业及煤矿工人心目中始终占有极为重

要的地位。在贯彻上级指示，宣传行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奖树先进典

型，传播煤炭精神，交流经验与信息，抵制不良风气，反映矿工意愿，

促进文化发展，培养新闻队伍，以及在整个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发

挥了特有的功能与无可替代的作用。煤炭报的重要地位、重大贡献是

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天地可鉴的。报社 1982 至 2014 年这 22 年的历



8 
 

史是闪光的创业史与奉献史，是不应该埋没与忘记的。而《煤报志》

则为报社及报社人全面而忠实地记录了其不平凡的历史与现状。从而

使中国第一部《煤报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在海内外广为传布。从

这个角度视之，《煤报志》不仅是煤炭报社百科资料全书、报社人艰苦

奋斗的历史画卷，亦是光大报社精神、凝聚报人智慧、以启远大未来

的文化专著。其用至巨、其功至大、影响至远，此为不可不察不彰者。 

我们还应看到，《煤报志》是在全国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中第一部

率先出版的全国性事业单位志，具有引导与示范性意义。报社的工作

是十分繁重的，但是对于修志这件大事，知其要义，明其功用，表现

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浓厚的责任担当意识。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

及班子成员，语出一致的态度鲜明，悉心部署，精准推进。而 26 名编

写人员，除了 3 位老同志外，都是在职工作人员，不论在搜集资料亦

或握笔写志，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干，夜挑灯，假不休，笔不

停，修志与正常工作双赢，凭着一股报社特有精神写志，克服了时间

紧、资料缺乏、修志业务不熟悉等诸多困难，边干边学，发挥优势，

克难求进，仅一年就写出初稿。此后又昼夜兼程，三番审核修改，终

使《煤报志》率先问世，争著先鞭，上下满意，各方共赞。中国煤炭

报社在修志中，领导的思想敏锐与决策果断；举全社之力，众手成志

的机制；精细组织，不拖泥带水的作风；编纂人员心无旁骛、执著笃

行的敬业勤勉精神都是可效可学、难能可贵的。 

当前，全国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我们建议

有关单位和有兴趣的同志读一读《中国煤炭报社志》，相信必有所裨益；

看一看煤炭报社是如何修志的，相信必得到启发。 

                      （吴晓煜   2017.8.29）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