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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要点

一、2017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1.完成了 16 部志书的终审。其中有宁夏、内蒙古、河南、湖南、

青海、浙江等 6部省级《煤炭工业志》，煤矿文工团、煤炭信息院、煤

炭档案馆等 3 部事业单位志，《中国煤炭建设志》和《中国煤矿文化艺

术志》2 部专业志，《山东能源集团志》等 5 部企业志。截至 2017 年年

底，共有 22 部省级《煤炭工业志》、6部专业志和 4部事业单位志共计

32 部志书完成终审，出版 15部。加上已经出版的 10余部企业志，二

轮修志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2.打好推进编纂和出版进度两个攻坚战。一是 9 月份在杭州召开

安徽、甘肃、湖北、江西和黑龙江 5 省《煤炭工业志》座谈会，进一

步推动和促进省级煤炭志编纂进度。二是与出版社协商改革审核程序，

采取重点和抽查审核办法，缩短了时间。出版社编辑及时与编纂单位

交换修改意见，确保了志书的出版质量和进度。

3.积极推动煤炭企事业单位开展修志。2016 年年底，协会发文《关

于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修志工作的通知》。2017 年 10 月，在长沙召开煤

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有 160 余名代表参会，会上 27家企业提交了

交流材料，其中 5 家企业代表发言，介绍企业修志的经验和做法。12

月，《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与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对《山东省煤炭泰山

疗养院志》《中国煤炭工人大连疗养院志》《开滦职防院志》《淮北矿业

集团职防院志》进行评审。2017 年，先后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

《陕煤西安重装集团志》《潞安矿业集团》《龙煤集团志》等 13部志书

编纂大纲进行评审。推动了志书体系的建设。

4. 做好网站期刊宣传。编印《煤炭史志简讯》共 18 期，每期除

印发 100 多份纸质版，还发送电子版 800 余份。在“煤炭史志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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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史志公众号”及时发布 700 多条相关信息，其中吴晓煜的《关于实

施“互联网+煤炭史志”工程的思考与设想》《盛世修志铭》和陈昌的

《修志三字经》在“中国地方志网”转发，受到了史志工作者称赞。

5.《中国工业史·煤炭卷》初稿完成。5月份，《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办陪同工经联到徐州中国矿大，对《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进

行调研。到年底前，煤炭卷完成了 300 余万字初稿的编纂，在各行业

中编纂质量和进度名列前茅。

6. 修志队伍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广泛发动煤炭各企事业单位，吸

收个人会员。目前，已发展个人会员超过 700 人。协助湖北能源局、

龙煤集团、龙口矿业等单位进行业务培训近千人。

二、2018 年工作要点

2017 年 9 月，《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发出《关于做好煤炭行业

二轮修志工作总结的通知》。到 2018 年底，规划的 27 部省级志书、6

部专业志中绝大部分将陆续完成终审并陆续出版，全国煤炭行业第二

轮修志工作转入新阶段。

1.组织好规划志书的评审和出版工作。上半年完成安徽、四川、

甘肃、湖北等省级《煤炭工业志》终审工作，做好江西和黑龙江省级

志书的编纂推进工作。安排好《中国煤炭科技志》《中国煤炭教育志》

《中国煤机志》《中国选煤志》《中煤政研会志》的终审。上半年，争

取 20部省级志和一半以上专业及事业单位志出版。

2.积极推动煤炭企业和产煤市县的修志，探索史志工作新路。随

着省级《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进入尾声，协会印发了《关于组织会

员单位开展修志工作的通知》。2018 年的工作重点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记录企业历史，传承

煤炭精神”为主题，不失时机地组织推动煤炭企业（包括省级煤炭（能

源）集团）修志。另外，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和重点产煤市县专题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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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及时总结和推广延安市、河南蹬槽煤炭集团等地方和民营修

志的经验和做法，形成煤炭行业修志工作的“全覆盖”，为煤炭史志工

作开辟新天地。

3.召开全国煤炭史志工作会议。2018 年适时召开全国煤炭史志工

作会议，一是对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进行总结；二是对修志工作作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三是安排好煤炭工业文献委的换

届工作，部署和安排下一步煤炭行业史志工作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4. 加强自身和修志队伍建设，积极发展煤炭史志会员。做好煤炭

史志研究中心这一交流平台，开发和推广煤炭史志成果，成为煤炭史

志体系的组织者、引领者和推动者。积极组织会员开展业务培训和活

动，成为煤炭史志会员之家，推动煤炭史志工作深入持久、健康发展，

5.充分发挥网站、期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的宣传作用，推进

史志工作。与中指办建立信息共享，与煤炭各企业修志机构开展合作，

实施好“互联网+煤炭史志”工程，创新工作模式，加强煤炭史志信息

化建设。

6.完成好协会安排的工作。一是完成《在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评审工作。二是完成《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编纂工作。三是

筹划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煤炭史志著作项目。四是完成好协会安排的

工作。 （摘自《中国煤炭工业》编办 2017 年工作总结）

山东省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成效显著

山东省煤炭行业把煤炭修志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严格落实，

加强督导，促进了全省煤炭行业第二轮续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编撰工作顺利展开

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山东煤炭工业局不断加强领导，落实

责任，努力创造良好的修志工作环境。一是成立编审委员会。省煤炭

工业局局长担任《山东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副局长及煤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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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任副主任，各市煤炭管理部门、省属煤炭企业主要负责人为委员，

下设办公室具体展开工作，形成了从领导层到执行层的工作网络，加

强了史志编纂领导工作。二是定期召开史志工作会议。自 2006 年至今，

先后四次召开史志工作座谈会，举办了参观学习、专家讲座等活动，

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推进机制。三是对煤炭志续修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2006 年印发了《山东煤炭工业志续修工作方案》，从材料组织、篇目设

计、完稿时间都做了明确规定。四是创新方式方法。2006 年，省煤炭

工业局专门成立了史志办公室，聘请 4 名的退休老处长和工程师集中

开展工作。2014 年，省煤炭工业局进一步创新思路，将编纂工作委托

给山东省煤炭工业协会，以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与行业协会签订委

托书，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间、定要求、定价格。五是完善保障措

施。调整充实工作人员，同时依托兖矿集团档案中心，适当充实力量，

加快推进志书的编纂速度。积极向省财政申请史志专项经费，解决史

志编纂人员后顾之忧。

二、严把各个关口，提升编撰质量

工作中，各单位、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高

标准，严要求，层层把好修志质量关。一是严把资料搜集关。从省煤

炭工业局史志办与各省属煤炭企事业单位、市煤炭管理部门建立了定

期沟通协调机制和资料提供网络。省煤炭工业局下发通知，对资料提

供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内部各处室以及档案、信息等部门对编志工作

直通式开放，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为志书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 2006 年以来，基层各单位部门为省煤炭工业局提供资料达 1500 多

万字。二是严把初稿编纂关。实行主编负责制和编辑岗位责任制，既

各负其责，又协调配合。建立了确定篇章、明确分工、收集资料、撰

写志稿、分章审样、内部初审、修改总纂、报请评审、修改付印等工

作流程。各单位部门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进行培训，确保在志书编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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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能够心中有数。三是严把煤炭特色关。省煤炭工业局在《山东煤

炭工业志》初稿编纂工作中，突出把握山东煤炭工业改革开放的时代

特征，力求以翔实的资料，浓墨重彩，写深写透，达到与时俱进、符

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四是严把志稿评审关。在志稿评审阶段，突出

抓了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方面，编纂单位志稿内部评审。初稿形成后，

分发到内部各单位、部门进行把关，并广泛征求离退休老领导和基层

单位的意见，请他们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从源头上确保

志书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专门成立了企业志评审专家组，负责

各矿业集团志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志的评审工作，聘请史志工作方面的

专家、学者，参与志稿评审工作。在审稿过程中，突出了“三抓五看”，

即抓宏观、抓结构、抓内容，看政治质量、看篇目设置、看事物发展

记述、看资料是否真实、看是否存在保密问题。由于采取了专家评审

和审稿责任制等措施，提高了志稿终审的权威性和质量。

三、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整体工作协调推进

山东煤炭工业局加强督促指导，努力推进修志工作协调有序发展。

山东煤炭工业局承担的《中国煤炭工业志·山东煤炭工业志》已于 2016

年出版，《山东省志·煤炭工业志》已完成终审，正在出版印刷中。兖

矿集团累计编纂企业志书 52部、专题史料 32部、大事记 17部，形成

了集团公司、专业公司、矿处（公司）三级修志，企业志、专题史料、

大事记三业并举的史志工作格局。山东能源集团从 2010-2015 年，分

年度编印《山东能源集团大事记》5 本，2017 年 11 月 28 日《山东能

源集团志》通过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的终审。2016

年 8月，《新汶矿业集团志（1988-2014）》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2013

年 5月，《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志（1991-2005）》由中华书局出版。淄矿

集团对编修志书十分重视，第二轮修志共编写志书 20 部 781 万字。龙

矿集团至 2015 年底，所属北皂煤矿、梁家煤矿和洼里煤矿修志任务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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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成。2017 年 5 月重新调整部署，加快《龙矿集团志》编纂进度，

计划 2018 年出版。 （本特约通讯员 贺永杰）

宁夏煤炭工业协会发文组织开展矿志编纂工作

2017 年 12 月 2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工业协会印发《关于做

好矿志编写工作的通知》，宁夏煤炭工业协会、《宁夏煤炭工业志》编

委会决定在全区煤炭企事业单位开展矿志编写工作，逐步完善省级煤

炭行业志书体系，推动煤炭工业改革发展。

《通知》明确修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

化为工作的具体行动。矿志是煤炭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内容，

是继承传统、以史为鉴、记录成就、鼓舞世人的一件大事,是功在当代，

利泽后人的千秋善业。既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

任。坚持依法修志、实事求是、质量第一的修志原则。

全区煤炭工业矿志编纂工作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工业协会组织

与协调。具体修志业务工作由《宁夏煤炭工业志》编办负责。要求区

属煤炭企业集团成立志书编纂委员会。主要领导为编委会主任，明确

一位分管领导负责修志工作，选聘志书总纂（主编）和编写人员，使

修志工作尽快到位。全区各煤矿成立矿史矿志编纂委员会。煤矿主要

领导为编委会主任，明确一位分管领导负责修志工作，指定宣传部、

办公室或工会等部门负责实施，选聘总纂（主编）和合适的编写人员，

使编写工作尽快实施。已经关闭的煤矿企业由《宁夏煤炭工业志》编

委会及其办公室负责和转型企业联系，督促修志。各单位明确一名工

作联络员，以便加强联系、有效沟通，促进相关工作开展。

凡编过志的上限从前志的下限开始，第一次修志的上限从本单位

成立开始，下限原则上止于 2016 年底，具体下限由各企业志编委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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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通知》要求认真执行志书三审制度。初审（一

审）为编写组内部评审；复审（二审）为志书编委会内部评审；终审

（三审）由上一级志书编委会组织。

《通知》附编写矿志煤矿的单位名单，明确了全区 96处应修志的

煤矿。其中，宁东管委会辖区 8 处、银川市辖区 15处、石嘴山市辖区

14处、吴忠市辖区 16处、中卫市辖区 10处、固原市辖区 4 处、已经

关闭或退出的煤矿 29处。 （于海宏）

《煤炭修志文艺作品选》印行

2017 年 12 月，《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编辑完成《煤炭修志文艺

作品选》初稿，刊登有修志铭、三字经，诗歌，散文，歌曲，书法、

篆刻、楹联、挂历等五类共 21篇煤炭修志文艺作品。现继续征集作品，

望煤炭史志工作者将创作的煤炭修志文艺作品发到《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办邮箱（mtshizhi@163.com）。 （于海宏）

已出版与将出版煤炭二轮志书达 278 部

2017 年 11 月，《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进行煤炭二轮志书统计工

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汇总统计到《中国煤炭工业志》系列及

14个省级煤炭志书体系已出版与将出版志书达 278 部。其中，省级《煤

炭工业志》27部、全国性煤炭专业志 11部、全国性事业单位及社团组

织志 13部、央企及全省性企业集团志 18部、各省区煤矿企业志 67部、

产煤市县《煤炭工业志》31 部，地质、建设、煤机、运销、基金会定

点医院志 30部、矿处级单位志 81部。 （于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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