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2 期（总第 102 期）

煤炭工业文献委、史志委秘书处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9 日

目 录

▲标题新闻

《中国煤矿事故通览》编纂工作完成

▲工作动态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公布第一批专家组名单

《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推进会在北京召开

《陕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召开修志工作座谈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启动修志工作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召开修志动员培训会

▲煤炭志书评介

《盘县煤炭工业志》读后

邮箱:mtshizhi@163.com
煤炭史志网：mtshizhi.cn

mailto:mtshizhi@163.com


2

▲工作动态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公布第一批专家组名单

2018 年 1 月 10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公布第一批专

家组名单。

组 长：吴晓煜

副组长：卞生智 陈 昌 刘新建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三青 于运强 于海宏 万战伟 马全林 马和平 王 时

王国慧 王晓波 王捷帆 牛金杰 尹忠昌 申笃成 田 园

史 杰 白希军 包乔发 宁新民 曲光宇 朱义长 刘泽敬

刘 俊 刘洪波 刘殿武 闫 非 孙卓龙 孙金铎 孙 毅

严民杰 严新汶 李明清 李宗华 李承义 李增全 杨永馥

杨国顺 杨建平 吴明安 邹放鸣 汪大绶 沈经皓 张志民

张利亚 张 勇 张素红 陆颖蕊 陈 泽 陈怡辉 林永森

罗秀全 周晓琳 周革忠 赵仁章 胡高伟 贺永杰 顾建设

顾 荣 党德民 徐 迅 徐英旺 徐 亮 凌慧明 郭中华

郭玉森 郭新平 唐泽和 崔 涛 符东旭 童春平 曾 军

赖建辉 潘慧楼

《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推进会在北京召开

2018 年 1 月 24 日，《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推进会在北京安

源大厦召开。《中国工业史》评审专家、《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

主任、总纂吴晓煜主持，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书记、副秘书长高家

明，《中国工业史》编纂指导专家、中国矿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邹放鸣，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任陈昌，

《中国工业史》编纂指导专家、中国矿业大学规划处处长丁三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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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总经理李士

峰、副总编辑王德福，中国矿业大学党政办杨得利参加了会议。

邹放鸣简要介绍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纂情况，于 2017

年底完成 300 多万字的内部送审稿，报中国工经联。

吴晓煜指出，矿大要定期召开推进会，编写组要规范运作，明确

组长负责制及内部分工。对史料补充、修改内容要列出清单，明确修

改重点、要点；建立联络员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定期向矿大刘波书

记、工经联的汇报工作进展。今年 7月在京或矿大听取工作汇报。

陈昌表示《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和煤炭工业文献委大力支持

矿大的编纂工作，做好服务工作。

高家明指出，编纂《中国工业史》，两届总理都作了批示，是国务

院交办的重要任务，也是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的要求，希望

煤炭行业走在前头。工经联作好到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等协调工作。

希望矿大建立简报制度，及时通报编纂工作进展。 （于海宏）

《陕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召开修志工作座谈会

2018 年 1 月 19 日，《陕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在西安召开修志工

作座谈会。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陕西煤炭工业志》

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张志民主持会议。《陕西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

任曹文甫、总纂宁新民，《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编办副主任

于海宏，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主任李树珍、陕西省煤炭生产安

全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权万才，《陕西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赵生

茂、副总纂田建元、杨建棋、党德民等参加会议。

宁新民汇报了《中国煤炭工业志·陕西煤炭工业志》（150 万字）

和《陕西省志·煤炭工业志》（130 万字）编写、修改、审稿、出版过

程和体会。一是领导重视，目标明确，工作到位；二是落实责任，制

定计划，众手成志；三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打造精品；四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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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路，以点带面，系列成志；五是走访座谈，总结提高，善始善终。

同时，汇报了全省煤炭行业志书编纂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陕西煤

炭行业共编写志书 19 本，其中市县志 6 本，企事业单位志 13 本；校

史 1本。企业年鉴 25本，大事记及其他 9本。形成了陕西煤炭工业志

市、县志系列和煤炭企事业单位志系列。

陈昌对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领导为修志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向

在座的老领导、老同志为编写《陕西煤炭工业志》两部志书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目前，修志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新阶段要有新作为。

建议陕西保留省级编志机构，通过编写年鉴、大事记等，继续把煤矿

历史完整保留下来。

于海宏表示感谢，陕西省为煤炭行业培养了一支 200 多人的热爱

编志工作队伍，希望发展他们加入煤炭工业文献委个人会员，充分利

用文献委网站、公众号、微信群等交流联系平台，为修志做好服务。

张志民对编志办下一步工作作了安排。一是编志办人员写一份修

志体会；二是专人负责资料档案及资产的移交；三是编志机构要保持；

四是成立专家库，参与全省修志培训、评审等工作，并参加全行业的

培训及评审工作；五是尽快签发全省煤炭企业修志文件；六是通过修

志大家结下深厚的友情，大家要经常交流。 （于海宏）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启动修志工作

2018 年 1 月初，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启动修志工作，设立修志领导

小组，集团党委书记、杨照乾任组长，党委副书记尤西蒂、总政工师

李永刚任副组长。编志办设在企业文化部，负责修志具体工作。

1 月 19 日，在陕煤集团召开了修志工作座谈会，尤西蒂、李永刚、

企业文化部部长梅方义及编志办人员参加会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

办主任陈昌、《陕西煤炭工业志》总纂宁新民、《中国煤炭工业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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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副主任于海宏等出席会议。尤西蒂表示，陕煤集团从上到下对修志

工作都非常重视，所属各单位的编志工作起步早，基础扎实。集团进

入了发展新阶段，修志工作恰逢其时，恰在其时。建立陕煤集团志书

体系，所属单位都修志。陕煤集团将积极安排部署修志工作，落实好

必要的人力、物力等条件，确保工作落实扎实可靠，职责具体明细，

确保工作圆满完成。李永刚表示，修志工作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

大事，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陕煤集团高度重视修志工作，集结了相关

的专业人才，相信在上级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修志工作将

圆满完成。会议对修志工作的工作规划、流程、编委会设立、工作动

员会等工作进行了交流。 （本刊特约通讯员 汪琳）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召开修志动员培训会

2018年1月18日，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在西安召开修志动员会。

会议由集团副总经理李树凯主持，党委书记向新刚作了动员报告，企

业规划部部长巩宪武详细布置了编纂工作计划。《中国煤炭工业志》副

总纂陈昌、办公室副主任于海宏，集团机关各部门及下属 12个企业的

负责人共 60多人参加了会议。

向新刚指出，《重装集团志》编纂动员会的召开，将推动重装集团

以及所属企业志书编纂的进度。重装集团党政将进一步加大对志书编

纂工作的支持，以对党、对企业、对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志书编

纂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志书编纂。同时，准确把握

志书编写要求，潜心务实，力争 2018 年 6 月前编写出具有重装特色的、

具有时代特色的高质量的重装集团志。

李树凯提出三点意见，一是编纂任务重要、工作繁重，需要我们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才能推进编纂工作的开展。二是企

划部要做好细致规划，统筹安排机关和各企业编纂工作，确保 6 月底

前拿出一本高质量的《重装集团志》。三是切实把修志的各项事情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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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处，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工作必须精准，要落实、落细、落小，

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复杂的事简单化，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

资料无法搜集的可以不列，从快、从简完成志书编纂工作；要将修志

纳入企业重点工作中，修志是一把手工程。重装集团已经将修志列为

年度重点工作，希望各企业也要高度重视，为修志人员创造良好的工

作条件、待遇，做好资料搜集工作，为本企业修志打下坚实基础。

在会上，陈昌、于海宏就志书的编写、资料工作及图表等修志知

识进行了讲解。 （本刊特约通讯员 巩宪武）

▲煤炭志书评介

《盘县煤炭工业志》读后

2016 年，通过《贵州煤炭工业志》编办顾建设同志了解到，盘县

煤炭局修志工作搞得好。2017 年底，就收到印制精美的《盘县煤炭工

业志》（2000-2015）。见到这部散发着墨香的志书，喜不自禁，断断续

续通读一遍。感慨良多，提笔写下此文。

《盘县煤炭工业志》（2000-2015）由盘县煤炭局组织编纂，2014

年 4月启动修志工作，2017 年 3 月 29 日通过终审，2017 年 10 月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69万字，布面精装本，县长李令波作序。编

委会名誉主任付国祥、邓志宏、李令波，副主任邹立宏。主编（总纂）

包乔发，编纂海波、张元吉、司中应。前有地图、彩页，概述、大事

记、志体各篇及人物、附录等体裁完备，篇目设计比较合理，文字表

述规范，概述写出了特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县级煤炭工业志。

大家知道，盘县是全国著名的千万吨级产煤大县，被誉为江南第

一的主煤仓。2015 年产煤 2375 万吨，煤炭税收占全市的 75%以上。他

们在困难中前进、奋斗，创造了经验，多次受到原煤炭部、省市及有

关部门的表彰。这些成就是盘县煤炭部门以及全体煤炭职工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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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来的，是他们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的骄人成果。这正是“自古前

路多险阻，唯有奋斗领风骚”。

然而，其可赞之处并不止于此。中共盘县县委、县政府和煤炭部

门，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煤炭工业快速平稳发展的同时，

始终抓好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成果在鼓舞职工斗志、凝聚发展动

力、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特殊而不可或缺的作用力。率先

修志编史则是盘县煤炭工业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们在全国煤炭二轮修

志中，较早编纂出县级《煤炭工业志》，在全国煤炭县市修志中发挥了

引导与示范的作用，意义不可小觑。我们还应当看到，他们是在体制

变化、煤炭主体多元、安全环保压力大、人力紧缺、资料收集困难的

情况下，编写志书的。盘县煤炭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抽调人员，筹措

资金，搜集资料，挑灯夜战，不避寒暑，奋斗三年，凭着对煤炭的深

厚感情，为全县煤炭人树碑立传，为江南第一煤仓秉笔著史，终使这

部《煤炭工业志》以独特的风采，立于中国志书之林。这种使命意识、

责任担当意识，都是可圈、可点、可鉴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盘县煤炭工业志》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佳志。

一是，改革的时代特色鲜明。该志不仅全面记述了盘县 2000-2015

年的煤炭历程与现状，而且能够抓住煤炭工业改革这条主线，突出了

改革的举措、实施与成果。比如质量标准化、采煤机械化是盘县煤炭

改革的重要方面，志中记述颇为明确。又如煤矿的技改扩能，兼并重

组，集团化改造；煤炭就地转化，进行深加工、精加工的改革；在全

国较早进行煤炭调运五统一改革，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得到启示。

二是，盘县煤炭特色鲜明。主要是指不仅把煤炭地质、生产、建

设等所记到位，而且突出了盘县煤矿的两大课题，即安全生产与环境

保护。在篇目设置上，第一次把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独立升格为篇，

予以突出。在记述上侧重于盘县有特色的做法与经验。在安全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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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记述了瓦斯治理与利用，严格实施以用促抽、以抽促采。对煤矿

进行瓦斯等级鉴定，分类管理，建立瓦斯抽放系统、自动监控监测系

统，出台各类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同时利用瓦斯发电，自发自用，

瓦斯事故逐年减少。在环保方面，大搞矿区生态建设，建设污染治理

系统，煤场封闭式管理，创建花园式矿区。这些记述，体现了盘县煤

矿对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具有盘县特色的煤炭经

验与智慧。

三是，文化气息鲜明。志书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属于文化范

畴。可贵的是，《盘县煤炭工业志》不仅体现了这一功能，而且文化方

面的内容也是突出且具有特色的。该志在第十篇记载了矿区文化的成

就，而且设专篇（第十二篇），介绍“矿区艺文”，所刊载的“著述目

录”、“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使人眼前一亮，感触较深。看了这一

部分，才知道盘县煤矿文化工作搞得如此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文化

作品，涌现出这么多的文艺人才，一些同志成为作家、书法家、画家、

摄影家。有些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画家丁恩东的《啊，太阳》《煤

魂》，张铁年的摄影作品《脊梁》，姚盘的《矿工》《重见天日》，以及

一些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都令人不释手，应予关注。

写至此，我认为盘县不仅是重点产煤县的一个典型，也是一个重

视文化，修志成果鲜亮的典型。他们用行动、汗水证明了这一点。我

建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贵州煤炭工业志》编办及有关部门重

视盘县修志工作的经验与成功做法，认真总结推广，以推动贵州以及

全国煤炭行业的修志工作。 （吴晓煜 2018.1.15）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