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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内蒙古煤炭工业局、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印发“关于组织

开展重点煤炭企业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修志工作的通知”

2018 年 1 月 29 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局、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为

加强全区煤炭企业文化建设，完善自治区煤炭行业志书体系，展现全

区煤炭工业改革发展成果，就全区重点煤炭企业修志工作通知如下。

认识修志的重大意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思想，坚持依法修志、实事求是、质量第一的编纂原则。

全区 37个重点煤炭企业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凡编修过志的单位，

上限从前志的下限开始；第一次修志的单位，上限从本单位组建开始。

下限原则上止于2015年底，需要下延的由本单位编委会根据实际确定。

要求各单位于 2020 年底前完成本单位志书的编纂工作。

全区重点煤炭企业修志工作，由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内蒙古煤炭

工业志编委会统一组织，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具体落实、协调推进。

各单位切实组织好本单位的修志工作。①领导到位。各单位要成立编

纂委员会，编委会主任应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要明确领导责任，

切实把修志工作列入领导工作日程。②机构到位。各单位要建立专门

的修志机构或明确修志部门，具体负责修志工作的落实。③经费到位。

各单位必须把修志所需经费列入本单位的经费预算，从收集资料到编

纂、评审、验收、出版发行，给予必要的人、财、物保障。④队伍到

位。要安排事业心强、有历史责任感的同志承担此项工作，可抽调部

分熟悉本地区、本单位历史的老同志参与。要加强修志队伍建设，加

强修志人员的培训和业务学习。⑤条件到位。各单位要为修志工作提

供必要的办公设施和交通工具等，推动修志工作顺利开展。

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将按照修志工作任务要求，分阶段组织人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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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检查；《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要加强对编纂工作的业务

指导；内蒙古煤炭工业协会要密切配合组织落实和工作推进，加大对

全区煤炭行业志书编纂工作的督促力度，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单位在

修志过程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各单位将明确的编志部门、负责人及

修志工作联络员名单，报《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以便

加强联系、有效沟通，促进修志工作开展。

要认真执行志书三审制度。初审（一审）由编写组内部评审；复

审（二审）由单位志书编委会内部评审；终审（三审）由上一级志书

编委会组织专家评审。

同时，做好第二轮修志总结工作。已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单位，

要提交修志工作总结。具体内容包括：工作简要过程、主要做法；工

作体会与经验；工作成果（附本单位已编写完或出版的志书目录，目

录要注明编纂单位、名称、总纂姓名、字数、出版单位及时间）；修志

研究著作（包括专著、研究论文、体会文章、文学作品）；表现突出的

先进个人事迹材料（不超过 800 字）。 （特约通讯员 李柏杉）

九座煤矿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2018 年 1 月 27 日，由中国科协调宣部主办，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

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承办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发布会在

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九座煤矿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开滦煤矿（现为开滦博物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始建 1878 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

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型机械化采煤煤矿；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洗煤厂；

第一条准轨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主要遗存：唐山矿一号井、二号

井、三号井；近代煤矿最早的火力发电机组；唐山矿达道；部分矿用

建筑、设备；中央电厂汽机间；马家沟砖厂建筑砖车间；赵各庄矿洋

房；档案；中国最早的股票（18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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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兴煤矿（现为中兴煤矿国家矿山公园）

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始建 1878 年，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

族矿业，第一家在清朝末期就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发行了中国民

族工业第一张股票。主要遗存：枣庄煤矿办公大楼、配楼、东大井、

南大井、北大井、机务处、电厂、老公司、东过车门、西过车门、台

枣铁路、老洋街、枣兴堂、电光楼、老火车站、国际洋行及探采矿工

具、史籍。

3.萍乡煤矿（现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位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远镇，始建 1898 年，中国最早采用机

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化程度最高

的煤炭基地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

曾建立起第一个中共产业党支部、第一个工人俱乐部、第一个工人消

费合作社。主要遗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工人补习

学校、盛公祠、张公祠、大罢工谈判处总平巷矿井口。

4.坊子炭矿（现为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

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始建 1901 年 ，中国煤矿第一座德式机

械凿岩矿井、中国煤矿第一台欧式洗煤机洗煤、中国煤矿第一台欧式

机器制造煤砖、中国煤矿至今唯一完好使用木质罐道梁的矿井。主要

遗存：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老旧车间、井下体验区、巷道、原始煤

炭、德日居住及工业建筑、煤矿竖井、蒸汽机房、水井、矿井体验馆、

煤矿工人生活村、火车装运站。

5.抚顺煤矿（现为抚顺煤矿博物馆）

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始建 1901 年，抚顺西矿曾是亚洲第一大露天

煤矿，现在是垂直深度 424 米的“亚洲第一大矿坑”；主要遗存：西露

天矿、设备、工具；搭连运煤漏；龙凤矿办公楼、竖井楼，德国西门

子公司制造一大一小两台“戈培式”绞车，电动机为 4025 千瓦，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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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5395 马力，性能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煤矿设备，也是世界上现存

唯一一套的同类型设备；抚顺煤矿万人坑；档案。

6.中福煤矿

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始建 1902 年，主要遗存：二号井台、井架房

旧址；三号煤矿竖井及配套用房；电机房；总办事处办公房；医院；

电影院；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发电厂房；电机、绞车等设备。

7.本溪湖煤铁公司（纤维本溪[溪湖]煤铁工业遗址博览园）

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始建 1905 年，日本侵入东北地区后建

立的第一个大型的工矿企业。主要遗存：本钢一铁厂旧址、本钢第二

发电厂冷却水塔、大仓喜八郎遗发冢、本溪湖小红楼和大白楼、本溪

煤矿中央大斜井、东山张作霖别墅、本溪湖火车站和彩屯煤矿竖井、

肉丘坟等共 9 处。

8.大同煤矿（现为晋华宫矿国家矿山公园）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始建 1907 年，主要遗存：1945 年由美国诺德

勃格厂设计、加拿大勃川木公司制造、现仍使用的煤峪口矿双滚筒电

机绞车；日本侵华时期掠夺山西省煤炭所建的大斗沟矿石头窑；1939

年日本生产的化工厂制索机；阎锡山为在山西晋北地区开发煤炭工业

设立的晋华公司遗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同期间残酷迫害煤矿工人

的“万人坑”遗址。

9.阜新煤矿（海州露天煤矿国家矿山公园）

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始建 1953 年，全国第一个现代化、机

械化、电气化的最大露天煤矿。主要遗存：海州露天矿坑；苏联产电

镐、潜孔钻机、推土犁等机器设备矿山开采设备、蒸汽机车等运输设

备。 （摘自国家煤炭工业网）

中国矿业大学召开《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会议

2018 年 1 月 29 日，中国矿业大学召开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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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刘波主持会议。邹放鸣、蔡世华、王增国、

丁三青、章毛平、陈仲元、周晓林、王传棨、刘尊旭、李金齐、汤成、

张阳、王成礼、王德福、高世杰等编纂组人员参加了会议。

邹放鸣传达了 1 月 24 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

纂工作协调会纪要，介绍了编纂工作的背景、任务及时间要求。《中国

工业史·煤炭卷》编写工作是国务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交办的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根据工经联领导的

意见，应在 2019 年 2-3 月前完成全部正式书稿的送审工作，要求学校

指定专人担任联络员，负责编纂工作的落实和信息沟通及事务协调工

作。工经联已拨款到学校，作为编纂工作经费。前期学校编纂的《中

国煤矿史》已形成近 300 万字的文字资料，为《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的编写奠定了良好基础。应当在此基础上按照上级要求抓紧做好编纂

工作。

刘波就做好《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写明确了五个要点：一

是按照上级要求，学校把编写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新老书记合力

做好编纂工作。二是编写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要求各组组长工作要

切实到位，不当挂名组长，按照编纂工作的业务规范、任务要求和时

间进度抓好落实。会议对各组组长作了明确：第一组组长为周晓林，

第二组组长为丁三青，第三组组长为蔡世华，第四组组长为章毛平。

三是各小组要根据编纂工作的具体任务和编纂工作规范及《中国工业

史·煤炭卷》的编纂三级大纲，明确本组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并制定详

尽的编写工作计划，以 2018 年 12 月底为截止时间，于 2 月 4 日前向

编写工作秘书处报送工作计划。四是要建立编写工作例会制度，每月

召开一次编写工作会议。五是设立编写工作秘书处，负责协调工业史

煤炭卷编写的具体工作事务，秘书处设在宣传部。

会议上还围绕书稿编纂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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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落实了编写工作联络人，确定为周晓林和丁三青。二是各组可以

根据需要吸纳相关专家学者加入到编纂工作队伍中来，同意第四组加

入方跃平。三是确定工经联拨款作为编纂工作的经费，用于调研差旅

费，资料收集及复印等。资金使用要符合国家和学校财务相关规定。

四是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强对编写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工作水平，在

编写体例、文字水平等方面要严把关，高要求。五是在资料保障方面，

明确要求图书馆、档案馆给予全力支持和帮助。 （于海宏）

中国煤炭学会在京召开《中国煤炭科学技术志》编纂研讨会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国煤炭科学技术志》编纂研讨会在中国矿

大（北京）召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王家臣、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国法、天地股份开采事业部副总经理鞠文君，《中国煤炭工业志》

副总纂陈昌、编办副主任于海宏，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康立勋，中煤科

工太原研究院研究员张昭，中国煤炭学会教授级高工白希军和主要编

纂专家中国矿大（北京）潘文东、杨胜利、刘宾，天地股份开采事业

部樊运策、陈佩佩、姜鹏飞、范志忠等 2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王家臣、白希军共同主持。陈昌介绍了《中国煤炭工业志》

总体编纂情况，肯定了参编专家对《中国煤炭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

地奉献精神和做出的成绩，对志书记述方法作了现场指导；潘卫东、

陈佩佩、姜鹏飞等专家分别介绍了第三篇基础研究、第四篇地下开采

与巷道章节的编纂情况。

会议针对编纂过程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在科学内涵、学

科分类、逻辑实证、工程技术及章节结构等方面研讨，形成了共识。

会议界定了基础研究成果与工程技术成果内涵，使第三篇基础研究与

第四篇技术成果与应用的逻辑关系更加顺畅。会议议定，在已经完成

的编纂内容基础上，按本次研定章节结构和内容修改并补充完善，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修改稿。 （本刊特约通讯员 白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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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选登

《山西煤炭简史》

丁钟晓编著。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32 开本，平装，

14.5 万字，印行 10200 册。

该《简史》为中国煤炭史志文库之一种。分为山西古代煤炭史、

近代煤炭史、现代煤炭史和当代煤炭史等 4 章。其历史阶段划分清晰，

资料基础牢靠，文字上史实与史论结合，书后附有山西煤炭史料选辑

10种和参考文献。是一部较为完整而又简练的山西煤炭史，填补了山

西煤炭通史的空白。

著者在大学时侧重攻史，具有史学功底，毕业后一直置身煤炭行

业。利用业余时间成就了这部著作。他在其他山西煤炭志书编纂中也

有所贡献与建树。 （吴晓煜 2018.2.17）

《豫煤古今谈》

卞书田、胡克仪、万战伟编纂。煤炭工业出版社 2000 年 6月出版。

32 开本，平装，16.5 万字，印行 1105 册。

该书属于普及性的煤炭历史著作。收录了反映河南煤炭行业古今

历史的 31篇文章。各文长短不拘，独立成篇，互不隶属。一事一题一

篇，行文活泼，内容集中，深入浅出，很适合职工阅读。特别是书前

有 19幅历史图片，书后附有大事记，古代咏煤诗，颇有价值，可圈可

点。该书虽非学术专著，但编著者的学术功底在焉，对豫煤历史如数

家珍，其知识性、可读性十分突出，实为豫煤历史的浓缩剪影与鲜亮

画卷。

三位著者均长期在河南煤炭行业工作，不仅热爱煤炭事业，而且

坚持业余搜集煤史资料，笔耕不辍，积少成众，终成此书，值得借鉴。

（吴晓煜 20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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