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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交流材料

多种渠道广收资料    精心编纂确保质量

《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2019年5月13日

2013年12月，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编

纂<中国煤炭工业志>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关于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指导意见》，由云南煤矿

安全监察局牵头并完成了第二轮《中国煤炭工业志·云南煤

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在全国各省区中第五家完成终审，

并出版发行。

一、指导思想正确，队伍作风优良

《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在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

和《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中国煤炭

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在组织编纂《云南煤炭

工业志》的工作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真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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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认真落实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的各项要求，积极开

展史志编纂工作。重视史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史志队伍作风

优良，清正廉洁，为云南煤炭事业的发展和云南煤炭行业的

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机构健全，人员落实

2013年，由于云南没有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根据《中国煤

炭工业志》编委会的建议，由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牵头，在

与省工信委、省能源局、省监狱管理局以及云南省煤化工集团、

云南东源煤业集团等部门和单位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云南煤矿

安全监察局组织开展《云南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同时，成

立了由20个单位33人组成的《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并

明确了一位党组成员、巡视员分管此项工作。云南煤矿安全监察

局党组书记、局长邹立生编委会主任。局领导还聘请了5位熟悉云

南煤炭行业发展和改革情况，有一定写作能力，热爱史志工作的

退休人员组成了编纂办公室，具体负责《云南煤炭工业志》的编

写工作。

2014年由于云南煤监局领导调整，煤监局原局长邹立生退

休，国家总局从四川调来一位新局长黄锦生同志；同时，省委省

政府决定重新组建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因此，又新增了黄锦

生和煤炭工业局局长为编委会主任委员，共3位主任，这在全国各

省区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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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经费、配备办公设备

《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办公室成立后，云南

煤矿安全监察局及时落实了编纂工作经费，明确了聘用人员的聘

用费、出差费及有关费用，并形成了正式文件，印发有关处室执

行。同时，为编纂办公室安排了办公地点，配备了电脑、复印、

打印机、扫描仪等办公设备，为编纂工作提供了便利。

为方便编纂办公室到各产煤州、县和重点煤炭企事业单位收

集资料，局领导还要求小车班安排好车辆，保证编纂办公室收集

资料的需要。

四、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拟定编写大纲，确定框架结构

编纂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拟定编写大纲，拟定编写大

纲，确定框架结构。编纂办公室人员对1991年到2014年24年全省

煤炭工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后，才动笔草拟

编写大纲，并经过了4次反复讨论、修改、完善。在参加了《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召开的省级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专题研讨

会后，又对编写大纲进行了调整、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并广泛征求了各位编委委员的意见后，上报《中国煤炭工业

志》编委会专家组审查批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专家组

于2014年5月4日审查通过了《云南煤炭工业志》的编写大纲，

评审组专家认为“《云南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篇目设置符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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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横分门类、类为一志’的要求，结构合理，归属得当；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齐全，较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煤炭

工业的历史与现状，编写大纲有所创新，突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特色和云南煤炭工业的特色，体现了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研

讨会的成果”。

（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收集资料

由于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编纂办公室根据云南煤炭行业

的客观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全面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一是全面征集已成书的矿志、矿史、大事记及各地方志书和

地方年鉴中有关煤炭工业条目的资料。

二是下发文件，提出要求，广泛开展资料收集。编纂办公室

按照编写大纲的有关内容，明确提出了收集资料的范围、门类、

重点、具体内容、时间期限和要求，形成正式文件，下发到各产

煤州、市、县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各重点煤

炭企事业单位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三是有针对性、有重点、有目的地一对一的开展资料收集。

编纂办公室采取一地一文、一县一文、一单位一文的办法，针对

各产煤市、县、区和各煤炭企事业单位改革、发展中突出的重点

和特点，有针对性的提出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具体的收集资料

提纲，有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四是深入各地面对面地指导资料收集工作。为了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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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集各地、各单位的史志资料，编纂办公室直接深入到各产

煤州市及重点产煤县、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各重点煤炭企事业单位，面对面地指导他们开展资料收集工

作。每到一地一个单位，我们都召开有单位领导和有关部门参加

的座谈会，主要内容是：

（1）宣传编写煤炭志的重大意义；

（2）通报全国各省煤炭工业志及系列志的编写情况；

（3）宣讲收集资料的范围、内容、时间要求以及收集的方

法、程序和重点；

（4）确定负责资料收集的部门和联络人；

（5）确定报送资料的时限和报送的方式；

（6）提出编写州（市）、县煤炭工业志和煤炭企事业单位志

的要求，请各产煤州（市）、县煤炭管理部门和煤炭企事业单位

领导给予支持和安排。通过这样的方式，一部分单位，在完成了

给省级煤炭志提供的资料后，接着就编写本单位的矿志、局志、

矿史等志书。

五是采取先外后内、先重点后一般、由远及近的原则合理安

排资料收集工作。先后深入到了4个省级机关；8个产煤州市、23

个县（市、区）的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或安全监管部门、23个煤炭

企业、公司及8个事业单位以及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等单位收集了

约1000多万字的资料。为编纂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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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编写任务，分工进行撰写

收集资料工作结束后，主编进行了分工，落实了各位编辑的

编写任务。在编写之前，进行了编纂知识的培训工作，让各位编

辑同志全面掌握编志工作的基本知识、编志体例、横排竖写的要

求、志书语言文字的运用等基本要求，然后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始

进行志稿撰写工作。从2015年4月开始全面转入志稿的撰写阶段。

按照分工，主编马全林完成了凡例、概述、大事记、体制与机

构、地质勘查与煤炭资源、矿区文化、简介、附录等篇章；刁登

才完成了党群组织、人物与荣誉等篇章；杨德应完成了煤炭生产

与经营管理、煤矿安全、职工生活等篇章；胡广安完成了科学技

术与教育；韩忠宇完成了煤矿建设、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等篇章

的撰写。经过约5个月左右的认真、紧张的撰写，至8月末，完成

了约140万字的初稿，交付印制装订成册，提供审稿。

（四）坚持“三审”制度，确保志书质量

按照志书“三审制”的规定，2015年8月末完成初稿后，9

月中旬，编志办内部进行了初审，并经过局部修改后，形成了复

审稿，并于9月28日召开了编委会议，对复审稿进行了审查，各

位编委对复审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

修改补充意见和建议。会议后，编纂办公室根据编委们提出的意

见，又对复审稿就规范性问题和有关史实、数据等作了进一步的

修改、核实和订正，然后提交《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组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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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2015年11月11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

吴晓煜、副总纂陈昌及福建、贵州煤炭工业志总纂林永森、凌慧

明，江苏煤炭工业志编辑董春平、煤炭工业出版社责任编辑田园

和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陈天武、省志工作处处长李红菊等8

位专家在昆明对《云南煤炭工业志》进行了终审。专家组认为，

“《云南煤炭工业志》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改革开放的时

代特点突出；篇目设置合理，分类科学，体例完备，体裁运用得

当；资料丰富，内容全面系统；语言朴实，基本符合编纂要求；

在有些地方进行了创新，具有鲜明的云南与煤炭行业特点”，一

致通过终审。但对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终审会议

后，主编马全林组织编纂办公室全体人员对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

见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并用了10天的时间对志稿逐篇、逐

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补充、完善的意见，由各

位责任编辑分别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由主编一

支笔，对全志各篇、章、节、目进行了总纂。对部分不符合志书

体例规范、逻辑混乱的章节进行了重新编写；从篇目设置到内容

表述、从政治观点到史实数据、从语言文字到标点符号，都逐篇

逐章逐节地反复审核推敲，对一些史实、数据进行了认真的订正

核实；对一些不规范的语言文字进行了修改润色；对一些不规范

的图表进行了删减修改。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精雕细刻、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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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确保了志书质量。最后由编委会主任黄锦生局长审定同

意，报送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出版。

五、编纂工作体会

一是领导重视，关心支持，是《云南煤炭工业志》圆满完成

的重要因素。黄锦生局长到云南煤监局工作后，极为重视和关心

《云南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多次亲自过问编纂工作的进展

情况，并提出，局领导到各州（市）、县和煤炭企业开展安全监

察工作的同时，要督促检查各州（市）、县和煤炭企业为《云南

煤炭工业志》提供资料的情况，对推动《云南煤炭工业志》的编

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局分管领导也主动关心支持编志工作，

帮助解决编制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是体制不顺、困难重重。由于此次修志是在我省煤炭工

业多头管理的体制下进行的，因此煤炭志的编纂工作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重困难。由煤监局牵头组织编写，与涉及编写的单位、

州(市)、县(市、区)煤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及煤炭企事业单位

均无隶属关系，因此，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单位敷衍了

事，随便应付的情况；没有行政手段约束，不能召开全省煤炭志

工作会议安排布置，仅靠发个文件，没能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

加之，没有经费，没有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各地、各单位提供资

料的积极性；各地区、各单位对第二轮编写云南煤炭志认识不一

致，重视程度不一样，支持、配合差距较大，给收集资料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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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困难。特别是2014年全省煤炭企业停产整顿，转型升级，

一些煤炭企业忙于停产整顿和转型升级的工作无暇顾及煤炭志资

料的提供，造成此次煤炭志书的编写缺项断线的情况较为严重。

部分单位提供的资料多是工作总结式的、评论式的，缺乏资料性

和存史价值。尽管如此，编纂办公室的几位老同志仍以克难求

进，不计得失名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对历史负责、对云南煤

炭工业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客观公正地、一

丝不苟地按照志体要求，圆满完成了第二轮《云南煤炭工业志》

的编纂任务。

六、工作成果

在第二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和第二轮云南省地方志

编志工作的推动下，云南部分煤炭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编史修志工

作，在《云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至2017

年10月末，已有12家煤炭企事业单位完成了史志的编纂和续修工作。

他们是：

编纂单位 志    名 总  纂 字数
（万） 出版制作单位 时  间

云南省煤田地质局
云南省煤田地质
局志

罗  俊 48
昆明冠邦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2017.10

云南省地方煤矿事
业局

云南省地方煤矿
事业局志

马全林 44
云南省煤矿工
业局图文中心

2017.07

云南省楚雄三街煤
业公司

云南省楚雄三街
煤业公司志

马全林 70
昆明冠邦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2013.07

云南省羊场煤矿 云南省羊场煤矿志 胡  林 15 宣威印刷厂 2008.08

云南省田坝煤矿 云南省田坝煤矿志 包崇优 38.7 曲靖彩印厂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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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一平浪煤矿
云南省一平浪煤
矿志

杨鹏飞 42 楚雄印刷厂 2008.02

云南省宣威来宾光
明煤电公司

云南省宣威来宾
光明煤电公司志

杨  华 20
曲靖一四三印
刷厂

2014.06

云南省后所煤矿 云南省后所煤矿史 孙瑞滇 40
曲靖一四三印
刷厂

2009.-

云南工业技师学院
云南工业技师学
院志

白兆芳 55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12

中国煤矿工人昆明
疗养院

中国煤矿工人昆
明疗养院志

陈金目 20 内部出版 2013.-

楚雄州吕合煤业公司 吕合煤业志 王金一 86
昆明华顺印刷
有限公司

2010.-

小龙潭矿务局 小龙潭矿务局志 葛大平 70 云南国防印刷厂 20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