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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战役情 保平安 科学安排修志工作

庚子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从湖北武汉迅速蔓延至

全国，肆虐神州，涂炭生灵，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全国人民正常的生

产生活和社会活动。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而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凝

神聚力，众志成城，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抗击疫情。武汉人民作出

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医护人员始终站在抗疫救人的一线，有的付

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交通运输和环卫职工及

社区干部，义无反顾，坚守岗位，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目前，国内疫情到了得到有效控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的重

要成果。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煤炭史志工作者不忘

使命，坚守修志岗位，尽其所能，为今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

而积极工作。本期选登了浙江省能源集团、河南能源永煤集团和鹤

煤公司三家单位在防控疫情期间，科学合理安排修志工作的报道，

希望大家受到鼓舞和启发，并给他们加油鼓劲！

大疫面前，我们要坚决遵守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妥善安

排好工作和生活，坚定必胜信心，为打赢这场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抗疫不忘修志 “浙里”在行动

——《浙能集团志》编辑部抗疫修志两不误

疫情尚未平息，防控工作持续加力。年末岁初，面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浙能集团志》编辑部始终贯彻疫情防控要

求与修编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原则，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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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底，浙江省能源集团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

会的建议和要求，启动《浙江省能源集团志》的编撰工作。这是浙

能集团自成立以来首次开展公司志书的修编工作。集团领导、各部

门及单位高度重视，董事长童亚辉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组建了一支

老、中、青结合，以年青职工为主的编撰队伍。同时，编辑部制定

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工作制度和方法，建立每月召开两次的编辑部主

任工作例会制度，推进编撰工作。在各单位与部门的支持与参与下，

修编工作克服了涉及产业多，记述时间长等困难，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12 月 18 日完成《浙能集团志》初稿、复审稿的评审工作。

2019 年 12 月 31 日，编辑部组织召开《浙能集团志》（复审稿）

修改座谈会，要求各篇负责单位与撰写人员，抓紧落实《浙能集团

志》（终审稿）修改和完善工作，并计划于 2020 年 2 月底完成终

审。正在浙能修志人信心满满、全力冲刺志书编撰工作之时，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严重影响了志书编撰的进程。

困难面前，《浙能集团志》编辑部按照集团防控疫情的总体安

排，采取措施，科学应对。在抗疫防疫期间，积极响应“不出门、

不聚集”号召，利用网络办公，及时健康打卡，认真填报《返岗返

工人员情况登记表》，同时做好上下内外的联络沟通。随着抗疫形

式好转，编辑部坚决打好防疫保卫战，结合全年重点工作内容，迅

速摸清编纂工作受停工影响的情况，分析问题所在，及时调整工作

计划，并制定和落实具体措施。编辑部发放口罩、解决员工就餐问

题、安排车辆接送，为有序复工做好后勤保障，同时采用错时弹性

的工作模式，确保人员安全返岗。

编辑部复工伊始，根据编纂进度，积极开展志书篇前彩页照片

的筛选工作。结合浙能发展历史与企业特色，编辑部将志书篇前彩

页照片分类为领导关怀、党风廉政、社会责任等 12个主题，5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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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能报》2004 年创刊至今 10 万余张图片中，精挑细选 200 多

张照片；同时，编辑部认真讨论、明确大事记选用原则，如选用副

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工作视察、主要领导重要指示、集团党委委员以

上领导任免、集团管理体制调整、重组合并等。

《浙能集团志》编撰人员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各相关单位在

停工期间，主动居家办公，按时完成终审稿的修改工作。复工两周

后，编辑部已收齐总计 18 篇的终审稿。《浙能集团志》编纂工作

在相关单位、全体参编人员的全力配合下，工作无断层、无滞后。

做到抗疫修志两不误，“浙里”行动渡难关，计划 2020 年 5 月完

成《浙能集团志》终审，确保 2020 年 10 月出版的计划不落空。浙

能集团编撰的首部志书，将充分发挥记录浙能历史、传承浙能精神、

讲好浙能故事、传播浙能形象的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浙能集团志》编辑部蒋文婕 2020 年 3 月 12 日）

科学抗疫 修志不辍

-——河南能源永煤集团疫情期间坚持修志纪实

2019 年 11 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工业文献委在山东曲阜

召开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会议按照国家部署，要求在 2020

年全面完成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任务。

河南能源集团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底启动修

志工作。由于公司成立 35 年来既没有修志，也没有编写过大事记

和年鉴，更没有成熟的修志人员，时间紧迫，要完成修志任务，如

期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压力很大。

2019 年，公司编志办主动到永煤集团鼎盛时期拥有的省内外

（现已分离出去）14家企业走访、沟通；动员下属单位修志。采用

各种办法提高机关部室对修志重要意义的认识，发动各部门行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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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查找汇编资料。截至 2019 年底，原定下限 2018 年之前的大事

记初稿，部室应提志书资料基本完成，延伸下限到 2019 年的志稿

资料正在提交之中。

庚子新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侵袭全国各地，河南既是湖北近

邻，也是武汉务工人员主要来源地，仅商丘地区从湖北返家过春节

人员高达 5700 多人。永煤集团采取各种措施，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机关实行三分之一人员轮换上班，保证安全生产正常运转。公

司防疫工作有条不紊，疏而不漏。

面对严重疫情，编志办采取应对措施，妥善安排资料搜集和志

书初稿编写。“别人放假我们修志不能停，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人

一间办公室继续上班！”原来编志办 6人，因为身体原因退出 1人，

我们又找到一间办公室，大家保持安全距离，有的同志在茶几上用

手提电脑办公，便于与各部室和单位及时联系，核实补充资料。

防疫艰难时期，永煤编志办坚持每周一参加公司早调度会，通

报上周各部室资料提供情况，了解公司工作动态。每周坚持召开“戴

口罩”见面例会，汇报上周工作进度，本周工作打算及建议，通报

公司调度例会精神，安排编志办工作。同时根据编志进展情况，利

用公司网上办公系统随时发布修志信息；利用手机视频系统召开部

室修志讨论会；用微信加强与外地子公司和已脱离永煤集团的单位

沟通，将涉及他们的志书初稿发给他们审稿后加以补充。

为高效高质量推动修志工作，永煤集团编志办坚持微信和电话

与煤炭工业文献委、省《煤炭工业志》编办的专家随时联系，与永

煤集团退休领导和老同志及时沟通，每周公司办公室网上公布修志

信息，通报编志进展、部室单位资料提交及志稿改进意见等，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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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志简报》，交流修志信息，转发《煤炭史志简讯》，传达领

导讲话，兄弟单位信息，保证永煤集团修志工作不断线。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强岱民，总经理张志勇，分管副书记任雷

等领导越来越重视修志工作。3 月 9 日周一调度会上强岱民董事长

再次强调：“修志工作编志办要排出任务完成节点，要确保志书质

量，各部室各单位要高质量按时提供志书基础资料，不能按时完成

任务的会上予以通报，工资处罚！”本次调度会议之后，立即调整

补充了部分编写人员，全力以赴加快修志进度。

目前，《永煤集团志》编写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全志 15 篇，

每篇已完成五分之一强。通过真刀实枪的实际编纂，大家深感修志

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不行，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不行，没有一定的

阅历不行。对到手的材料必须辩史实真伪，重新调整篇目结构，挤

出内容水分，确保志书突出单位特色和时代特色。

“知易行难”。我们有信心在煤炭工业文献委和省《煤炭工业

志》编办的指导下，科学防疫抗疫，确保按时完成《永煤集团志》

编纂任务。（永煤集团编志办白景双 2020 年 3 月 10 日）

疫情防控不放松 修志工作不停止

----河南能源鹤煤公司防控疫情期间不忘修志工作

2020 年新春佳节前后，新冠病毒侵袭中华大地，在全国人民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之际，河南能源鹤煤公司修志人员坚持合理安排工

作时间，以在家工作为主，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微信功能，在史志群

里进行工作交流与沟通，确保修志工作按照时间节点顺利开展。

2018 年 5 月，《河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总结会在河南省三

门峡市召开。要求各企业按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办公室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修志工作的通知》安排，抓紧完成修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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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印发《关于开展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修志工作的通知》。要求集团公司设置企业编纂办公室，所属

各单位要成立相应的企业志办公室，明确修志工作领导机构，设置

修志工作负责人等，组织抽调修志人员，排出时间表，按时完成编

纂任务。8 月 23 日，举办了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企业志编纂培训班，

特邀河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

任陈党义为大家讲课。

2018 年 12 月 25 日，《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陈党义、

执行总纂张利亚到鹤煤公司调研指导修志编纂工作。他指出，鹤壁

是一个因煤而兴的城市，鹤煤公司有着 60 余年发展史的老煤炭企

业，历史文化根基深宅深厚，并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史志编纂工作有基础，有资料。希望鹤煤公司尽快启动

续志工作。

2019 年 3 月 12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文献委副主任、《中

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陈党

义，执行总纂张利亚到鹤煤公司调研指导煤炭企业修志工作。鹤煤

公司续志工作于 2019 年 3 月正式启动，3 月 20 日鹤煤公司党委印

发了关于编纂《鹤壁煤矿志（1986-2018）的通知》和《鹤壁煤矿

志（1986-2018）编撰方案、编写大纲的通知》。按照文件精神，4

月 1日，聘任的 6 位对鹤壁煤矿发展历史比较了解、文字功底深厚

的老同志正式到位。2019 年 4月 8 日，鹤煤公司分管史志编纂工作

的党委副书记张明华主持召开基层单位修志动员大会；2019 年 4

月 16 日，针对这次修志人员新人多、业务不熟悉等问题，避免在

编写过程中少走弯路，邀请了长期从事史志编纂工作、具有丰富经

验的《河南煤炭工业志》执行总纂张利亚处长到公司授课。张明华

在培训会上对下一步工作作了明确指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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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结束后，建立了鹤煤公司矿志编写工作微信群，便于大家沟

通交流。2019 年 6月 18 日，针对前一阶段修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鹤煤公司召开了鹤煤史志工作推进会，六矿、八矿、安监局和后

勤服务中心在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交流经验和做法。公司部室、基

层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副职以及主要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议。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文献委在山东曲阜

召开了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在 2020 年底全面完成

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任务。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与全国的史志工作

者沟通交流史志编写经验，《河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对修志工作

进行督促和指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2020 年元月，我们召开了年前总结会，对 2019 年的工作进行

了总结。新春佳节期间，新冠疫情爆发，但并不能阻挡修志人员的

工作信心，我们每天在群里发消息，让大家保证健康的前提下，以

在家里办公为主，适当安排工作时间，减少史志工作因疫情受到的

影响。3 月初，我们对整个编写工作进行了梳理：计划到 3 月底，

完成 13 个篇目初稿，交鹤煤公司编审委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计划在 4月底前完成修改任务，5月交相关部门把关审核再修改，6

月底争取出样书。7 月份邀请鹤煤公司各专业专家、各专业组组长

进行初审；8 月份邀请河南省史志专家进行复审；9 月份由《中国

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终审；争取年底完成出版发行任

务，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河南能源鹤煤公司侯秀云 2020 年 3月 11 日）

本期责任编辑 陈 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