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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浙江省能源集团志》通过终审 

2020 年 8 月 12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在杭州组织召

开《浙江省能源集团志》（简称《浙能集团志》）终审会。煤炭工业

文献委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主持评审会，《中国

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担任评审组组长，《浙能集

团志》编纂办公室、编辑部 23人参加评审会。 

经过 6 位专家的评审，《浙能集团志》通过终审。专家组认为，

《浙能集团志》全面记述了浙能集团 2001-2019 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观点正确，集团特色鲜明；体裁完备，篇目结构合理；资料丰富，记

述脉络清晰；语言朴实，行文较为规范，符合志书编写要求。同时评

审组要求编辑部根据评审中提出的意见，组织人员认真修改，以提高

志书的质量。 

《浙能集团志》编纂工作自 2018 年 6月启动以来，在集团领导的

关心、指导下，在各部门、板块、直属单位的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

的共同努力，历经近两年时间，通过举办编纂人员培训、集中撰写等

形式，形成了初稿。2019 年 12 月中旬通过复审，2020 年 7 月形成终

审稿。《浙能集团志》终审稿共分上中下三册，共 17 篇、75 章、200

余万字。 

会议对终审稿表示了肯定，认为《浙能集团志》终审稿经过修改

完善，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志稿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指导思想正确；篇目设置科学合理，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内容丰富；行文规范、语言流畅。篇前彩页、内文随文图片和表

格，丰富了志书内容，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志稿行业特征、地方特

点和时代特色比较鲜明；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懈追求、不断前行

的企业精神贯穿始终。编写人员对浙能集团事业的发展过程掌握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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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得当，记录到位，脉络清晰。 

会议指出，该书是集团第一部全面反映自身发展历程的企业志书，

总结集团20年发展历程。集团把做好志书修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做到领导、机构、经费、人员、办公条件、执行力六到位，推进了修

志工作扎实有序地开展。由于时间跨度大、资料收集有难度、首次修

编企业志经验不足等原因，志稿与出版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希望

编写人员珍惜这次评审机会，虚心听取和全面汇集各位专家的意见与

建议，充分领会评审意见，认真梳理，逐条落实修改，落实责任。 

下一步，《浙能集团志》编撰人员将在全面研究有关方面和评审

组的意见与修改建议基础上，举一反三，按照志书编纂规范，对志稿

进行认真修改和完善，争取一部高质量的《浙能集团志》早日出版。 

（特约通讯员 陈嘉辰） 

《中国工业史·煤炭卷》审改工作协调会召开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中国工经联召开会议，对《中国工业史·煤

炭卷》的评审修改工作进行沟通协调。工经联执行副会长路耀华、党

委副书记兼《中国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主任高家明，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文献委吴晓煜、陈昌，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蔡世华、原档案馆

馆长周晓琳等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提高对《中国工业史·煤炭卷》作为《中国工业史》丛

书第一部分卷、由 211 大学承担编纂、煤炭工业具有悠久开发利用历

史的“三个一”重要意义的认识。认真落实对统稿的组织架构、书稿

质量和交稿时间的各项要求，圆满完成向建党百年献礼的重大出版工

程！                                     （陈  昌） 

《巨变—中国煤炭工业 70 年（1949—2019）》画册出版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回顾 70 年来煤炭工业走过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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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历程，系统总结煤炭工业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

策划编纂了《巨变—中国煤炭工业 70年（1949—2019）》画册。 

画册全面展示了 70 年来，我国煤炭工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和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深刻再现了煤炭工业 70年来重要历史画面和场景，

为煤炭行业留存了一份宝贵资料和记忆。画册采取传统手工工艺，线

锁装帧，典雅大方，作为煤炭行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文献，

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   （特约通讯员 马茂洋） 

中煤大屯煤电公司召开《中煤大屯志》发布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中煤大屯煤电公司召开《中煤大屯志》发布

会。《中煤大屯志》收录照片 246 张，表格 158 个，分上下两册 15 篇，

1125 页、180 万字，以叙述为主，辅以图、表等形式，详实记载了大

屯公司三十年改革、转型、发展的历程。编纂工作从启动到过审，全

程只用了不到 4 个月的时间，是疫情期间最先完成编纂工作的一部志

书，也是全国煤炭系统用时最短的一部企业志书。这 180 万字的厚重

志书，凝聚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是献给大屯

矿区开发建设 50 周年的厚礼，是镌刻大屯公司辉煌发展史的一部宝贵

志书。                   （摘自大屯煤电公司公众号） 

河南能源焦煤集团召开《矿志》专业系统审稿会 

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午，河南能源焦煤集团召开《焦作煤矿志

1986--2018》专业系统审稿会，焦煤集团党委、董事会负责人魏世义，

焦煤集团负责人皮大峰、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陶鹏等党政领导和机关

各部室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焦作煤矿志 1986--2018》的编纂工作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正式

启动，原焦煤集团董事长杨建增同志亲自作了动员讲话，原焦煤集团

总经理魏世义亲自部署了各专业系统的写作任务。经过一年半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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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各专业系统完成了的搜集资料、筛选资料、初稿撰写、初稿修

改、部室审核、矿志编撰办公室订正、专家审读、印刷厂排版、两次

校对等诸多程序。通过专业系统的审稿、三校修改、焦煤集团领导审

读样书、再次修改补充，9月下旬完成二次样书，为评审会做好准备。 

审稿会由党委副书记陶鹏主持，魏世义对审稿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他说，作为历史和志书的延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证续编《焦作

煤矿志》的质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

任。各专业口的处室一把手要亲自审稿，按照志书所需材料的格式、

规范、内容和要求，对所提供的资料要认真核对、逐项审核、逐条考

证，确保提供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系统性；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

工作量浩大，要靠上下同步，协作配合。各专业系统在志书中难免有

相互交叉的内容，所以各专业系统之间要互相支持、相互帮助，决不

能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志书的内容主要依靠各专业系统的严格把关，

大家要负起责任，为后人留下一部没有遗憾的百科全书。审稿完成后，

各专业口的负责人要签字负责，将来在志书中会留下你们的名字，这

是一份光荣，同时也是你对撰写内容的承担的责任。他最后强调：作

为一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老企业，我们被称为“中国近现

代煤炭工业的活化石”，是“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源地。在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发展非煤产业，探索传统产业升级转

型，建设智慧化煤矿等方面我们有自己思路和做法，这也是我们的《焦

作煤矿志》的编纂工作能够引起上级志书编纂委员会高度重视的原因。

长期的资料收集、整理是修志工作的基础，资料留存的常态化、制度

化，是我们修志工作基础性工作。从今年起，我们每年都要编撰企业

的《年鉴》，一年一本，忠实记录企业的发展历程。《焦作煤矿志》

续志工作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希望大家珍视这一机会，抓紧时间，

认真审核分管的内容，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分配给你们的任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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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我们的志书能够如期高质量的完成。 

在审稿会上，机关 30 个部室负责人签字领取了各专业口在《矿志》

中撰写的内容，审稿完成期限定为 8月 4日。 

（摘自《焦作煤矿志简报》） 

▲煤炭史话 

《中国煤炭志》与《中国煤炭工业志》 

吴晓煜 2019 年 6 月 

煤炭行业先后进行了两轮修志。第一轮修志策划于 1989 年，完成

于 1999 年，历时十年。修志工作由当时的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及后来

的煤炭部牵头组织，一位部党组成员分管，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具体负

责。二轮修志开始于 2012 年下半年，2013 年全面铺开，基本结束于

2018 年底，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了总结会。修志工作由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其分支机构煤炭工业文献委具体负责。 

第一轮修志，组织编写了《中国煤炭志》共 30 卷，其中综合卷 1

部，省级卷 29 部，共 3000 万字。此外基层煤矿也编纂了一批志书。

二轮志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编纂的，有许多不同点，或者说改革、改

制，出现许多新的变化。 

志名。将《中国煤炭志》改为《中国煤炭工业志》。故二轮煤炭

志书的总名称为《中国煤炭工业志》。 

系列。第一轮修志只规划了省级志书。二轮则将修志规模扩大为

省级志、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三大系列，形成庞大的煤炭志书体系。

特别是煤炭专业志是首次提出，如地质、建设、科技、教育、文化、

体育、煤机、煤炭部队志都是第一次修志。 

省级志。第一轮省级志称为《XX 卷》。二轮则称为《XX煤炭工业

志》。二轮修志时海南、广东、西藏三省区煤炭工业已不存在，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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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但增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工业志》，省级志总数为 27

部。 

事业单位志。在二轮修志中，全国性煤炭事业单位志绝大多数都

第一次编纂。如《煤炭工业档案馆志》《煤炭信息研究院志》《中国

煤炭报社志》《中国煤矿工人大连疗养院志》《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总

院志》《中国煤矿文工团志》《中国矿业大学志》《中国煤炭博物馆

志》等都是填补空白之作。 

著作权人、书名。《中国煤炭志》的 30 卷志书一律署中国煤炭志

编委会，著作权属于该编委会。但二轮修志时，考虑编写工作都是各

个行业、各个单位全部承担的，《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只是牵头

组织与推进，故凡纳入二轮煤炭修志规划的志书一律署名修志单位的

编委会，该书著作权属于各单位。但在封面、扉页上标明《中国煤炭

工业志》这个总名称，统一封面设计。封内一律印上《中国煤炭工业

志》编委会和该书编委会名单，并印上《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

任王显政所撰写的总序。 

编写大纲。一轮修志各省志的编写大纲差别不大。编办印发了统

一的大纲，据说各篇的设置是指令性的，章的设置是指导性的，而各

节则是灵活掌握，这是一轮各省卷在篇目上特色不鲜明的原因。二轮

修志一开始，《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就召开了“省级志编写大纲研

讨会”。大家认为，各省区的煤炭工业发展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正在旺盛阶段，有的处于萎缩收官阶段。而且

情况与第一轮修志时发生很多变化，因此编写大纲不应有统一的模式，

应由各编写单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行拟定，《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办只负责审核各省区志的编写大纲，而且大纲不是一劳永逸的，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上下限。一轮煤炭志书上限起于事物的发端，下限一律止于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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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轮志书上限起于 1991 年，下限原则上止于 2010 年。但考虑编

纂时间较长，下限可以自行下延，因此多数省级志下限在 2010 年以后。

这是个变通措施。 

终审方式。两轮修志都对省级志坚持实行三审制度。但终审做法

大不相同。一轮修志省级志书一般在北京开终审会。终审会参加人员：

《中国煤炭志》主编崔云龙，副主编兼编办主任王捷帆，该书出版社

的责任编辑 2人，有关省志主编 2-3 人参加。另该书主要编写人员 2-3

人参加。会议基本上是两天，逐篇讨论通过。二轮省级志的终审会则

作了不少的改变。一是终审会都在省会城市召开。以便使编纂单位领

导和全体编纂人员参加，更多人参与，有利推动工作；二是明确评审

组成员，7人或 9 人（单数）。其中《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及编办

2人，各省煤炭工业总纂 3-4 人，地方志办公室专家 1-2 人，出版社责

任编辑 1 人（列席）。编纂单位出席人员自定，人数不限。三是事先

发出终审通知。要求编写单位提前 15天把送审稿寄送评审组成员，以

便提前审读书稿，撰写书面评审意见。《通知》对参加终审人员提出

要求。四是改变逐篇评审的办法。改为评审组成员逐个系统发言，言

无不尽。全部发言结束后，评审组集体讨论并表决通过终审意见。五

是最后向编纂单位发终审证书。证书上写明终审意见，评审组全体成

员在证书上签字。并有评审组组长意见、该书编委会意见、《中国煤

炭工业志》编委会意见等栏。最后编纂单位负责人作表态发言。六是

会期一般在半天左右。效率较高，效果较好。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