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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动态 

中福公司历史与档案史料研讨会暨《中福公司档案史料汇

编》新书发布会在郑州召开 

2022 年 9 月 27 至 28 日，中福公司历史与档案史料研讨会暨《中

福公司档案史料汇编》新书发布会在郑州召开。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

陶鹏、机关有关部室和基层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中福公司源自 1897年在英国注册的福公司，1902年在焦作建厂开

矿，在近代中国经营时间长、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留下了大量

珍贵、丰富、独特的历史档案，是研究近代中国工矿业的珍贵史料。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中福公司档案现有 4485卷。具有时间跨度大、形成

主体多元、门类齐全、载体多样、领域宽泛，史料价值较高等特点。

对中福公司档案进行整理与开发，对中福公司档案进行整理、翻译、

数字化，建设中福公司数字资源库，编辑出版《中福公司档案史料汇

编》，拍摄《焦作煤矿工人纪实》文献纪录片，利用数字人文研究方

法，筹备建立专题知识库和虚拟展厅，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资源汇聚，数据挖掘、知识管理，可视化呈现。 

会议组织专家到河南焦作中福公司遗址进行参观调研，考察焦作

煤矿工人罢工指挥部旧址、新华街百年焦作陈列展览馆、第一、二、

三号井遗址、王封实业“西大井 1919”文旅景区等地。各位专家建议

要对中福公司工矿遗址加强系统性保护，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让

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赋能工矿遗址遗存，传承煤矿工人“特别能

战斗”的红色基因。 

中福公司历史与档案史料研讨会暨《中福公司档案史料汇编》新

书发布会的召开，是河南省档案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

的重要指示，做好“四个好”“两个服务”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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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矿业集团公司志》（2012—2022）通过终审 

2022 年 10 月 17 日，《淄博矿业集团公司志》（2012—2022）终

审会在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召开。 

终审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副总纂陈昌，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志工作处副处长、《山东省志》副总纂唐延仲、

原山东煤炭行业协会秘书长徐其端等 7 位评审专家分别对《淄博矿业

集团公司志》（2012—2022）提出评审意见。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淄

矿集团顺利完成志书送审稿编纂任务，走在山东能源集团新时代修志

工作前列，为能源集团各企业编纂史志做出了表率。《淄博矿业集团

公司志》全面记述了 2012—2022年淄博矿业集团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特色鲜明；篇目设臵合理，体裁完备；资料丰富，

语言朴实，符合志书编写规范。评审组同意《淄博矿业集团公司志》

（2012—2022） 通过终审。 

据了解，《淄博矿业集团公司志》（2012—2022）于 2021年 8月

启动，计划 2023年 2月前出版发行。历经筹备启动、材料征集、补充

完善等 3个志书编纂阶段。9月 25日，淄矿集团完成志书征求意见稿，

共计 15篇，80余万字。此志书在续写第二本志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

对煤炭产业和安全生产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增加了广域传输、电

子商务和矿井关停等现代生产经营的相关内容，充分展现了淄矿集团

非凡十年的辉煌发展历程，以及所创造的新业绩、新经验、新亮点、

新成就。（王东升  韩建军） 

国能远海航运有限公司召开修志人员培训会 

金秋十月，菊桂飘香。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2022 年 10

月 12日，国家能源集团国能远海航运有限公司召开修志工作培训会，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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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陈昌两位专家来公司为员工进行专业培训。公司纪委书记吉顺平主

持了培训会议。各部门、中心、办事处、子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和联系

人通过现场和视频的方式参加了培训会议。 

吴晓煜讲授了志书的意义，志书的定义，志书的语言文字和如何

编好志书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陈昌讲授了志书的体裁、篇目、资料和

编写，他特别强调了志书编写过程中资料的重要性，以及收集和整理

资料的方法。两位专家在修志领域耕耘多年，史学知识渊博，他们的

讲解既高屋建瓴地对志书的宏观层面进行了阐释，又循循善诱地对志

书实际撰写方面进行了说明，对航运公司当前编写志书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培训结束后，吉顺平对参会人员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有精品意

识，增加参与的自豪感。公司成立十二年来，是第一次修志书，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希望同志们抓住这次工作机会，众志成城、

集思广益，打造出一本精品志书；二是要有进取意识，不断提高自身

本领。希望同志们以今天的培训为起点，笃行勤思、不断精进，掌握

修志业务的要义与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通一行，精益求精、臻于

至善，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才能游刃有余地开展各项工作。三是要

增强责任意识，做实做细工作。各部室、中心、办事处、子分公司负

责人作为本单位修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认真领会修志工作总体要

求、进度，要对报送的材料、资料进行全面把控，对重大事件、业务

标准、进行确认，同时要保障本单位联系人积极参与修志工作各项安

排，确保他们按时、保质、保量，全过程参与工作。 

据了解，航运公司是近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系统内继宁煤集团、神

东煤炭、化工公司、国神公司、准能集团、黄骅港务、原神朔铁路之

后，第八家开始修志的公司。（国能远海航运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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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专栏 

邓小平与煤炭工业改革开放 

吴晓煜 

邓小平（1904年 8月 22日—1997年 2月 19日），四川广安协兴

乡牌坊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8

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49年 2月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任政务院副总理。1956年任中

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

副主席。1976年 4月被撤销一切职务，1977年 7月恢复一切职务。1978

年 3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任中央军委主席。1997年去世，享

年 93岁。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核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者。 

值得注意的是， 邓小平不仅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

于煤炭工业的改革开放，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一些重大事件中，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三件事。 

一、果断批准煤矿发奖金 

1978年 9月 19日，邓小平在访朝回国途中，到开滦煤矿视察。接

到中央办公厅通知，煤炭部部长肖寒赶到唐山。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开

滦的唐山矿和凤北楼工地，察看了震后恢复情况，然后回到唐山市招

待所。在会议室休息时，当听说开滦煤矿生产全面恢复了，产量达到

震前水平，邓小平同志连声说：“好，是奇迹”！ 

此时，肖寒部长“抓紧时机汇报”：“煤矿工资起点就低于电力

等行业，井下工作艰苦，但没有奖金，没有班中餐，可不可以发奖金，

井下班组长给予津贴补助，免费供班中餐。”邓小平同志非常干脆地

说：“可以”。就是这两个字，给煤矿工人发奖金之事取得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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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康世恩等领导，对此非常支持，并组织有

关部门制订方案。煤炭部也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 1月，在全国煤炭

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吨煤平均提价 5元（从 5月 1月实行），实行吨

煤奖。井下班组长发放岗位津贴，增加采掘工人井下津贴（从 4月 1

日实行）。煤炭行业对此欢欣鼓舞！ 

实际上，早在 1975年 8月 18日，邓小平同志对煤矿工人待遇问

题就有所关注，他指出：“我看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

遇应当跟一般工种有所不同。”他在 1978年 3月 28日又指出：“物

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奖金制度也要恢复”。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决

策，全国煤炭行业恢复了奖金制度。 

二、当场拍板：引进 100套煤矿综采设备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成套综采设备，对于实现我国煤炭工业现代化，

改变煤矿面貌，缓解我国煤炭长期紧缺的局面，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引进综采设备，始于 1973年初。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经

国务院批准，当年引进了 43套综采设备和液压制造设备、圆环链生产

设备。 

粉碎“四人帮”之后，引进工作又一次提上了日程。1977年 10

月 29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听取煤炭部部长肖寒、副部长许在廉的汇报。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吴德、谷牧等领导出席。肖寒汇

报了煤炭工业的现状与发展规划。在汇报规划时，肖寒指出“中国煤

炭工业的出路，要靠现代化”，煤炭部建议“引进国外先进的综采设

备，加快煤炭发展。”邓小平同志问：“一套综采，每年可增产多少？” 

许在廉回答：“20万吨”。邓小平一边计算一边说：“一套一年增产

20万吨，100套一年就是 2000万吨。”他当即决策：“引进 100套，

国内制造 500套。国内制造让林乎加（上海市委书记）、万里（安徽

省委书记）负责。”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一致表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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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关系到煤炭工业发展的重大而复杂的大事，就在十

几分钟内，定下来了！ 

邓小平对此事不仅重视，还予以过问。1978年 9月，在视察开滦

煤矿时，他非常关心地问：“要引进的 100套怎么样了？”在了解了

有关情况后，他又进一步指示：“要集中使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也便于管理，便于掌握技术。” 

此后，引进的步伐加快，范围扩大，效果十分明显。 

三、鼎力支持中外合资办大煤矿 

1979年 12月，高扬文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大力推进煤炭

工业的改革开放事业，扩大引进国外先进的综采、综掘和有关设备，

积极推进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开发煤矿项目，即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

煤矿项目。 

这一重大项目的成功实现，与邓小平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关键时

刻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功不可没！ 

一是，邓小平态度鲜明，全力支持。他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

全体代表“介绍了这个项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中央这个层面

上统一了认识，引起了重视，各方面都支持该项目。 

二是，这个项目的合作方是以美国哈默博士为董事长的西方石油

公司。邓小平曾三次接见哈默，与他会谈。邓小平的直率、果断、智

慧与幽默，得到了哈默的钦佩与信任，使他坚定了与中国合作的信心

与勇气。这是十分关键的。 

1979年 2月，邓小平访美时，第一次见到了哈默。他对哈默说：

“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到

中国来访问。”哈默非常欣喜。 

1981年 7月 3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哈默。双方就煤炭开发事

宜进行了愉快的交淡，使这一合作项目取得了实质性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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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3月 25日上午，76岁的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哈

默。一开始，哈默就高兴地说：“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的平朔煤矿的

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

的支持与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有

信心！” 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三是，坚定支持，出席有关活动。据高扬文部长回忆：“这个项

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邓小平同志“经常

了解双方谈判进展情况，并在重要问题上给予批示。正因为有小平同

志的支持，才扫清了合作道路上的障碍。”他还回忆了叶剑英、胡耀

邦、李先念、杨尚昆、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等领导“给予了

很大的关怀”“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项目是谈不成的。” 

邓小平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心血。他曾听取高扬文部长的汇报，他

指示：“像这样的项目，应当作为专题，迅速拍板，不要一家一家汇

报转圈圈。”对于哈默提出的一些希望，当场表示予以帮助解决。1981

年 7月 3日晚上，邓小平冒雨出席了双方会谈纪要签字仪式。 

经过各方面共同而艰苦的努力，中美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

矿的正式合同于 1985年 6月 29日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当年 7月 1日，

该矿正式开工建设，并举办了开工典礼。李鹏副总理出席。 

如今，平朔矿区得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世

界瞩目的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 

邓小平离开我们已经 25年了。但是，他对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

他对煤炭工业改革开放倾注的心血与贡献、他的胆识与智慧的光芒，

却永存于广大矿工和人民的心中！ 

（写于 2022年 9月 2日）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