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0〕76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 2020年第二季度《四川省志（1986—2005）》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通报

《四川省志》分卷承编单位：

2020年 8月 1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关于 2020年

第二季度全国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和综合年鉴全覆盖完成情况

的通报》（中指组字〔2020〕5 号）。为进一步推进《四川省志

（1986—2005）》编纂工作，确保 2020年底如期实现“两全目标”，

现将 2020年第二季度《四川省志（1986—2005）》有关情况通报

如下：

一、完成情况

《四川省志（1986—2005）》规划 92个分卷。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按出版指标统计，已出版 66 个分卷，占规划总数的

71.74%，完成率排名全国第二十位。截至 8月 31日，已出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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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卷，占规划总数的 76.09%。

二、未出版《四川省志（1986—2005）》分卷情况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四川省志（1986—2005）》92个

分卷已全部完成终审，其中 22个分卷未出版（5个分卷终审修改，

17个分卷处于出版印刷流程）。

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要求，今年 12月底前须完成第二轮志书

公开出版任务，请尚未完成出版任务的省志分卷牵头承编部门严

格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要点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川办发〔2020〕42号）

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志鉴编纂出版确保如

期完成“两全目标”任务的函》（川志函〔2020〕71号）要求，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组织精干力量抓紧完成终审后的志稿修改

及送交出版工作，确保年底前公开出版见书。

特此通报。

附件：1. 全国第二轮省级志书出版完成进度统计排名表

2.《四川省志（1986—2005）》各分卷编纂进度统计表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0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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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志（1986—2005）》各分卷编纂进度统计表

（截止 2020年 8月 31日）
序 号 编纂进度 志 名 牵头承编单位

1

终审修改

（5卷）

附 录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 总 述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3 人物志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4 文化艺术志 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省作协

5 都江堰志 都江堰管理局

6

出版流程

（17卷）

出入境检验检疫志 成都海关

7 海关志 成都海关

8 盐业志 经信厅、省盐业公司

9 宗教志 省民族宗教委

10 武侯祠志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11 人口和计划生育志 省卫生健康委

12 食品药品监督志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13 人大志 省人大办公厅

14 共青团志 团省委

15 乐山大佛志 乐山大佛管委会

16 农业志 农业农村厅

17 交通志 交通运输厅

18 中共志 省委办公厅、省委党史研究室

19 哲学·社会科学志 省社科联

20 民族志 省民族宗教委

21 军事志 省军区

22 侨务志 省侨办

23

已出版

（70卷）

民航志 民航西南管理局

24 九寨沟志 九寨沟管理局

25 通信志 省通信管理局

26 畜牧志 农业农村厅

27 民政志 民政厅

28 财政志 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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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纂进度 志 名 牵头承编单位

已出版

（70卷）

29 川茶志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30 青城山志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31 大事纪述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32 司法行政志 司法厅

33 外事与港澳事务志 省外办

34 民主党派·工商联志 省委统战部

35 审计志 审计厅

36 工商行政管理志 省市场监管局

37 文物志 文化和旅游厅

38 卫生志 省卫生健康委

39 农机志 农业农村厅

40 报业志 省委宣传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41 广播影视志 省广电局

42 烟草志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43 安全生产管理志 应急管理厅、省煤监局

44 政府志 省政府办公厅

45 国有资产管理志 省国资委

46 大熊猫志 省林业和草原局

47 体育志 省体育局

48 环境保护志 生态环境厅

49 地震志 省地震局

50 测绘志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51 出版志 省新闻出版局

52 铁路志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53 政协志 省政协办公厅

54 公安志 公安厅

55 检察志 省人民检察院

56 审判志 省高级人民法院

57 人事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58 建设志 住房城乡建设厅

59 工业经济志 经信厅

60 信息产业志 经信厅

61 残疾人工作志 省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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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纂进度 志 名 牵头承编单位

已出版

（70卷）

62 工会志 省总工会

63 妇女工作志 省妇联

64 发展改革志 省发展改革委

65 统计志 省统计局

66 物价志 省发展改革委

67 质量技术监督志 省市场监管局

68 国土资源志 自然资源厅

69 劳动和社会保障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70 税务志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71 金融志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72 粮食志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73 商务志 商务厅

74 旅游志 文化和旅游厅

75 地矿勘查开发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76 气象志 省气象局

77 林业志 省林业和草原局

78 水利志（含水产） 省水利厅

79 乡镇企业志 经信厅

80 电力志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81 石油天然气志 四川石油管理局

82 邮政志 省邮政公司

83 科学技术志 科学技术厅

84 教育志 教育厅

85 档案志 省档案馆

86 扶贫开发志 省扶贫移民局

87 方言志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88 川剧志 文化和旅游厅

89 川酒志 商务厅

90 川菜志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91 黄龙志 黄龙管理局

92 市州概况 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0 年9月4日印发

（共印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