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0〕112 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转发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省直有关部门：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关于对第七

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的通报表扬》（中指组字〔2020〕

13 号）。我省报送参评的《四川年鉴（2019）》《成都年鉴（2019）》

《武侯年鉴（2019）》《四川油气田年鉴（2019）》获一等年鉴，《乐

山年鉴（2019）》《自贡年鉴（2019）》《泸州年鉴（2019）》《德阳

年鉴（2019）》《内江年鉴（2019）》《眉山年鉴（2019）》《成华年

鉴（2019）》《青羊年鉴（2019）》获二等年鉴，《广安年鉴（2019）》

《华蓥年鉴（2019）》《泸县年鉴（2019）》《青白江年鉴（2019）》

《简阳市年鉴（2019）》《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19）》

《中国（绵阳）科技城年鉴（2019》获三等年鉴。今年我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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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数量较去年有所提升，全省地方志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

见》（川志发〔2018〕39 号），对标先进，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

进一步提高年鉴编纂质量。

附件：关于对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的通报

表扬（中指组字〔2020〕13 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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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组字〔2020〕13 号

关于对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年鉴类）的通报表扬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志办公室，中央军委党史军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

有关部委局史志（年鉴）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办

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推

动年鉴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年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中国地方志学会组织开展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年鉴类）评审工作，评审范围是公开出版的 2019 年卷各

级各类年鉴。

在各地各部门评选推荐基础上，经专家小组评审与第七

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复审、领导小组终审，在省级综合年鉴、市级综合年鉴、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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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综合年鉴、专业年鉴、军事年鉴中确定特等年鉴 39 部，

一等年鉴 68 部，二等年鉴 104 部，三等年鉴 134 部。经研

究，对以上 345 部年鉴进行通报表扬。

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

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

建议本级党委、人民政府对获得通报表扬年鉴的编纂单位和

相关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希望获得通报表扬的年鉴编纂单位再接再厉，开拓创

新，编纂出更高质量的精品佳作，为实现年鉴事业转型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也希望各单位学习先进，高度重

视年鉴质量建设，以“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

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为目标，编修出更多经得起时代和历

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域特色的精品年

鉴。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中国地方志学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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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

通报表扬名单

（345 部）

特等年鉴（共 39 部）

省级综合年鉴（6部）

《山东年鉴（2019）》 《山西年鉴（2019）》 《江苏年鉴（2019）》

《北京年鉴（2019）》 《新疆年鉴（2019）》 《吉林年鉴（2019）》

市级综合年鉴（11部）

《大同年鉴（2019）》 《吉林市年鉴（2019）》

《连云港年鉴（2019）》《杭州年鉴（2019）》《南昌年鉴（2019）》

《东营年鉴（2019）》 《郑州年鉴（2019）》 《长沙年鉴（2019）》

《南宁年鉴（2019）》 《贵阳年鉴（2019）》 《银川年鉴（2019）》

县级综合年鉴（10部）

《北京海淀年鉴（2019）》 《北京东城年鉴（2019）》

《清河年鉴（2019）》《张家港年鉴（2019）》《上城年鉴（2019）》

《东阳年鉴（2019）》 《长乐年鉴（2019）》 《上杭年鉴（2019）》

《滨城年鉴（2019）》 《长沙县年鉴（2019）》

专业年鉴（7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2019）》

《长江年鉴（2019）》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19）》

《中关村年鉴（2019）》 《江西统计年鉴（2019）》

《广东建设年鉴（2019）》 《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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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年鉴（5部）

《东部战区年鉴（2019）》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年鉴（2019）》

《国防科技大学年鉴（2019）》

《南京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年鉴（2019）》

《宁夏军事年鉴（2019）》

一等年鉴（共 68 部）

省级综合年鉴（7部）

《安徽年鉴（2019）》 《海南年鉴（2019）》 《福建年鉴（2019）》

《广东年鉴（2019）》 《广西年鉴（2019）》 《四川年鉴（2019）》

《重庆年鉴（2019）》

市级综合年鉴（24部）

《阳泉年鉴（2019）》 《临汾年鉴（2019）》 《晋城年鉴（2019）》

《沈阳年鉴（2019）》 《大连年鉴（2019）》 《辽源年鉴（2019）》

《镇江年鉴（2019）》 《宁波年鉴（2019）》 《亳州年鉴（2019）》

《合肥年鉴（2019）》 《宁德年鉴（2019）》 《赣州年鉴（2019）》

《青岛年鉴（2019）》 《泰安年鉴（2019）》 《宜昌年鉴（2019）》

《佛山年鉴（2019）》 《玉林年鉴（2019）》 《海口年鉴（2019）》

《成都年鉴（2019）》 《黔西南年鉴（2019）》

《楚雄州年鉴（2019）》《玉溪年鉴（2019）》《西安年鉴（2019）》

《武威年鉴（2019）》

县级综合年鉴（18部）

《北京朝阳年鉴（2019）》 《长春市宽城年鉴（2019）》

《虹口年鉴（2019）》 《射阳年鉴（2019）》 《诸暨年鉴（2019）》

《德化年鉴（2019）》 《宁国年鉴（2019）》 《南康年鉴（2019）》

《青岛西海岸新区年鉴（2019）》 《文登年鉴（2019）》



—5—

《新郑年鉴（2019）》 《汉阳年鉴（2019）》 《青秀年鉴（2019）》

《武隆年鉴（2019）》 《武侯年鉴（2019）》

《贵阳白云年鉴（2019）》 《庄浪年鉴（2019）》

《第十师北屯市年鉴（2019）》

专业年鉴（11部）

《中国水利年鉴（2019）》 《中国哲学年鉴（201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9）》

《中国铁道年鉴（2019）》 《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2019）》

《北京大学年鉴（2019）》 《黑龙江机关事务年鉴（2019）》

《江苏社会科学年鉴（2019）》 《前海年鉴（2019）》

《广西统计年鉴（2019）》 《四川油气田年鉴（2019）》

军事年鉴（8部）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年鉴（2019）》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664 部队年鉴（2019）》

《火箭军后勤年鉴（2019）》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年鉴（2019）》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年鉴（2019）》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场环境保障局年鉴（2019）》

《白山军事年鉴（2019）》 《青海军事年鉴（2019）》

二等年鉴（共 104 部）

省级综合年鉴（9部）

《上海年鉴（2019）》 《河北年鉴（2019）》 《江西年鉴（2019）》

《河南年鉴（2019）》《黑龙江年鉴（2019）》《贵州年鉴（2019）》

《湖南年鉴（2019）》 《兵团年鉴（2019）》 《青海年鉴（2019）》

市级综合年鉴（34部）

《唐山年鉴（2019）》《延边年鉴（2019）》《哈尔滨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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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年鉴（2019）》 《无锡年鉴（2019）》 《盐城年鉴（2019）》

《泰州年鉴（2019）》 《温州年鉴（2019）》 《铜陵年鉴（2019）》

《马鞍山年鉴（2019）》《三明年鉴（2019）》《济南年鉴（2019）》

《临沂年鉴（2019）》《开封年鉴（2019）》《平顶山年鉴（2019）》

《周口年鉴（2019）》 《武汉年鉴（2019）》 《株洲年鉴（2019）》

《湘西州年鉴（2019)》《东莞年鉴（2019）》《乐山年鉴（2019）》

《自贡年鉴（2019）》 《泸州年鉴（2019）》 《德阳年鉴（2019）》

《内江年鉴（2019）》 《眉山年鉴（2019）》 《遵义年鉴（2019）》

《大理州年鉴（2019）》《阿里年鉴（2019）》《咸阳年鉴（2019）》

《兰州年鉴（2019）》《庆阳年鉴（2019）》《嘉峪关年鉴（2019）》

《西宁年鉴（2019）》

县级综合年鉴（34部）

《天津市滨海新区年鉴（2019）》 《唐山市丰润年鉴（2019）》

《昌黎年鉴（2019）》 《沧县年鉴（2019）》 《安国年鉴（2019）》

《香河年鉴（2019）》 《太谷年鉴（2019）》 《芮城年鉴（2019）》

《扬中年鉴（2019）》 《天宁年鉴（2019）》 《龙湾年鉴（2019）》

《肥东年鉴（2019）》 《贵池年鉴（2019）》 《福清年鉴（2019）》

《南安年鉴（2019）》 《新建年鉴（2019）》 《永丰年鉴（2019）》

《槐荫年鉴（2019）》 《睢县年鉴（2019）》 《茅箭年鉴（2019）》

《浠水年鉴（2019）》 《浈江年鉴（2019）》 《南海年鉴（2019）》

《佛冈年鉴（2019）》 《顺德年鉴（2019）》 《坪山年鉴（2019）》

《揭西年鉴（2019）》《吉阳年鉴（2019）》《九龙坡年鉴（2019）》

《成华年鉴（2019）》《青羊年鉴（2019）》《安宁市年鉴（2019）》

《康乐年鉴（2019）》 《贡觉年鉴（2019）》

专业年鉴（18部）

《中国中铁年鉴（2019）》 《中国文学年鉴（2019）》

《黄河年鉴（2019）》 《中国渔业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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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2019）》

《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年鉴（2019）》 《上海科技年鉴（2019）》

《江苏卫生健康年鉴（2019）》 《浙江公安年鉴（2019）》

《浙江财政年鉴（2019）》 《山东商务年鉴(2019)》

《武汉城市圈年鉴（2019）》 《湖南教育年鉴（2019）》

《广东卫生健康年鉴（2019）》 《广东财政年鉴（2019）》

《广西财政年鉴（2019）》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9）》

《贵州交通年鉴（2019）》

军事年鉴（9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79 部队年鉴（2019）》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年鉴（2019）》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年鉴（2019）》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局年鉴（2019）》

《兰州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年鉴（2019）》

《江西军事年鉴（2019）》 《黑龙江军事年鉴（2019）》

《辽宁省军区年鉴（2019）》 《河南军事年鉴（2019）》

三等年鉴（共 134 部）

省级综合年鉴（7部）

《湖北年鉴（2019）》 《甘肃年鉴（201）》 《陕西年鉴（2019）》

《西藏年鉴（2019）》 《天津年鉴（2019）》 《辽宁年鉴（2019）》

《宁夏年鉴（2019）》

市级综合年鉴（29部）

《廊坊年鉴（2019）》 《太原年鉴（2019）》 《长治年鉴（2019）》

《赤峰年鉴（2019）》 《营口年鉴（2019）》 《白城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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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年鉴（2019）》 《宿迁年鉴（2019）》 《舟山年鉴（2019）》

《安庆年鉴（2019）》 《淮北年鉴（2019）》 《芜湖年鉴（2019）》

《龙岩年鉴（2019）》 《济宁年鉴（2019）》 《烟台年鉴（2019）》

《潍坊年鉴（2019）》 《商丘年鉴（2019）》 《信阳年鉴（2019）》

《濮阳年鉴（2019）》 《荆州年鉴（2019）》 《荆门年鉴（2019）》

《永州年鉴（2019）》 《珠海年鉴（2019）》 《中山年鉴（2019）》

《钦州年鉴（2019）》《广安年鉴（2019）》《黔东南年鉴（2019）》

《安顺年鉴（2019）》 《黔南年鉴（2019）》

县级综合年鉴（70部）

《北京石景山年鉴（2019）》 《北京密云年鉴（2019）》

《天津市北辰年鉴（2019）》 《张家口市桥西年鉴（2019）》

《灵寿年鉴（2019）》 《迁安年鉴（2019）》 《临西年鉴（2019）》

《沧州市运河区年鉴（2019）》 《定兴年鉴（2019）》

《迎泽区年鉴（2019）》 《平定年鉴（2019）》

《晋城城区年鉴（2019）》 《繁峙年鉴（2019）》

《锡林浩特年鉴（2019）》 《松山年鉴（2019）》

《桦甸年鉴（2019）》 《东辽年鉴（2019）》 《伊通年鉴（2019）》

《徐汇年鉴（2019）》 《秦淮年鉴（2019）》 《六合年鉴（2019）》

《涟水年鉴（2019）》 《高邮年鉴（2019）》 《建湖年鉴（2019）》

《灌云年鉴（2019）》 《义乌年鉴（2019）》 《绩溪年鉴（2019）》

《来安年鉴（2019）》 《延平年鉴（2019）》 《浦城年鉴（2019）》

《福安年鉴（2019）》 《晋江年鉴（2019）》 《肥城年鉴（2019）》

《单县年鉴（2019）》 《安丘年鉴（2019）》 《昌邑年鉴（2019）》

《荣成年鉴（2019）》 《汝州年鉴（2019）》 《孝南年鉴（2019）》

《石首年鉴（2019）》 《中方县年鉴（2019）》

《龙山县年鉴（2019)》《龙岗年鉴（2019）》《环江年鉴（2019）》

《平南年鉴（2019）》 《临桂年鉴（2019）》 《陆川年鉴（2019）》

《乐东年鉴（2019）》《丰都年鉴（2019）》《沙坪坝年鉴（2019）》

《华蓥年鉴（2019）》《泸县年鉴（2019）》《青白江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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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年鉴（2019）》《官渡年鉴（2019）》《华坪年鉴（2019）》

《红塔年鉴（2019）》 《思茅年鉴（2019）》 《尖扎年鉴（2019）》

《合阳年鉴（2019）》 《金塔年鉴（2019）》 《金台年鉴（2019）》

《山丹年鉴（2019）》 《榆中年鉴（2019）》 《卓尼年鉴（2019）》

《凉州年鉴（2019）》《平川区年鉴（2019）》《城东年鉴（2019）》

《红寺堡年鉴（2019）》 《若羌年鉴（2019）》

专业年鉴（23部）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9）》

《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2019）》 《中国环境年鉴（2019）》

《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9）》

《北京规划和自然资源年鉴（201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年鉴（2019）》

《天津规划和自然资源年鉴（2019）》 《山西统计年鉴（2019）》

《长春新区年鉴（2019）》 《黑龙江统计年鉴（2019）》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9）》

《台州统计年鉴（2019）》 《浙江金融年鉴（2019）》

《宁波金融年鉴（2019）》 《湖南财政年鉴(2019)》

《公明街道年鉴（2019）》 《长安年鉴（2019）》

《虎门年鉴（2019）》 《玉塘街道年鉴（2019）》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19）》

《中国（绵阳）科技城年鉴（2019）》 《红塔集团年鉴（2019）》

《陕西文物年鉴（2019）》

军事年鉴（5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32501 部队年鉴（20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年鉴（2019）》

《沈阳市军事年鉴（2019）》 《南充军事年鉴（2019）》

《金华军事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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