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1〕8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报送 2020年度部门大事记的函

省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部门大事记编写报送工

作的通知》（〔2018〕58号）要求，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有关单位“每年 2月底前报送上一年度大事记”。目前，《四川省直

部门（单位）大事记（2019）》已编纂，拟开展《四川省直部门（单

位）大事记（2020）》编纂工作。请各部门（单位）根据工作实际，

按《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入选事条类型、编写要求及示

例》（附件 1）要求，认真总结、梳理 2020 年度大事记条目，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以纸字版和可编辑的电子版形式报送，以便

我办筛选汇总，年内编纂出版。报送时，请一并填写返馈《四川

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0）初稿报送回执表》（附件 2）。

联系人：省地方志办省志工作处 邓肖亭 陈婧妮

联系电话：028-86522076 13699481723 1782808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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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169214585@qq.com

附件：1.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入选事条类型、编写

要求及示例

2.《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0）》初稿报

送回执表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1年 1月 25日

mailto:1692145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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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入选事条类型、

编写要求及示例

为全面准确反映省直各部门（单位）年度大事，根据省直部

门（单位）工作特点，特通过列举具体示例方式，进一步明确《四

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入选事条类型、编写要求以及排版

规范。请各部门（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按以下要求筛选、编写

事条，并按规范排版后报送。

一、总体要求

2020年度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记述时间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当年 12月 31日止，按时间顺序排列事件，一事一记、

只述不论，文字简明、要素完备、脉络清晰、编写规范。除领导

调研类事条外，其他类型事条均“以事系人”（即以记述事件为主，

以事件带出参与人员），突出部门（单位）主业主责和工作实际。

二、入选事条类型及示例

（一）党建工作类

记述部门（单位）召开的重要党建会议和作出的重要部署、

开展的重要活动等，突出本部门（单位）党建工作特点。

1.重要党建会议事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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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 省纪委监委机关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出席

会议并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部署要求上来。省纪委监委作为全省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机关，

必须在主题教育中“走在前、作表率”，切实以主题教育的实际成

效，奋力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纪委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郑东风主持会议。省委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

长、省政协常委、省人防办原主任底瑜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主

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副组长、省政协委员、司法厅原一级巡视

员刘朝宽等一行 7人，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巡视机构（在省纪

委监委列编的）县处级及以上干部参会。

示例说明：直接记述会议时间、地点，简要概括会议主要内

容，点明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人员，采用列举方式记述参会人

员。编写该事条需重点注意提炼会议内容、明确出席会议人员排

序。会议事条均可按此编写。

2.重要党建工作事条示例

6—11月 省委政法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学习会

议和落实活动。6 月 4 日，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传达学习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和四川省委常委会会

议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勇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 19日，

省委政法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听取省委政法委和省政法各部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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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省委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姚斌到会

指导。6月 28日，邓勇为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作专题党课辅导。

7月 9日，按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要求，邓勇

前往遂宁市船山区、射洪县、蓬溪县调研，并征求意见建议。8

月 16日，省委政法委召开委机关领导班子成员主题教育调研成果

交流会，姚斌到会指导。11 月 14 日，省委政法委召开全体委员

会议，听取省政法各部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工作。

邓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示例说明：围绕同一主题开展的系列工作采用纪事本末体写

法，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同时应在总体时间之后，使用一句话

突出整个事条主题。同一事条中，前面已表述职务的领导再次出

现时，只记姓名不记职务。

（二）领导考察调研类

采用“以人系事”记述方式，完整反映调研主持人、调研时间、

地点、主题等内容，有必要时可加陪同、随同调研人员信息。

1.上级领导到四川考察调研事条示例

4月 26—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

家监委主任杨晓渡前往乐山市、凉山州调研，前往马边县荣丁镇

后池村、劳动乡福来村、民建小学和雷波县马湖乡额子沟莼菜基

地、汶水镇铜厂沟村、八寨中心乡甲谷村等地，走访慰问贫困群

众，了解基层党建、产业扶贫、教育及健康扶贫等情况。调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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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杨晓渡在马边县、雷波县分别召开市（州）县乡（镇）党委

书记、纪委书记及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中央纪委副书记、国

家监委副主任徐令义，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中央纪委

副秘书长张春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王雁飞陪同调研。

示例说明：调研以领导行程为线索，事件、地点、调研内容

等要素齐全。中央领导在四川调研，所有参与人员职务应使用全

称。中央领导随行人员、四川陪同调研人员职务、姓名、排序准

确无误。考察调研类事条均可按此结构编写。

2.省领导考察调研事条示例

8月 22—23日 副省长、致公党四川省委主委杨兴平率队前

往达州市调研脱贫攻坚、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杨兴平一行在达

州市宣汉县巴山大峡谷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有关工作

情况，在达州市达川区龙会乡花石岩村、九岭镇剪刀村调研无花

果产业、肉牛养殖基地和村集体经济，查看村卫生室、文化室运

营情况，看望慰问贫困户，了解群众需求及意见建议。省政府副

秘书长刘全胜，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主任杨

娟，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致公党四川省委专职副主委肖剑书，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宋铭，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胥万兵，人保财

险四川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明昌参加调研，中共达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郭亨孝陪同调研。

示例说明：民主党派、其他省（区、市）领导在四川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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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人员职务应使用全称。四川陪同调研人员、相关市（州）

州主要领导人职务、姓名、排序准确无误。

3.部门（单位）领导考察调研事条示例

5月 7—9日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李堂兵一行前

往江苏省、上海市调研，学习借鉴江苏省、上海市在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方面先进经验，完善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促

进全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8 月 6 日 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建军到德阳市调研

地质灾害防治、信访“带案下访”、成德同城化项目建设和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德阳市委书记赵世勇陪同调研。

示例说明：四川省直部门（单位）领导到其他省（区、市）

调研，其职务应使用全称；在四川省内调研，其职务使用规范简

称。

（三）部门（单位）机构、职能变化以及领导职务任免、变动类

记述部门（单位）机构、职能变化情况，以及副厅级（含副

厅级）以上领导职务任免、变动情况。

1.部门（单位）机构、职能变化事条示例

2月 13日 省委编办印发《关于生态环境厅有关事业单位更

名的批复》，同意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省环境规划院）更

名为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不再挂四川省环境规划院牌子；

同意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更名为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同意

四川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服务中心（《中国环境报》四川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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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四川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环境报》四川记者

站）；同意四川省环境保护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省环保投资评估与

绩效评价中心）更名为四川省生态环境对外交流合作中心（四川

省生态环境投资评估与绩效评价中心）；同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机

关服务中心更名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机关服务中心。

示例说明：变更情况记述完整，发文部门以及文件名准确无

误，部门（单位）原名称、现名称等均准确无误。

2.领导职务任免、变动事条示例

9月 11日 省委编办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省委编办

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陈忠义任省委编办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兼）；雷世界不再担任省委编办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示例说明：领导职务任免、变动记述完整。如未以大会形式

宣布，则直接记述任命或职务变动内容。任命发布日期，领导姓

名、职务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

（四）重要规章、文件类

记述重要规章颁布、重要文件制定印发时间、制发单位以及

规章、文件名称，并简要概括规章内容、发文目的及文件要求。

1.多部门（单位）发文事条示例

1 月 7 日 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

于开展部分协会商会收费集中审核的通知》，启动集中审核 12个

省直部门所属 23家协会商会收取的会费及经营服务性收费工作。

示例说明：多部门（单位）发文主体使用规范简称，部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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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排序须与文件一致。

2.单一部门（单位）发文事条示例

2 月 19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开展 2019 年劳

动保障监察行风作风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系统行风作风建设部署，建设群众满意、企业自律的劳动保

障监察服务监管体系。

示例说明：发文单位、文件名称准确无误，并简要介绍发文

目的。

（五）重要工作会议类

记述部门（单位）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等要素齐全。

1.突发事件紧急工作会议事条示例

8月 20日 全省防汛减灾调度会在省防汛指挥中心召开，紧

急部署阿坝州汶川县强降雨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安排强降雨过程

应对。副省长尧斯丹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君臣参会。会

上，尧斯丹视频连线阿坝州，详细了解汶川灾情和抢险救灾工作

开展情况，就阿坝州提出的抢险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增援需求，

及时调度省直相关部门予以支持。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应急厅、

省林草局、省气象局、省水文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相关市（州）政府分管领导在分会场参会。

示例说明：突发事件紧急工作会议应说明会议事由，时间、

地点、主持人、会议内容、参会人员等要素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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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工作会议事条示例

2月 1日 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成都市

召开。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叶寒冰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安厅常务

副厅长张颖主持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全国公

安厅局长会以及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8年公安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绩，分析研判斗争形势，对 2019年工作进行部

署，凉山州、德阳市、广元市、乐山市公安机关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在家公安厅党委委员，各市（州）公安局局长，厅扫黑除恶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及厅扫黑办人员在公安厅主会场参

会；各市（州）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县（市、区）公安局长、分

管副局长，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扫黑除恶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扫

黑办负责人在各地分会场参会。

示例说明：专项工作会议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会议内容、

参会人员等要素齐全。

（六）重要活动、事件类

记述部门（单位）主办、承办或参与的重要活动、事件等，

时间、地点、主要内容、参加人员等要素齐全。

1.参与全国性重要活动事条示例

6月 27日 商务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四川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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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李云泽率团出席大会开幕式和中非经贸合作论坛。四川省

商务厅副厅长周万山陪同。主体活动结束后，李云泽巡视中非经

贸合作成果展和四川馆，与参会企业代表交流，详细了解四川企

业对非合作情况及建议。李云泽还与前来四川馆对接洽谈的非洲

客商交谈并赠送熊猫小礼品。四川省商务厅组织一批重点企业和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代表 80余人参会参展。四川省推荐的“东

方电气埃塞阿伊萨 2风电站”和“水电五局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

项目入选博览会中非合作成果展集中展示，成为入选成果最多的

省份。四川省推荐的“东方电气埃塞吉布 3水电站”“四川路桥厄立

特里亚阿斯玛拉铜多金属矿”“友豪恒远乌干达农业产业园”项目

入选《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示例说明：全国性、或在其他省（区、市）举办的活动和发

生的事件，记述参加人员职务时应使用全称，记述主题内容以本

省、本部门（单位）活动、事件为主。

2.本省重要活动事条示例

4月 16—24日 省政府主办、省经济合作局牵头承办的“2019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在成都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改革创新

谋发展·全域开放促合作”为主题，570 多家海内外知名企业和商

（协）会、1115名客商到四川参加系列活动，签约合作项目 407

个，投资金额 4599.47亿元。会期举行“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

投资推介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主体活动，以及百名知名企

业家投资四川交流座谈会、2019四川—境外企业产业合作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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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华商峰会、海峡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交流会、集成

电路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大会、迈向 5G 的新世界等专题活

动。

示例说明：记述活动类事条，活动主办、承办、协办主体明

确，简要介绍活动内容，记述过程完整清晰，突出活动特点和成

果。

（七）突发事件、事故、灾害类

记述重大突发事件、事故、自然灾害等内容。所记事件、事

故、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概况、处置情况等内容齐全。

时间可根据情况精确到小时、分、秒。对同一事件、事故、灾害

的反应和处置情况，以纪事本末体在同一事条里集中记述，需重

点记述事件节点内容。

1.重大突发事件事条示例

3 月 30 日 18 时许 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重大

森林火灾，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 3名地方扑火人员失联。灾情

发生后，四川省气象局（以下简称省气象局）及时启动森林火灾

Ⅰ级应急响应，4 月 1 日即制作专题预报服务产品 2 期；四川省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启动森林灭火重大人影作业服务预案，做好

飞机增雨作业准备。凉山州气象局进入森林火灾 IV级应急响应工

作状态，州、县气象部门发布《雅砻江镇立尔村森林火情灭火专

题天气预报》6 期，凉山州气象局应急小分队、木里县气象局人

工增雨作业队先后抵达火场，为森林灭火开展气象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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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完整记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和事件内

容，重点反映相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应对和处理情况。各部门

（单位）名称在大事记中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并括注规范简

称，后使用规范简称。

2.重大自然灾害事条示例

6月 17日 22时 55分 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级地震。四川

广播电视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组织全台力量迅速开展应急

采访报道和应急直播，在《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新闻》等

栏目中权威发布《习近平对四川长宁 6·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

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权威解

读丨省地震局专家：发生更大地震可能性不大》等消息，有力有

效引导社会舆论，并以大量短视频、航拍、视频连线等生动直观

开展救援报道。截至 6月 21日，《四川观察》客户端推出不间断

应急直播超 48小时，采制播发现场直播、图文、短视频等相关报

道 520余条，全网点击量超亿次，四川卫视、四川新闻频道推出

专题报道和近 30场卫星连线、网络连线直播，广播各频率滚动播

出地震灾情及救援报道 500余条。国家广电总局宣传例会对四川

广播电视台在 6.17长宁地震抢险救援应急报道的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和表扬。

示例说明：完整记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和事件内

容，重点反映相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应对和处理情况。该事条

用大量数据统计展现部门（单位）应对成效，特别是上级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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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应对成效的肯定，使该事条记述更加完整。

（八）阶段性事件类

不分属于任何具体日期的阶段性事件、成果、成绩等可采用

概括性记述方式，将内容汇总成阶段事件事条展示。

1.特殊节点事件事条示例

截至 9月底 四川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完成五年规划建设任务，累计投入 274亿元，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投资到位率、校舍竣工率、设备采购完成率分别为规

划数的 105%、106%、107%;较 2013年比，项目学校校舍面积增

长 41%，生均运动场面积增长 45%，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增长

128%，新增寄宿学位 41万个，小学、初中阶段大班额分别减

少 61%、83%，绩效评价被财政部评为“优秀”。

示例说明：以记述重要阶段性事件入手，充分运用统计数据

对比，展示出部门（单位）在某项长期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2.年度汇总事件事条示例

是年 成都海关深入推进“两段准入”支持冰鲜三文鱼进

口， 制定实施《四川自贸试验区进口冰鲜三文鱼“两段准入”监管

作业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明确职能部门和口岸、属地海关工

作职责，形成协同作业的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企业实施“附条件

提离”，初步实现冰鲜三文鱼快速口岸提离、快速边运边检、快速

检测服务，货物抽查验放时间较改革前节约 1—2天，有效降低企

业经营成本；对 14家实施“附条件提离”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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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企业追溯体系、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不合格品召回体系等运

行情况及进出口记录档案管理情况，清退不符合要求企业 1家；

注重成果转化，冰鲜三文鱼“两段准入”监管模式被纳入《自贸试

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工作规范》备案。自 2019年 7月开展改革

以来至年底，关区冰鲜三文鱼进口 1477.6吨，货值 8509.1万元。

示例说明：涉及全年某项工作分散性时点发生的内容通过汇

总记述予以集中展现。

（九）其他类

除以上八类外，其他具有重要意义或影响力的事件，例如有

特色的工青妇活动作简要收录等。

三、图片及说明文字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部门（单位）工作、成绩、重

要事件的图片。图片清晰、构图美观，文件大小在 2M以上。文

字说明应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相关要素。人物所处位

置应在说明文字中标明。

（一）领导调研、出席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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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选取领导工作场景照片，准确标注领导职务、姓

名、在图片中的位置；多位领导调研、出席活动的照片，注意领

导人排序。尽量避免领导单人照片、面部特写等照片。原则上不

选取国家领导人图片。

（二）重要会议、培训类

示例说明：选取培训、会议全景照片，会标完整清晰，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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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姿态端正，无不适举动。

（三）重要活动类

示例说明：选取有代表性、反映活动主旨的照片，活动标识

完整清晰，人物姿态端正、无不适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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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工程、项目、发现类



—20—

示例说明：选取工程、项目全景或有代表性的细节图片，文

字说明完整，与图片承载的关键信息相符。

四、排版要求

部门（单位）大事记报送稿件包括单位全称、事条、图片三

部分内容，其页面设置、字体、字号等版式如下：

（一）页面设置：上 36mm、下 30mm，左 27mm，右 24mm,

每页 22行;

（二）单位全称居中排列，二号，方正小标宋体；

（三）每个事条左起空两格排版，后面依次为时间（三号黑

体）、空一格、事条内容（三号仿宋-GB2312）；

（四）图片及说明文字在相关事条下方。说明文字为小四号

楷体，左起空两格排列，行间距为固定值 24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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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20）》
初稿报送回执表

说明：1.填写组稿人或责任人有效联系方式，便于联系核实相关内容；

2.初稿字数以字符数统计为准

部门（单位） 处室（机构） 组稿人姓名 联系方式 初稿字数 图片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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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1年1月25日印发

（共印2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