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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3月 17日

【市州动态】

广元、乐山、宜宾等地领导批示肯定地方志工作

3 月 5 日，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就 2022 年度考评结果向市委作专题报告。市委常委、秘书长杨

浩对广元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批示：衷心感谢省委党史研究

室、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对广元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大力支持和

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史志系统始终坚持“史志姓党”，围绕

市委“1345”发展战略，认真履行“存史、资政、育人”职能职责，

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值得表扬和祝贺！希望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深入挖掘广元历史、用心用情讲好广元故事，为推动广

元红色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贡献史志力量！

3 月 7 日，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第 13 期）上批示：送赖俊同志阅处，要求认真落实省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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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印发的《2023年工作要点》，做到具体化、可评价、效果好。

3 月 8 日，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俊批示：彦地同志并市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牵头，按照马波书记批示要求，认真落实

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狠抓“存史、育人、资政”三

项主业，对照省上《工作要点》，逐项细化工作措施，抓紧制发市

上相关工作要点，切实推动 2023年我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月 9 日，宜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静在市委党史研究

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 2023 年度全省党史部门主要负责

人会议、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年度工作要点精神及我室贯彻意见

的报告》上批示：祝贺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2022 年

取得的成绩，原则同意 2023 年的工作建议。望再接再厉，进一

步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月 24 日，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袁海晗在省地方志

办印发的《关于表扬 2022 年度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单位的通

知》上批示：很好！

（综合广元市、乐山市、宜宾市、雅安市信息）

李东调研指导资阳市地方志工作

3 月 13 日，资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东到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调研指导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汇报

后，李东对资阳市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要强化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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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加强史志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防止资料流失；要

继续挖掘、编纂资阳特色地情文化系列书籍，打造独特史志精

品；要刻苦钻研、认真规划，持续抓好党史和地方志各项工作，

不断提高史志业务能力；要做好资政研究，围绕三线建设、地方

品牌等课题，开展专题研究，充分发挥资政辅政作用。

（资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张玉全听取广元市昭化区史志工作情况汇报

3 月 1 日，广元市昭化区委党史研究室（广元市昭化区地方

志编纂中心）向区委副书记张玉全专题汇报全市史志工作会议精

神及 2022 年党史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张玉全充分肯定昭化区

2022 年党史地方志工作并指出，要持续做好史志著作编纂、史

志宣传、资料征集、资政研究等各项工作，高质量打造一批史志

优秀成果，不断加强史志队伍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城新区”贡献史志力量。

（广元市昭化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雅安、简阳等地积极开展志鉴编纂业务培训

3月 2日，雅安市召开 2023 年第 1期“史志讲堂”暨精品年鉴

编纂业务培训会，从年鉴内容资料的短板和弱项、编纂需注意的

问题等方面进行讲授，并结合具体案例讲解精品年鉴编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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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注意事项。各县（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副主任、年

鉴编辑等 40余人参训。

3 月 1 日，简阳市召开《简阳年鉴（2023）》编纂工作培训

会，以实例分析的形式，向参会人员讲解如何撰写综合年鉴条

目，并有针对性地讲解如何处理在条目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全市承担年鉴供稿任务的市直部门（单位）、镇（街道）组稿人

95人参会。

2 月 23 日，成都市高新区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成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2023）》组稿工作，并开展年鉴稿件

撰写业务培训。《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年鉴》编辑部及区内

各年鉴供稿单位年鉴主笔 50余人参训。

3 月 10 日，中江县召开第二批乡镇、村志编纂工作启动暨

业务培训会，从全县乡镇、村志编纂总体方案、编纂背景、工作

步骤、编纂机构组建、编纂方案制定、篇目拟定、资料收集等方

面进行系统培训。此次启动乡镇、村志编纂的 10个乡镇参会。

3 月 3 日，北川县召开 2023 年年鉴撰稿人培训会，围绕综

合年鉴条目编写、图片采集和单位年度工作综述撰写进行培训。

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单位）93人参会。

3 月 1 日，江安县召开《江安年鉴》编纂实务培训会，着重

讲解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单一性条目写作的基本结构、典

型案例、常见问题；分析《江安年鉴》2021 卷、2022 卷供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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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全县有关部门、乡镇、企事业单位 80

余名撰稿人参会。

3 月 7 日，广安市广安区召开乡镇（街道）、村（社区）志

业务培训会，学习《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2022 年修

订）》《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2022 年修订）》《四

川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等文件。从编纂志

书的依据、篇目结构、编纂要求、把握特色、出版程序、容易出

错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讲解。2023 年有编纂任务的 19 个乡镇（街

道）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编纂的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3 月 3 日，巴中市巴州区召开 2023 年度乡镇（街道）志、

村（社区）志编纂出版工作会，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3

个方面进行业务讲授，解读《巴州区 2023 年度乡镇（街道）

志、村（社区）志编纂出版工作进度表》，进一步明确年度任务

和时序进度。

（综合雅安市、简阳市、成都市高新区、中江县、北川县、

江安县、广安市广安区、巴中市巴州区信息）

阿坝州召开年鉴质量提升工作会议

3 月 13 日，阿坝州召开年鉴质量提升工作会议，专题研究

全州县（市）综合年鉴质量提升事宜。会议要求，要严格质量标

准，年鉴篇目（类目、分目、条目）要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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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得当、编排有序，结合各县（市）综合年鉴具体问题，点对点

发送编纂篇目审查意见，有针对性指导各县（市）对照精品年鉴

标准，进一步做好综合年鉴编纂篇目设置，提升年鉴质量。会议

强调，要不断完善审查方式，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明确方向，

发挥州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指导、管理、检查作用。

（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

宜宾、甘孜完成县（区）综合年鉴

2023卷篇目审查

3 月 1 日，宜宾市地方志办完成对全市 10 个县（区）综合

年鉴 2023 卷篇目审查，总结梳理出共性问题 4 条，具体意见建

议 130余条，并将审查意见书面反馈至各县（区）。

3月 6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完成对县（市）2023 卷年鉴篇目

审核、2022 卷年鉴篇目复核暨质量审查。指出存在问题和不

足，提出修改意见，并将审查意见逐一反馈各县（市），要求在

2023 卷年鉴编纂中从框架设置、条目编写、设计效果、编校差

错 4个方面持续提升编纂质量。

（综合宜宾市、甘孜州信息）

南充、甘孜等地积极推进数字方志馆建设

2023年，南充市地方志办依托“方志南充”微信公众号平台，

开通“数字方志”栏目，下设电子年鉴、数字志书、旧志古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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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期刊、地情书刊 5个板块。目前已上传本地志鉴、地情书籍百

余本，为大众在线查询阅读志鉴、地情书籍提供便利。

甘孜州地方志办积极推进州级数字方志馆建设，按方志成果

门类设志书、年鉴、旧志、地情书 4个专题，提供目录查询、全

文检索和全文浏览，满足用户从读志到用志的利用需求转变。

2021 年至今，收录全州两轮地方志书 36 册、公开出版年鉴 48

册、整理的旧志和地情书籍 63册，数据库容量达 4000余万字。

2023 年 3 月，峨眉山市地方志办依托市人民政府网站，积

极推进数字方志馆建设。该数字方志馆分志书、市年鉴、地情书

籍三大类，峨眉山市地方志办将逐年上传本市志书、年鉴，为社

会各界在线阅读方志书籍提供平台。

（综合南充市、甘孜州、峨眉山市信息）

广安市广安区、岳池县

将乡镇村志编纂进度纳入督查计划

2 月 17 日，广安市广安区委督促检查暨绩效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2023 年区级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及备案事项》，将广

安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工作进度纳入区委督查检

查考核。文件明确，区地方志编纂中心牵头，区委目标绩效办参

加，于 2023 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各开展一次修志工作进

度督查并通报，推动广安区修志工作有序开展。



—8—

3月 3日，岳池县委、县人民政府印发《2023 年县级督查检

查考核计划》，将岳池县 12 部乡镇（街道）志、2 部村志编纂

工作进度纳入县级督查计划。督查工作由县史志办牵头，县政府

督查室参加，每季度开展一次编纂工作进度实地督查，每季度通

报，督促各乡镇把好时间节点和质量目标，按要求高质量完成志

书编纂出版任务。

（综合广安市广安区、岳池县信息）

〔乾隆〕《直隶达州志译注》出版

2 月 8 日，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乾隆〕

《直隶达州志译注》正式出版。〔乾隆〕《直隶达州志》是迄今

查见的冠达州之名且保存完好的唯一一部达州古代方志。《直隶

达州志译注》的出版有利于促进方志典籍转化利用，方便大众阅

读传播。

（达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3月 17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