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20〕37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

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快推进地方志工作

“两全目标”任务的函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四川省志》分卷牵头承编

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4号）《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川办发〔2016〕27号）的安排部署，

“到 2020年，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

方志书全部出版”和“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

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简称“两全目标”）。

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是国务院下达给各级政府的法定

任务。省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两全目标”任务，多次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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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全面完成此项工作提出要求。5月 9日，尹力省长在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完成第二

轮修志任务”作为省政府 2020年完成的重点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工

作落细落实，现就全力加快推进“两全目标”任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增强工作紧迫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当前，距年底只有 7个月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各部门

要将完成“两全目标”任务作为全年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为“两全目标”任务完成提供有力的人员和经费保障。

二、加强统筹推进，着力提升工作实效

各地各部门尤其是尚未完成“两全目标”任务的地区和部门，

要倒排工期，制定准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展集中攻

坚，确保“两全目标”任务完成不拖后腿、不掉队。

（一）地方志书

1.明确考核标准。“两全目标”中的地方志书考核，以省、

市、县三级志书 2020年底前公开出版发行为依据。

2.加快工作进度。还没有进入终审的志书，各相关市、县人

民政府及省直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抓紧时间编纂，在保障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送审，已进入终审后修改的要提前对接出版机构，

已移交出版的要明确时间节点，加强与出版机构的沟通协调，确

保在今年底前公开出版。

（二）地方综合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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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考核标准。“两全目标”中的地方综合年鉴考核，以

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2020年卷在今年底前公开出版

发行为依据。

2.加快推进编纂出版。2019年卷已公开出版或已进入出版环

节的，要抓紧 2020 年卷编纂工作；2019 年卷尚未公开出版的，

要积极与出版机构协调，加快出版进度，同时，协调推进 2020年

卷编纂工作。

在实施 2020年卷编纂时，要切实抓好篇目审查。按省、市、

县三级联动的篇目审查工作机制要求，市、县级地方综合年鉴篇

目要及时送上级地方志部门审查，上级地方志部门要及时出具书

面审查意见。市、县级 2020卷综合年鉴篇目审查最晚在 6月中旬

前完成。

三、建立长效机制，巩固“两全目标”成果

（一）牢固树立质量意识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具有“存

史、育人、资政”的重要功能，因此应努力做到存真求实，确保

质量。在全力抓进度的同时，要着力加强质量建设，严格落实志

书年鉴审校制度，切实提高编纂质量。

（二）巩固年鉴全覆盖和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成果

要在推动地方综合年鉴 2020年卷公开出版的基础上，持续发

力，着眼长远，坚决防止出现临时突击、事罢人散的局面，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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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级综合年鉴连续编纂出版打好坚实基础。

（三）及时总结研究

对“两全目标”完成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研究，加强学

习借鉴外省区市好的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为推进

即将启动的第三轮志书编修创造有利条件。

请各市（州）人民政府接此文后，在抓好本级地方志书及综

合年鉴编纂出版的同时，及时将文件转发所属县（市、区）人民

政府，并对编纂出版工作提出时间进度及质量要求。

附件：1.尚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四川省志（1986—2005）》

分卷推进进度安排

2.尚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市、县级地方志书名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0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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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尚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四川省志（1986—2005）》分卷推进进度安排

（截至 2020年 5月 12日）

序号 卷 名 牵头承编单位 完成时限 推进情况 责任总编 责任编辑

1 《财政志》 财政厅 2020年 6月出版 印刷厂修改总编审签稿 马小彬 冯国梅

2 《卫生志》 省卫生健康委 2020年 6月出版 印刷厂修改总编审签稿 熊 倩 吴 琨

3 《民政志》 民政厅 2020年 9月出版
承编单位处理清样校核

稿
陶利辉 高伟明

4 《烟草志》 省烟草专卖局 2020年 7月出版
承编单位修改总编审签

稿
陶利辉 徐高芳

5 《川茶志》 省地方志办 2020年 12月出版 印刷厂修改清样校核稿 马小彬 冯国梅

6 《九寨沟志》 九寨沟管理局 2020年 9月出版 省志处检查总编审签稿 马小彬 冯国梅

7 《共青团志》 团省委 2020年 10月出版
责任编辑组检查清样校

核稿
牛 淼 冯国梅

8 《畜牧食品志》 农业农村厅 2020年 9月出版 清样校核 王友平 邓肖亭

9 《通信志》 省通信管理局 2020年 10月出版 清样校核 张兆法 陈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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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哲学社会科学志》 省社科联 2020年 9月出版 清样校核 马小彬 邓肖亭

11 《侨务志》 省委统战部 2020年 10月出版
承编单位处理出版社再

次审查反馈的问题
陶利辉 徐高芳

12 《中共志》 省委办公厅 2020年 12月出版
责任编辑组检查出版社

三审稿
陈建春 陶利辉

13 《人大志》 省人大办公厅 2020年 9月出版
承编单位处理出版社三

审稿
陶利辉 徐高芳

14 《军事志》 省军区 2020年 12月出版 重大专题审查 陶利辉 冯国梅

15 《民族志》 省民族宗教委 2020年 12月出版 重大专题审查 陶利辉 牛 淼

16 《交通志》 交通运输厅 2020年 10月出版 出版社审查 马小彬 邓肖亭

17
《人口和计划生育

志》
省卫生健康委 2020年 9月出版 出版社审查 张兆法 徐高芳

18 《乐山大佛志》 乐山大佛管委会 2020年 12月出版 出版社审查 陶利辉 陈婧妮

19 《海关志》 成都海关 2020年 10月出版 出版社审查 邓 瑜 冯国梅

20
《出入境检验检疫

志》
成都海关 2020年 10月底前出版 出版社审查 赵 行 冯国梅

21 《农业志》 农业农村厅 2020年 12月底前出版 终审后修改 陶利辉 陈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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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盐业志》 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0年 5月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送终审专家审查 赵 行 牛 淼

23 《食品药品监督志》 省药品监管局
2020年 5月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送终审专家审查 赵 行 牛 淼

24 《宗教志》 省民族宗教委
2020年 6月 24日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初审后修改 邓 瑜 牛 淼

25 《武侯祠志》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2020年 6月 24日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总纂合成 张兆法 冯国梅

26 《都江堰志》 都江堰管理局
2020年 6月 26日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初审 牛 淼 徐高芳

27 《文化艺术志》 文化和旅游厅
2020年 6月 30日终审，

2020年 12月出版
总纂合成 赵 行 冯国梅



— 8—

附件 2

尚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市、县级地方志书名录

（截至 2020年 5月 12日）

类

型

序

号
规划志书 责任单位

工作进展情况

部署

动员

篇目

设置

资料

收集

初稿

撰写

初

审

复

审

终

审

审后

修改

移交

出版
出版

地

市

级

志

书

1
《成都市志

（1990-2005）》
成都市人民政府 √

2
《内江市志

（1935—2006）》
内江市人民政府 √

3 《眉山市志》 眉山市人民政府 √

4 《雅安市志》 雅安市人民政府 √

5
《资阳市志

（1998-2015）》
资阳市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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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级

志

书

1
《大邑县志

（1993-2005）》
大邑县人民政府 √

2
《叙永县志

（1991-2006）》
叙永县人民政府 √

3
《汉源县志

（1986-2005）》
汉源县人民政府 √

4
《芦山县志

（1986-2005）》
芦山县人民政府 √

5
《金阳县志

（1991—2010）》
金阳县人民政府 √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四川省人民政府督查室。

广元市委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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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3日印发

（共印9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