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志 办发

匚⒛

22)12号

关于确定第三轮 《陕西省志 》
编纂试点单位的通知
省直有关部 门

:

为深入 贯彻省第十 四次党代会精神 ,稳 妥推进全 省第 三轮修
”
“
志工作开局起步 ,按 照 先行先试 、树 立典范、以点带面 的原
则 ,经 研 究确定省检察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审计厅 、

T

省体育局为第 三轮 《陕西省志》编纂试点单位 。
各试 `点 单位 要提高政治站位 ,落 实主体责任 ,强 化组织保 障

,

坚持质量标准 ,守 正创新 ,再 接再厉 ,为 进 一步推进文化 强省建
设 ,谱 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 出积极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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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轮 《陕西省志 》编纂试点单位工作方案
根据 《地方志工作条例 》 《陕西省实施(地 方志工作条例 〉
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 ,结 合工作实际,现 将第 三轮 《陕西省志》
编纂试点工作安排如下。
一 、编纂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思想为指导 ,坚 持辨
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充 分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分 行
业 系统 、客观真实地 记载陕西的发展历程 。同时突出时代 、行 业
特点,做 到政 治性 、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 一 ,为 全 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陕西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
二、基本任务与目的
通过试点工作 ,研 究第 三轮省志编修 的组织管理 、记述 时限、
保障机制等 ,为 全面开展第 三轮修志工作积累经验 。其 中,省 检
察院 、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审计厅 、省体育局分别承担
省检察志 、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 、省审计志、十 四运志编纂 。
三、组 织领导
(一 )编 寨机构
各试 点单位分别成 立分志编纂委员会 ,由 各单位 主要领导担
任主任 ,分 管领导担任副主任 ,各 有关处 室 (部 门 )领 导担任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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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领 导志书的编纂 工作 ,决 定志书编纂的重大 问题 。成立分志
编纂办公室 ,确 定责任处 室负责志书 日常管理 、协调 ;安 排或聘
请熟悉行 业发展历史 、熟悉志书编纂体例 的人 员参加编纂 。各单
位应 当在 2022年 9月 底前 ,将 志书编委会名单及责任处 室报省
地方志办公室各案 。
(二 )人 才 队伍
1。

各试点单位要精 心选任执行 主编或 J总 纂 ,完 成志书编集任

务 。执行 主编 、总纂应具各 以下条件 :第 一 ,热 爱修志工作 ,有
较 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组织能力;第 二 ,有 较高政治理论水平
和政策水平 ;第 三,熟 悉本行 业情况和 一定的方志知 识;第 四

,

能承担志书总纂和全文通稿工作 。编纂人 员可采取专兼职相结合
方式选取 。
2。

省地方志办公室建 立试 点工作群 ,安 排专人指导各分志编

纂 。同时,对 在各志编纂 工作中做 出突 出成绩的部 门、个人 ,在
评优评先方面予以倾斜 。
四 、志书编纂要求及工作步骤
(一 )志 书名称

各试 点单位编纂的志书以陕西省志冠名 ,并 括注断限时间
如 《陕西省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 (1978— ⒛22)》 《陕西
省志 ·审计志 (1984— 2022)》 。
,

(二 )记 述 时 限
记述 上 限原则 上 以中共十一届 三 中全 会为节点 ,下 限统 一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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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前 ,特 殊情况除外 。
(三 )记 述范围

省志定位是专业志及特色志 ,主 要 以记述陕西省行政 区域 内
有关本行 业专业 内容 ,涉 及 国家或其他相关省市的内容 、非专 业
内容原则 上不记 ,但 与陕西联系紧密且确有必要记述的,可 概要
记述 。
(四 )编 寨 前准备

第 三轮地方志书编纂前期准各工作原则上 可分为 三个步骤
1。

:

印发修志工作方案 。各试 点单位应于 ⒛22年 10月 底前拟

制本单位修志工作方案 ,报 省地方志办公室各案 。
2。

拟定编修大纲 。各试点单位应于 2022年 12月 底前拟订编

修大纲 (篇 目大纲 、编纂 任务分解表 ),经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后

,

报省地方志办公室各案后组织实施 。
3。

收集资料并形成资料长编 。各试 点单位应于 2023年 1月

开始系统收集资料 ,并 对应第 三轮志书篇 目同步整理编辑 ,形 成
资料长编 。
(五 )志 稿撰写 、评议 和审查验收
1。

初稿撰写 。地方志书初稿撰写应在资料长编形 成后 ,尽 快

组织编纂 。各试 点单位志书初稿应于 2024年 6月 前形成 。
2。

志稿评议 。初稿形成后 ,按 照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地方志

书评议的相关规定组织召开评议会 ,广 泛吸收意见建议 ,并 对初
稿修 订完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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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审稿撰写 。初稿评议后 ,各 试点单位应 当及 时根据评审

意见修 改志稿 ,形 成终审稿报省地方志办公室审验 。各试 点单位
终审稿应于⒛25年 6月 底前完成 。
4。

志稿审查验收。按照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地方志书审查验

收的相关规定组织召开终审会 。志书审查验 收工作应 自 ⒛25年
7月 起逐步开展 ,⒛ 26年 6月 全面完成 。

(六 )出 版

^

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拟定 三轮省志版 式,并 对 三轮试 点省志
出版经 费予 以支持 。
五、退出机制
对存在编纂进度滞后 、志稿质量不佳 以及其他严 重 问题的单
位 ,省 地方志办公室有权要求退 出试点,并 取消 出版 支持 。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秘书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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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22年 8月 26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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