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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续修《景泰县志（1991—2000）》，表人民

功德，志人民建树，昭示景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

反映景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弘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的时代风貌，标志景泰抓项目带动、开放带动、促全面发展

的光辉历程。历经数年，精心编纂，认真审稿，首部续志付梓问世，

必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裨益当代，惠及后世。可嘉，可贺！

20世纪90年代，中共景泰县委、景泰县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

县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

实施项目带动、开放带动战略，落实“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商贸活

县、科教兴县、旅游热县”的县策。景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

得显著成就。景电提灌工程建设举世瞩目，农业产业化步伐明显

加快，工商企业在改革、改组、改造中发展壮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日新月异，旅游产业迅速崛起，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兴起，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景泰面貌发生了

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本续志吸取编修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成功经验，在继承

的基础上创新，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志十年改革，叙沧桑巨变。把握规律，昭彰得

失，观点明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语言流畅，设计新颖，图文并



序

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续志告成，饱含着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期

望，凝聚着编辑们的心血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虽不足之处

难免，但仍不失为一方“百科全书”。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续志是反映自然、

社会历史的地情资料性著述，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熟悉历

史，鉴古明今，总结过去，开辟未来，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是外界了

解景泰、后人了解今人的“一扇窗口”。

岁月流失，历史长存。回顾过去，深感创业艰难；展望未来，愈知任

重道远。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奋发有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景泰县委书记

景泰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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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续修景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本续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全面记述景泰20世纪90年

代（正文中统称为90年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历史，重

点突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续志采用记述性语体文，由述、记、志、传、介、表、录诸体

裁构成，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篇目设置采用编、章、节、目结

构，分别记述各项事业的沿革和发展。志前列序、概述、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志后缀附录。

四、本续志为断代志。上限与首届县志衔接，启自1991年，下

限断至2000年。大事记越限记述至2002年底，人物志记述至2004

年底。

五、数字书写执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6年12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六、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续志所用资料，主要由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

位、驻景单位等撰稿提供。主要数据来源于《景泰统计年鉴》。

八、本续志人物编分传、介、表三部分，人物收录范围按人物编

纂方案执行，分界别排列。

九、附录收录重要文献和续志有关文件、编辑简介、撰稿人表

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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