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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吉安年鉴》是中共吉安市委领导，吉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综合年鉴，由《吉安年鉴》编辑委员会

组织实施，吉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吉安年鉴》于 2011 年创刊，每年出版一卷，是一套系统记述吉安市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全面、系统、翔实地反映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的新思想、新举措、

新亮点和新问题，为存史、资政、育人服务。

三、《吉安年鉴·2019 卷》采用栏目化、条目体形式编写，全书分为地图及图片、综合情况、动态信息

和统计资料四大部分。综合情况设 4 个栏目，动态信息设 37 个栏目，统计资料设 1 个栏目，共设置 42 个栏目。

在栏目之下根据实际内容需要，设置数量不等的分目，分目之下设置若干条目，条目是独立记载年度客观事

实的资料主题。

四、年鉴所用的资料，部分由《吉安年鉴》编辑部选编，其余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中央和省驻市有关单位提供。各单位提供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和时间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使用时请以吉安

市统计局编印的《吉安统计年鉴》数据为准。

五、本年鉴内容层次设置是为了方便分类编辑和读者阅读，并不反映严格的科学分类体系；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排序和层次，并不表示其地位和规模。

六、《吉安年鉴·2019 卷》的编辑出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部门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谨致谢意。因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完善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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