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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琼海年鉴》是由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主管的地方综合性年鉴，逐

年记载琼海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收录年度性主要文献及重要资料，为党政机关、社

会各界以及中外投资者认识、研究、开发建设琼海提供较全面、系统、准确、翔实的信

息，同时积累琼海市的历史资料。《琼海年鉴》由琼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

二、《琼海年鉴（2018）》设特载、大事记、琼海概况、政治、军事·法制、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建设、镇·农场、统计资料、附录共 12个部类，全面、系统地反映 2017年琼
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以及各行各业、各镇及农场的情况，记述年度内重大事

件，评述年度内重大发展、成就、问题等，收录当年重要文献、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提供

当年翔实的统计性资料以及其他实用性资料。

三、《琼海年鉴》采取部类、类目、分目、条目的编辑体例，以字体、字号等版式设计

区别不同层次。条目一级标题用黑体字加【】号，在编辑中尽可能将内容条目化。

四、《琼海年鉴》中的价值指标，系以 2017年当年价计算。
五、《琼海年鉴》稿件主要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镇及农场的特约编撰人组织、撰

写，经过撰稿单位领导审核。文中的主要数据与统计部门进行了核对。由于来源、统计

方法或使用角度不同，如遇同一项目或名称的数字不一致的情况，应以市统计局提供

的“统计资料”数字为准。

六、为免累赘，凡直书月、日而未写年份，即为 2017年；产量、产值等增长或减少
多少，未注要与某一年份比较，即为《琼海年鉴》记载当年（2017年）与上年（2016年）
比较。

七、《琼海年鉴》的编纂出版得到了琼海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各镇、农场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编辑出版时间较紧，加之我们

编辑业务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琼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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