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中城轨〔2021〕83 号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组稿征集通知

各相关会员单位、各所属机构：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自 2017 年起组织编纂城市轨道交通

行业年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真实记录了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的发展历程，成为各方面了解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

资料集和核心读物，在行业内外取得了良好反响，其中《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年鉴（2019）》更是荣获特等年鉴殊荣。2022 年，协

会将继续组织开展《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的编纂工

作，为更好的完成组稿工作，现将 2022 年鉴编纂工作具体安排

通知如下：

一、 撰稿要求

各撰稿单位按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编纂要

求（附件 1）开展撰稿工作，具体样条样例参照《中国城市轨道



2

交通年鉴（2022）》样条样例（可登录年鉴管理平台后下载）进

行编纂。撰稿内容记载时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仅特殊、重要的信息和必须交代的背景可适当上溯下

延。

二、 填报方式

2022 年年鉴组稿继续通过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管理平台

（网址 http://222.66.139.90:8080/yearbook/login）进行网上填报，

请各参编单位填写《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编纂人员

情况表（附件 2），以开通和确认平台账号，请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前反馈至协会年鉴编辑部。

为保证稿件提交的时效性，请各单位按时间节点要求通过年

鉴管理平台提交相应的电子稿件，逾期将不再接收稿件，平台也

会关闭稿件提交功能。年鉴管理平台操作手册可登录平台后下载

参照。

三、 时间安排

各单位编纂人员情况表（附件 2）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年鉴稿件报送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

四、 联系方式

协会年鉴编辑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玮蓉 021-63189188-605442 17702168975

邮 箱：metroyearbook@163.com

http://222.66.139.90:8080/yearbook/login）进行网上填报，年鉴管理平台操作手册可登录平台后下载参照。请参加过2017
http://222.66.139.90:8080/yearbook/login）进行网上填报，年鉴管理平台操作手册可登录平台后下载参照。请参加过2017


3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909号1号楼 邮编201103。

协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秀芳 010-83935733 13792894808

梅建萍 010-83935733 13651135280

传 真：010-83935788

邮 箱：zcgywb@126.com

附件：

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编纂要求

2.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编纂人员情况表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1 年12 月16日

mailto:zcgy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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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

编纂要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年鉴编辑部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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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关于做好《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

组稿工作及相关要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简称本年鉴）是系统记述 2021年度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重要发展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为进一步做好本年鉴编纂工作，

系统、科学、准确地记述 2021年度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中的大事、要事、新事、

特事，反映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经营等重要事件和重要成果，根

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结合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的实际情况和在 2021卷编辑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对本年鉴组稿和有关

事项提出以下要求，请各撰稿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一、 提高撰稿质量

撰稿应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客观、全面记述机构企

业 2021年度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确保稿件观点正确、

内容翔实、表述规范、数据准确、文字简洁，符合出版要求；体现时代特征、行

业特色、年度特点，使其真正具备“存史、育人和服务政府、机关、社会、企事

业单位”的功能。

二、 规范撰稿内容

（一）年鉴主要内容

本年鉴主要内容分速览、专文、大事记、综述、统计资料、科技创新、标

准规范、规划发展、工程建设、运营服务、资源经营、行业文选、企业概况等，

为确保年鉴各栏目的平衡和单独栏目的全面性，上述栏目本年度内不再进行增减

调整，编纂责任分解表见资料二。年鉴编纂规范性要求和样条样例详见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年鉴管理平台。

（二）年鉴图片要求

提供图片电子版应是近期的原始图片，图片需命名，名称要简洁、准确、要

素齐全（如时间、地点、名称等），图片要求详见样条样例。图片按要求上传至

年鉴管理平台。

（三）内容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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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内容记载的时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三、 报送注意事项

（一）联络员信息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将联络员信息于 2022年 2月 16日前报年鉴编辑部备案（只需将电

子 pdf版发至年鉴邮箱）（编纂人员情况表见资料一 附件 1）。

（二）电子稿件报送要求

1）报送电子稿件请提交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管理平台（应包含支撑性资

料，如规划发展篇中涉及的发展改革委批复文件、科创获奖证明等）。

2）年鉴管理平台网址：http://222.66.139.90:8080/yearbook/login。

3）于 2022年 4月 15日前将全部稿件上传至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管理

平台，逾期平台将关闭稿件提交功能。

（三）保密审查要求

为了保证稿件的质量和权威性，在总纂定稿阶段（2022年 8月），按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管理平台要求，提交保密审查所需材料。

（四）年鉴编辑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玮蓉 021-63189188-605442 17702168975

邮 箱：MetroYearbook@163.com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909号 1号楼；邮编 20110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年鉴编辑部

2021年 12月

http://222.66.139.90:8080/yearbook/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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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二

编纂任务分解表

排

序
栏 目

编纂分工任务分解

撰稿单位
备注说明

1 速览 年鉴编辑部

2 专文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3 大事记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年鉴编辑部、各参编单位

大事记篇应综合行业、协会大事记，重

点突出反映当年行业发展、协会工作的

大事，企业提报大事，由年鉴编辑部统

一筛选，并报年鉴编委会审核。

4
综述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综合情况

5

统计资料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一）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年度统计资料

（二）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年度统计资料

（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年度统计资料

（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年度统计资料

6

科技创新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专家和学术委员会、年鉴

编辑部、各参编单位。其

中，第二、六部分由专委

会统一提供，各企业无须

填报。

（一）国家及省市科学技术奖

（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科技进步

奖

（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五）国家优质工程奖

（六）中国专利奖（轨道交通类）

7

标准规范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含：涉及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政策法规目

录；涉及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标准规范目

录

（一）标准体系建设

（二）标准发布

（三）标准管理和应用

8 规划发展 年鉴编辑部、各参编单位

9 工程建设 年鉴编辑部、各参编单位

10 运营服务 年鉴编辑部、各参编单位

11 资源经营 年鉴编辑部、各参编单位

12 行业文选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13 企业概况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各参编单位

含：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暨第一届、

第二届常务理事及以上会员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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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三

年鉴管理平台资料清单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编纂管理办法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样条样例

组织机构简称一览表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保密审查要求及范本

年鉴管理平台操作手册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大事记内容收录标准（试行）》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 2022》组稿征集通知

年鉴填报说明汇总

指导视频：年鉴填报指南——工程建设篇

注：清单内资料均可通过“年鉴管理平台——帮助中心”下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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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2）》编纂人员情况表

单 位

地 址

姓 名 职务或职称 手机 邮箱

联系人

联系人：钱玮蓉

电 话：021-63189188-605442 手机：17702168975

邮 箱：MetroYearbook@163.com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年鉴编辑部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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