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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录编纂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编纂的总则、方法步骤、版本式样、外观设计、内部设计、地名采词、条目排序、释
文撰写和关键环节等。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准地名录的组织、编写、出版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00-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3101-1993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1-1993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5-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 18521-2001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3
3.1

总 则
编纂根据

依据《地名管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名条例》等有关规定，开展
标准地名录编纂及续修工作。
3.2

检索要求

依照我国名录的传统体例，主要收录现代地名，兼收重要历史地名，比地名词典更为简略。编写要
做到资料可靠、体例科学合理、内容言简意赅，编排采取横排竖写。
3.3

编纂基础及重要性

在地名普查、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和地名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汇集资料编辑而成的。标准地名
录是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和经济、军事、外事、公安、交通、邮电、文教、出版、新闻、测绘等各个部门
必备的地名资料书、工具书。
3.4

描述
用字、读音、别名（其他名称）、类别、归属、位置等地名要素，要避免歧义、贬义和反义

3.5

框架结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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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封面、环衬、扉页、前言、凡例、正文、版权页、索引和附图、插图、照片等部分组成。彩色照
片集中在书的前面，黑色图照随文编排。
3.6

资料来源

以第一、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参考地方志、年鉴和历史地理著作及各种地方文献。交通、
文化、水利等专业性强的地名，应查找相关的专业志，或请相关部门提供。历史地名主要参考《宁夏历
史地名考》和旧志。
3.7

上下限
上限至地名出现，下限止编纂启动的上一年底，做到全书基本一致。

3.8

目的
通公开出版发行，向社会提供服务。

4

方法步骤

4.1

成立编纂机构

民政部门牵头成立标准地名录编纂委员会，负责整个编纂工作。主要成员：主任1人，由同级分管
地名工作的领导担任；副主任2至3人，由同级民政部门负责人、主编担任。下设编纂小组，设主编、副
主编各1人，编纂人员3至5人。
4.2

撰写初稿
严格按照自治区制定的地名录体例撰写。

4.3

修订

民政部门组织编纂人员和专家进行修订，由主编进行统稿，形成送审稿，召开专家评审会。根据评
审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形成终审稿。编纂人员不得兼任评审专家。
4.4

审核定稿

标准地名录终审稿完成后，将稿件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文本一并报送至自治区民政部门审核，
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送交出版社出版。
5

版本式样

5.1

开本、装订、印数

采用787 mm×1092 mm，1/16开本（188 mm×265 mm），锁线精装。首次印数不低于2000册（套），
除发售、赠送、交换外，应留存备用地名录不少于100册（套）。
5.2

用纸、用字

一般扉页、插页用157 g 或128 g 双面铜版纸或雅粉纸，正文一般用80克双面胶版纸，或采用最先
进的印刷用纸，方便阅读，美观大方，不易损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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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质量

纸质、墨色一致，字距匀称、整齐，页码序号连贯。编校、设计、印制均应符合国家《图书质量管
理规定》。同时，印制完成后，应每册塑封，制作布面提袋，装箱贮存、运送。
6
6.1

外观设计
封面

6.1.1 封面内容应包括标准地名录名称——《xxx 标准地名录》和编、著者信息与出版者名称等，版
式设计应庄重美观，如下图 1：

图1

标准地名录封面样式

6.1.2 字体及字号按以下要求设计：
a) “XX 县标准地名录 ”黑体 22pt，黑色；
b) “xxx 编”“xxx
主编”微软雅黑 16pt，黑色；
c) “XX 出版社”微软雅黑 16pt，黑色；
d) 在颜色上，填充底色应为蓝色，强调文字颜色 1，淡色 80%。突出部分应渐变，角部辐射。
6.2

封底

6.2.1 封底内容应由地名录名称汉语拼音（大写）、国际标准书号（ISBN）、定价等构成。封底页面
布局与规格如下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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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标准地名录封底样式

6.2.2 字体及大小按以下要求设计：
a) 地名录汉语拼音字体为黑体 16pt，黑色；
b) 书号字体为微软雅黑 14pt，黑色；
c) 定价字体为微软雅黑 14pt，黑色；
6.2.3 颜色填充底色为蓝色，强调文字颜色 1，淡色 80%；突出部分为渐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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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准地名录书脊样式

6.3.2 字体及大小按以下要求设计：
a) 行政区域专名字体为黑体 20pt，黑色；
b) “行政区域通名+标准地名录”字体为黑体 18pt，黑色；
c) “第 X 卷”字体为微软雅黑 14pt，黑色；
d) “xx 出版社”字体为华文隶书 14pt，黑色。
6.3.3 颜色为：
a) 填充底色：灰蓝色，强调文字颜色 1，淡色 80%；
b) 突出部分：渐变，角部辐射；
注：以上外观样式仅供参考，后期可根据美编要求，增加图片或其它美化元素。

7
7.1

内部设计
简图

在地名录的政区与居民点地名部分，各省、市、县释文前，应附有相应的政区地名简图一幅，图面
注记以政区地名为主，亦可包括少量的自然实体和交通类重要地名。
7.2

照片

筛选部分具有标志性县区景观特色的地理实体彩色照片，并配以照片名称。所用图片必须注明版权，
宜采用自拍照片。图幅分辨率应满足影印要求。一页排版4张照片，页面清晰明了。
7.3

编委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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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牵头成立标准地名录编纂委员会，负责整个编纂工作。编委会内容包含主任、副主任、主
编、副主编、编纂委员等信息，编委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主要成员：主任1人，由同级分管地名工作
的领导担任；副主任2至3人，由同级民政部门负责人。下设编纂部，设主任、主编、副主编各1人，编
纂人员3至5人。
7.4

前言
前言内容一般包括：
a) 编纂地名录的背景与意义；
b) 新编地名录的特点；
c) 编纂地名录的过程；
d) 不足与期望。

7.5

凡例
分为通例和特例两个部分：
a) 通例。即全书的纲领、结构和所有编纂人员必须共同遵循的条例，如断限、详略原则、行文要
求及其他全书必须整齐划一的重要问题；
b) 特例。即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

7.6

分类简目
包括以下部分：
a) 本级政区词条；
b) 政区、开发区、广场、居民点、城镇交通；
c) 自然地理实体；
d) 交通运输设施；
e) 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
f)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
g) 农业和水利设施；
h) 工矿企业；
i) 服务业；
j) 地域名；
k) 简名；
l) 旧名；
m) 词目索引；
n) 词目首字检索表。

7.7

正文
每条词目的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a) 标准地名： 凡符合《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专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地
名为标准地名均应收入。
b) 拼写：以中国地名委员会〔84〕中地字第 17 号文件（《中国地名汉字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的规定为准。
c) 释文：释文内容仅包括其他名称、隶属、位置等，一个地理实体的隶属关系，主要是指出其上
属行政区域。一个地理实体的具体方位是指出其与上属政区政府驻地的方位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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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音序索引
按标准地名的首字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索引。

7.9

笔画索引
按标准地名的首字笔画排列的索引。

7.10

图集索引

按照标准地名在标准地名图集上具体位置的索引
7.11

版权页

遵从版权社惯例
8

地名采词

8.1

基本要求
根据《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规程》和GB/T18521-2001的规定，分类进行采词，不得随意变更。

8.2

采词细则

8.2.1

政区、居民点、城镇交通类

包括以下部分：
a) 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
划简册》，应采收各市、县区行政区域名（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文明单位应特别标注出来），
各市、县区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区域人民政府驻地名，并独立设条。采收的自治区首府应为城市
聚落名，即“银川”；地级市人民政府驻地应为该市的某一辖区（不标明街道）；县（区、市）
人民政府驻地应为该县（区、市）的某一街道（乡、镇）；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驻
地应为该街道（乡、镇）的某一社区（村）；
b) 区片名：指非居住类的城市区域，应采收经多年形成、至今仍在使用的区片名，如兴庆区的大
庙。应采收本级行政区域中已形成多年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居民区名，如兴庆区的唐徕小区。
应采收经正式批准的国家、自治区、市、县（区、市）管理的开发区名（含工业区、保税区、
科技园区、商务区、新区等）。应采收各市、区县中的重要广场。应采收自治区使用的跨省、
市、县（区、市）的地域名。应采收 1949 年以来曾使用而现已废置的市、县区的政区名；
c) 居民点：应采收各地市、县区重要的住宅区和农村自然村。应采收经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等单
位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并做说明；
d) 城镇交通：应采收城市道路；应采收城市有轨交通线路名（包括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
应采收城市桥梁、立交桥名和古渡口；应采收城市交通枢纽名；应采收位于城市市区的铁路车
站和公路长途汽车站名。
8.2.2

自然地理实体类

包括以下部分：
a) 陆地地形类地名：应采收平原、盆地、高原、山地、台地、丘陵、沼泽（湿地）、沙漠等类地
名。平原包括走廊，盆地包括谷地，山地包括山脉、山峰、山口、关隘，沙漠包括沙地。黄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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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2.3

丘陵包括塬、峁、岘等。山峰只采收主峰和名峰。洞穴只采收那些尚未开发的。已成为风景名
胜点的洞穴，均在名胜古迹部分采收；
水系类地名：应采收河流、峡谷、三角洲、湖泊、滩地、陆地岛屿、冰川、瀑布、泉等类地名。
河流包括江、河、川、溪、沟、水等，陆地岛屿包括河岛、湖岛、洲、滩涂等。瀑布、泉，只
采收那些尚未开发的。已成为风景名胜点的瀑布、泉，均在名胜古迹部分采收。
交通运输设施类

包括以下部分：
a) 交通运输设施词条应包括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民用航空和交通运输附属设施等四类地名；
b) 城镇交通运输类地名已列入本录的第一部分的，此处不重复采收；
c) 凡公开运营的国有铁路（含高铁、干线、支线和专用线）和地方铁路应全部采收，词目名称写
作“××线”。火车站、高铁站全部采收；
d) 公路应采收国家干线公路（用编号表示，如“101 国道”）、高速公路（词目名称写作“××
高速公路”）和省、市、县。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全部采收；
e) 应采收全部隧道、桥梁；采收中桥、大桥及特大桥、立交桥。包括公路桥隧、铁路桥隧；
f) 内河港口应全部采收；码头、船闸、渡口（包括已废弃的渡口均采收；
g) 应采收全部民用航空港。管道运输包括输油管线、输气管线、增压站。
8.2.4

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类

包括以下几部分：
a) 应采收自治区内乡镇及以上全部党政机关；
b) 应采收自治区内区县及以上正式注册登记的全部民间组织；
c) 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词条包括科研单位，教育单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小学、幼
儿园），文化设施，医疗设施，体育设施和大型建筑六类地名；
d) 自治区级应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科研单位包括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科研单位。地市、
县区级应收尽收；
e) 自治区级应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教育单位包括国家教委直属的高等院校自治区属的高等院校，
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小学、幼儿园。地市、县区级应收尽收；
f) 自治区级应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文化设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宫、少
年宫、剧场、城市公园、游乐场等文化设施。地市、县区级应收尽收；
g) 自治区级应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医疗设施包括分级医院、疗养院、卫生院、村（居）医疗卫生
服务站。地市、县区级应收尽收；
h) 自治区级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体育设施包括各级体育场（馆）。地市、县区级应收尽收；
i) 应采收自治区内重点的大型建筑包括大型建筑和列入国家、自治区级、市级、县级优秀近现代
建筑保护名录的建筑。
8.2.5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类

包括以下几部分：
a) 包括纪念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五类地
名；
b) 纪念地包括县级及以上人物纪念地、事件纪念地、宗教纪念地（含陵园、纪念馆、旧址、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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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8.2.6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采收经过正式批准的国家、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烈士纪念
建筑保护单位；采收墓、碑、塔、亭、楼、殿、阁、门、阙等孤立建筑；采收解放区和革命根
据地；
风景名胜区采收经过正式批准的国家和省级、市级、县级风景名胜区，其中的重要景点可单独
选收；
市级、县级应采收一般名胜古迹；
自然保护区采收经过正式批准的国家和省级、市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包括森林公园、国家公
园、湿地等。
农业和水利设施类

包括以下几部分：
a) 农业和水利设施部分的词条包括农场、牧场、林场、渔场，水利枢纽、水库、灌区，渠道、堤
防等三类地名；
b) 自治区级应市、县区重点农场，牧场，林场，渔场；市、县级应收尽收；
c) 自治区级应市、县区水利枢纽、水库、灌区；市、县级应收尽收；
d) 自治区级应市、县区重点渠道、堤防，以及单独的闸、坝、排灌站等设施。
8.2.7

工矿企业类

包括以下几部分：
a) 采收采矿业、电站（厂）和加工工业等三类地名。其中，采矿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黑
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开采业等，电站（厂）包括水电、火电、风电等，加工工业包括冶
金、化工、机械制造、建材、纺织印染、食品、轻工等。冶金又包括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化
工又包括酸碱、化肥、医药、化纤、橡胶、塑料、石油加工等，机械制造又包括重型、日用、
交通、电器电子、仪器仪表等，建材又包括水泥、玻璃等硅酸盐工业，纺织印染又包括棉、麻、
丝、毛等，食品又包括食品、饮料等，轻工又包括缝纫、皮革、造纸、日用品、工艺美术、陶
瓷、钟表、自行车等；
b) 采收各工业部门中全部企业；
c) 采收全部电站、电厂、变电所和输电线路。
8.2.8

服务业类

包括以下几部分：
a) 自治区级应采收市、县区重点商场、市场、宾馆、饭店等；市、县级应收尽收；
b) 自治区级应采收市、县区重点金融、信息产业及其他新兴服务业企业名；市、县级应收尽收。
9
9.1

条目排序
基本要求
条目编排遵循以下规则：
a) 市、地区、县地名以行政区域为单元，条目根据地名代码排列，代码小的排在前面；
b) 自然地名以各该自然地理系统为单元；
c) 水利电力设施和交通名以所属类型为单元；
d) 纪念地名、名胜古迹名主要以所属地、市为单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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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9.2

地域名按范围和方位排列；
简名、旧名按政区级别和时间先后为序。

排序细则

9.2.1

政区、居民点、城镇交通

9.2.1.1 省、自治区、直辖市词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规定的行政区划代码排列，
并列入地域名和旧地名类条目。其中，自治区内省会、首府、市，应按行政区划简册的次序排列。自治
区市辖区、县级市、县，先分类，同一类中应按行政区划代码排列。
9.2.1.2 街道、镇、乡词条：街道、镇、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规定的行政区划代
码排列。
9.2.1.3 群众自治组织、居民点（住宅区、自然村）：应按当地习惯排列次序排在所属镇乡之后。
9.2.1.4 地跨两个以上同级行政区域的非政区条目：应排在上一级行政区域条目之后，再排下一级行
政区域条目。
9.2.1.5 宅区、社区、街巷条：应排在街道条后，不收驻地条。
9.2.1.6 非行政区域条：应按其位置和规模，插入到不同级别的政区地名中。次序不能任意颠倒，应
按照词目排序规则进行排列。
9.2.1.7 并列城市道路或城镇街巷条：应先东至西向（由北向南），后南至北向（由西向东）排序。
9.2.1.8

排序原则

按照表1，应先将街道、镇、乡及非行政区域地名，分别以不同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并形成词目类
别代号，供词目排序后，再依次编制词目排序总表、分表。
表1

词目类别代号

代号

词目类别

代号

词目类别

A
B
C
D
E
F
G
H
I
J
K

街道（办事处）条
镇条
乡条
区片条
开发区条
广场条
大型居民区条
群众自治组织条
地域名条
旧地名条
省会（首府）条

L
M
N
O
P
Q
R
S
T
U
Z

城镇街巷条
有轨交通线路条
城镇桥梁条
城市立交桥条
城市交通枢纽条
铁路车站条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居民点（自然村）条
居民点（住宅区）条
社区条
城市道路条

9.2.1.9

词目排序总表

除自治区条外，应只列出市条、市辖区条、县级市条、县条四类词目。最后，列出地域名条和旧地
名条，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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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序 号

词目排序总表

词目名称

类别

64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省条

640000-Z01

银川

省会条

640100

银川市

地级市条

行政区划代码

备 注

……
640200

石嘴山市

地级市条

640202

大武口区

市辖区条
……

640381

青铜峡市

县级市条
……

640423

隆德县

县条
……

×××

地级市条
……

640000-T01

×××

地域名条
……

640000-U01

×××

旧地名条
……

9.2.1.10

市词目排序分表

在表3中，市条后面，应先排跨区地名，依次为区片条、城市道路条和有轨交通线路条，最后排市
人民政府驻地条（区条）。

表3
序

号

市词目排序分表

词目名称

类别

640100

银川市

地级市条

640100-D01

×××

区片条

行政区划代码

备 注
跨区地名

……
640100-K01

×××

城市道路条

跨区地名

……
640100-M01

×××

有轨交通线路条

跨区地名

……
××区

9.2.1.11

市人民政府驻地条

区条

市辖区词目排序分表

在表4中，市辖区条后面，应先排区境和跨街道的词目，依次为：开发区、广场、大型居民区、城
镇街巷、城镇桥梁、城市立交桥、城市交通枢纽、铁路车站、公路长途汽车站条。然后排街道条，区驻
地街道排第一个。街道后面排本街道属地的居民点（住宅区）条、社区条和城镇街巷条。街道条排完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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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镇条，包括镇属地的城镇街巷条和居民点（自然村）条，镇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
之首。镇条排完后排乡条，包括乡属地的居民点（自然村）条，乡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
民点之首。
表4
序

号

市辖区词目排序分表

词目名称

类别

640104

兴庆区

市辖区条

行政区划代码

备 注

640104-E01

×××

开发区条

区境

640104-F01

×××

广场条

区境

640104-G01

×××

大型居民区条

跨街道

……
640104-L01

×××

城镇街巷条

跨街道

……
640104-N01

×××

城镇桥梁条

区境

640104-P01

×××

城市立交桥条

区境

6401043-Q01

×××

城市交通枢纽条

区境

640104-R01

×××

铁路车站条

区境

640104-S01

×××

公路长途汽车站条

区境

6401043-A01

××街道

区人民政府驻地条

街道（办事处）

640104-A01-I01

×××

居民点（住宅区条）

640104-A01-J01

×××

社区条

640104-A01-L01

×××

城镇街巷条
……

640104-A02

××街道

街道条
……

640104-B01

××镇

镇条

640104-B01-L01

×××

城镇街巷条

640104-B01-H01

×××

镇人民政府驻地

640104-B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640104-B01-H03

×××

×××

640104-B02

××镇

镇条

居民点（自然村）

……
640104-C01

××乡

乡条

640104-C01-H01

×××

乡人民政府驻地条

640104-C01-H02

×××

居民点（自然村）条

640104-C01-H03

×××

×××

640104-C02

××乡

乡条
……

9.2.1.12

12

县级市词目排序分表

居民点（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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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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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3

县词目排序分表

在表6中，县条后面，应先排县境的词目，依次为：城镇桥梁、铁路车站、公路长途汽车站条。然
后排街道条，县驻地街道排第一个。排镇条，包括镇属地的城镇街巷条和居民点（自然村）条，镇人民
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镇条排完后排乡条，包括乡属地的居民点（自然村）条，乡
人民政府驻地（自然村）排在3个居民点之首。
表6
序

14

号

词目名称

词目排序分表——县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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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以下规则：
a) 自然地理实体按陆地地形、水系两大类别排序；
b) 对每个大类内部的中类、小类词条，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对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先排跨省份条目，再按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
序排列同一省份条目；
d) 陆地地形、水系两大类别的分类标题和每个大类内部之中类、小类的分类标题，均需在词目表
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 22 水系，依次为 A 河流（a 外流河、b 内陆河）、B 峡谷、C 三角洲、D 湖泊
（a 淡水湖、b 咸水湖）、E 陆地岛屿（a 河岛、b 湖岛）、F 洲和滩、G 冰川、H 瀑布、I 泉；
f) 词条序号样例，22-A-a 001，即水系-河流-外流河 001 条。
9.2.3

交通运输设施词目

遵循以下规则：
a) 交通运输设施类分为 11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d)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30 交通运输设施，依次为 A 铁路（a 高铁、b 国有铁路、c 地方铁路）、B 公
路（a 高速、b 国道、c 省道）、C 车站（a 铁路、b 长途汽车）、D 桥梁（a 公路桥、b 铁路桥、
c 公铁两用桥）、E 隧道、F 港口（a 海港、b 河港）、G 码头（a 海运、b 河运）、H 船闸、I
渡口、J 灯塔、K 航空港；
f) 词条序号样例，30-A-a001，即交通运输设施-铁路-高铁 001 条。
9.2.4

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词目

遵循以下规则：
a) 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类分为 8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d)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40 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依次为 A 党政机关（a 国
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d 县级）、B 民间组织（a 国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d 县级）、
C 科研单位（a 国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d 县级）、D 教育单位（a 高等院校、b 中等专业
学校、c 中小学、幼儿园）、E 文化设施（a 国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d 县级）、F 医疗
设施（a 国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d 县级）、G 体育设施（a 国家级、b 自治区级、c 市级、
d 县级）、H 城市大型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
f) 词条序号样例，40-C-a001，即党政机关、民间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国家
级 001 条。
9.2.5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词目

排序遵循以下规则：
a)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类分为 5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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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9.2.6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排序规则举例：50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依次为 A 纪念地（a 国家级、b 省级）、B 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a 国家级、b 省级）、C 风景名胜区（a 国家级、b 省级）、D 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古
迹（a 国家级、b 省级）、E 自然保护区（a 国家级、b 省级）；
词条序号样例，50-A-a001，即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纪念地-国家级 001 条。
农业和水利设施词目

遵循以下规则：
a) 农业和水利设施类分为 7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d)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60 农业和水利设施，依次为 A 农场、B 牧场、C 林场、D 渔场、E 水利枢纽、F
水库与灌区、G 渠道与堤防（海塘）；
f) 词条序号样例，60-A001，即农业和水利设施-农场 001 条。
9.2.7

工矿企业词目

遵循以下规则：
a) 工矿企业类分为 3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d)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70 工矿企业，依次为 A 采矿业（a 煤炭、b 石油、天然气、c 黑色金属、d 有
色金属、e 非金属）、B 电站（厂）（a 水电、b 火电、c 风电）、C 加工工业（a 冶金：黑色
冶金和有色冶金，b 化工：酸碱、化肥、医药、化纤、橡胶、塑料、石油加工，c 机械制造：
重型、日用、交通、电器电子、仪器仪表，d 建材：水泥、玻璃，e 纺织印染：棉、麻、丝、
毛，f 食品：食品、饮料，g 轻工：缝纫、皮革、造纸、日用品、工艺美术、陶瓷、钟表、自
行车）；
f) 词条序号样例，70-A-a 001，即工矿企业-采矿业-煤炭 001 条。
9.2.8

服务业词目

遵循以下规则：
a) 服务业类分为 5 个中类；
b) 每个中类及下属小类词条，应按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c) 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应按词条所在政区行政区划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
d) 中类和小类的分类标题，应在词目表中标明；
e) 排序规则举例：80 服务业，依次为 A 商场、B 市场、C 宾馆、D 信息产业、E 其他新兴服务业；
f) 词条序号样例，80-A 001，即服务业-商场 001 条。
10

释文撰写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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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下:
a) 释文内容应以稳定的地名信息为主，包括名称的汉字书写，特殊的字形、发音，以及雅称、别
名等；
b)
地理位置要写四邻；
c) 凡由国家、自治区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名村、名镇、经济特区等，均应在释文
中写明，并注明批准年份；
d) 公路国道一律以线路编号为标准名称，如“321 国道”；省道不能写省内线路编号，用全称或
简称表示均可（按自治区交通厅局意见处理）。居民点的交通信息，统一表述为“高速公路”
“公路”“简易公路”，其他大车路、机耕路、土路等名称，不作表述；
e) 除国家规定的必须用汉字书写的数字（如清光绪三十二年、五年计划、七八个）外，其他数字
均应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f) 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汉语拼音、少数民族语音音译转写等使用方
法使用；
g) 在文字表述上务求精炼，简明扼要，不用文言文，避免口语化（如塞上江南是塞北江南的口语
化）。
10.2
10.2.1

撰写细则
政区、居民点、城镇交通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撰写内容依次为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简称、别名、位置（含四邻）、辖区（所辖街道、镇、
乡只写数量不写名称），驻地（镇或街道）等；
b) 各级人民政府驻地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简称、别名、归属、位置等。
c) 行政单位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规范汉语拼音、别名、归属、位置等；
d) 街道、镇，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归属、位置（在县级市或县境的某方位）；
e)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归属、位置（在县级及街道、
镇、乡的某方位）等；
f) 居民点（自然村）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在县驻地××镇××方向×
×千米，直线距离），归属等；
g) 城市区片条，指非居住类的城市区域。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范围（泛指某一无
明显边界的地区）等；
h) 大型居民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i) 住宅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j) 开发区、工业区、保税区、商务区、科技园区等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
等；
k) 城镇广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l) 城市道路条、城镇街巷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跨区街路写在市区的部
位，区内街路写在本区的部位），起迄点（与××路、街相接，一般不写建筑物名称）等；
m) 城镇桥梁、城市立交桥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n) 城市交通枢纽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规模等；
o) 地域名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范围等；
p) 旧地名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隶属关系、位置等。
10.2.2

自然地理实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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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平原（走廊）、盆地、谷地、高原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要写明四邻）
等；
b) 山地、丘陵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走向等；
c) 山峰（包括主峰与名峰）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所属，位置等；
d) 山口、关隘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e) 沼泽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f) 沙漠、戈壁、沙地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要写明四邻）等；
g) 洞穴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h) 河流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i) 峡谷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j) 三角洲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k) 湖泊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l) 河岛、湖岛、洲、滩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m) 瀑布、泉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10.2.3

交通运输设施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铁路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b) 公路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c) 车站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d) 桥梁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e) 隧道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f) 船闸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所在省市、所在河流）；
g) 渡口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j）航空港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包括距城区某部的距离）等。
10.2.4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科研单位、教育单位、文化设施、医疗设施、体育设施、城市大型建筑和优
秀近现代建筑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10.2.5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纪念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需要注意，绝大
多数清真寺不是纪念地，可列在建筑物中；
b) 风景名胜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c) 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古迹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d) 自然保护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10.2.6

农业和水利设施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农场、牧场、林场、渔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归属、位置等；
b) 水利枢纽、水库、灌区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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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2.7

渠道、堤防（海塘）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工矿企业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矿业、电站（厂）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b) 加工工业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规范汉语拼音、位置等。
10.2.8

服务业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商场、市场、宾馆（饭店）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b) 信息产业及其他新兴服务业条，内容依次包括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位置等。
10.3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如下：
a) 文字要概括，条理要清晰；
b)
面积的计量单位必须规范、统一，且各种单位一律以汉字书写；
c) 公路国道一律以线路编号为标准名称，如“321 国道”。省道不能写省内线路编号，用全称或
简称表示均可。居民点（自然村）的公路交通信息，统一表述为“高速公路”“公路”“简易
公路”；
d) 除国家规定的必须用汉字书写的数字（如清光绪三十二年、五年计划、七八个）外，其他数字
均应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e) 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位、汉语拼音、少数民族语音音译
转写等使用方法使用；
f) 在文字表述上务求精炼，简明扼要，不用文言文，也避免口语化，更不能用网络语言。
11

关键环节

11.1

制订凡例

凡例规定了地名录的原则性问题，如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编写原则、方法、体裁、断限等。一经
列入凡例要求，必须严格遵循，以保证整部地名录体例严谨。凡例也可在统稿、总纂之前，基于实际情
况，对凡例再作修订。
11.2

统一行文规范

结构、层次、名称、数字用法、计量单位、书写款式、图表要求、字体、标点等应高度一致。
11.2.1

文体文风

语言风格应简约、准确、通俗。
11.2.2

计量单位

全书计量单位按照GB 3100-1993、GB/T 3101-1993和GB/T 3102.1-1993的规定执行。
11.2.3

数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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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法按照GB/T15835-2011的规定执行。
11.2.4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按照GB/T 15834-2011的规定执行。
11.2.5

插配图

地名录中应分别插入彩色自治区、市级政区图各 1 幅，县级地图 3 幅（政区图、地形图、交通图），
街道、乡镇图为黑白图，由编辑部统一组织清绘。
每幅图应有图题，置于图下方的居中位置。图与其图题不得拆开排写于两页，插图处的该页空白
不够排写该图整体时，可将其后文字部分提前排写，将图移至次页最前面。
11.3

调整篇目

应制定全面、系统、合理的篇目，对地名录的宏观结构进行设计。编纂工作之初，可制定出收集资
料的篇目提纲。资料收集完毕，应修改成指导编写的篇目。初稿完成，主编要在通览全稿的基础上，再
次推敲其结构是否科学合理，领属是否得当，如有不当之处，应进行调整，形成定稿的篇目。
11.4

订正、核实、补充资料

地名录进入总纂阶段，主编要组织力量订正、核实、补充资料。对于录自古籍书刊的资料，要核对
原书；为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可请当事人和有关专家审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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