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初，四川制碱、制酸、油漆、

颜料、染料等化学工业开始萌发，尤以

路布兰法纯碱为最。此时，工厂多为私

营、作坊式小厂，资本缺乏，设备简陋，

时作时辍。建厂方式多为外购设备、器

材，聘请工匠，自营建设。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

府迁至重庆，鼓励沿海化学工业内迁

和内地建设(各篇已有记述)。四川化

学工业呈战时繁荣景象。

新中国建立后，四川化工基本建

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开

展。



第一节 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1950 年 6 月，西南工业部在重庆

市召开首届化学工业会议，传达中央

重工业部全国化工会议精神，研究西

南地区发展化学工业的方向。在四川

建设化肥厂，被列为重要议题研究。会

议确定尽先恢复生产，也作适当发展。

1950～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先对原有企业少量投资，技术改

造。恢复与发展生产。审慎地新建个别

急需项目。建设投资 427 万元，其中中

央投资 325 万元，地方自筹 102 万元。

新增固定资产 125 万元。

1953～1957 年，投资 6812 万元，

新增固定资产 1759 万元，继续对原有

企业进行改造，同时，开始以化肥、农

药、化工原材料为重点的基本建设。

到 1957 年，先后投资 690 余万元

建成乐山磷肥厂，新增磷矿石采掘和

磷矿粉加工能力年产 20 万吨；投资

218 万元建成重庆农药加工厂(现重

庆农药厂)，新增六六六可湿剂农药加

工能力年产 1．2 万吨；投资 89 万元建

成重庆棓酸塑料厂(现重庆合成化工

厂)，新增棓酸年产 100 吨，糠醛年产

60 吨，糠醛、棓酸塑料年产 250 吨，制

品年产 40 吨。四川化工厂合成氨、化

肥建设准备就绪，于 1956 年开始建

设。重庆长寿化工厂氯丁橡胶、烧碱、

电石经批准开始筹建。

第二节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

1 9 5 8 ～ 196 0 年 ，在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总路线的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



想，贯彻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的方

针，大力兴办化学工业。3 年累计完成

基本建设投资额 3．17 亿元，比 1950

～1957 年投资总额增长 4．37 倍，新

增 固 定资 产 2．6 亿元，为 前 8 年 的

8．3 倍，为同期完成投资额的 64．9 % 。

主要 建设 项 目有：四 川化 工 厂 年 产

7．2 万吨合成氨、8 万吨硫酸、10 万吨

硫铵、10．35 万吨硝铵，于 1959～1964

年相继建成投产；自贡鸿鹤化工厂年

产 8 万吨纯碱、7500 吨烧碱；长寿化

工厂年产 2000 吨氯丁橡胶、3500 吨

烧 碱、2 万 吨电石；自贡炭黑 厂年产

2000 吨槽法炭黑；重庆轮胎厂年产 55

万 套 汽 车 轮胎(后按 12 万套建成)；

重庆煤焦油厂纯苯、苯酚等项目开始

建设；重庆天原化工厂、宜宾天原化工

厂烧碱扩建改造。与此同时，发动群

众，兴办化工“小土群”(即土法或土洋

结合的小化工厂)。到 1960 年底建成

年产 400 吨小接触法硫酸 80 余套(厂

或车间)，年产 350 吨以下电解隔膜法

小烧碱 20 余套，小化肥、小农药、小化

工厂 600 多个，遍布全省城乡。

投资方向，以支援农业、轻工业为

主。农用化工项目建设投资 1．52 亿

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48．4 % ；服务

于轻工业的项目投资 9568 万元，占同

期投资的 30．19 % 。以天然气为原料

生产化工产品的科学试验，放在重要

位置，新建专业科研单位 3 个。科研基

建投资 2126 万元，占同期总投资 的

6．7 % 。

新增主要产品年产能力：合成氨

5．2 万吨，氮肥 21 万吨，磷肥 17 万

吨，加工农药 1．5 万吨，硫酸 11 万吨，

纯碱 4 万吨，烧碱 2．3 万吨，合成橡胶

2000 吨，电石 2．8 万吨。这些项目建

成投产，不仅满足了四川国民经济的

部分需求，也为以后化学工业的发展

起始奠基。

1958～1960 年，化学工业在保证

钢铁生产为重点中加速自身发展。在

当时的形势推动下急于求成，计划失

控，盲目建设。1958 年计划安排 38 个

建设项目，实际上了 332 个；1960 年

计划安排 25 个，实际上了 278 个。多

数投产项目存在工艺设备不完善，或

外部协作条件不配套等问题，不能正

常生产，投资效益差。

1961 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

安排建设计划，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

再生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整顿基本

建设秩序。

1961～1963 年，建设投资由前 3

年的 3．17 亿元，压缩到 1．15 亿元，减

少 63．6 % 。主要用于已投产项目的填

平补齐和国民经济急需的续建项目。

其 中，填平补齐 投资 1113 万元，占

10 % ；续 建项 目 投 资 1．04 亿元，占

90 % 。施工项目由 1960 年的 278 项压

缩到 27 项。除四川化工厂、自贡鸿鹤

化工厂等国民经济急需的续建工程



外，多数在建项目暂时停建或缓建。同

时，整顿建设程序，加强建设管理，制

止计划外工程施工；纠正边设计边施

工、无设计也施工的混乱现象；清仓查

库清偿积欠。省直属单位和三市(成、

渝、自贡)欠货款 997．9 万元，1962 年

偿还 937．8 万元；清仓查库处理三差

(数量、质量、价格)损失 274 万元；进

行设计复查，凡设计内容、批准手续不

完备的进行补编、补报；加强工程质量

管理，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对建

设项目实行现场检查和竣工验收。

四川化学工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开始新的建设部署和起步。泸州天

然气化工厂引进年产 10 万吨合成氨、

年产 16 万吨尿素装置，于 1963 年 10

月签约，于 1964 年开工建设。

第三节 三 线 建 设 时 期

1964 年 10 月，化学工业部张珍

副部长率规划建设工作组来川，调查

研究，会同四川省制订四川化学工业

三线建设规划，确定在四川新建和迁

入为国防配套的化工项目和民用化工

项目。并于 1965 年开始实施。

一、内迁项目建设

迁入项目沿长江和铁路线布点，

依托原有企业建设。

1965 年 1 月，化工部两次下达小

型迁建项目计划，46 个产品，投 资

1941 万元。宜宾天原化工厂，由天津

南开化工厂、近代化学厂、大沽化工厂

迁入离子交换树脂年产 240 吨及配套

原料苯乙烯 、氯甲醚车间；由重庆中

南橡胶厂再生胶车间与内迁的特种橡

胶制品生产线(上海橡胶制品三厂全

部、上海橡胶制品四厂部分)组建重庆

长江橡胶厂；重庆油漆厂由上海开林

油漆厂、永光树脂厂迁入醇酸、氨基

漆，绝缘、沥青漆；四川化工厂机修分

厂，由锦西化工机械厂、天津化工机械

厂、北京化建公司机械制造车间迁入

高压阀门、管件、阀片、活塞环等产品

生产线。迁入项目按化工部要求，分别

在 1966 年底前陆续建成投产。完成投

资 2717 万元，迁入职工 1288 人。

1965 年，由北京化工研究院、上

海合成橡胶研究所、上海鸿源化工厂、

上海北洋化工厂的有机硅、有机氟，上

海化工研究院、沈阳化工研究院、上海

化工厂、天津近代化工厂的工程塑料

和塑料加工，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上

海树脂厂的离子交换树脂、环氧树脂

等工程企事业单位 30 多个项目内迁

富顺县邓井关组建成化工部直属晨光

化工研究院和二、三、四分厂。占地面



积 59 公顷，建筑面积 10．36 万平方

米，迁入职工 2300 余人，投资 5558 万

元。1966～1970 年分步建成投产，成

为西南地区的新型材料科研试验基

地。

化工部抚顺炭黑研究所 1965 年

开始内迁，在自贡市鸿鹤坝建所，迁入

职工 214 人，定名为化工部炭黑工业

研究设计所。1972 年全部建成，是国

内唯一的炭黑专业研究设计单位。

迁建工程，在部、省领导下，由迁

出和迁入单位共同组成迁建项目领导

小组或现场指挥部，负责项目实施。北

京化工设计院、北京橡胶设计院、吉林

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等单位参加了迁

入项目的设计工作。化工部第八化工

建设公司(简称八化建)成建制入川支

援三线建设。于 1973 年完成援建任务

后返宁。化工部第七化工建设公司(简

称七化建)，建工部西南二、四公司等

单位参加了迁入项目的抢建工程。

二、国防化工建设

1965 年 4 月，开始筹建四川染料

厂，主要产品为橄榄绿 B 及其中间

体、助剂。1966 年 2 月动工，1979 年 2

月建成投产。1966 年筹建重庆东方红

试剂厂，1972 年高纯试剂建成投产。

1967 年筹建火炬化工厂，该项目是由

中国自行研究、开发、建设的大型 201

产品生产装置，于 1967 年 7 月动工、

1976 年 1 月建成投产，由化工部第六

设计院设计、第八化工建设公司承建。

重庆长江橡胶厂于 1965 年 10 月迁

建，1972 年全部建成，形成能力。1967

年 9 月开始建设重庆长风化工厂，于

1974 年建成投产。同期，还筹建了宜

宾东方红化工厂的聚脂树酯、已二酸，

成都军区氮肥厂 820 产品生产装置。

后两个项目因规模小，工艺落后，停

建。

在泸州，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建设

404 分厂浓硝酸、黑索今装置。1966 年

开始建设，化工部第一设计院设计，七

化建施工。1977 年浓硝酸建成投产，

黑索今停建。宜宾天原化工厂偏二甲

肼工程，于 1968 年 6 月筹建，9 月动

工，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设计，八化建、

省建一公司、十公司施工。1970 年 12

月建成。四川硫酸厂 613 工程(六氟化

硫、无水氢氟酸车间)，于 1968 年 6 月

筹建，1971 年 6 月动工，化工部黎明

研究院、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设计，八

化建施工。1980 年 1 月建成投产。在

自贡市鸿鹤化工厂建设的一缩二乙二

醇和 409 车间(多乙烯多胺、白炭黑、

正硅酸乙酯)，分别于 1972 年、1975

年建成。建成后，前者因原料不落实未

投产，后者生产半年后因产品无销路

停产。1972 年在长寿化工厂建设为军

需染料、医药配套的原料车间，生产氯

化苯、氨苯磺胺、退热冰、三氯化铝、氯

磺酸产品，同时扩建氯丁橡胶、烧碱装

置。由化八院设计，七化建施工。先后



于 1974～1980 年建成投产。此间，还

在重庆合成化工厂、重庆轮胎厂建成

小型兵器配套产品(塑料枪托、特种轮

胎)项目。在民众化工厂、成都化学试

剂厂、重庆试剂厂、重庆川庆化工厂增

建试剂、助剂配套产品。

三、民用化工建设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民用化工建

设按战备要求“一线受损，仍能生产建

设，解决吃穿用问题，并保证国防需

要”的指导思想布局建设。

1965 年 10 月，四川省化工厅召

开基本建设会议，贯彻中共四川省委

《关于集中力量，加速化肥生产建设的

决定》，议定抓住化肥这个环节带动整

个无机化学工业的发展；抓住合成材

料这个环节带动有机化工的发展。发

展化肥工业，贯彻氮磷并举、大中小结

合、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方针。

三线建设初期，四川化工厂、泸州

天然气化工厂氮肥生产已具一定规

模。60 年代中期，省集中力量开发磷

矿，发展磷肥，本着由小到大逐步发展

的原则，由四川省化工设计院分别编

制了建设规模为过磷酸钙年产 1．5 万

吨、钙镁磷肥年产 2．5 万吨的通用设

计，对发展中涉及体制、资金、利税、产

品分配、组织领导等 10 个方面的问

题，与有关部门协商提出解决办法，并

经省委同意作为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

政策。1964～1967 年，建成金河磷矿、

什邡磷矿和清平磷矿，磷矿石采掘能

力达到 80 万吨。1962～1966 年利用

调整时停建的厂址、设备建成成都磷

肥厂、银山磷肥厂、绵竹磷肥厂、什邡

磷肥厂；新建四川硫酸厂。1965 年磷

肥建设项目 10 个，建设规模达 44 万

吨(折标，以下同)。1966 年磷肥建设

项目增至 26 个，当年完成投资 1718

万元，新增磷肥生产能力 33 万吨，磷

肥品种均为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这

些项目，除四川硫酸厂因受“文革”影

响于 1972 年建成外，都在 60 年代建

成投产，发挥效益。新增磷肥生产能力

60 万吨，其中过磷酸钙 30 万吨，钙镁

磷肥 26 万吨，其他磷肥 4 万吨。

1964～1966 年，泸州天然气化工

厂年产 10 万吨合成氨、16 万吨尿素

引进装置建成。1967～1976 年，四川

化工厂合成氨，以焦炭为原料改为天

然气为原料造气，并增加设备，改进技

术，合成氨生产能力由年产 12 万吨增

至 18 万吨，同时建成年产 11 万吨尿

素装置。1973～1976 年经国务院批

准，引进建成大型化肥生产装置 2 套，

即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48 万吨尿素，

新增合成氨生产能力 60 万吨，尿素

96 万吨。小型氮肥建设，经多年探索，

取得突破性进展。1964～1978 年建成

年产 3000～5000 年合成氨小型氮肥

厂 94 个，新增合成氨生产能力 30 余

万吨，碳酸氢铵生产能力 120 万吨。化

肥生产能力跃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磷肥的发展带动了硫酸工业的发

展。四川硫酸厂，银山、什邡、绵竹磷肥

厂等均配套建设了硫酸生产装置。硫

酸新增能力达 24 万吨。氯碱工业，随

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化学工业自身配套

需要，宜宾天原化工厂、重庆天原化工

厂、自贡鸿鹤化工厂和长寿化工厂的

烧碱，在此间均有扩建改造，新增能力

5 万吨。自贡鸿鹤化工厂为解决索尔

维法制碱的“废渣”污染，1967 年改为

联合制碱工艺。改建工程于 1975 年

12 月竣工投产，消除了污染，实现稳

定生产。

1977 年 6 月，由化工部安排四川

革新、改造、挖潜项目 14 项 (1979 年

核定 为 12 项，投 资 4861 万元)，于

1978 年开始建设，1980 年陆续建成。

新增年生产能力：磷矿石 20 万吨、硫

精矿 5 万吨、有机磷农药 0．35 万吨、

化工原料 0．4 万吨、有机溶剂 0．2 万

吨、汽车轮胎 23 万套。

1977 年，由化工部安排四川“三

化”(即两套大化肥、一套大化纤)配套

项目 16 项，投资 2622 万元(1979 年

调整为 12 项，投资 4152 万元)。于

1978 年开始建设，多数项目在 1983

年前陆续建成投产。新增年生产能力：

苯胺 1600 吨、邻硝基氯化苯 1500 吨、

离子交换树脂 350 吨、六偏 磷酸钠

400 吨、海昌蓝染料 G 200 吨、乙基咔

唑 350 吨、氯乙烷 200 吨、中性 染料

490 吨、中间体 650 吨、橡胶制品 70

万件、精芒硝 1．5 万吨、合金炉管 350

吨、配件 32 吨。

1977 年，根据中共四川省委 关

于建设支农工业体系 的要求，1978

年，小氮肥投资 2420 万元，安排续建

和技改项目 16 个；补贴小硫铁矿投资

69 万元，布点 21 个；补贴小磷矿投资

395 万元，布点 10 个；补贴小磷肥投

资 530 万元，布点 19 个；小农药除续

建项目外，新布点 12 个。为增加农用

薄膜原料，宜宾天原化工厂聚氯乙烯

由年产 0．6 万吨扩至 1．5 万吨，烧碱

由年产 1．5 万吨扩至 3 万吨。新建四

川橡胶厂，拖拉机胎年产 11 万套，力

车胎年产 5 万套。为扩大农用炸药原

料，扩建四川化工厂稀硝酸年产 8 万

吨、硝酸铵年产 11 万吨。在德阳、垫

江、富顺、綦江县小氮肥厂配建年产 1

万吨小硝酸铵，全省硝铵生产能力增

至年产 27 万吨。相应扩建绵阳化工

厂、雅安化工厂、宜宾六七三厂等民爆

器材产品生产能力，改善生产条件。多

数项目在 1978～1980 年建成投产，少

数项目因建设条件差停建。

三线建设 期间，化学 工 业投资

204082 万元，其中内迁项目和国防化

工建设投资 41899 万元；民用化工投

资 162183 万元(其中矿山、化肥投资

126989 万 元，占 民 用 化 工 投 资 的

79．5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当

时的经济形势，中央提出“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1979 年 7 月和 11

月，化学工业部和四川省建委分别在

成都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贯彻落

实，部署清理在建项目。对国民经济不

急需、建成后效益不好或建设条件不

具备的项目，实行停、缓建。对建设条

件好、国民经济需要、经济效益好的项

目，尽快建成，发挥效益。1979～1981

年，经过清理、审核和部、省批准，共

停、缓建 54 个项目，其中国防化工项

目 12 个，民用项目 42 个。减少投资 2

亿多元。

对续建项目，逐个实行五定(定项

目、规模、投资、设备材料、完成时间)，

落实措施，限期建成。1979～1980 年，

完成投资 34583 万元。新增主要产品

年生产能力：稀硝酸 8 万吨，硝酸铵

11 万吨，合成氨 1．5 万吨，汽车轮胎

18 万套，拖拉机胎 11 万套，聚氯乙烯

0．6 万吨，农药 0．95 万吨，半补强炭

黑 0．5 万吨。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经过调整，基本建设工作进入新

的阶段，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在

新的基础上起步。1979～1 985 年，固

定资产投资 143137 万元，其中基本建

设投资 74953 万元，占 52．36 % ，更新

改造投资 68184 万元，占 47．64 % ，年

平均达 11364 万元。化学工业发展，由

外延逐步转向内涵。

1950～1985 年，系统内化工基本

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近 40 亿元(基本

建设 33 亿元，更新投资 6．8 亿元)。新

增 固定资产近 28 亿元 (基本 建设 23

亿元，更新改造 4．9 亿元)，为同期投

资的 70 % 。 新增主要产品年产能力：

磷矿石(折 30 % )137．39 万吨，硫铁矿

(折 35 % )40．6 万 吨，硫酸(折 100 % )

82 万 吨，浓 硝 酸 6 万 吨，纯 碱 15 万

吨，烧 碱 (折 100 % ) 15 万 吨，合成氨

185 万 吨，硝 酸 铵 32 万 吨，尿 素 123

万 吨，碳 酸 氢 铵 320 万 吨，磷 肥折 纯

37 万 吨，化 学 农 药 0．92 万 吨，纯 苯

2．7 万 吨，甲醇 10．5 万 吨，三聚 氰胺

1．25 万吨，染料 0．456 万吨，塑料 3．6

万吨，合成橡胶 0．7 万吨，载重汽车轮

胎 外胎 62．23 万条。房屋总竣工面积

537 万平 方米 (1958—1985 年)，其 中

厂 房 89 万 平 方 米，住 宅 176 万平方

米，人均居住面积 7．3 平方米。



四川省化工系统完成投资额及新增固定资产表



四川省化工系统更新改造投资表



1950～ 1985 年，累计施工项 目

3413 项，年平均在建设项目 95 项。新

建、扩建、改造县(区)以上全民所有制

企业 270 余个，其中大型项目(企业)

13 个(新建 10 个，扩建、改造 3 个)，

中、小型项目 257 个(新建 249 个，扩

建、改造 8 个)，形成了产业门类较为

齐全，科研、教育、设计、建筑配套的化

工体系。在全省工业和全国化学工业

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本章记述主要行业部分重点项目

的建设概况。

第一节 金 河磷 矿

1958 年，什邡县探矿组在红白乡

发现磷 矿，随即 进行地 质勘探。到

1965 年已在什邡一绵竹县境内探明

储量 1．8 亿吨。地理位置、储量、品位

均优于峨眉磷矿。

1959 年 7 月四川省化工厅从乐

山磷肥厂抽人组建金河磷矿工作组，

1961 年 11 月，建立金河磷矿。此时，

正值经济调整，矿山建设不能开展。全

矿职工一方面作建矿准备，一方面组

织生产自救，渡过暂时困难，被誉为

“立大志、吃大苦、耐大劳、创大业”的

金河精神。

1963 年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和国家计委柴树藩副主任视察金河磷

矿后，提出：“会战三年，高质量、高速

度、高机械化地建成金河磷矿。”1964

年 1月，省计委、省工业生产委员会研

究金河磷矿会战部署，决定列为重点

建设项目，由省化工厅、温江地区、铁



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成都铁路局、地

质局、金河磷矿等单位组成会战指挥

部。3 月 13 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指挥

部成员名单和中共金河磷矿工作委员

会成员名单，由李滋润(省化工厅副厅

长)任指挥长兼工委书记。

1964 年在三道沟 2、3 号矿点之

间，建小型平硐试采，培训技术力量。

坑探 1200 米，钻井 775 米，完成投资

244 万元。

1965 年 5 月，化工部批准金河磷

矿马槽滩矿区设计任务书。磷矿石年

产 50 万吨(原矿，以下同)考虑发展到

70 万吨；外部运输修准轨铁路，投资

控制在 2000 万元以内；矿山设计由化

工部矿山设计院承担，其他设计由省

安排。

1965 年 5 月，地质部批准金河磷

矿马槽滩磷矿储量报告。B + C1 + C 2

三级储量 4610 万吨，含五氧化二磷

29．42 % 。

1965 年 9 月，四川省计委批准扩

初设计，磷矿石年产 50 万吨，提升、通

风、破碎、给水等按 70 万吨能力一次

配套建成。采矿工艺采用组合平硐、斜

坡运输开拓方案，小中段崩落法和底

盘漏斗法。出矿品位，矿石含五氧化二

磷不低于 26 % ，贫化率不超过 10 % ，

损失率不超过 22 % 。总概算新增投资

控制在 500 万元以内。

1965 年，矿 山 建 设 进 入 高 峰。

1966 年底，井巷工程 3 个中段，缆车

道、过江栈桥、成品库等主体工程基本

建成；通风、水电、提运、破碎等主体设

备大部就位调试。按省委要求时间基

本建成，形成生产能力。

1963 年 1 月，铁路开始建设，广

汉—三河段 44 公里，由窄轨改为准

轨，新建三河—木瓜坪准轨铁路正线

17．7 公里，站线 4．9 公里。路基土石

方、挡墙、桥涵、隧道等工程，由铁道部

第二铁路工程局、“415”劳动改造支队

和民工施工，通信、信号、铺轨、架桥等

由成都铁路局施工，设计由成都铁路

工程学校承担。施工高峰现场达 6000

余人。路段在深山峡谷中，沿石亭江向

木瓜坪延伸，桥涵、明洞、隧道交错，钢

轨、桥梁等物资供应困难。1965 年 5

月，李井泉在京与铁道部长吕正操商

妥，由铁道部调拨广木线 82 公里(含

木岳段正线 5 公里)标准轨 6324 吨，

调拨 31．62 米旧钢梁 12 孔，提供成梁

168 孔。1966 年 9月，广汉一木瓜坪铁

路改造和新建路段全线竣工，10 月 1

日通车。1966 年 11 月 3 日，移交成都

铁路局运营。1967 年矿山工程收尾，

1968 年交付生产。

矿山和外部运输建设投资 2490

万元。其中铁路建设投资 1736 万元，

矿山建设投资 754 万元。新增固定资

产 1757 万元，占投资的 70．6 % 。

岳家山分矿，位于什邡县境，距马

槽滩 5 公里。省地质局于 1966 年提交

地质储量报告。矿区面积北至姜家沟，



南至撮箕湾共 4．12 平方公里。磷块岩

平均厚度 7．72 米，地质储量 2275 万

吨，平均含五氧化二磷 32．8 % 。该矿

区已由温江地区小型开采。为加速开

发，统一管理，1967 年 5 月划归省管，

为金河磷矿岳家山分矿。1969 年开始

建设，1972 年主体工程建成试采出

矿。省计委于 1967 年 4 月决定采用索

道运输方案，后考虑到地势险恶，1972

年批准改建铁路，由省化工局、铁二

局、成都铁路局、温江地区、金河磷矿

组成现场指挥部，开展筑路工作。由成

都铁路设计事务所设计，铁二局、成都

铁路局基建分局施工。1973 年 10 月

动工，正线 5．05 公里，1975 年 4 月建

成通车。1976 年，水电、信号、转盘等

配套工程收尾和路段病害治理完成。

1977 年 12 月移交成都铁路局正式运

营。至此，岳家山分矿形成年产磷矿石

50 万吨综合生产能力，矿山建设总投

资 3240 万元，其中矿山建设 1238 万

元，铁路建设 2002 万元，金河磷矿磷

矿石总设计能力达到年产 100 万吨。

1978 年化工部批准该矿革新、挖

潜增加磷矿石采掘能力年产 40 万吨，

投资 1144 万元。在实施中，因情况变

化，相应核减投资和挖潜规模。原批新

拓岳儿岩磷矿石年产 10 万吨。基本建

成后，因不能达到国家新颁磷矿石五

氧化二磷不得低于 24 % 的出矿标准，

停止开发，核减能力 10 万吨。岳家山

矿区中段出现无矿带，核减能力 10 万

吨。该挖潜工程 1979 年 12 月完成，投

资 816 万元，增加磷矿石年产能力 20

万吨。

三坪危岩治理及生活设施搬迁工

程：1975～1980 年，金河磷矿矿部及

生活区上方 1300 米标高处，发生岩石

裂缝，危及职工生命和生产安全，引起

省政府及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决定

将生活区迁至距矿区 7 公里的红白乡

二大队，征地 70 余亩，1976 年开始实

施。到 1984 年在安全区和红白乡建成

职工住宅、医院、子弟校等共 5 万余平

方米；购置客车 10 余辆，供职工上下

班用。在马槽滩矿区新开十一中段，使

地面生产避开危险区，一旦出现危岩

坍塌，亦能保证安全持续生产，矿区面

貌也焕然一新。危岩治理和搬迁、建设

投资 1078 万元。

截止 1985 年，该矿建设总投资

7620 万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4624 万

元，矿石年生产能力 100 万吨，房屋总

竣工面积 79275 平方米。

第二节 四川化工总厂

1951 年西南工业部考虑在 四川 建设氮肥厂。1953 年 11 月，由四川化



工厂设计组编制建厂方案。1954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计划任务书，建

设规模为合成氨年产 5 万吨、硝酸铵

年产 9 万吨、浓硝酸年产 1．5 万吨。

1954～ 1956 年在成都、巴县等地选

址。1956 年 4 月，国家计委和国家建

委批准在金堂县华严乡(现成都市青

白江区大湾镇)建厂，是年开始建设。

之后，5 万吨合成氨装置设计，经北京

化工设计院核算，经改进、挖潜可达年

产 7．2 万吨，同时考虑到不锈钢紧缺，

1958 年 9 月经省与部商定，建设规模

调整为：合成氨年产 7．2 万吨、硫酸 8

万吨、硫铵 10 万吨、稀硝酸 8．2 万吨、

硝酸铵 10．35 万吨、浓硝酸 0．5 万吨。

工程由化工部氮肥工业设计院、

基本化学设计院、勘察设计院、建工部

给排水设计院、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四

川省建筑设计院等分别承担有关设

计。合成氨选用永利宁厂焦炭固定层

煤气发生炉造气工艺，往复式压缩机，

130 大气压醋酸铜氨液净化，采用单

合成塔系合成，在不影响氨合成效率

下，减少设备和投资。

主要设备、不锈钢管等由前捷克、

前苏联进口。1952 年 7 月、1956 年 10

月分别向捷签订设备合同 94 台／1954

吨、83 台／2165 吨，向苏签订钢材合同

1300 吨。国内设备供应，以一机部为

主，化工部、二机部协作，安排高压机、

泵等设备订货与试制。全国有 20 个

省、市 254 个工厂为四川化工厂的建

设协作服务。建筑工程由建工部西南

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安装工程由

四川省第三设备安装公司承担。厂工

程处承担部分工程安装收尾和调试工

作。1956 年 9 月 1 日动工，1958 年 5

月厂房和设备基础陆续完成，进入设

备安装。年末合成氨第一套主体设备

就位；1959 年硫酸、硫铵安装，9 月竣

工调试。9 月 27 日合成氨试车出氨；

30 日硫铵投料试车出产品。1960 年第

一套硝酸、硝铵安装就绪，12 月化工

试车，1961 年 2 月 13 日、14 日出硝

酸、硝铵。1964 年 9 月全部工程按设

计建成投产。

工程总投资 16388 万元，新增固

定资产 14827 万元。年新增生产能力：

合成氨 7．2 万吨、硫酸 8 万吨、硫铵

10 万吨、硝酸 9．9 万吨、硝铵 12．4 万

吨。房屋竣工面积 24593 平方米。

合成氨装置建成投产后，1963～

1964 年填平补齐，合成氨能力提高到

年产 7．5 万吨。1964～1966 年，进行

以合成塔为主的技术改造，辅之以必

要的填平补齐，合成氨年产能力 1966

年达到 10 万吨、产量达到 12．8 万吨。

1966 年由于焦炭供应日趋困难，省委

提出改用天然气为原料，由化工部第

八设计院提出采用间隙催化空气部分

氧化法(C C R 法)，并在化工部西南化

工研究院进行试验，在中试基础上，于

1967 年进行改造设计，5 月动工，1973

年煤气炉改造竣工，并对主要传动设



备和中、低压设备填平补齐，到 1975

年合成氨生产能力增长到 18 万吨。为

使氨平衡，配建年产 11 万吨尿素装

置。采用国内尿素第二版通用设计水

溶液全循环法工艺，1971 年 12 月动

工，1978 年 3 月建成投产，投资 1468

万元。

1973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四川建

设两套引进大化肥装置，一套大化纤

装置，分别在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

化工厂、重庆长寿定点建设。四川省成

立以省委书记徐驰为组长的三化建设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三化建设

的协调、组织工作。省化工局设置大化

肥建设办公室。两个工程现场分别成

立以市(地)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为首，

主管部门和参建单位参加的现场指挥

部，负责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充分

发挥建设单位的主导作用。

川化大化肥引进装置，1973 年 4

月 10 日，由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日

本东洋工程公司在北京签订以天然气

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加工粒状尿素成

套设备合同，经中日两国政府批准，合

同于 1973 年 5 月 16 日生效。装置能

力合成氨年产 30 万吨，尿素 48 万吨。

1973 年由国家计委批准设计任务书。

设计以化八院为主，省石油设计院、西

南工业建筑设计院、省勘察设计院、省

给排水设计院、成都铁路局设计所、市

电讯设计院、省给排水设计院、成都铁

路局设计所、市电讯设计室、市规划

处、厂设计科承担有关专业设计。1973

年 11 月，1974 年 1 月由燃化部批准

扩大初步设计和补充扩初设计。省第

六工程建设公司、省工业设备安装公

司和省机械化公司承担施工。

1974 年 7 月破土动工，1976 年 3

月 15 日建成。5 月 5 日合成氨装置投

料试车，6 月 22 日产出合成氨。7 月 2

日尿素装置投料试车，出合格尿素。

1976 年 10 月运行考核合格，11 月 7

日签署工厂交工证书。1977 年 1 月 1

日正式交付生产。该工程建设进度质

量和试车投产，一直走在全国 13 套大

化肥建设前列，化工部多次在此召开

现场经验交流会。

该工程批准概算 27299 万元，调

整概算 26837 万元(国外部分 21308

万元，国内部分 5529 万元)，装置投资

26177 万元，交付使用资产 22394 万

元。安装设备 730 台／7866 吨，管道

88401 米，房屋竣工面积 9 万平方米，

耗用钢材 9642 万吨、木材 19362 立方

米、水泥 30994 吨。投产后，到 1979 年

9 月上交利润、税金、折旧合计 26433

万元，投资回收期 2 年 10 个月，经济

效益显著。

1979 年 11 月 22 日，由化工部，

省建委、省计委、化工局组成验收委员

会，对工程全面验收。工程设计、工程

质量优良，1982 年评为国家优质工

程，获优质工程银质奖。

为适应生产炸药需要，1975 年经



化工部批准，在该厂增建造粒硝铵能

力年产 11 万吨、硝酸年产 8 万吨，投

资 2620 万元。由化八院设计，省建六

公司、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施工。1977

年开始建设，1980 年 7 月投产。

1980 年 8 月，由中国技术进出口

总公司、成都天然气化工厂以补偿贸

易方式，与比利时柯比腊公司签订引

进年产 1．2 万吨低压尿素法生产三聚

氰胺合同。外汇投资 2500 万美元(折

人民币 7800 万元)；国内资金 1000 万

元，由地方自筹。合同期于 1980 年 7

月生效。筹建中，成都市考虑在川化建

设，技术和原料条件比成都天然气化

工厂优越，遂于 1981 年报国家计委批

准，改在川化厂建设。工程设计由化八

院、厂设计所承担，由川化厂建安公司

自营施工。1981 年 12 月破土动工。

1983 年 5 月按合同期建成，10 月试车

投产。工程投资 9522 万元，竣工建筑

面积 9358 平方米。为国内最大的三聚

氰胺生产装置。

为适应化肥、硫酸工业的需要，

1964 年 11 月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

协助下，提出建设触媒(即催化剂)车

间的项目建议书，经化工部审查同意，

于 1965 年 3 月、10 月批复扩初设计

和二期工程扩初设计审查意见。1965

年 3 月动工，到 1969 年陆续建成投

产，合成氨中压、变换催化剂、钒催化

剂，天然气转化 C N —2 型镍催化剂

等，形成初期能力年产 2000 余吨。到

1985 年，催化剂累计投资 1162 万元，

分三个阶段建成 8 个品种、22 个型号

合成氨、硫酸等催化剂，生产能力年产

2500 吨。除满足本厂需要外，还供应

省内外合成氨厂、硫酸厂，是国内两个

催化剂生产基地之一。

该厂从开始建设到 1985 年，累计

投资 64314 万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51250 万元，为投资的 79．68 % 。厂区

总占地面积 170 余公顷，房屋竣工面

积 53 万余平方米。职工 10175 人。主

要产品年生产能力：合成氨 48 万吨，

尿素 59 万吨，硝酸铵 24．6 万吨，硫酸

铵 10 万吨，碳酸氢铵 7．6 万吨，浓硝

酸 2 万吨，硫酸 10 万 吨，三聚 氰胺

1．2 万吨，催化剂 2500 吨，氩气 182．8

万立方米。

第三节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化工部为利用四川天然气资源发

展化学工业，于 1956 年协同四川省组

织科研、设计人员现场调查；邀请前苏

联、罗马尼亚专家来川考察、交流；派

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建立多种小型试

验装置，进行科学试验。1958 年 4 月



化工部彭涛部长以利用天然气发展化

工原料为题向中央报告，同时批准成

立西彭化工厂筹备处。1959 年 10 月

经国家计委、化工部批准由巴县西彭

乡改在纳溪县先农村建厂。1960 年

初，开展筹建工作。建厂方针是先建中

型试验厂，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建

设综合利用天然气的化工基地创造条

件。

1960 年 4 月，成立 120 人的土建

施工队，7 月装机容量 6000 千瓦电厂

动工，12 月年产 2000 吨合成氨车间

动工，1961 年 8 月加工能力年 880 吨

机修厂动工。1964 年 4 月 18 日合成

氨和年产 1 万吨碳化氨水装置同步建

成投产。

随着国民经济好转，为争取时间，

外经部部长助理卢绪章和化工部专家

卢焕章等赴西欧考察。1962 年 9 月向

国家计委提出从西欧引进合成氨、尿

素装置成套技术的方案。1963 年 1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设计任务书和引进

方案。

1963 年 3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朱德委员长视察西南化工设计研

究院，听取该院对泸天化厂建设总体

规划的汇报。4 月 1 日视察泸天化现

场，听取厂领导关于建厂情况的汇报。

5 月 19 日，朱德委员长向中共中央政

治局提出《关于利用和发展四川天然

气问题的报告》，肯定了向国外购买部

分技术专利的必要性，并对天然气资

源的勘探开发，应用技术的研究、设计

提出了重要建议

1963 年 9 月由中国进出口公司

牵头，设计、建设等单位参加，同荷兰

凯洛格大陆工程公司洽谈，并签订购

买年产 16 万吨尿素成套技术装置合

同，价额 2200 万荷兰盾。10 月 25 日

与英国汉格公司签订年产 10 万吨合

成氨成套装置合同，价额 289．4 万英

镑。合 成 氨 工 艺 采 用 天 然 气 加 压

(18kg／c m 2)蒸汽转化法造气、高温变

换、砷碱液脱除二氧化碳、铜铵液精

制、卡萨里合成(500～600kg／cm 2)流

程，具有 60 年代初世 界先进水平。

1963 年 12 月，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

李井泉视察泸天化现场，在听取汇报

后，强调必须按合同规定完成建设任

务，当即决定社会服务性工作交给地

方，将纳溪县安富镇划归泸州市管辖，

工厂集中力量搞建设。

为加强现场 11 个设计单位、7 个

施工单位的统一领导，经化工部批准

成 立现场指挥部。1964 年 10 月 13

日，化工部确定泸州化工安装公司改

名为西南化工建设公司，直属化工部

领导，由该公司承包泸天化建设。1964

年基建码头、4 m 3／s 供水工程、两套

1．2 万千瓦发电机组土建施工。1965

年初合成氨、尿素工程土建施工，配套

设备安装。1966 年 9 月合成氨、尿素

建成试车考核，比合同期提前 6～8 个

月建成投产。电站扩建工程两套 2．5



万千 瓦发 电机组分别于 1970 年 10

月、1972 年 12 月建成发电，全厂发电

总能力 8 万千瓦。至此，该工程全部建

成，投资 17390 万元，新增能力合成氨

年产 10 万吨，尿素 16 万吨，房屋竣工

面积 11．19 万平方米。

1973 年 5 月国家计委批准泸天

化建设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48 万吨

尿素引进装置设计任务书。6 月由中

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荷兰凯洛格大陆

工程公司签订购买《日产 1620 公吨肥

料级颗粒尿素成套设备工厂合同》，同

时与美国凯洛格公司签订《日产 1000

吨合成氨工厂合同》。该工程由化工部

第八设计院总体设计，省交通局、西南

给排水设计院、西南电力设计院、石油

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泸州电信局

承担有关专业设计。1974 年燃化部批

准泸天化增建工程扩大初步设计。

合成氨装置以天然气为原料，乙

醇胺、氧化锌脱硫，30kg／c m
2

压力下

蒸汽转化，中低温变换、苯菲尔法脱二

氧化碳，甲烷化 150kg／c m 2 压力下合

成。尿素采用二氧化碳汽提法。尿素

液加工采用蒸发造粒，散装储存，包装

出厂。

合 成 氨 装 置 引 进 合 同 总 价

2641．5 万美元，尿素装置引进总价

2138．3 万荷兰盾。引进工程总投资人

民 币 23171 万 元。 其 中 国 外 部 分

17053 万元，国内配套 6118 万元。

该工程由化工部第七建筑公司负

责全部设备安装和合成氨界区土建，

省建五公司负责尿素及生活设施土

建，省交通局负责码头施工。1973 年 8

月仓库、码头、大型临时设施等陆续开

工。1973 年 12 月 22 日，合成氨车间

开工。1974 年土建竣工，1975 年尿素

车间土建及设备卸运、吊装。1966 年 2

月尿素装置安装结束，10 月 25 日合

成氨安装竣工。1976 年 10 月 27 日 11

时合成氨装置投料试车，11 月 30 日

16 时出合格氨。尿素装置于 12 月 1

日 2 时投料，于 7 时出合格尿素，均一

次试车成功。

该工程总投资 25230 万元，移交

固 定 资 产 23085 万 元，为 投 资 的

91．5 % 。投产后 2 年 9 个月收回投资，

效益显著。建筑面积 131341 平方米，

混凝土量约 10 万立方米，安装设备

1014 台 (国 外 设 备 356 台 )、管 道

122301 米、电器、仪表 3988 台件、管

线 436 公里、钢结构 1942 吨。消耗钢

材 13438 吨、木材 23252 立方米、水泥

50136 吨。

1979 年 12 月 6 日，国家验收委

员会通过该工程总验收，工程质量总

评为优良。1982 年评为国家级优质工

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1965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在该

厂建浓硝酸年产 4 万吨、黑索今年产

2000 吨及配套原料甲醇、乌洛托品装

置。所需液氨和水电由总厂直接供应。

1965 年化工部批准浓硝酸装置设计



任务书。1966 年 4 月，国家计委批准

黑索今装置设计任务书。化工部第一

设计院负责浓硝酸装置设计，五机部

第五设计院 负责黑索今装置设计。

1966 年，化工部基建总局和化工部二

局批准浓硝酸和黑索今装置扩大初步

设计。由化工部七化建负责总承包建

设，泸天化负责生产准备。1966 年 4

月开工。8 月七化建“工改兵”部分改

为军队建制，建设工程移交解放军建

字 801 部队承担。

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主厂房采取进洞隐蔽建设。1967 年 7

月，该厂职工以浓硝酸剧毒、腐蚀、高

温、高压、深冷等特点，提出不适宜进

洞建设。1968 年 1 月，化工部张珍副

部长经调查同意出洞和半出洞方案。

是年 10 月，该工程职工 10 余人再次

去北京向化工部徐今强部长要求全部

工程露天建设，获同意。1968 年 7 月

始由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会同厂完成

“三结合”设计。1970 年 6 月由厂军管

会组织设计审查。该工程从 1965 年筹

建，在进洞、出洞的建设方案上徘徊 5

年之久，花费投资 662 万元。

1969 年，建字 801 部 队撤离纳

溪，该工程由化工部第七化建公司接

替。1971 年初动工。1973 年末浓硝酸

车间主要设备安装完备，单机试车。

1974 年为集中力量建设引进大化肥

装置，施工队伍再次撤离现场，改由车

间职工自营收尾，至 1976 年末完成。

1977 年 1 月 7 日投料试车，因设计缺

陷，经 3 次点火，于 29 日出 98．6 % 浓

硝酸。1978 年 1 月 1 日移交生产。黑

索今车间因配套原料甲醇、乌洛托品

未建，加之该产品需求趋缓，于 1979

年缓建，1980 年 5 月停建。

工程总投资 4084 万元，生产性建

设 3880 万元，非生产性建设 204 万

元。竣工建筑面积 50884 平方米。1982

年，企业扩权以后，该厂自筹资金，先

后建设年产 5 万吨硝酸铵、年产 0．6

万吨甲醇生产装置。于 1987 年建成投

产。

1960～1985 年，泸天化厂累计投

资 47164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45669

万元。新增主要产品年产能力：合成氨

40 万吨，尿素 64 万吨，浓硝酸 4 万

吨，硝酸铵 5 万吨，甲醇 0．6 万吨。

第四节 自贡鸿鹤化工总厂

1957 年初，化工部根据自贡盐卤

资源丰富和当时国内纯碱工业的技术
条件，向四川省提出在自贡市建设索

尔维法纯碱厂的建议。1958 年 10 月

化工部电报通知四川省立即筹建纯碱

厂，建设规模年产 8 万吨，分期建设，



投资由化工部安排。工程设计，由化工

部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参照大连化工

研究分院《年产 8 万吨索尔维法纯碱

厂定型设计》编制。1959 年 1 月审定

扩初设计，由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建工部西南第二设备安装公司施

工。1959 年 3 月动工，1960 年 7 月，第

一期工程纯碱年产 4 万吨基本建成。

11 月下旬投料试车，30 日出产品，12

月底简易投产。第二期工程续建，于

1965 年 建成，交付 生产。工程投资

4356 万元，挖填方 192 万立方米，安

装设备 448 台(套)、管道 30608 米。房

屋竣工面积 61581 平方米。该厂用石

灰乳中和制碱滤液回收氨时，产生大

量氯化钙污水，排放困难，生产能力不

能发挥。1964 年，四川省计委向国家

计委报告由氨碱法(即索尔维法)制碱

改为联合制碱法(即侯氏制碱法)的建

议。1965 年 3 月国家计委批复同意。

1966 年 5 月，化工产批准该厂合成氨

扩初设计，1967 年 8 月 30 日批准联

碱扩初设计。设计规模合成氨年产

4．65 万吨，纯碱、氯化铵各年产 10 万

吨。由化八院设计，省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八化建、省第二设备安装公司施

工。合成氨车间于 1967 年开始土建，

1970 年设备安装，1973 年 12 月竣工。

1974 年 1 月 10 日化工试车，2 月底出

合格产品。1975 年 5 月 1 日交付生

产。纯碱、氯化铵装置于 1973 年施工，

1975 年 4 月纯碱停产改造、安装，7 月

底竣工。9 月 13 日化工试车，16 日碳

化工序出碱，20 日出氯化铵。1975 年

12 月 31 日联碱工程交付生产。经试

生产考核，由于设备和原有基础缺陷，

未能达到设计能力，经部、省核定合成

氨生产能力年产 3．5 万吨，纯碱、氯化

铵各年产 6 万吨。

1978 年，化工部征得国家计委同

意，于 4 月 11 日批准该厂合成氨、联

碱工程填平补齐方案，合成氨生产能

力增到 5 万吨，联碱增至 9 万吨。由该

厂自行设计、安装，省第一建设公司土

建。1978 年 8 月动工，1980 年底竣工

交付生产。工程投资 1179．5 万元。

1980 年 10 月通过验收。此次改造，更

换了合成塔，由原有的直径 800 毫米

改为直径 1000 毫米；采用中置式废热

锅炉回收化学反应热；由氧化铁脱硫

改为氧化锌脱硫；联碱、氯化铵冷析结

晶系统采用常压钛外冷器，以延长使

用寿命；改造干铵炉，取消前室增加尾

气洗涤，提高热效率，解决干铵粉尘。

1980 年 7 月，四川省计委、经委、

省化工局批准该厂联碱由 9 万吨增到

13．5 万吨的改造方案，投资 960 万元

(国家财政 600 万元，中短期贷款 360

万元)。1981 年 3 月动工，1983 年 7 月

完工交付生产。土建由省建一公司承

担，设计和设备安装由该厂自营。这次

改造，首次采用该厂开发的“联碱外冷

器液氨致冷新工艺”，较原工艺流程缩

短三分之一，设备减少 30 余台(套)，



装机容量减少 600 多千瓦；首次应用

直径 3．2 米大型炉气冷凝塔，采用冷

凝液、淡碱液、出碱槽逸散二氧化碳回

收技术，获良好效果。1985 年荣获国

家级优秀设计奖、四川省优秀设计一

等奖。

为缓解纯碱供需矛盾，1983 年 2

月，国家计委批准联 碱生产能力由

13．5 万吨扩到 27 万吨，合成氨生产

能力由 5 万吨扩到 9．65 万吨，总投资

控制在 1．6 亿元以内，包干建设。1984

年，该厂挖潜新增联碱 1．5 万吨，联碱

工程扩建即由年产 15 万吨扩到年产

28．5 万吨。1985 年 6 月，化工部批准

初步设计，10 月开工，1990 年建成投

产。

1959 年，化工部批 准建设年 产

2000 吨二氯甲烷装置，配建烧碱装置

年产 7500 吨。工程设计由化工部西南

化工设计研究院承担，建工部西南五

公司负责土建施工，安装由厂自营。该

工程于 1965 年 12 月 31 日建成，工程

投资 1683 万元。之后，氯碱相继改造

扩建，到 1977 年烧碱翻番达年产 1．5

万吨，1985 年增至年产 3 万吨，甲烷

氯化物总能力达年产 1．39 万吨，其

中，二氯甲烷 4000 吨、三氯甲烷 1900

吨、四氯化碳 4000 吨。

1966～1967 年，根据三线建设配

套需要，增建一缩二乙二醇年产 1000

吨装置和 409 车间(白炭黑、正硅酸乙

脂、多乙烯多胺)，分别于 1972、1975

年建成，投资 310 万元。

1958 ～ 1985 年，该 厂 累 计 投 资

20648 万 元 (基 建 14752 万 元，技 改

5896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14585 万

元，为投资额的 70．6 % 。新增主要产

品年产能力：纯碱 15 万吨，氯化铵 15

万吨，烧碱 3 万吨，甲烷氯化物 1．39

万吨。成为全国四大碱厂之一和甲烷

氯化物产品生产基地。

第五节 宜宾天原化工厂

解放后，经恢复生产与社会主义

改 造，到 1957 年 烧 碱年 生 产能 力 由

1949 年 的 600 吨 增 长 到 3000 吨。

1958～1960 年 烧碱生产能力 按年产

7500 吨改造、扩建，投资 599 万元。以

天原 10 型电解槽(84 只)淘汰爱伦摩

尔电解槽；新增列文式蒸发器及附属

设备 1 套。后因经济调整，未能配套完

成，1965 年烧碱年生产能力达到 5000

吨。

1965 年，部、省批准内迁离子交

换树脂装置生产能力为年产 240 吨，

配套原料苯乙烯年产 400 吨，氯甲醚

年产 360 吨。1965 年开始迁建，1966



年 5 月建成投产，投资 480 万元。1965

年 2 月国家计委批准该厂新建年产

6000 吨悬浮法聚氯乙烯装置，留有增

长 1 倍的余地，并配套扩建烧碱年产

7500 吨。设备列入 1965 年成套供应。

工程由北京化工设计院设计，八化建、

省建一公司施工。1965 年 8 月动工，

1968 年 11 月建成投产。1971 年工程

全部竣工，投资 741 万元。

1968 年，化工部二局批准新建偏

二甲肼装置，烧碱生产能力扩到年产

1．5 吨，其中降膜法片状固碱 1 万吨。

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设计，八化建、省建

一公司施工。1968 年 9 月动工，分别

于 1970 年 12 月和 1972 年建成投产，

投资 1851 万元，其中偏二甲肼工程

1116 万元，烧碱扩建 735 万元。

1977 年，为增加农用薄膜生产能

力，经省批准该厂聚氯乙烯生产能力

由年产 6000 吨扩建到 1．5 万吨，烧碱

由年产 1．5 万吨扩建到 3 万吨。当年

动工，1980 年建成投产，投资 1258 万

元。同时，配建 2．4 立方米／秒深井取

水、净化水工程，110 千伏安送变电工

程。分别由厂设计科、西南给排水设计

院和西南电力设计院设计，厂施工队、

川南电业局、宜宾供电局、省建十一公

司施工。1978 年 10 月贷款 300 万元，

新增金属阳极Ⅲ型 30 平方米电解槽

42 台，烧碱年生产能力达到 4 万吨。

1950～ 1985 年，该厂累 计 投资

10020 万元，新增固 定资产 7244 万

元。新增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烧碱 4

万吨，聚氯乙烯 1．5 万吨，离子交换树

脂 1050 吨，水合肼(由偏二甲肼改产)

2000 吨，过氯乙烯 500 吨。成为省内

以烧碱、合成材料为主要特点的大型

氯碱企业。

第六节 四川染料厂

1965 年化工部抽调干部和技术

人员，组建四川染料厂筹备处，列为重

点建设项目。厂址选在重庆长寿城郊

李家坪，占地 635 亩。1965 年 10 月 27

日国家计委批准设计任务书，1966 年

4 月批准扩初设计。化工部第九设计

院设计，七化建施工，分两期建成。

一期工 程于 1966 年 2 月 动工，

1970 年开始逐步投产，1979 年全部建

成投产。 计划投资 5051 万元，实际投

资 5381 万元，新增 固定资产 5237 万

元。建成主要产品年产能力：染料咔叽

2 G 150 吨、橄榄绿 B500 吨，染料助剂

及 中 间 体 蒽 醌 500 吨、二 甲 基 苯 胺

400 吨、二 苯 胺 400 吨、1—氨 基蒽 醌

200 吨、苯绕蒽酮 500 吨、扩散剂 320

吨，对硝基氯化苯 300 吨、二硝基氯化

苯 3200 吨、对硝基酚钠 2000 吨、苦味



酸 700 吨、顺丁烯二酸酐 300 吨、硝基

苯 3000 吨、苯胺 2000 吨、触媒 3 种

43 吨，硫酸 1 万吨。

为与引进化纤装置配套，1975 年

11 月，石油化工部批准二期工程建设

任务书，1976 年 6 月批准扩初设计。

建设规模为：还原蓝 R S N 年产 500

吨，还原灰 B G 年产 200 吨。保险粉年

产 5000 吨，甲酸钠年产 5000 吨，邻硝

基氯化苯年产 1500 吨，硫酸由 1 万吨

扩大到 2．1 万吨，液体二氧化硫年产

5250 吨。后因市场变化，化工部同意

还原蓝、灰、硫酸 3 个项目停建。二期

工程总体设计，由该厂设计科自营，四

川省工业设计院、重庆市设计院、重庆

化工局设计室分别承担部分单项工程

设计。七化建、重庆市第二工业设备安

装公司、长寿县建筑公司承担部分单

项工程施工。1976 年 3 月动工，分步

建成投产，于 1984 年全部建成。投资

3844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3737 万元。

主要产品新增年产能力：邻硝基氯化

苯 1500 吨，甲酸钠(湿品)5000 吨，液

体二氧化硫 5250 吨，保险粉 5000 吨。

此间，化工部 1978 年还投资 35

万元，将咔叽 2G 生产能力扩大到年

产 400 吨；省化工局投资 53 万元，将

顺 丁烯 二酸酐 扩 大到 年 产 600 吨，

1985 年进一步挖潜到 800 吨。

1979～1985 年对 16 个产品进行

技术改造，技改投资 1560 万元。

该 厂 1965 ～ 1985 年 累 计 投 资

10989 万元，形成固定资产 10434 万

元，全厂占地面积 50 万平方米，房屋

建筑面积 22．6 万平方米。染料、助剂、

中间体等化工产品按设计计算的总年

生产能力 4．6 万吨，其 中，染料产品

60 余种 2150 吨，有 17 种产品进入国

际市场。

第七节 长寿化工厂

1956 年 3 月，国家计委批准在该

厂建设年产 2000 吨氯丁橡胶装置，配

套烧碱装置 3000 吨，电石装置 2 万

吨。1956 年 5 月，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氯丁橡胶试验厂合并到该厂，开展

筹建工作。由化工部化工设计院设计，

冶金部第三建筑公司土建，化工部安

装工程队安装。195 7 年 7 月 1 5日破

土动工，1958 年 11 月 15 日氯丁橡胶

试车投产。烧碱装置于 1957 年 7 月动

工，1958 年 8 月建成投产。电石装置

于 1958 年 5 月动工，1959 年 5 月简

易投产。1965 年，化工部组织青岛化

工厂、化八院、成都工学院、西南有机

所等 11 个单位进行氯丁橡胶技术攻

关，提出改造方案。在7 0 年代以年产



1 万吨生产能力为目标扩建、改造。改

造措施实施后，核定年生产能力 7000

吨。

1979 年，国家计委批准以天然气

制乙炔取代电石制乙炔。从国外引进

主机，新建年产 1．5 万吨天然气制乙

炔车间。1980 年国民经济调整一度缓

建，于 1987 年恢复建设。

该 厂 氯 酸钾、钠 经 1952 ～ 1962

年，1977～1981 年，1982～1984 年的

扩建改造，累计投资 511 万元，氯酸

钾、钠年生产能力由解放前的 500 吨

提高到近 1 万吨。1966～1974 年，根

据三线建设需要，化工部批准增建氯

化苯年产能力 6000 吨，氯磺酸年产

7000 吨，氨苯磺胺年产 1400 吨，三氯

化铝年产 1000 吨，退热冰(乙酰替苯

胺)年产 1000 吨，烧碱相应扩建到年

产能力 1．85 万吨。形成了以烧碱、氯

丁橡胶、有机原料为主的综合化工企

业。新中国建立后至 1985 年累计投资

9725 万元，形成固定资产 8227 万元。

房屋竣工面积 26 万余平方米。

第八节 重庆轮胎厂

1958 年，国家计委批准建厂。建

设规模汽车轮胎年产 55 万套、力车胎

年产 300 万套。厂址重庆市九龙坡区

玉清寺。化工部桂林橡胶设计院和西

南建筑设计院设计，市建设公司施工。

1958 年 7 月 29 日动工，1958 年 9 月

26 日，以简易厂房设施产出自行设计

的 4．50—12 汽车轮胎，誉为“茅屋出

轮胎”。12 月，化工部召开现场会表彰

该厂的创业精神。1959 年 5 月停建。

该厂以维护费用建试验厂，1960 年形

成年产 6 万套生产能力。之后，经改造

扩建，到 1977 年生产能力达年产 12

万套。累计投资约 800 余万元。1977

年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准革新、改造、挖

潜项目任务书，轮胎增至年产 35 万

套，批准概算投资 1083 万元。1979 年

10 月清理在建项目时，核定总概算投

资 1198 万元。由化工部投资 800 万

元，省贷款 365 万元，厂自筹 33 万元。

化工部桂林橡胶设计院设计，重庆市

第 三建 设公司 施工。1978 年 动 工，

1982 年竣工，实际投资 1365 万元。至

此，该厂轮胎年生产能力达 35 万套，

其中：拖拉机胎 10 万套，汽车胎 20 万

套，特种汽车胎 5 万套。1982 年后再

经更新改造，1985 年新增载重汽车外

胎能力 21．37 万条，载重汽车外胎总

能力 达到 51．33 万条。1958～ 1985

年，累计投资 4564 万元，新增固定资

产 4007 万元，房屋竣工面积 12 万余

平方米。



第九节 四川化工机械厂

该厂前身为四川化工厂机修分

厂。1965 年根据三线建设需要，从锦

西化工机械厂迁入不锈钢中压阀门制

造能力年产 100 吨，北京化工建设公

司迁入高压阀门及管件制造能力年产

30 吨，天津化工机械厂迁入阀片、活

塞环制造能力年产 1．89 万件，1966

年迁建完成。1970 年从四川化工厂分

出独立，定名四川化工机械厂。建厂初

期有固定资产原值 581 万元，主要生

产设备 249 台，生产能力年产 500 吨，

生产化工专用设备及备品配件 150 余

种。

1970～1972 年进行第一期扩建，

投资 609 万元，建成中压化工设备(容

器)年制 造能力 2000 吨，配件 能力

1000 吨、高压阀门、管件 150 吨、中压

阀门 250 吨，阀门、活塞环 5 万件。

1973～ 1975 年 二 期扩 建，投资

356 余万元，对一期工程填平补齐，化

工设备年制造能力 2000 吨；新建薄膜

调节阀门年产能力 100 吨，总变电站

6400 千伏安。

1976～1981 年三期扩建，化工部

批准新建为引进大化肥装置配套的合

金炉管制造能力年 350 吨，维修配件

车间能力年 32 吨；扩大高压阀门制造

能力年 50 吨，薄膜调节阀门制造能力

年 50 吨。投资 1844 万元。

自建厂到 1985 年累计投资 4156

万元 (含更改资金)，固定资产原值

4756 万元(含川化转入资产)，形成化

工机械年综合制造能力 4000 余吨；建

筑面积 16．47 万平方米，其中：厂房面

积 7．7 万平方米，宿舍面积 6．35 万平

方米。成为全国四大化工机械厂之一。



四川化工专业建设队伍，1985 年

有部属、省属、市属和企业自有的设

计、施工单位 21 个，职工总数 11646

人，其中勘察设计 2362 人，建筑、安装

9284 人(含临时工)。为四川化工生产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勘 察 设 计

新中国建立后，为适应化学工业

发展的需要，在化工部和省的支持下，

逐步建立和发展化工专业设计队伍。

1985 年有省、市以上化工专业勘察设

计单位 7 个，企业设计院 (所、室)6

个。专业技术人员 1797 人。专业配套，

技术装备先进。

一、化工部在川设计单位

化工部第八设计院 又名中国成都

化工工程公司。1958 年化工部在成都

建立西南化工设计研究分院，有职工

24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77 人，描

图复制人员 30 人。1960 年改名为西

南化工设计研究院。

1963 年 3 月 29 日，朱德委员长

到该院视察。听取对泸州天然气化工

厂建设总体规划汇报，并题词：“掌握

综合利用天然气的最新技术，为祖国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5 年，为适应三线建设需要，

化工部将大连、锦西化学工业公司设

计研究院的设计部分和四川化工厂、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设计科的部分设计

人员与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设计部分

合并，成立化工部第八化工设计院。



1971～1978 年，隶属关系由部改省，

改名为四川省第一化工设计院。1984

年 10 月，根据化工部决定，更名为中

国成都化工工程公司，与化八院名称

并存。

1979 年，该院试行企业化设计收

费。1980 年借鉴国外工程公司的经

验，大胆探索，率先进行设计体制改

革。1984 年 10 月，试行以设计为主体

的工程总承包，对富顺氮肥厂、乐山天

然气化工厂年产 4 万吨联碱工程，按

审定的扩大初步设计内容和概算试行

设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试车考核

全过程总承包试点，对工程建设负责

到底，取得初步经验。

建院以来，至 1985 年完成工程设

计 347 项，承担引进装置设计 35 项，

模型设计 19 项，援外工程设计 2 项，

成套技术出口 6 项。设计项目分布于

国内 30 个省、市、自治区和越南、巴基

斯坦等 4 个国家。先后承担的主要项

目有：四川维尼纶厂、四川化工厂、泸

州天然气化工厂等大型化肥、化纤工

程设计，自贡鸿鹤化工厂纯碱、合成

氨、烧碱、甲烷氯化物工程设计，云南

天然气化工厂大化肥，山东齐鲁石油

化工基地，“七五”国家重点工程唐山、

连云港两个年产 60 万吨纯碱厂的设

计。

1984 年以来，获国家优秀工程设

计金奖 9 项，获省、部级各种奖励 80

项，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引进大型合成氨、

尿素装置设计，获国家 1982 年优质工

程设计银质奖。自贡鸿鹤化工厂联碱

工程设计获 1981 年国家 70 年代优秀

设计奖。

建院初期，占地 16．8 亩，建筑面

积 5000 平方米。后经扩建、改造，70

年代以前在城内老区新建设计楼、资

料楼、计算机楼、宿舍 2．54 万平方米。

1980～1985 年在人民南路金牛区桂

溪乡，新征地 45．07 亩，投资 1050 万

元，开辟新区，建设计楼、职工住宅总

面积 2．76 万平方米。建院至 1985 年

历年基地建设累计投资 1600 万元。总

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其中生产设

施 2．65 万 平 方 米，非 生 产 性 建 设

3．16 万平方米。有各类大小型电子计

算机 200 余台，复印、胶印、晒图、缩印

等设备 42 台。1965 年以来有 400 余

人赴美国、日本等 22 个国家学习考察

和合作设计，有 40 余批、150 多次外

国专家来院讲学、洽淡设计业务和开

展合作设计。

1985 年有职工 1362 人，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462 人，经济师、会计师

144 人，助理工程师 194 人，技术员 89

人。拥有氮肥、有机、纯碱、氯碱、化机、

自控、土建、公用工程等 10 个设计室，

46 个专业，2 个设计管理及经营、采

购、建设等部。

化工部炭黑工业研究设计所 1964

年 11 月，从辽宁省抚顺市内迁自贡市



鸿鹤坝。1971 年 12 月 21 日下放四川

省，更名为四川省炭黑研究所。

1972 年完成迁建并投入科研、设

计工作。初期建所投资 333 万元。由

建字 801 部队施工，1967 年完成工程

70 % 撤出，后由该所自营建成。1978

年收回部管，恢复化工部炭黑工业研

究设计所名称，建所至 1985 年累计投

资 3202 万元，固定资产 1143 万元。占

地面积 84 亩，建筑面积 1．39 万平方

米，设备 718 台，其中具有国内先进技

术水平的 8 台。设计部职工 125 人，设

计技术人员即达 112 人。设置工艺、设

备、建筑、电气、仪表、电算、暖通、给排

水、概算等专业，5 个设计室，1 个电算

站，承担全国炭黑工业技术开发及建

厂设计。为青州化工厂设计的年产

2500 吨新工艺炭黑获化工部优秀设

计一等奖，大雷半补强炭黑工程设计

获化工部优秀设计二等奖。

二、省、市设计单位

四川省化工设计院 1964 年为适应

地方化学工业的发展，经省批准成立

四川省化工研究 设计院。1965 年 5

月，设计分出，成立四川省化工设计

院。70 年代初该院共有房产 4100 平

方米。1975 年建设计、资料楼 2650 平

方米。后又在金河街集中建设住宅，形

成生产、生活基地。至 1985 年累计投

资 126 万元，基地总建筑面积 1．45 万

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 5467 平方米，

住宅 9049 平方米。

1985 年全院职工 269 人，其中中

级职称以上各类技术人员 101 人，助

理工程师 35 人，技术员 19 人。设工

艺、设备、建筑结构、总图运输、热工监

测站等室。

设 计 设 备 有：T— T351 A、PC—

1500、8500 电子计算机；X T—116 K、

N P—400 型、SF T 800E 复 印 机，

S H 120— D T 型双面晒图机和运输车

辆等。

该院主要任务服务于化肥、化工

原料装置建设，建院以来，完成设计项

目 417 个。四川芒硝矿年产 1000 吨精

芒硝试验车间和会东铅矿年产 1 万吨

低浓度二氧化硫尾气制硫酸工程设

计，获四川省 70 年代优秀设计二等

奖，国家优秀设计表扬奖。为邛崃磷肥

厂设计的年产 2 万吨液体磷铵，获四

川省 70 年代优秀设计三等奖。雅安氮

肥厂合成氨节能技改设计，获四川省

优秀设计二等奖、国家优秀设计表扬

奖，四川芒硝矿年产 1．5 万吨精芒硝

设计获国家优秀设计银质奖。成都化

纤厂年产 1500 吨二硫化碳设计(以天

然气为原料)获四川省优秀设计一等

奖，邛崃磷肥厂年产 9000 吨粉状磷

铵，获四川省优秀设计三等奖。与成都

科技大学、银山磷肥厂开发料浆法制

磷铵，获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与成都

化肥厂合作开发“小联尿”工艺和装置

设计，为小化肥厂调整产品结构提供



了技术条件。

四川省化工地质队综合勘察队 为适

应化工基本建设对工程地质勘测需

要，1976 年，经四川省化工局批准在

四川省化工地质队分设综合勘察队，

内设工程地质、测量、水文、物探、测试

等专业。1985 年有职工 51 人，其中技

术人员 26 人。先后承担 16 个建设项

目的工程地质工作。

重庆市化工设计研究院 以设计为

主，并从事精细化工应用研究。前身为

重庆市化工局设计室，成立于 1964 年

9 月。占地面积 11 亩，设计科研和综

合办公楼 3470 平方米，职工 123 人，

专业技术人员 95 人，其中工程师 42

人，助理工程师 47 人，技术员 6 人。有

化工工艺、化工机械、总图运输、土建、

电气自控、给排水、采暖通风、热工、概

算、化学分析等 11 个专业，分设 4 个

设计室、一个研究室、一个情报资料

组，先后承担 中小型建设 项目设计

215 个。

建院以来投资 106 万元，固定资

产 92．2 万元，主要机械设备有晒图

机、复印机、气相色谱仪、自动旋光仪

等。

成都市化工研究设计院 1963 年 10

月，组建成都化工研究所，1985 年 3

月改为成都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设

计职工 92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1 人，

工程师 30 人，助理工程师 22 人，技术

员 4 人。承担本院开发项目设计和市

小型化工基建、技改项目设计。

自贡市化工局设计安装处 1978 年

组建，1985 年有职工 16 人，其中工程

师 12 人，技术员 4 人。承担该市化工

小型基建、技改项目设计。

三、企业办勘察设计单位

为增强发展能力，大中型化工企

业，建厂初期就注意了设计技术人员

的培养和设计机构的设置，并随企业

发展增加、完善。1985 年有厂办设计

所、科、室 6 个，职工 324 人，其中各类

专业人员 209 人，内有工程师 81 人，

助理工程师 56 人。

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分别设置规划设计所和科研设计所，

承担本厂的技术改造扩建规划、设计。

自贡鸿鹤化工总厂设计室，设计的联

碱由 年 产 9 万 吨挖潜 改 造到 年 产

13．5 万吨，获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四川省化工系统化工设计队伍概况表

四川省化工设计单位技术装备概况表



第二节 建 筑 安 装

随着四川化学工业的发展，逐步

建立了化工专业施工队伍。1985 年建

筑安装企业 2 家，职工 5508 人，机械

设备 1815 台，机械设备总值 2141，万

元，技术装备率 2226 万元／人，动力装

备率 3．1 千瓦／人。承建了省内外多项

化工建设项目。企业自营施工单位 6

个，职工 2583 人，主要承担本企业技

改、扩建施工任务。

一、化工部第七化工建设公司

1956 年化工部第四机电安装工

程处在重庆长寿设化工安装工程队，

是四川最早的化工专业施工企业。

1958 年 11 月该队下放重庆市工业局

领导，改名为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化工

设备安装队。1960 年，该队收归部管，

迁纳溪县安富镇，参加泸天化厂建设。

1962 年 8 月更名为化工部泸州化工

安装队。1964 年 10 月化工部决定该

队和泸天化厂基建机构合并，组建化

工部西南化工建设公司。1965 年 3 月

5 日更名为化工部第七化工建设公

司。1966 年 8 月 1 日，根据化工部决

定工改兵，调出职工 1600 余名编为解

放军建字 801 部队。改编后有职工



300 多名，是年 8 月 9 日将部属长寿

第六工程处，成都第八工程处并入该

公司。1970 年 1 月 3 日，801 部队在泸

州的基地、固定资产移交七化建。七化

建基地从长寿迁至泸州。

该公司组建以来，先后承建的主

要工程有：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第一期

引进年产 10 万吨合成氨、16 万吨尿

素装置，二期引进年产 30 万吨合成

氨、48 万吨尿素和浓硝酸工程建设；

四川染料厂、四川制药厂、长征制药厂

建设；四川化工厂触煤、老系统合成氨

技改、长寿化工厂历年扩建工程建设

等。1980 年，援建新疆引进年产 30 万

吨合成氨、52 万吨尿素工程和新疆泽

普石化厂年产 6 万吨合成氨、11 万吨

尿素工程。

60 年代，该公司承建泸州天然气

化工厂引进合成氨、尿素装置，针对装

置技术先进，材质复杂，管道焊接高

温、高压，介质腐蚀性强，自动化程度

高等特点，为保证工程质量，举办四长

(党、政、工、团小组长)学习班，安定思

想，稳定队伍。建立培训机构，配备专

职人员，组织管、焊、钳、电、起重等工

种的技术培训，进行技术等级标准考

试，合格者发证书始能上岗。徒工普遍

拜师学艺，以师带徒，提高技术。部门、

班组建立岗位责任制；管理人员实行

三面向(生产、基层、群众)五到现场

(领导、政治、设计、物资供应、生活服

务)。按照工期总体要求和分段建设进

度加强统一调度，领导干部现场指挥，

实行人力、物力、时间“三集中”，计划、

措施、思想、步调“四统一”，严格质量

监督，坚持好中求快、求省。

合成氨、尿素工程分别比合同期

提前 6 个月和 8 个月建成，并一次试

车成功，工程质量优良，受到国外技术

人员称赞：“中国工人了不起!”“这是

个了不起的速度!”

1973 年承担泸天化厂引进大型

化肥装置建设，工期 35 个月零 9 天，

且质量优良。在国外设备开箱检查中，

查出设备质量问题 1234 项，退赔 467

项，外商委托代处理质量问题 11200

个工时。在施工中揭矛盾，查隐患，查

处各种质量问题 748 项。在单机联动

试车前开展查漏项、查未完工程、查质

量隐患，定人员、定时间、定配合条件、

定材料供应，保证了工程质量，一次试

车成功。1982 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

质奖。

该公司在承建新疆引进大型合成

氨、尿素装置建设时，首次运用统筹网

络计划组织施工，提前 46 天竣工，取

得良好的效果。

1985 年，该公司基地面积 256．9

亩、职工 4365 人、分设 3 个工程处、1

个机械化施工处和金属加工厂。各类

专业技术 人员 82 人，占 职工总 数

1．72 % ，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3389 万

元，净值 2637 万元；各类机械设备

1313 台，总功率 16116 千瓦，动力装



备率 3．38 千瓦／人，技术装备率 2371

元／人。

二、四川省化工建设公司

1964 年 2 月 4 日，在成都组建四

川省化工工程安装队，队址成都东郊

麻石桥，后奉命迁广汉县城西顺城路，

占地面积约 60 亩。1980 年改为四川

省化工建设公司。1984 年 9 月下放德

阳市管辖。

1978 年后，随着建筑业改革形势

的发展，逐步由单一安装，转变为建

筑、安装和设备制造综合施工企业。公

司内设建筑、安装两个工程处和设备

制造厂。

该公司自成立至 1985 年累计完

成工业与民用建筑 16 万平方米，建设

年产 3000～5000 吨小型氮肥厂和硫

酸、农药、芒硝、精细化工等工程项目

47 个，制 造一、二类 压力 容器 3000

吨。1985 年施工和设备制造产值 1256

万元，盈利 111 万元。其中建筑产值

717 万元，盈利 48 万元，安装产值 320

万元，盈利31 万元，制造产值 219 万

元，盈利 32 万元。工程质量优良率

88 % ，劳动生产率 8130 元，人均竣工

面 积 18．18 平 方 米。产 值 资 金 率

141．8 % ，资金利润率 9．66 % ，产值利

润率 6．3 % 。

1980～1985 年，在成都承建农林

渔业部沼气研究所实验楼 5355 平方

米，获省化工厅全优工程证书。承建四

川省芒硝矿年产 1．5 万吨精芒硝工程

的 21 个单项工程，有 19 个评为优质

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公司基地建设，自建立以来投资

816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680 万元，企

业自筹资金 136 万元。形成固定资产

797 万元，建筑面积 2．78 万平方米，

有各类机械设备 425 台，锻压成型设

备 12 台，金属切削机床 38 台，起重运

输设备 45 台，焊接切割、热处设备

143 台，检测设备 36 台，其他设备 146

台，职工总数 1910 人。

三、企业自营施工单位

四川化工总厂川化建筑安装公司

1959 年，四川化工厂为适应技改、扩

建需要，设安装工程队，1961 年撤销。

1963 年因填平补齐工程需要，抽调车

间检修人员组建土建、安装工程队，有

职工 172 人。1964 年组建为基建工程

处，下设安装队、金加工队、电仪队、土

建队，有职工 1230 人。1965 年 9 月，

从川化厂划出，成立化工部第八工程

处，1966 年 10 月改为七化建第一工

程处。1977 年 9 月，划归四川化工厂。

1984 年更名为四川化工总厂建筑安

装公司。1985 年有职工 1638 人，其中

管理人员 49 人，工程技术人员 124

人，建筑、安装工人 1270 人。设安装

队、加工队、电仪队、土建队、防护保温

队、机具站、试验站、探伤室。固定资产

1529万 元，年可完成建安工作量2000



万元。

该公司先后承建四川化工厂合成

氨装置改造，年产 11 万吨尿素，引进

三聚氰胺装置等工程建设；尿素装置

安装工程评为部级优质工程，三聚氰

胺工程在厂址变更延期开工的情况

下，仍按合同期建成，受到外商的赞誉

和省市表彰。

其他厂办建安公司(处、队) 除川化

建安公司外，厂属化工建筑安装队伍

规模不大，随厂内技改、基建任务而

定。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化工安装公司，

1985 年有职工 295 人，其中技术人员

33 人(工程师 12 人，技术员 21 人)。

主要机械 设备有自卸式汽车 5 台／

11．5 吨，混凝土机械 6 台 1．6 立 方

米。自贡鸿鹤化工厂基建工程处职工

112 人(固定职工 72 人)，其中技术人

员 7 人，工程师 1 人。1980 年自营联

碱技改安装工程，获省优质工程奖。四

川染料厂建安工程队职工 386 人，其

中技术人员 56 人，高级工程师 3 人，

工程师 11 人。宜宾天原化工厂化建公

司职工 152 人，其中技术人员 15 人，

高级工程师 2 人，工程师 2 人。装载机

(1．5 吨)1 台，汽车起重机 2 台，塔式

起重机 1 台，自卸车 8 台，混凝土机 5

台。火炬化工厂设计施工科，职工 26

人，其中技术人员 14 人，工程师 1 人。



第一节 组织领导与建设程序

新中国建立前，化工建设多由业

主聘请工匠自营施工。抗日战争时期，

沿海工业内迁复建和新建稍具规模的

化工厂，始由厂方委托专业施工单位

承建，按协议组织施工。

新中国建立后，50 年代建设重庆

棓酸塑料厂、重庆农药加工厂、四川化

工厂，国家将投资、设备、“三材”(钢

材、木材、水泥)下达建设单位，通过委

托，或主管部门指定设计、施工单位，

实行甲、乙方制，以乙方为主组织建

设。

1964～1972 年建设金河磷矿，总

体建设采用指挥部组织形式，分项工

程中的矿山建设由矿方自营施工，外

部运输中的铁路专用线由铁路部门专

业施工队伍承建。1964～1966 年建设

泸天化第一期引进装置，为统一协调

各方面力量，也按指挥部的形式组织

建设。1965 年三线建设初期，为探索

更合理的建设组织形式，在四川染料

厂第一期工程、晨光化工研究院和泸

天化 404 分厂(浓硝酸、黑索今)工程

中，化工部决定由七化建、八化建和建

字 801 部队试行由系统内施工单位大

包干建设。工程投资、国控设备、材料

指标统一下到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

按核定的投资数额、建设工期、工程质

量完成建设任务。建设单位主要负责

建设前期准备和职工培训，会同施工

单位负责试车投产。这种形式，建设单

位对工程质量的中间监督检查介入不

够，工程完工后经化工试车问题较多，

未普遍推广。

80 年代，先后试行以设计单位为

主体的工程承包和系统内施工企业试

行按概算承包的试点，取得初步成果，

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化工基本建设程序，按项目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批准立项，勘察设计，



组织建设，试车、考核和竣工验收依次

进行。50 年代已有工程设计汇审、竣

工验收、工程任务任单等规定和工作

要求，形成基建管理和基建程序雏形。

经六七十年代建设实践，总结成功与

失误两方面的经验加以丰富完善，成

为化工基本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

和法规。

多数年份化工基本建设工作，均

能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建设。50 年代

建成的乐山磷肥厂，就是在发现磷矿

后，一方面建小型实验矿，一方面抓紧

进行地质勘探、选矿试验。经过小型试

验，产品试用、地质勘探、选矿试验等

准备工作后，于 1956 年正式立项，开

展基本建设。因受全国农业合作化高

潮的影响，建设中出现急于求成，不按

科学态度办事的“左”的苗头。初建规

模磷矿石采掘和磷矿粉加工能力年产

5 万吨，后改为 10 万吨，再改为 20 万

吨、50 万吨。任意修改设计，造成现场

忙乱。后按已订货的 4 台球磨机(单台

能力 4 万吨)平衡建设规模。建成后部

分工序之间生产能力不平衡。1956 年

建设酉阳桐麻岭磷肥厂，在磷矿资源、

外部协作条件等尚不落实的情况下仓

促建设，年初开工，年末停建，造成工

程报废损失 80 余万元。

1958～1960 年大跃进中，“左”的

错误影响进一步扩展，违反程序，乱上

项目。1959、1960 年施工项目分别达

到 332、278 个。多数项目边设计、边施

工、边生产，造成基本建设战线既长且

乱，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投资效益很

差。

1961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方针，一方面压缩基本建设战

线，另一方面整顿基本建设秩序。对建

设项目进行设计复查，建设程序不完

备的补充完善，经批准后始能继续建

设。60 年代中期，新建项目金河磷矿、

泸天化厂一期引进装置建设、一批中

小型磷肥厂建设和三线建设，多数项

目按基建程序组织建设，进度快，效果

好。但在“文革”中又受到“左”的严重

干扰，基本建设程序再次遭到破坏。很

多工期长，成本高，效益差。宜宾东方

红化工厂聚酯树脂、己二酸工程，自贡

鸿鹤化工总厂一缩二乙二醇、409 车

间白炭黑、正硅酸乙酯、多乙烯多胺，

军区氮肥厂 820 产品，建成后由于产

品不再需要，或原料无保证，或产品工

艺技术落后等原因先后停建，或建成

后转产。一批农药项目，也因可行性研

究不够，仓促上马，以致后来停缓建。

四川天然气化工厂筹建于 1965

年，为三线建设项目。在筹建过程中，

因产品方案多变，建设规模、总图布置

随之改变，遂先建公用设施。一边建

设，一边等待产品项目。建设多年，投

资 8000 余万元，仅搞了供水、供电、生

活设施、场地平整等工程。1979 年停

缓建。为求自立，于1982 年获部、省支

持建设年产 1000 吨有机硅项目，到



1985 年 4 月 17 日动工，1987 年 11 月

才建成投产。

60 年代基本建设贯彻不占用良

田好土，生产就新、生活从简，推行干

打垒低标准建设，造成生活、辅助生产

设施和生产不配套，以后被迫填平补

齐，拖长了投产时间，投资反而增大。

1979 年 6 月贯彻国民经济调整

的方针，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基本建设

战线，同时整顿基本建设程序，贯彻化

工部颁发的《关于做好基本建设前期

工作的通知》、《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编制和审批办法》、《关于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考核投产项

目、补办竣工手续的通知》、《化学工业

基本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暂行办法》等

有关完善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先后

对在建项目进行复查。对保留项目实

行五定(定项目、规模、投资、设备、完

成时间)，落实措施，限期建成，按隶属

关系进行竣工验收，使基本建设走上

正常轨道。

化工专业设计单位，接受主管部

门指令或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参与编写

项目建议书，承担项目可行性研究，并

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开展设计工作。

50 年代大型或技术复杂的工程项目

按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三

段设计。60 年代以后，简化为扩大初

步设计、施工图设计。80 年代均按项

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代设计任

务书)，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批

准开工报告的程序进行。

化工施工单位，在签订承包合同

后，作施工准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工程预算，经审定后组织施工，工程竣

工后编制竣工图，随竣工项目交建设

单位。

化工基本建设，按大、中、小型项

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分类安排实

施，优先保证重点再顾及一般。

第二节 基本建设体制改革

1978 年 12 月后，国民经济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化工基本建设经过全

面调整，在部、省指示下逐步试行体制

改革。

1980 年按化工部安排首次在重

庆川庆化工厂中性染料项目试行由国

家投资改为贷款试点；1981 年由省化

工局基建处牵头，以四川省化工设计

院、四川省化工建设公司为依托，对四

川芒硝矿年产 1．5 万吨精芒硝建设，

实行按概算(800 万元)包干建设。该

工程获 1985 年国家优质工作银质奖。

川天化年产 1000 吨有机硅工程由省

化建公司试行概算包干建设，该工程



建设周期和建设投资除调整差价外基

本得到控制；工程质量除搪瓷釜有局

部焊接烧伤作了补救外，符合验收规

范。通过工程承包提高了队伍素质和

管理水平。

1984 年，化八院试行以设计为主

体的工程总承包，取得初步经验。80

年代末扩展到大型建设项目实行以设

计为主体的工程总承包建设。

80 年代前期，实行投资体制 改

革，由国家拨款改为贷款，企业发展由

外延逐步转向内涵，投入企业的基本

建设投资减少，企业以自筹资金、更新

改造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数额增

多。1981～1985 年基本建设投资合计

39095 万元，国家投资为 10921 万元，

仅为投资总额的 27．9 % 。同期更新改

造资金 63875 万元，为同期基本建设

投资的 1．6 倍。

与此同时，省化工局在基本建设

管理工作上，对化工勘察设计单位、建

筑企业实行改革放权，促进设计、施工

单位自主经营，面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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