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3 四川省 1985 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化工企业概况一览表





















附表 4 四川省化学工业厅(局)历任领导人员名单





附表 5 中共四川省化学工业厅(局)历任党组、党委正副书记名单

附表 6 四川省化学工业职工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人员名单





《化学工业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德修 王双山 刘资甫 刘寇深 刘仁康 冉文静 邓仲旭

邓式邦 任世苏 冷观樵 李培光 李德洪 何文学 何志仁

陈忠革 陈玉娥 肖芳权 肖应明 严于光 杨宗祥 杨盛林

范继炎 范德南 张泽民 张仲林 张立基 罗教祥 苟登嵩

周九如 饶 英 曾祥春 虞崇荣 熊永镜 潘文魁 魏亚夫

顾 问：黄 刚 刘征鸿 尹学进 李滋润(特邀)

《化学工业志》编辑室工作人员

(1986～1990 年)

邓式邦 魏亚夫 苟登嵩 冷观樵 范继炎 罗教祥 何志仁

黄朝君 尹小芝 罗成文 解春景 吴 敏 伍四维

(1991～1995 年)

周九如 冷观樵 魏亚夫 张国权 郝述康 潘文魁

《化学工业志》行业稿(代长编)主笔人

(以篇目为序，一人写两篇以上者不重复录名)

冷观樵 潘文魁 王德修 罗教祥 谭发信

陈达康 张荫生 石世玉 范德南 张吉林

叶智奎 黄顺清 滕荣仕 朱秀荪 黄国儒

胡东羽 张瑞生 吴永昌 兰孝德 恒存阳

郝述康 姚吉云 陈锦武 闰建军 黄振祥

许仲钧 魏亚夫 杨 会 尹小芝 许 井

董文伟 冯 俊 银乐光 范继炎(化工大事记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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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志》初稿编辑

冷观樵 郝述康 魏亚夫 郑国汉 范继炎 张义庠 陈忠革

肖芳权 曾祥春 张国权(图片编辑) 刘 曙(数据编辑)

参加搜集资料人员

冷观樵 邓式邦 苟登嵩 罗成文 尹小芝 黄朝君 魏亚夫

丁少堂 徐克敌 伍四维 吴 敏 王长洪 樊庆章 冉小波

侯荣强 范继炎 罗教祥 杨 会 洪晓阳 刘继尧 雷 丹

黄忠炎 李维平 解春景 陈初尧 韩昌林 颜学勤 高文肃



遵照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

政府批准《〈四川省志〉编纂方案》，四

川省化学工业厅于 1986 年 2 月组建

机构，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措施，

到 1994 年底完成了《四川省志·化学

工业志》送审稿，费时近 9 年，整个编

纂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86 年 2 月至 1988 年 7 月，

以搜集资料为主的阶段。建立了编委

会，邀请化工系统新老领导和专家参

加，指导编纂工作；建立编辑室，具体

负责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广泛动员，

举办培训班，学习编修新方志的指导

思想、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体例方

法，制订编纂方案。按现行化工行业管

理的内容和本书下限断至 1985 年的

要求，广泛搜集资料。先后搜集资料

3000 多万字，其中厅内搜集 600 多万

字；市、地、州化工局和企事业等 94 个

单位提供 600 多万字；省、市档案馆、

图书馆 查阅复制 资料 1000 多万字；

1988 年 8 月 以后 的几年又搜集 800

多万字。整理资料，试写农药、教育资

料长编。

二、1988 年 8 月 至 1992 年 11

月，进入编写行业资料长编稿阶段。编

辑《四川省化学工业企业概况》、《四川

省化学工业大事记》，完成并经评审的

行业资料长编稿 12 篇，近 100 万字。

这些资料是全省化工系统宝贵的精神

财富，并为编纂《化学工业志》打下了

基础。由于种种原因，过程曲折，难度

很大，进度参差不齐，费时最长。1992

年，按成书要求，重新设计全书的篇章

节纲目，制定总纂方案，同年 10 月经

编委会和四川省志编委审查同意；11

月 落实了总纂初稿撰写人，开始进入

第三阶段工作。

三、1992 年 12 月 至 1994 年 12

月，转入总纂阶段。组织 10 位编辑(其

中专职 4 名)对行业资料长编稿和搜

集的众多资料，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和四川省志编委确定的修志指导

思想、原则和方法，并按成书 5 条质量



标准的要求，进行系统、全面、客观地

分析研究，消化资料，科学排比，考辨、

熔铸、加工、浓缩而成各篇总纂初稿。

经专家和历史知情人评审后再加工熔

铸成为总纂修改稿，然后编辑室和常

务副主编通纂审改各篇，完成送审稿，

先后 4 次修改，从行业资料长编稿(初

稿)近 120 万字到改写稿(总纂初稿)

70 万字，然后到总纂送审稿 55 万字，

历时两年又一月。这是集数十位修志

工作者的心血，最终编成的系列史料

和志稿。

在社会主义时代第一部《四川省

志·化学工业志》编写过程中，四川

省化学工业厅近几届领导自始至终关

心重视，加强领导，稳定修志班子，及

时督促指导，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在

人财物上都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保证

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编纂过程

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实事求是上下功夫，以此统帅修志

工作。

《四川省志·化学工业志》能够成

书，得力于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及其总编室的指导，秦宜雅总编在编

纂的全过程中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

导，分批审阅总纂初稿，提出宝贵意

见；并对送审稿全稿进行审订修改，彭

薇荪编辑也及时具体指导，得力于重

庆等各市、地、州化工(轻化工)局，全

省化工企事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

专业干部提供资料，参加编写，评审志

稿；还得力于全省有关档案、图书等部

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

感谢。

编纂社会主义时代四川省第一部

《化学工业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基

础性文化建设工程。编辑人员边学边

干，缺乏借鉴，在探索中开拓前进，必

然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关心本

书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1994 年 12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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