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建材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比例 表

四川省建材及非金属矿主要产品产量表



四川省建材工业独立核算企业产值表



四川省主要建材产品生产能力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及系统内其它工业企业资产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及系统内其它工业企业产值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及系统内其它工业企业职工梅成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及系统内其它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利润表

四川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建材归口企业财务指标一览表



二、名 表

四川省建材工业局(总公司)历任领导一览表



四川省建材行业全国劳动模范一览表



《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编辑室编辑名录

主 任：窦瑞麟

副主任：黄宪章 吴富广

编 辑：夏发恒 吴富广(兼) 汪海璋 劳菊香 陈君礼 贺雪涓 资文

斗(兼) 秦淮昌 张曙光 陆 凌 黄宪章(兼) 谢自聪 窦瑞

麟(兼) 单文普



《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编纂办

公室同仁历经六载，夙夜匪懈，殚精竭

虑，反复披删，总得以纂成送审稿，杀

青付梓，感慨系之。

《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编纂工

作是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四川省

志〉编纂方案》的要求，从 1990 年 3 月

开始的，至今经历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 年 3 月～6 月，为

筹备阶段，包括建立编纂办公室，筹措

经费，培训人员，拟订收集资料篇目，

制订相关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当

年 6 月召开《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

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即转入第

二阶段。

第二阶段，1990 年 6 月～1991 年

12 月，为资料工作阶段。这一期间，一

方面组织发动各市、地、州建材主管部

门、重点建材企事业单位、国家建材局

在川单位广泛开展修志工作和提供资

料工作；另一方面，编纂办公室组织人

员至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建委、省

建筑总公司、省建材局等单位，收集自

清末、民国时期及建国后直至 1990 年

资料，先后参加此项工作者 30 人。至

1990 年末，共收集资料 1460 万字，连

同此后收集的资料，累计达 1900 余万

字。为《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编纂

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第三阶段，从 1992 年～1994 年，

为综合整理资料、编写资料长编阶段。

1992 年初，编纂办公室经 5 次讨论，

制订资料长编提纲，并提出资料长编

《编纂工作注意事项及若干要求》，及

时组织将收集资料装订成 280 册，并

编制索引卡，转录资料。再在此基础上

编纂《资料长编》，计 110 万字。由于人



员变动等因素，管理篇至 1996 年初 完

成。

第 四阶段，从 1994 年～ 1996 年，

为撰写志书初稿及总纂 阶段。 这一阶

段与上一阶段交叉。1994 年首先组织

试写 水泥制 品章，经讨论、修 改后，其

他 篇、章 初 稿 的 撰 写 于 1994 年 下 半

年、1995 年展开，至 1996 年完成。 由

于各种原 因，各篇章编 辑 人员亦 有 所

变动。 各篇章撰稿人分工情况是：

概述，窦瑞麟；

第一篇水泥章，先后有吴富广、张

曙光、劳菊香、张子学、余孝友、谢自聪

收集、整理资料，张子学编纂“大水泥”

部分资料长编，谢自聪在编纂完成“小

水泥”部分资料长编后，旋即执笔撰写

水泥章初稿；

水泥制品章，陆凌编纂该章长编，

陆凌、窦瑞麟撰写初稿；

建筑玻璃章，先后有秦淮昌、陈君

礼收集或整理资料，黄宪章编纂该章

长编及撰写初稿；

建筑卫生陶瓷章，先后有秦淮昌、

陈君礼收集或整理资料，窦瑞麟编纂

该章长编及撰写初稿；

墙体屋面材料章、装饰装修材料

章、防水及保温材料章、灰砂石及轻骨

料章，夏发恒整理资料，编纂资 料长

编，谢自聪执笔撰写初稿；

第二篇计五章，均由黄宪章整理

资料，编纂长编，撰写初稿；

第三篇计三章，秦淮昌、陈君礼收

集或整理资料，窦瑞麟编纂长编，撰写

初稿；

第四篇地质工作及资源章，汪海

璋整理资料，编纂长编，撰写初稿；

科研章、设计章，贺雪涓 整理资

料，编纂长编，贺雪涓、窦瑞麟、黄宪章

完成撰写该两章初稿；

教育章、社团和科技情报章，资文

斗整理资料，编纂长编，撰写初稿；

第五篇计三章，窦瑞麟整理资料，

编纂长编，撰写初稿。另，黄宪章编纂

四川古代建材及非金属矿资料长编。

在编纂办公室人员分工完成各篇

章初稿基础上，组成有夏茂林、窦瑞

麟、黄宪章、张集辉 4 人参加的总纂小

组，逐章审阅初稿，提出修改意见。而

后由窦瑞麟执笔总纂概述、墙体屋面

材料、灰砂石及轻骨料、管理、改革等

篇章，汪海璋执笔总纂地质工作与资

源章，黄 宪章执笔总纂水泥、水泥制

品、建筑玻璃、建筑卫生陶瓷、装饰装

修材料、防水及保温材料、非金属矿及

制品、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科研、设计、

教育、社团及科技情报、管理等篇章。

最后由窦瑞麟作全卷校核，订正讹谬，

删除芜蔓，调整交叉，至完成送审稿。

《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送审

稿)的完成，离不开各级领导、各单位

的支持以及编纂办公室全体人员的共

同努力。具体分析，原因有 4 点：

第一，《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

编委会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编委会主



任、四川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局长雷秀

祥同志亲自主持编委会会议及两次全

省建材工业修志工作会议，作出部署，

提出具体要求。他对编纂办公室人员

组成、经费筹措亲自过问，联系解决。

编委会副主任、主编、原四川省建筑材

料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夏茂林同志具体

分工负责修志工作，对编纂办公室工

作及时指导，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四

川省志·建材工业志》各篇章初稿完

成以后，他亲自审阅修改，提出意见。

编委会副主任、原四川省建筑材料工

业局副局长左德新同志 1991 年在得

悉编纂办公室收集资料人手紧张，他

与夏茂林同志带领编纂办公室同志至

有关单位商借人员。编委会副主任、副

主编、原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代院

长资文斗同志不仅亲自撰写回忆录，

外出收集资料，还担负教育章、社团和

科技情报章资料长编及初稿编纂任

务，与编纂办公室同志共同商量搞好

修志工作。

第二，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的指

导与关怀。1990 年 4 月，省地方志编

委会总编室主任、《四川省志》主编秦

宜雅同志、《四川省志·冶金工业志》

副总编李泽文同志分别向编纂办公室

同志系统讲解编志工作若干理论问

题，介绍 资料收集、整理 工作 要 求。

1990 年 6 月、7 月，1991 年 11 月，在

《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编委会会

议、四川省建材工业修志工作会议期

间，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曹希之、总

编室主任秦宜雅、总编室编辑彭薇荪

等亲临会议指导。1995 年 10 月，省地

方志编委会总编室主任黄友良、责任

总编官振维等又对《四川省志·建材

工业志》篇章结构进行具体指导。日常

工作中，则对编纂办公室经常予以关

心。这为《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送

审稿)的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

第三，全省建材工业各部门、各单

位的支持和帮助。

各市、地、州建材主管部门、重点

建材企事业单位、国家建材局在川单

位积极开展修志工作或及时提供修志

所需各种资料。这些单位有：成都、重

庆、自贡、攀枝花、乐山、绵阳、德阳、内

江、涪陵、宜宾、达县、凉山、阿坝等市、

地、州建材主管部门，重庆、江油、渡

口、渠江、峨眉、乐山嘉华、南充溪口、

资中、宜宾巡场、达县建设、铁道部川

东等水泥厂，四川、内江水泥制品厂，

四川、成都玻璃厂，四川玻纤厂，西南

玻璃厂，自贡、涪陵等建陶厂，重庆第

一建材厂，成都市硅酸盐厂，自贡油毡

厂，四川石棉矿，重庆石棉制品厂，丹

巴云母矿，雅安云母工业公司，叙永瓷

土公司，省建材机械厂，广汉市超硬材

料厂等企业，四川建材工业学院，绵阳

建材工业学校，国家建材局成都建材

设计研究院，中国建材地勘中心四川

总队，四川省建材科研所，四川省建材

设计院等事业单位。重庆、成都、自贡、



乐山等市建材志办公室，重庆、嘉华水

泥厂编志办公室，四川建材工业学院、

绵阳建材工业学校编志办公室等还应

编纂办公室要求，进行了专项调查，或

提供了珍贵的文物资料(复印件)。根

据编纂办公室要求，四川省建材局白

钟岷、王锡恩、张集辉、余孝友、陈明

达、陈长顺同志，重庆市建材局冷定

一、陈琨南同志，成都市建材志办公室

梁民康同志，乐山市冶金建材局陈思

明同志以及原蜀华砖瓦厂厂长杨乾九

先生等均协助提供了资料。

在收集整理资料阶段，中国建材

地质勘查中心四川总队派出彭健全、

罗红、卢丹、钟贵英、刘国英、龚建秋、

李继红、袁文秀、熊臻耀，四川省建材

科研所派出傅国萍、郭惠娟，四川省建

材设计院派出黄宗群同志协助编纂办

公室工作。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沈仲常研究员

为编纂办公室提供考古资料与咨询。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四，《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

编纂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编

纂办公室坚持每月召开例会，学习理

论，交流情况，研究问题，以集思广益。

1992 年 4 月又专门组织进行培训。编

纂办公室先后有 14 人，均能以高度的

责任心对待修志工作，或为收集资料，

多方奔走落实，或为整理资料而废寝

忘食，不少同志体弱多病，仍坚持工

作。编纂办公室主任窦瑞麟身兼多职，

仍挤出大量工作与业余时间从事修志

工作，竭尽心力；编纂办公室副主任黄

宪章，年逾花甲，6 年多来，不计名利，

无私奉献，付出大量心血，为修志工作

做出重要贡献。本书付印后，参与校对

的有窦瑞麟、黄宪章、张集辉、江春林、

贺雪涓 5 人，尤以张集辉出力较多。

1996 年 12 月，夏发恒不幸去世，特此

致哀。

编纂《四川省志·建材工业志》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为反映修志过程，特

记述如上。如本卷能起到“存史、资治、

俾风教”之作用，将不胜荣幸之至。本

卷中失当之处，亦尚望识者不吝指教，

以期修改后更臻完善。

编 者

1996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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