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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银行(50 年代初期银行领导称经理，后改称行长)







(二) 工 商 银 行



(三)农业银行



(四)建设银行



(五)中国银行



(六)交通银行

(七)中国投资银行

(八)保险公司





一、人民银行

一九五六年全国信贷结算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先进集体(3)

江津中心支行 代表：王耐寒

重庆市分行 代表：李开阳

自贡市支行 代表：邱运棋

先进工作者(8)

刘 勇 资阳县支行

裴锡成 自贡市支行

何煊楚 四川省分行

刘宗祥 重庆市分行

宁永刚 犍为县支行

宋洪敬 温江县支行

陈刚灿 南充市支行

刘显良 遂宁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系统被命名为一九八○年全国

金融红旗单位(集体)和红旗手名单

集体(18)

重庆市中区办事处储奇门分理处会计组

沙坪坝区办信贷科

合川县支行计划股

射洪县支行计划信贷股

南部县支行信贷股

三台县支行



简阳县支行信贷股

大竹县支行

广安县支行

重庆市解放碑分理处信贷组

乐山地区干部学校

成都市人民北路第二储蓄所

绵阳市支行储蓄股

重庆市民族路储蓄所

广汉县支行会计股

隆昌县支行出纳股

成都市支行解放北路办事处出纳科

若尔盖县班佑信用社

红旗手(25)

甲 旺 若尔盖红星信用社

胡兴翔 达县市支行

张立诚 绵阳市支行

傅家兴 重庆市分行江北区办事处

曾荣煜 隆昌县支行

王文麟 三台县支行

黄文朴 成都市支行

李 升 安岳县支行

张德林 南江县支行

秦朝祥 丰都县支行

胡先文 南充市支行

贺士镇 四川省分行会计处

曾长英 渡口市支行炳草岗分理处

余 可 重庆市分行海棠溪分理处

邓祥坤 重庆市分行沙坪坝区办事处

雷 玲 重庆市分行沙坪坝区办事处

蒋仕碧 渠县支行

欧静涵 合川县支行

张波珍 洪雅县支行



席 骏 成都市支行储蓄部

姚起盛 成都市支行

谢祥贵 重庆市分行北碚区办事处

谷国兴 重庆市分行九龙坡区办事处

周思铣 重庆市分行市中区办事处

叶学礼 成都市支行胜东办事处

一九八二年全国金融红旗单位(集体)和金融红旗手名单

集体(11)

重庆市分行营业部信贷科

大竹县支行

三台县支行

乐山地区中心支行干部学校

重庆市分行沙坪坝办事处会计科

重庆市分行民族路储蓄所

重庆市分行江北办事处出纳科

广安县支行出纳股

泸州市支行工业信贷股

成都市支行人民北路第二储蓄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充地区中心支公司

红旗手(14)

陈 曦(女) 重庆市分行南岸区办事处信贷科长

叶学礼 成都市支行芷泉街办事处信贷科长

周思铣 重庆市分行市中区办事处计划科长

何碌为 合川县支行计划股长

谢祥贵 重庆市分行北培区办事处炊事员

雷 玲(女) 重庆市分行沙坪坝区办事处会计出纳组长

席 骏(女) 成都市支行人民北路第二储蓄所主任

夏滢珊(女) 重庆市分行南岸区办事处会计员

华钥先 阿坝州银行干校教师

李文轩 乐山地区中心支行文书档案员

谷国兴 重庆市分行杨家坪分理处总务组长

张 英(女) 邻水县支行出纳员



张淑珍(女) 洪雅县支行人秘股长

伍俊芸(女) 内江市支行会计员

一九八四年度全国金融先进单位和金融劳动模范

集体(1)

绵阳地区分行计划业务科

劳动模范(2)

陈志周 内江地区分行调研室主任

任沛珊(女) 成都市分行科员

(二)工商银行

一九八四年全国金融先进单位(集体)和金融劳动模范

集体(5)

成都市人民北路第二储蓄所

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分理处

乐山地区中心支行干部学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办事处

大竹县支行

劳动模范(11)

钟世军 内江市支行计划科副科长

徐 俊(女) 重庆市綦江县支行会计员

易桂英(女) 金堂县支行会计员

廖 诚(女) 岳池县支行储蓄股长

王月华(女) 巴中县支行储蓄事后监督员

吕 健 射洪县支行总务员

金锡射 重庆市九龙坡区办事处计划科长

唐顺之 江津县支行副行级调研员

郑学诗(女) 夹江县支行行长

李克强 成都市分行草市街办事处信贷员

葛本良 成都市分行草市街办事处党总支书记

(三)农业银行

四川省农行系统出席 1956 年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24 人)

重庆市：范忠孝 宜宾专区：候炳康 乐山专区：王淑英 南充专区：何邦元



万县专区：陈德洪 西昌专区：饶子辉 阿坝自治州：李自云 甘孜自治州：张启

贵 泸州专区：李德文 温江专区：李华亭 涪陵专区：张吉书、杜善福 绵阳专

区：袁宗明、张光全 雅安专区：姜全珍、田安全 江津专区：李光烈、彭治勋 遂

宁专区：甘洪玉、张化雄 达县专区：张 雷、吴致全 内江专区：刘银武、唐久荣

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度全国金融红旗单位和红旗手名单

集体(15)

德阳县支行 什邡县支行 巴县支行 达县支行

简阳县支行红塔营业所 叙永县支行水尾营业所 灌县支行石羊营业所

梁平县支行福禄营业所 隆昌县城郊信用社 青神县西龙信用社

梁平县下安峰信用社 宝兴县硗碛信用社 沐川县城郊信用社

平武县黄羊信用社 广安县前锋信用社

红旗手(19)

绵阳地区：赵淑华、汤明德、陈亚林、史录英

重庆市：王明秀

内江地区：李 瑾、付家琼、全先德

成都市：周乐成

万县地区：邹成祚、杜振才

达县地区：刘国辅、龚登贵、何正碧、易礼义

涪陵地区：叶清洪

温江地区：艾应华、高茂如

宜宾地区：彭君相

一九八一、八二年度全国金融红旗单位和红旗手名单

集体(25)

大邑县支行 巴县支行 泸县支行 蓬溪县支行 德阳县支行

梁平县支行福禄营业所 南部县支行王家营业所

仁寿县支行钟祥营业所 开江县支行普安营业所

潼南县支行双江营业所 中江县支行冯店营业所

成都市支行青白江城厢营业所 仪陇县支行会计股

荥经县支行信用合作股 青神县支行信用合作股

遂宁县支行信用合作股 合川县金子信用社 崇庆县城关信用社

洪雅县将军信用社 江北县张关信用社 涪陵县百胜信用社

万县天城信用社 合江县天堂坝信用社 绵竹县拱星信用社



广安县前锋信用社

红旗手(19)

重庆市： 绵阳地区：

易 中、王明秀、张 铭 史录英、陈亚林

成都市： 自贡市：

安茂成、王国友、高茂如 钟明兴

达县地区： 泸州市：

刘国辅、易礼义、黄光清、章清 曾益秀

内江地区： 乐山地区：

黄德伟、付家琼 范云庆

南充地区： 涪陵地区：

黎龙植 叶映斋

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度全国金融先进单位(10)

巴县支行 成都市分行青白江办事处 德阳市分行市中区办事处

梁平县支行福禄营业所 开江县永兴信用社 乐至县三里信用社

合江县天堂坝信用社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桥信用社

成都市天彭镇信用社 江雅县将军信用社

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度全国金融劳动模范(17 名)

成都市： 重庆市：

欧阳勃 张真材

自贡市： 达县地区：

钟明兴 吕思俊、胡茂明

绵阳地区： 宜宾地区：

谢凌云、史灵英 徐元洁

万县地区； 雅安地区：

李德清 李安源

南充地区： 涪陵地区：

李价雄 张杰昌

内江地区： 凉山州：

詹述君 李万红 徐文友

阿坝州：

王 敏 甲 旺



(四)建设银行

一九八四年全国金融先进单位(集体 1 名)

奉节县支行

(五)保险公司

一九八四年全国级劳动模范一名

赵国佐 南充地区中心支公司副经理



三、《四川省志·金融志》主要编辑人员名单

金融志办公室

主 任 刘敬熙

副主任 孔凡胜 李小南 程 铿

主要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世宽 孔凡胜 王永华 王幼清 王茂亭 王静楠 石成女必

刘源清 向 仪 任孔章 许正模 李承隆 张川民 张江澜

张善熙 邵松乔 陈光益 杨 志 吴业基 吴成科 肖同玉

周大富 胥毅夫 徐 永 高明权 高博文 殷勇修 黄汉杨

黄 毅 康定超 符明了 彭为麟 韩德瑞

收集资料长编撰写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在纯 王一海 王 西 王李君 邓开杨 冯小琪 冯代桢

冯其思 刘德明 刘体怀 刘 静 危亚彬 牟长林 邢 炯

李 同 李星亮 杜本善 杨同杰 何美珍 宋梅英 苏家驹

吴伯诚 何 群 陈 默 张元彬 张宝麟 张家媛 张海燕

芶文龙 周 红 周耐寒 林 源 罗蕴琴 赵光天 胡寿年

胡庚鲁 涂文棣 黄 明 黄孔昭 黄泽英 曹 斌 曾 巧

曾绍熙 谢弟辉 蒋蕴范 熊亚彬



编后记

《四川省志·金融志》是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由四川省人民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银行学校共同组织力量编纂的。

早在 60 年代，四川省金融志就进行过收集资料的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

冲击而中断。1985 年，重新组成四川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李昌炘同志任主任，

主持修志工作。编委会下设编辑办公室，先后由刘敬熙、孔凡胜、李小南、程铿任

正、副主任。编委会成立后，积极配备人员，组建编写班子，并对修志人员进行培

训。1986 年初，拟定编写篇目初稿，并开始收集资料。先后派人到雅安、重庆、南

京、万县、成都、康定等地的档案馆和各行、司、校的档案室，省、市、财经大学的图

书馆，收集资料 4000 多万字，连同 60 年代收集的资料，总计达 6000 多万字，为

编写志稿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从 1989 年开始，修志工作由收集资料转向对

资料的筛选、考证、核实、整理、编写长编，并试写初稿。1990 年，对试写稿反复讨

论修改后，总纂成《四川省志·金融志》证求意见稿，全书正文 20 篇，共 60 万字。

1991 年上半年，召开各种座谈会，对志稿进行评议，同时广泛征求金融系统

老领导、老金融工作者和各行、司、校业务处室同志的意见。先后参加座谈会和提

出书面意见的同志有 70 多位。重庆市人民银行专门召开座谈会，协助我们征询

重庆金融界人士对志稿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 30 多人。四川省、重庆市、成都

市和原西康省等地人民银行的老领导，十分关心金融志的编修工作，他们在座谈

会上，积极提供情况，提出意见，何仲明同志还专门写来书面修改意见。1991 年

下半年，李昌忻同志辞去编委会主任职务，修志工作一度受到些影响。1992 年上



半年，改由王茂亭同志担任编委主任。编辑室在王茂亭同志主持下，按照《四川省

志编纂方案》的要求，参考各方面的意见，本着提高志书的整体性、科学性、规范

性原则，重新调整篇目结构，由黄毅 、向仪、张江澜、高明权、孔凡胜 5 同志执笔

对志稿进行修改加工，并由黄毅同志重新总纂全稿，王茂亭同志通审。到 1993 年

3月，完成送审稿的总纂稿和打印任务，共 50多万字。此稿经《四川省志》原主任

总编曹希之、总编室编辑黄友良全面审阅，对篇目结构、文字记述、史料数据等方

面提出许多修改意见，经黄毅、向仪二同志再次修改内容，核实数据，1994 年 5

月完成送审稿。黄友良同志对送审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了一些资料，并改

写了概述。最后经秦宜雅编审审订、修改、定稿。

《四川省志·金融志》编辑室初期由贾杰三同志任主编，后因贾杰三同志离

岗治病，1990 年改由黄毅同志任主编。“五行、一司、两校”直接参加收集资料、撰

写长编和初稿的编辑人员先后有 70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年逾花甲的离退休老同

志。全体编辑人员在《四川省志》总编和省志总编室有关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不为

名，不为利，不畏寒署，不怕清苦，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团结协作，克服困难，艰苦

奋战九个春秋，终于完成了编纂《四川省志·金融志》这一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

这部志书是全省金融系统新老领导和职工群众集体智慧与共同劳动的成果，是

参加编纂工作同志心血的结晶。我们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必将对四川金融事业

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发挥多方面的、长期的积极作用。

在本志出版之际，我们对在编写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

人，特别是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和《重庆金融》编审委员会和编写组、四川省人民

银行金融研究所，表示衷心的咸谢。

由于编纂新一代的金融志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对

书中错误疏漏之处，敬祈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省金融志编委办公室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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