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建 国 后 四 川 省 机 械 工 业 厅 (局 ) 历 任 正 副 厅 (局 ) 长 名 单

四川省工业厅(1952．11～1958．5)



续表

四 川 省 重 工 业 厅 (1 9 5 8．5 ～ 1 9 5 8．9 )

四 川 机 械 工 业 厅 (1 9 5 8．9 ～ 1 9 7 0．7 )

四 川 省 农 业 机 械 厅 (1 95 9．1 2 ～ 1 96 3．8 )



四 川 省 机 械 工 业 局 革 命 领 导 小 组 (197 0．8 ～ 19 7 2．12 )

四 川 省 机 械 工 业 局 (1 9 7 3．1 ～ 1 98 2．1 2 )

四 川 省 机 械 工 业 厅 (1 9 8 3．1 ～ 1 9 8 5．1 2 )



续表

三、四川机械系统出席国家级先进生产者

代表会议代表名单

建国后到 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参加国家级召开的全国性先进生产者代表

会议代表名单如下：

(一)、1956 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

袁志先(成都汽车修理厂) 柏凤池(重庆机床厂)

袁兴发(江北机械厂) 卿照禄(宜宾市铁工厂)

王仕福(重庆电机厂) 谭茂德(南充铁工厂)

杨华清(重庆通用机器厂) 孔繁明(重庆柴油机厂)

何亲友(綦江汽车配件厂)

(二)、1959 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

崔庆山(綦江汽车配件厂) 田景琦(成都量具刃具厂)

李超群(成都工程机械厂) 陈绍先(四川专用汽车制造厂)

龙清和(成都工程机械厂) 丁一(东方汽轮机厂)

张维箴(长征机床厂) 杨朝明(重庆天兴机器厂)

常恩山(长征机床厂) 满择运(东风电机厂)

邱建宗(重庆通用机器厂) 杨治忠(重庆水轮机厂)

曹金根(成都拖拉机厂) 邓克明(西原 电机厂)

王绍文(重庆机床厂) 廖宗培(江北机械厂)

牟彪(万县机器厂) 安正荣(四川农机厂)

杨邦容(射洪县农机厂) 熊绍华(雅安农机厂)

田荣武(南充上游机械厂) 马良宽(泸州二机厂)

张兴海(亚西机器厂) 李有余(绵阳新华农机厂)

王天文(都江机械厂) 卿照禄(宜宾市铁工厂)

(三)、1977 年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

李超群



(四)、1979 年全国科学大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

黄潼年(成都工具研究所) 周颖(重庆通用机器厂)

陈正发(重庆自动化研究所) 陈贤芳(海陵一厂)

(五)、1979 年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

黄潼年 李中华(重庆机床厂)

四、四川省机械工业厅直属事业单位表

五、机械工业部在川直属事业单位表



续表

六、四川机械系统 1985 年归口企业表

全民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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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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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其他系统主要企业



《四川省志·机械工业志》编辑办公室工作人员

程木生 童守敏 林敷华(女) 王道元 陈绍伦 尹淑媛(女)

方然(女) 沈竞(女)

参加总纂稿审稿成员：

高怀良 原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厅长

王喜臣 原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寇润圻 原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张世银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沈和勇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张荣跃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

边永兴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顾问

熊 俊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刘孝祚 原四川省机械工业厅总工程师

刘炯黎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总工程师

冯楚樵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企管处处长

张子桢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宣教处处长

杨 武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质检处处长

张百洲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办公室主任

王卫东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规划处处长

岳有仁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计划处处长

蔡凯兴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军工处处长

蒋运烈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科技处副处长

苟 萌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计划处副处长

金敬业 原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院长

周嗣琨 原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王道元 原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技术情报所所长

李天富 原四川省农机总公司经理

代坤楹 原四川省农机总公司总工程师

戚兆庆 四川省长江工程机械公司经理



肖连中 四川省汽车工业公司副经理

王肇梁 四川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

参加初稿编写人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光培 王德章 王文伟 王道元 王世民 戈高谟

田世润 田 耕 方 然 石激波 尹淑媛 邓祖富

毛树辉 付芝兰 叶惠卿 关桂发 任辑熙 刘培根

刘仁忠 刘晓岚 刘化昆 李天富 李昭富 李永德

李正富 李应珍 皮维智 肖朝录 余国森 余海涛

沈文鑫 吴叔康 吴正昌 宋喜臣 金敬业 苏德荣

周光锡 周有余 周正信 周华玉 罗光庭 罗新民

林敷华 欧学恒 段启森 徐孝烈 祝静生 陈本庆

陈晓钟 陈 谦 陈祖仁 陈素琼 陈德苏 陈诗品

陈绍伦 唐树章 张文化 张树德 张寿丰 张九林

张义伦 张世迈 许昌华 梁 艺 梁德成 郭世超

孙文元 马远愚 高泳涛 侯安全 喻品辉 曹刚烈

薜世光 辜永达 蔡力生 蔡凯兴 彭建平 彭高友

汤延源 杨正道 程木生 童守敏 曾用能 温新之

慕福元 谢 懿

八、《四川省志·机械工业志》编纂始末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按照中共四川

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四川省

志》编纂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编

纂机构，落实编纂人员，经费等项措

施。从 1985 年底开始工作，1992 年底

完成了《机械工业志》的编纂任务。

根据现行行业管理范围，《机械工

业志》记述内容包括四川省机械工业

系统所属企业和一机部在川企业所逐

步形成的农业机械、机床工具等 9 大

行业。对四川省整个机械工业只在概

述中简要记述。

《机械工业志》的编纂工作，经历

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在

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党组的重视、领导

下，从 1985 年 11 月 开始，先后成立

《机械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办公



室、编辑室，聘请四川 机械系统有关

新、老领导、专家学者和一批热心修志

事业的离退休老同志担任主要编辑工

作。在建立组织，充实人员的基础上，

学习编写地方志基本理论、有关方针、

政策和编纂体例、方法，力求理论联系

实际，推动编纂工作。

第二阶段：做好资料工作，先后用

3 年时间，组织有关人员到档案馆、图

书馆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广泛查阅、搜

集历史档案资料达 4000 多万字(不含

工厂志文稿)，组织编辑了《机械工业

志》资料长篇 (130 万字)，《四川机械

工业大事记》(40 万字)、《四川机械工

业骨干和重点企业概况》(33 万字)，

这些资料是四川机械工业系统宝贵的

精神财富，不仅为编纂《四川省志·机

械工业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

今后机械工业的生产建设、改革开放、

职工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发挥重要作

用。

第三阶段：编写和总纂，先用 2 年

时间组织试写初稿 60 万字，在此基础

上，又用 1 年多时间改写、编纂送审稿

40 万字，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志稿进

行审查、修改。

为提高《机械工业志》的编写质

量，力争达到“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资料性著述”的要求，经过 6 年多编纂

工作的实践，基本作法和体会是：

一、加强组织领导。四川省机械工

业厅党组自始至终把修志纳入全厅性

工作目标管理之一，并指定一位党组

成员分管此项工作，建立了编辑人员

分工责任制。实践证明，领导重视、机

构健全、人员稳定、并能有效地行使职

权，是确保编纂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

因素。

二、端正修志指导思想。坚持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实

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搜集、整理

资料和编纂志稿的全过程。

三、稳定修志班子，充分发挥熟悉

情况，热心修志事业老同志的积极性。

在开始组建编纂班子时就确定一批刚

离退休的老同志为中坚力量，坚持做

到不中途易人，以保证编纂班子从搜

集、整理资料，编写志稿，到总纂成书

各阶段工作的连续性，善始善终的完

成修志任务。

四、提高编写质量。编写人员主要

是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

和编纂能力。在编写中贯彻“详近略

远，因事系人”的要求，用全面、系统、

翔实的资料，力求充分反映四川机械

工业的特点。着重宏观综合，主要记述

现行分管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及其有特

色的基本建设、教育、科学技术和管理

等内容。同时实行采编结合，按个人所

长，适当分工，严格审查程序，从而保



证志书具有一定的质量。

五、在编纂《四川省志·机械工业

志》中，自始至终得到四川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及其总编室的具体指导和热

情帮助，秦宜雅编审对全部志稿修改、

审定多遍，彭薇荪编辑也作了不少工

作，机械行业众多专家学者和有关企

事业单位积极热情提供资料、参加编

写和评审志稿，还得到四川省档案馆、

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四川省志的《机械工业

志》的编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拓性

的文化建设事业，由于编辑人员边干

边学，摸索前进，必然存在不少缺点和

错误，热忱希望关心本书的专家学者

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199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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