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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进入綦江县城的解放军高级将

领：1949年11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野战军第3兵团12军35师师长李德生率

部从南门进入綦江县城，綦江宣告解放。李

德生师长当晚住县城北街洁庐，这是第一个

进入綦江县城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2、第一届县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2月

20日，綦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刘乃哲，

副县长柳西明（李玺堂）。县政府设秘书科、

民政科、材粮科、文教科。

3、中共第一届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

28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国共产党

綦江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向天培，副书

记刘乃哲、柳西明、李洪，候补委员刘子洪。

县以下按行政区划设立区委。

4、解放以后第一个大型建设项目：1950

年3月，解放以后第一个大型建设项目，綦江

至三江段铁路开工建设，同年10月16日建成

通车，全长 18 公里，投资人民币 141.55 万

元。西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万里来綦主持通

车典礼。

5、綦江县首届各代会召开：1950年4月

5日至9日，綦江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

商委员会在綦城召开。向天培为主席，刘乃

哲、陈翰屏、祁堃、张汉周为副主席。代表

311人，常委24人。与会者听取和讨论了政

府的工作报告。

6、解放后第一次区划调整：1952 年冬，

将原来的全县6区42个乡调整为10个农村

区、2个城关区、61个乡、534个村、29个居民

段。

7、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1952年11月8

日，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东溪农具

生产合作社，在县联社筹委会帮助下成立。

8、第一个区级供销社成立：1953年3月

18日，在四区（石角区）召开全区社员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了我县第一个区级供销社。

1954年上半年止全县各区供销社全部成立。

9、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 年7月——次

年春，全县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全

县共有110514户，536776人。

10、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

年1月20日，綦江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通惠乡新兴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11、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1月20

日，綦江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綦城召开。

12、第一次试种双季稻成功：1954 年永

新区升平乡火花农业社试种双季稻成功。到

1975年全县双季稻种植面积过11.9万亩。

13、中国共产党綦江县第一届代表大会：

1956年5月23日——26日，中共綦江县第一

届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应到代表400

名，实到395名，列席39名，共计到会434名，

代表全县4737名党员。

14、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1956

年 12 月 22 日——24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綦江县第一届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政

协綦江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15、第一个农村小水电：1958 年 6 月 1

日，綦江县第一个农村小水电永新六一发电

厂建成投产。即今永新洞子塘处。

16、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1958年6月28

日，綦江境内第一辆载重汽车——“猛进”牌

cj-10 型 5T 载重汽车在綦江齿轮厂试制成

功。这也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

车。

17、綦江第一条山区公路：1958年7月1

日，綦江县第一条山区公路——赶水--石壕

公路建成，举行通车仪式。该路全长18.6公

里，投资人民币41.5万元。

18、第一个无烟煤煤矿：1958 年 8 月上

旬，重庆市第一个无烟煤煤矿——松藻煤矿

建成投产。年设计能力103万吨。

19、第一次获国家级奖励：1958年12月，

綦江县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

表会，因发展耕牛成绩显著，綦江县被评为重

庆市发展耕牛先进县，荣获国务院“农业社会

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

20、第一个卫生管理所：1959年4月，经

县府同意成立了我县第一个环卫机构——

“城关镇清洁卫生管理所”，定员6人。

21、第一个小（一）型水库：1959年10月，

全县第一个小（一）型水库——丁山水库动工

修建，1962年3月竣工，次年蓄水。该水库集

雨面积26.3平方公里，总投资27.8万元，总库

容352万立方米。1992年更名为丁山湖。

22、第一个公社农机站：1961年3月，綦

江第一个公社农机站——篆塘公社农机站建

立。

23、第一个电影放映院：1961年7月，全

县第一个电影放映院——綦江影剧院落成。

24、我国最早的输气管道：据《重庆之最》

介绍，綦江至重庆主城的巴渝输气管道，是我

国最早建成的输气管道。该输气管道于

1961 年底建成，全长 54.7 公里，管径 426 毫

米。

25、县城第一次使用自来水：1963年7月

1日，后山坡自来水工程于5月竣工，正式投

入使用。1960 年始建的南门——后山坡提

水工程系綦城最早的自来水供应。水费单位

每人0.20元/月，居民0.02元/挑。

26、全国第一次农民集邮展：1963年8月

15日，赶水公社集邮小组举办邮票展览。次

月《集邮》杂志予以报道。据《新中国集邮大

事记》，此为新中国首次举办的农民集邮展

览。

27、全省第一家电解钴企业：1963 年 12

月，重庆冶炼厂试制电解钴获得成功，并生产

电解钴400公斤，是为全四川省首家该类企

业。

28、第一个新式茶园：1963年冬，三角区

组织3000余人，将十里横山开辟成全县第一

个新式茶园。

29、綦河城区段第一座公路大桥：1971

年8月，綦河城区段第一座公路大桥——綦

江大桥动工兴建，于1972年8月1日建成通

车。该工程总投资 126 万元，开挖土石方

16861 立方米，为空腹式悬链线等截面石拱

桥。桥长181米，高19.84米，桥面宽11米。

30、全国第一家生产粉末冶金过滤材料

的企业：1975年7月1日，重庆粉末冶金过滤

材料正式投产，这是全国第一家粉末冶金过

滤材料的企业。

31、第一个电视转播台：1977年6月，开

始在城关镇观音岩设置全县第一个电视转播

台，并于1978年7月正式节目转播。

32、全市第一个年产 90 万吨原煤的矿

井：1982年12月28日，全市第一个年产90万

吨原煤的矿井——始建于 1966 年的綦江石

壕煤矿竣工投产。

33、綦江农民版画第一次走出国门：1986

年5月25日至31日，綦江县52幅农民版画，

首次走出国门，在日本东京展出，大受欢迎。

34、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6

月3日，县政府首次公布綦江县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17处：綦江烈士陵园、石壕红军墓、赶

水“宋孟醇父放生台”、“南宋李绍隆题词”、盖

石“黄维扬洪水题记”、土台“僰人悬棺”、僰人

汉墓、永城“僰人汉墓”、“綦风士气石刻”、“凤

冠石石刻”、白云观“石达开石刻”、古剑“罗氏

节孝牌坊”、分水“朱氏节孝牌坊”、永乐“旌表

节孝牌坊”、蒲河“花门石刻”、古南东门口“宾

辉门”、“金墉堤记”。

35、第一座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1986

年9月28日，县广播局在古南镇兴建綦江第

一座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可直接接收中央

电视台节目。

36、第一次人才普查：1986 年 6 月 17 日

——7月25日，全县开展首次人才普查，在现

有28651名国家职工中，有专门人才4950人，

占17.28%。

37、綦江县境内第一支股票：1987年3月

20日，重庆东源钢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东源

股份”正式上市发行，是为綦江境内国营企业

上市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38、第一次国营企业退休基金统筹：1987

年 4 月 1 日，首次实行国营企业退休基金统

筹。72 家国营企业（包括在綦、省、市属厂

矿）的59882名在职和离退休职工纳入统筹。

39、“第一个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1987

年5月14日，首次实行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

制度，县委书记李科当日参加接访。是为“第

一个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

40、第一次将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

1987 年 7 月 3 日，篆塘乡政府将亏损停产的

乡办星光建材厂租赁给市硅酸盐研究所工程

师陈顺祥经营。这在綦江县尚属首创。

41、第一批高教自考生毕业：1987 年 10

月24日，县内自1984年以来参加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的人员中，有 21 人首批获准大专毕

业。

42、第一张县委机关报：1987年12月28

日，县委机关首张报刊——《綦江报》（试刊）

问世，后于次年2月18日正式创刊。

43、第一批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学员

毕业：1988年4月4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綦江分校首届毕业典礼，135 名学员获中

专毕业证书。

44、“金角牌牛肉干”获第一届中国食品

博览会银奖：1988年11月綦江“金角牌牛肉

干”继上半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之后，又获第

一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

45、第一次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1989年10月31日，县政府召开“首批颁发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大会，县长叶庆琅、县人

大副主任李自深、市国土局长高群参加颁证

活动。

46、银行首破储蓄存款亿元关：1990年4

月30日，县工商银行储蓄存款首次突破亿元

大关，是为县内银行首家。

47、第一个“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

1990年9月19日，綦江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授予张吉珍“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荣誉称号。这是全县第一个这样的荣誉称

号。

48、第一台县产柴油机：1990 年 5 月 15

日，綦江机械厂生产的 R170 型柴油机通过

市级鉴定，可以批量生产。

49、第一批老年大学学员：1990 年 12 月

22日，綦江县老年人大学在綦总工会成立，

55名离退休干部成为第一届学员。

50、县财政收入第一次过亿元：1990 年

全县实现财政收入10275.5万元，第一次破亿

元关。

51、首次评定“科技拔尖”人才和农村科

技致富能手：1991 年 12 月 9 日，县委县府联

合授予：杜金虎、胡集中、邹宗智、郑泽环、杨

宗亮、张茂华、杨志等7位同志“綦江县科技

拔尖人才”称号。刘兆伦等24人被评为农村

科技致富能手。这是綦江第一次评定授予这

样的荣誉称号。

52、首次厂地经济大协作：1991 年 12 月

21日，綦江县齿轮集团公司成立，它以綦江

齿轮厂为龙头，联合县地方厂家所组成，这是

綦江首次厂地经济大协作。

53、第一个实行“关停”的国有企业：1992

年 5 月 15 日，县政府对亏损 279 万元，欠债

300 万元的国营綦江炼铁厂实行“关停”措

施，是为全县首家。

54、第一部綦江地方志出版发行：1992

年6月，历时十年编纂的解放后第一部《綦江

县志》出版发行。该志90多万字及图、表重

点记述了綦江县辛亥革命至1985 年的历史

发展，以及綦江自然地理、经济社会、风土文

化情况。距清道光 5 年《綦江县志》已经有

167年。数量仅2500册。

55、河东开发小区土地第一次拍卖：1993

年1月16日，綦江县首次拍卖河东开发小区

国有土地使用权给桥建房地产开发公司，面

积为13380平方米，总价金170.6万元。

56、第一家全民企业有偿转让：1993年7

月 1 日，县产业总公司将县石油公司计价

282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重庆恒盛公司。这

是綦江县首例全民企业的有偿转让。

57、綦江第一部电视剧：1993年10月，綦

江县委、县府和重庆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电视

剧《无言的山脉》（上、下集）录制完成，开始在

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同时播放。这是綦

江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主要反映中央

红军过石壕的历史事实。

58、首次发现二号病（霍乱）：1995 年 10

月11日，綦江永新建胜村发现传入性二号病

（霍乱），经市县两级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无一

例死亡和二代病人发生。

59、重庆市第一个“初保”达标乡：1996

年 7 月 22 日——24 日，经严格评审，綦江县

打通镇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达国标，成为重庆

市第一个“初保”达标乡镇。

60、綦江县首届“十大杰出青年”：1999

年5月4日，肖庆容等10名青年被县委、县府

授予綦江县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称号。（陈治

星、邵正强、危小林、刘益文、姜雪松、王文东、

刘汉强、王芳（赶水卫生院）、王芳（古剑计生

专干）。

61、綦江首家大型超市开业：1999 年 5

月，全县第一家大型产业超市——“虹桥超

市”在县城南门开业。超市由綦江县兴业商

贸公司开办，营业面积3700多平方米。

62、第一个互联网上的綦江官网：1999

年10月12日，由县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重

庆分社共同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綦江网

址、网页。内容包括綦江县情、招商指南、旅

游资源、风土人情等。

63、綦江区首届“巾帼十佳”：2000年3月

8日，肖庆容等被县委、县府授予綦江县首届

“巾帼十佳”。

64、首次法官证书颁发：2000 年 6 月 30

日，县法院举行首次法官证书颁发仪式，县四

大家领导参会并讲话，77名法官获法官等级

证书。

65、綦江境内第一所大学：2000 年 12 月

18日，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綦江

校区开工建设。校区位于文龙街道董家岩，

预计投入资金 16 亿元，5 年建成，总规模 30

万平方米，在校学生1万，建成后，綦江将结

束没有高校的历史。

66、第一届永新梨花节开幕：2001年3月

17 日，綦江县第一届永新凤凰山梨花节开

幕，县四大家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及邻近区县

游客5000 多人参加。开启了綦江农业观光

节气之先。

67、第一家按国际三星级标准修建的酒

店：2001 年 9 月 16 日，百利威大酒店在綦城

开业。这是綦江第一家按国际三星级标准修

建的酒店。

68、确定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2002 年

10月10日，綦江县政府首次确定张绍军、刘

开福、王壮、陈显东、王家岸、张祥善、熊中燕、

杨慧、郑兴华、梅加林等十人为綦江县首批学

术带头人。

69、全市第一座瓦斯发电站：2003年7月

16日，松藻煤电有限公司投资250万元建设

的重庆市首座瓦斯发电站竣工发电。该电站

每年可发电600万千瓦小时。

70、全市首座抽水蓄能电站：2003年9月

9日，市政府决定重庆市首座抽水蓄能电站

定点在綦江县中峰镇，名为蟠龙抽水蓄能电

站。电站规划装机120万千瓦。一期工程总

投资38亿元。

71、第一座中型水库：2003 年 12 月 29

日，总投资2.12亿元的綦江第一座中型水库

——鱼栏咀水利工程开工。该水库集雨面积

74平方公里，正常库容2387万立方米，总投

资21228.43万元。2009年5月开始向綦江县

城供水。

72、綦江县第一次开通城市公交：2004

年5月1日，綦江县城开通城市公交车。冠忠

公司22辆巴士在县城分线运行，全程票价1

元。

73、第一家民营企业党委：2005年8月3

日，重庆广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召开党员大

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一届党委和纪委。这是

綦江县境内第一家民营企业成立的党委。

74、我县第一次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

部队输送新兵：2005年12月14日，綦江县应

征入伍的新兵中有20名将在深圳进行一个

月集训后赴香港担任保卫任务。这是我县第

一次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输送新兵。

75、第一届房地产交易会：2006 年 5 月

25—30 日，以“靓丽綦江，和谐人居”为主题

的綦江县第一届房地产交易会举行。交易会

共成交房屋7212件，金额8616万元。

76、第一次举办全国体育赛事：2006年5

月26—30日，2006年全国女篮乙级联赛在綦

江体育馆举行，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河北、

黑龙江6支球队参赛。这是綦江首次举办全

国性体育赛事。

77、西南地区第一次在白垩纪地层中发

现恐龙和足印化石：2006年10月17日，国际

国内专家在綦江三角镇老瀛山地区发现的恐

龙足印化石，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次“在白垩

纪地层中发现恐龙、足印化石”，距今已有一

亿年左右时间。

78.綦江第一家私立医疗机构：2007年6

月28日,綦江第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李祖贵出

资兴办的“綦江县老年康复医院”成立。2008

年3月11日，经卫生局批准更名为“綦江县五

福康复医院”。

79、綦江第一个异地商会：2008年7月5

日綦江“四川綦江商会”在成都市金河宾馆举

行成立大会。时有会员61名，选举会长刘德

贵，秘书长江礼云。

80、第一家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

入股的企业：2007年12月10日，綦江第一家

“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的企

业”——重庆恒众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

綦江工商局登记注册。

81、第一批县级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

2008年11月6日，县人民政府决定，将邓小

伙系列传说、綦江民间歌谣、綦江农民版画等

15 项民族民间艺术项目列入綦江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82、全国第一条西电东输特高压线路：

2008 年 12 月 28 日，全国第一条西电东送特

高压直流线路——±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綦江县境内工程段开工。涉及我县境

内永新、文龙等7个镇乡，共94个基座。

83、全国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2009

年5月9日，《綦江报》报道：经国土资源部专

家组评审，綦江木化石——恐龙足迹地质公

园被列入国家首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

84、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关工委”：2009

年7月25日，綦江县首个非公有制企业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重庆瑞礼实业集团公司

挂牌成立。

85、重庆首家民生村镇银行：2010年4月

26日，重庆地区首家民生村镇银行——綦江

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86、第一次外军代表团来綦参观：2011

年5月14日，秘鲁海军代表团到綦江齿轮传

动有限公司参观考察。是为外军来我县参观

之第一次。

87、全国第一次发现甲龙类恐龙足迹化

石：2011 年 6 月 5 日，加拿大、中国有关专家

在綦江三角镇莲花保寨进行考察，确认其恐

龙足迹化石为甲龙类、鸟类和兽足类，其中甲

龙类足迹化石为全国首次发现。

88、县城第一个地下人行通道：2011 年

12月16日，綦江县城首个地下人行通道——

电力街—九龙大道与长生路——立交桥十字

路口地下人行通道竣工开通。

89、重庆地区首批出现的会馆建筑：2012

年6月14日，据重庆日报报道，綦江东溪古镇

的万天宫和南华宫，系我市首批出现的会馆

建筑之一。

90、綦江区首位国际级门球裁判员：2012

年8月28日，綦江区体育中心主任熊长水，被

世界门球联盟授予国际门球裁判员称号。这

是綦江第一位国际门球裁判员。

91、綦江首家民办社工机构：2015年8月

11日，綦江首家民办社工机构——綦江区瀛

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登记成立。

92、首届南平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

年11月21日，第一届“南平僚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綦江召开。90多名中外专家参会。

93、重庆与新加坡第一个电源项目：2016

年1月26日，重庆与新加坡第一个电源项目

——重庆市能源集团松藻电力有限公司安稳

电厂2x660X瓦坑口煤电扩建项目基本完成，

总投资46.7亿元人民币。

94、綦江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2016

年4月16日，重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正

式挂牌上海股权交易中心股份转让系统，成

为全区首家民营上市企业。

95、渝黔铁路新线首座长隧道开通：2016

年4月26日，渝黔铁路新线首座长隧道开通，

全长6396米的太公山隧道，是该新线的控制

性工程之一。

96、西南地区第一个装配式建筑的农民

新村：2016 年 7 月 18 日，西南地区第一个装

配式建筑的农民新村——綦江区篆塘镇文胜

村的文盛场农民新村，通过竣工预验收，该农

民新村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

97、重庆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2016 年 11 月 24 日，綦江区东溪镇永乐村陈

氏民居、永城镇芙蓉书院、东溪麻乡约民信

局、万兴大佛寺、石壕红军桥、上榜重庆市第

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

98、重庆市首家区县级融媒体中心：2018

年9月5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綦江区合力

打造的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在綦江建成并投入

试运行。 是为全市区县第一家。

99、綦江区第一届运动会：2018 年 10 月

11 日，由綦江区人民政府主办，以“运动南

州·健康綦江”为主题的綦江区第一届运动会

在綦江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

100、国内第一口超深高产页岩气井：

2019 年 3 月 25 日，“人民网”报道，中国石化

深层页岩气攻关试验井——丁山东页深 1

井，在埋深4270米的优质页岩气层获日产31

万立方米高产气流，是为我国第一口超深高

产页岩气井。

参考资料：《綦江县志》《綦江政协文史资

料》《綦江邮政志》《綦江交通志》《綦江乡镇历

史丛书》《綦江 70 年》《綦江报》《重庆之

最》。

綦江解放70年走过的100个“第一”
张健 收集整理

1949年11月27日綦江解放，在綦
江解放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
笔者整理了綦江解放 70 年来走过的
100个“第一”，现与大家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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