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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 我国现行化学纤维织品同棉纺织品的比价不合理

。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偏高，同群众的购买力水平很不适应。

这个问题，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已经到了非解

决不可的时候。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持续发

展，市场供应明显好转，物价基本稳定，为有计划地调整不

合理的商品价格， 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

复考虑，决定批准国家物价局《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

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共中央宣

传部、国家物价局《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

价格宣传提纲》一并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执行。全面调整

纺织品价格，是关系到亿万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 必须

动员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国家职工，切实把这件事情

办好。（一）坚决制止乱涨价，确保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这次化纤织品的降价金额与棉纺织品的提价金额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还决定降低手表、闹钟、布胶鞋、彩色电视机、

照相胶卷、电风扇等的价格。地方管理的工业品，有条件降

价的品种，也要适当降价。这样调整以后，从全国来说，工

业消费品的降价总额大于提价总额，以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

的基本稳定。 为了做好纺织品价格的调整工作， 在一九八三

年上半年内， 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品，在全国各地的零售

价格，一律不得提高。要坚决制止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乱

涨价和变相涨价。对违反物价纪律的行为，要追究有关领导



的责任，按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执

行《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继续加强对物价的检查和监督，

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特别要注意在春节期间， 保持蔬

菜、 肉食等副食品价格的稳定。各地在贯彻落实一九八二年

十一月农业书记会议和商业工作会议精神时，对于二类农产

品下放为三类和扩大议价等问题，应在不影响市场物价基本

稳定，不妨碍纺织品调价的前提下，酌情办理。要提高警惕

，防止坏人造谣破坏。（二）认真安排好市场供应。商业部

门要立即着手做好物资调度，保证春节期间零售商店有充足

的货源，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更加丰富多彩，避免调

价期间出现重要商品断档脱销，加剧群众的紧张心理。对于

粮食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必须保证正常供应。对于可能出现

的抢购商品风波，事先要准备好应急措施。某些地方一旦出

现市场波动，当地党委和政府要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

好思想政治工作，并组织商业、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公安

等部门配合一致地采取行动，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三）

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把纺织品调价工作做好。 这次化纤织品

降价和棉纺织品提价， 涉及到占消费品总额近四分之一的商

品价格变动， 是关系到十亿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政策性强

，工作量大。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

有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

各级党团组织的战斗保垒作用和广大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团结

带动广大群众，自觉地执行物价政策，遵守纪律，维护秩序

，保证调价工作的顺利进行。调价前要采取适当方式，邀请

部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搞好这项工作的



意见。当前和今后物价部门的任务都很重，根据中央关于在

机构改革中对经济综合、协调、监督部门要加强的精神，现

有的物价机构要稳定下来， 并应根据工作需要， 建立和加强

市、县一级机构，充实人员。（四）调价的执行时间，安排

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份，具体日期由国家物价局另行通知。这

次调价，要充分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要在调价前几天即

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通过报纸、广播向群众公布这次

调价的品种、幅度，将政策交给群众。同时，商店停售调价

商品，盘点改价，自调价之日起恢复营业，执行新价。各机

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学校、公社、 街道， 由各单位领

导同志根据本通知附发的宣传提纲向全体干部、群众宣讲。

要使广大群众了解，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是党和政府

一贯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稳定物价不

是冻结物价，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随着商品成本

和供求情况的变化，有计划地有升有降地调整某些不合理的

价格，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正常措施，对生产、流通、消

费，对国家、企业、个人都有利。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

门要组织报社、广播、电视等各方面的力量，做好物价政策

的宣传工作。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由总政治部统一部署。 

本通知现在只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有关部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省、市、自治区于一九八三

年一月十五日转发到市、县和县、团级以上各单位，并注意

做好保密工作。调价前泄密，或利用职权抢购商品的，要按

照党纪国法从严论处。要提高警惕，防止造谣破坏。调价中

出现的问题，当地政府要及时处理。调整价格的具体方案及

一些政策原则，由国家物价局另行通知。附： 国家物价局关



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 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报告（摘要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近年来，国内市场供应状

况有了显著改善，物价基本稳定，部分轻纺工业品出现供过

于求、价格下降的情况。这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没有过的大

好形势，为我们提供了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有计划地调整重

要商品价格，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的好时机。我国化学纤维

织品（包括涤纶、锦纶、腈纶等织品，下面以涤棉布为代表

来说明问题）价格偏高、棉纺织品价格偏低的问题，已经存

在多年。我们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市、自治区的同志

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应当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较大幅度

地降低化学纤维织品的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

格。这既是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符合逐步扩大

化纤织品在纺织品中的比重，改善人民衣着用料结构的发展

方向。 一、 棉布同涤棉布的不合理比价亟需调整 我国现行的

涤棉布价格，是在十几年以前化纤工业初创时期确定的。当

时产量很少，成本很高，定价也较高。近十年来，化纤生产

发展很快，一九八一年生产涤纶混纺布三十五亿米，比一九

七三年的三亿五千万米增加九倍，生产成本也逐步下降。但

是涤棉布的零售价格，只在去年降低百分之十三，仍然维持

着较高的水平。目前棉布同涤棉布的比价，按相同的规格产

品比较，大约是一比二点四，即一米涤棉布的价格，相当于

二点四米棉布的价格。按群众日常大量购买的规格相近的品

种比较，比价还要大一些，如一米涤棉细布的零售牌价约三

元七、八角，而相同类型的棉布，如府绸等，每米只有一元

二、三角，比价为一比二点九左右；一米涤棉卡其的价格为

六元左右，每一米纯棉卡其的价格只有二元五角上下，比价



为一比二点六左右。从中等成本水平的企业看，生产一百米

涤棉布的工业利润约有八十多元，而生产一百米纯棉布的工

业利润不足二十元，涤棉布的利润比棉布高三倍以上。由于

涤棉布价格高，利润大，一方面刺激工厂超计划生产涤棉布

，使财政虚增了税利收入；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群众消费，造

成积压。这种情况，对生产和消费都十分不利。 我国棉布价

格多年没有变动，基本上还是五十年代的价格水平，而棉花

已多次提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就三次提高棉

花收购价格，并且实行超购部分再加价百分之三十和对北方

棉区补贴百分之五等政策。一九八一年同一九七八年比较，

全国平均每百斤皮棉收购价格从一百一十五元提高为一百七

十二元，提高幅度达百分之五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供应纺

织厂的棉花价格没有提高，差价由国家财政补贴。一九八一

年补贴额达三十六亿六千万元（其中收购牌价提高的部分为

十九亿六千万元，超计划收购加价部分为十四亿八千万元，

北方棉区加价百分之五部分为二亿二千万元）。如果把这些

补贴计入棉布生产成本，目前每百米棉布的利润平均只有六

、七元，加上税收十二、三元，实际税利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左右，而六十年代的平均税利率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目前

，北方有的地区，按超购加价向农民收购一斤皮棉要一元九

角七分，而一斤十八支纱的出厂价格为一元九角四分，棉纱

价格反而低于棉花，这是很不合理的。 由于涤棉布价高利大

，棉布价低利小，企业生产涤棉布比生产棉布产值高一倍半

，利润高三倍以上。这就造成国家计划要求限制涤棉布生产

，而价格却鼓励其超产；国家要求棉布按计划生产，而工厂

不积极完成计划的矛盾。这是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使经济杠杆



不能按照国家计划发挥调节作用的突出表现。纺织工业品占

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调整好这一部分

产品的价格，将为我国价格体系的改革提供一个突破口，并

可为今后物价的全面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从长远看，我国人

口多耕地少，提高穿衣水平，不能继续走扩大棉田面积的道

路，必须逐步扩大化纤织品在整个纺织品中所占的比重。国

家近几年已投资一百多亿元用于发展化纤工业，今后几年涤

棉布产量将迅速增加，逐步改变衣料结构，提高群众穿衣水

平，已有现实的可能。目前主要障碍在于比价不合理，涤棉

布销量受到限制。农民喜欢涤棉布，认为它结实耐穿， 易洗

好看， 但由于价格过高，一件涤卡上衣的价格相当于一百多

斤玉米，觉得还是穿棉布划算。 因此， 提高棉布价格，降低

涤棉布价格，鼓励群众多穿涤棉布，是解决目前产销矛盾的

必经之路，也符合改变衣料结构的方向。 二、 化纤织品降价

和棉织品提价的方案 根据当前棉布和涤棉布的产销、 成本和

利润状况， 我们和有关部门经过多次研究认为，比较可行的

方案是： 主要产地的涤棉布平均每米降价一元二角。降价幅

度为百分之二十八。剔除许多地方今年已自行降低了一部分

花色陈旧、质量较差的涤棉布价格的因素，全国平均实际降

价额大约每米一元左右。分品种的提价、降价幅度，要结合

供求、质量等情况分别确定，不同品种、不同地区的调价幅

度有大有小。其中，降价幅度大的，如涤棉细布平均降低百

分之三十；降价幅度小的，如涤棉纱卡平均降低百分之二十

。地区之间降价金额也不一样，如上海每米平均降价一元四

角左右，湖北每米平均降价一元零五分左右。同时，由于各

地生产的同样规格、同样等级的涤棉布，上海等工艺技术比



较高的地区的产品，在牌誉上、外观上、甚至某些内在质量

上，比一般地区的产品要好一点，根据按质论价的原则，需

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差价。京、津、沪、无锡，执行全国统一

价格。其他地区的产品，质量同上述地区相近的， 也应执行

统一价格。 质量较差的品种，保持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质

量差价，常州、南通，可以低于统一价格的百分之一；原来

保持百分之五差价的地区，改为百分之三；原来保持百分之

四点五差价的地区，缩小为百分之二。因生产成本高，安排

差价确有困难的地区，经省、市、自治区政府同意，也可以

少安排或不安排差价。粗制滥造、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商业部门可以不收购，或者工商协商定价。纺织工业部要进

一步完善涤棉布的质量检验标准，为按质论价提供科学依据

。在涤棉布降价的同时，化纤原料价格同时降低，锦纶、腈

纶等其他化纤织品都相应降价。 主要产地的棉布平均每米提

价三角， 分品种的提价幅度是： 白市布每米提价二角四分，

色布每米提价三角左右，花布每米提价三角六分左右。灯芯

绒价格已经不低，不必提价。在棉布提价的同时，棉毛衫裤

、绒衣裤、汗衫、背心、毛巾等针棉织品以及各种纱布制品

， 也都相应提价。 棉布提价以后，国家财政对棉花的补贴金

额，约可减少百分之六十，即收购牌价提高的部分，不再补

贴。超购加价和北方棉区补贴百分之五的部分，约十七亿元

，仍需由财政补贴。为了实现涤棉布的零售价格每米降低一

元二角，减少对棉花的财政补贴，还需要采取一项措施，就

是把涤纶纱和棉纱的税率都降低百分之五。 执行这个调价方

案以后，棉布和涤棉布的比价，按相同纱支的品种比较，可

由一比二点四左右缩小到一比一点四左右。从群众大量购买



的相似规格品种来看，纯棉府绸的零售价格每米从一元二、

三角提到一元五、六角，涤棉细布每米从三元七、八角降为

二元四角左右，比价可由一比二点九缩小到一比一点五左右

；普通纯棉卡其布的零售价格每米由二元四角左右，提高到

二元七角左右；普通涤卡每米由六元降为四元八角左右，比

价可由一比二点六左右缩小为一比一点八左右。从最近的一

些调查材料看，这个比价水平，同基层供销社和群众的要求

比较接近，对扩大涤棉布销售是有刺激作用的。估计一九八

三年的销售量可能从今年十五、六亿米，增加到二十亿米左

右。如果质量提高，品种花色对路，流通渠道通畅，还可以

增加销量。棉布提价以后，可能会少销一些。初步估计，明

年棉花和化纤布（ 包括涤棉布，维棉布、人造棉、中长纤维

等 ）的总销售量，可能达到一百一十亿米，比今年多销五亿

米以上。 上述调整价格方案的基本点，概括起来就是把涤棉

布的价格平均每米降低一元二角，把棉布价格平均每米提高

三角，按一九八二年的预计销售量计算，提价总金额与降价

总金额基本相等，都是二十四亿元左右。棉布与涤棉布的比

价比较合理了，有利于打开化纤销路，发展工业生产，供应

人民需要，减少财政补贴，实现国家积累。 能不能把涤棉布

价格再多降一些？ 按照上述方案降价以后， 比较先进的石油

化工企业，生产涤纶的利润已经不大，纺织企业每米涤棉布

，纺纱、织布、印染三个生产过程合计的利润为三角左右至

四角左右，利润水平也不算高。如果涤棉布再要多降价，就

需进一步减税，否则石油化工企业和纺织企业的生产都将发

生困难。现在每米涤棉布大约交纳税款八角左右，降价以后

还有五角左右。如果涤棉布每米再多降二角，税率就要降低



一半。我们认为，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考虑，纺织

工业应当保持一定的积累水平，不宜再多降。 我国棉布与涤

棉布的比价经过调整以后， 同国外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

有较大距离。目前国际市场上棉花和涤纶的比价约为一比零

点九，涤纶价格比棉花价格低，而我国化纤工业的生产技术

和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涤纶价格比棉花价格约高一倍，还

没有条件立即把棉布与涤棉布的比价缩得很小。这次调价以

后，棉布和涤棉布的价格水平，要稳定几年。随着上海金山

二期工程和江苏仪征化纤厂陆续投产，涤纶产量将由现在的

二十万吨增加到近六十万吨， 可生产六十亿米涤棉布，比现

在年产量二十六亿米增加一倍多。届时，棉布同涤棉布的比

价还需要进一步缩小。 实现这个要求的关键， 是大力改进生

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石油价格低，每吨涤纶出

厂价七千元，有的企业还有困难；而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

比我国高出一倍到几倍，但去年进口的涤纶，每吨折合人民

币却只要四千多元。要把我国的涤纶成本降到国际市场的水

平，还需几年的努力。国外工业发达国家涤纶与棉花比价基

本拉平，也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作到的。 能不能只降

低涤棉布价格，不提高棉布价格？我们考虑，这样做，棉布

同涤棉布的比价就不能安排到比较适当的水平。如果涤棉布

按现在的方案每米降价一元二角，而棉布不提价，棉布同涤

棉布的比价只能达到一比二左右，群众仍然原意买棉布，达

不到扩大涤棉布销售的目的。涤棉布产大于销，库存积压的

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如果棉布价格不动，要把棉布同涤棉布

的比价调整到一比一点五左右， 涤棉布平均每米需要降价二

元左右。 这样，化纤工业基本上都要亏本，而且降价总额要



比现在的方案增加十六亿元，财政要净减少收入四十亿元以

上。因此，从当前的生产成本和国家财力考虑，缩小棉布和

涤棉布的比价，只能采取涤棉布降价，棉布提价，两头凑的

办法。棉布同涤棉布都是衣着用品，乘涤棉布降价的机会，

解决长期存在的棉布价格偏低问题，一降一升，顺理成章。

如果丧失这个时机，以后再来调整棉布价格，工作就更加难

做。权衡利弊得失，还是两者一起解决为好。 我们认为，从

全国来说，这次调整物价要贯彻降价金额大于提价金额的原

则。为此，在纺织品内部，要做到提价金额和降价金额基本

平衡。在调整纺织品价格的同时，准备全国统一降低手表、

闹钟、彩色电视机、布胶鞋、照相胶卷、电风扇的零售价格

，预计降价金额约三亿元。属于地方管理的洗衣机、电冰箱

、新牌自行车等的价格，有降价条件的，也应适当降价，具

体品种、幅度，请地方酌定。这样从全国来说，工业消费品

提价总额约为二十四亿元，降价总额约为二十七亿元。降价

总额将大于提价总额三亿多元。 为了顺利地做好调整纺织品

价格这件大事，并且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明年上半年

要继续按照国务院［１９８２］３号文件的规定， 将提高零

售物价的权限集中在国务院。 除了国家规定可以提价的商品

以外， 其他商品严禁乘机“搭车”、乱涨价或变相涨价，以

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如果违反这个规定，不论是哪个

部门、哪一级干部，都要给予严厉处分。各地要加强物价检

查，严肃物价纪律。 三、 调价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棉织品提价

和化纤织品降价，从全国算帐，平均每人每年增加的支出和

减少的支出，都是二元四角左右，基本上可以相抵。但是不

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众，负担很不平衡。消费棉布多



的，调价将增加负担；消费涤棉布多的，则从调价中得到好

处。 考虑到调价以后销售情况的变化，农村买涤棉布的人增

多，负担不平衡的情况会有所改善。如果两、三年内，西部

和边疆省区平均每人多购一米涤棉布，全国大部分省区就能

作到降价金额大于提价金额。从长远发展趋势看，随着衣料

结构中化纤织物比重的增大，降价多于提价的趋势会愈来愈

明显，不论城市和农村，都将从调价中得到好处。但当前确

实有少数突出贫困地区的群众，会因棉布提价增加开支。为

了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对他们的关怀，有必要给予适当照顾

，办法是：１． 今后几年内，多调些削价的涤棉布到这些地

区销售。２． 财政部每年拔款一亿元， 对突出贫困的二百来

个县的农业人口， 给予棉布提价补贴。待这些地方经济发展

以后，逐步取消。具体补贴办法，由地方安排。各有关地区

要保证这部分照顾金，用作贫苦农民购买衣着用品的补贴，

不得挪作他用。 纺织品调价，城市一般是降价金额大于提价

金额；农村购买涤棉布的数量少，大部分地区提价金额大于

降价金额。但由于近几年农业生产发展快，农产品提价较多

，棉花价格也提得不少，这次调价对突出贫困地区又给了照

顾，因此，只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广大群众是不难接受的

。 四、 调价的执行时机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一九八三年

三月执行，即春节后再调价；一种意见是一九八三年春节前

执行。我们赞成后一种意见。这是考虑到既然决心下了，行

动就宜早不宜迟，早调价早主动，不但有利于扩大推销，也

便于安排明年生产。当然，春节前调价，会成为春节期间群

众的主要话题，但这比出现抢购和市场混乱要好。而且，只

要认真做好工作，群众议论纷纷的思想波动，还可以尽量缩



小。 这次调价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突然袭击，在调价前几天

，就把党的方针政策公开告诉群众，一方面对调价商品停售

盘点，一方面公布调价消息，发出“安民告示”，对广大群

众公开宣传，使群众知道这次只提高棉纱、棉布及其制品的

价格，其他主要消费品的国家牌价一律不提，同时大力搞好

市场商品供应，采取这些措施，人心是可以安定下来的。 五

、 调价的组织领导 棉布提价，涤棉布降价，关系到十亿人民

的切身利益，有上万种商品要变动价格，例如，北京市百货

公司调价的品种，从匹头、服装、针棉织品、鞋、帽到布娃

娃、红领巾等等，共有五万个价格要调整，是建国以来最大

的一次调价行动，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问题复杂，是存在

一定风险的。为使调价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建议： １． 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纺织品调价作为一件

大事来抓。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物价工作的

领导，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支持各级物价部门开展工作。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也要直接抓物价工作， 认真做好调价

的准备和执行工作。各级政府所属的物价部门，要搞好综合

平衡，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及助手。 ２． 这次调价， 涉及

到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几十亿元收益的重

大调整。由此引起的各方面收支增减转移关系十分复杂，这

个问题的具体处理，请财政部同有关部门另行下达办法。 ３

． 有关地区和部门在安排具体商品价格时，要密切配合，统

一思想，统一行动。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调价计

划，以及统一规定的作价原则和办法。按规定应当降价的要

降够，必须提价的也要提够。当然，也不要多降或多提。在

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物价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加强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春节前先调整涤棉布、棉布、服装、

大宗针棉织品价格，其他品种，可在以后陆续调整。 ４． 调

价中发生的价格争议，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中央部门请示

国务院解决，各地要请示地方政府解决。一般问题，要服从

当地物价部门仲裁。 ５． 在调价前后，商业部门要安排好市

场供应，为了应付可能发生抢购商品的情况，请商业部门负

责大力组织必要的物资准备， 特别是做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

应， 防止抢购粮食，并准备采取妥善的应急措施。 ６． 宣传

工作，建议中央宣传部统一安排。 ７． 要严格保密制度， 加

强保密教育， 防止调价前泄密和抢购事件发生。要发挥各级

党、团组织的作用，教育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调价中

不轻信谣传，不抢购商品，为维护市场、物价的稳定，起模

范带头作用。在调整价格中营私舞弊和套购、抢购商品的，

要按党纪国法，从严惩处。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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