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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6411.htm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

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

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各地

结合实际情况试行，有关部门应切实给以支持。一、发展多

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

只有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不断出现的多余劳力

，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步改变八亿人搞饭吃的

局面，使农村商品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农村才能富裕起来

，也才能逐步积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二、乡镇

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

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下同〕， 是多种

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

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

源。 乡镇企业发展，有利于“以工补农”，扩大农业基本建

设，使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增强实力，更多更好地向农民提供

农业机械和各种服务。乡镇企业发展，还有利于促进专业承

包，适当扩大经营规模。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积极引导乡镇

企业做好“支农”工作。 乡镇企业发展，必将促进集镇的发

展，加快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农民离土

不离乡，避免农民涌进城市。县以上党委和政府，在规划和

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应对集镇建设作出全面规划。三



、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

企业的重要补充。乡镇企业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多数设

备比较简陋，技术比较落后，信息比较迟缓，容易产生盲目

性，但是，由于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不捧铁饭碗”，因而竞争性强；它投资少，费用低，自主

权比较多，容易应用科研成果；它“船小好掉头”，容易适

应市场需要，很快转产。因此，尽管它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但是，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

利。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平均速度，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 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

对乡镇企业要在发展方向上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

，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

企业上缴的税金将会越来越多，这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 但

是，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扶持乡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上，这

样才能源源不绝地、持久地增加财政收入，对部分社员联营

的合作企业，分散生产联合供销的家庭工业和个体企业，也

应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四、农村的

工业合作系统、供销合作系统和信用合作系统，都是推动农

村商品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如何加强各自的建设，并协调它

们的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积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加

以推广。 乡镇企业目前尚末形成一个经济组织系统，行政管

理业务仍不少，各级政府如何设置管理机构，根据具体情况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 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

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一、 社队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

一支重要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公社、大队企业在



调整中继续发展。一九七八年销售和劳务总收入四百三十一

亿元，一九八三年预计可达到八百五十一亿元。社队企业工

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社队企

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原煤为百分之二十，砖瓦、灰沙石和

中小农具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社队工业已成

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

助设备， 也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 农业承包到户后， 

部分社员合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也很快。现在已有五十多万个

。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业，估计年产值三十亿元以上。这些企

业多数是合作企业或者是可以引导成为合作企业的。二、 开

创社队企业的新局面，以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逐步现代化， 

要不断安排多余劳力，筹集大量资金。这两者都离不开发展

社队企业和社员联营企业。 预计到本世纪末， 现在农村（包

括集镇）范围的劳动力将达四点五亿人。根据发达地区的经

验，机械化程度提高之后，农业能够容纳的劳力或劳动时间

不超过十分之三。林、牧、渔业能够容纳的劳力或劳动时间

不超过十分之二。能进城市或工矿区就业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其余十分之四以上，即一亿以上的劳力只能向农村（包括

集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家庭

工副业寻求出路，否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社队企

业的劳力（包括农忙务农的）三千一百多万人，社员联营企

业近二百万人，合计只占农村劳力十分之一，因此，社队企

业和社员联营企业都应争取有几倍的增长。 我国耕地有限， 

必须不断地增加资金投入，实行集约经营，农业才能满足社

会需要。现在粮食高产区和菜区，生产费用大，没有社队企

业利润的补贴，生产就难以为继。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



，社队企业纳税一百二十七亿元，税后利润四百五十一亿元

，其中用于本身扩大再生产一百七十七亿元，用于农业基本

建设、购置农业机械等支农费用八十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

对农林牧渔和水利（不包括国营农场、森林工业、气象）基

本建设投资一百一十亿元的百分之七十三左右。此外，用于

集体福利事业和其他集体开支七十九亿元，包括民办教师、

计划生育等补贴，修建桥梁、道路、校舍、影院等等。社队

企业又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

年，四年农民共得五百五十亿元，社队企业发达的地方，农

民收入已经由主要靠农业转为主要靠社队企业。一九八二年

社队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二千七百元，远高于农业。实现

农业现代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队企

业。 一九八四、 一九八五两年，社队企业应在调整中继续发

展，切实加强计划指导，争取完成整顿企业，开创出新的局

面。三、 加强计划指导和实行市场调节结合，使社队企业健

康发展 社队企业工业产值， 占社队企业总产值四分之三。社

队发展工业，同国营工业有些矛盾，但从全局看，“有挤有

补，补大于挤”，可以使双方在竞争中更快地前进，逐步形

成全国大中小工业，高中低技术相结合，城乡各自发挥优势

，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收到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 对社队

企业要加强计划指导， 使其合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技术

资源，发挥自己优势，防止自然资源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

现在，社队企业每年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达数十亿元，国家

计划部门应加强指导，使它与国营工业协调发展，努力避免

互争原料和动力。 目前， 社队企业生产和销售主要靠市场调

节，但逐步增加直接纳入特别是间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比



重，是可能的。第一，社队工业的若干重要产品，由国家调

拨或根据国家要求生产的，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由哪一级

调拨或要求生产的，就由哪一级列入计划，第二， 提倡社队

工业与国营工业配套， 如生产零部件和附属设备，进行产品

的初步加工等，提倡国营工业在产品更新换代中，将某些产

品扩散给社队工业，提倡国营商业、外贸部门直接向社队企

业加工订货。以上述形式生产的产品，应通过合同间接纳入

国家计划。第三，组织社队企业与各方进行供销协作。其中

大部分也可以通过合同形式，间接纳入国家计划，或与之相

衔接。第四，社队与国营企业联营工业，由国家提供设备和

技术，社队提供厂房和劳力，己有成功经验。这既节省国家

投资，又易于将社队工业纳入计划轨道，应大力提倡。 其他

产品的生产、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由社队企业根据市场

供求的变化自行安排。同时通过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并

运用信贷、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加以调节。对不正之风，

应在做好以上经济指导管理工作的前提下，结合整党，加强

教育，切实纠正。四、 继续调整，优先发展食品、饲料工业

和建材、建筑业、能源工业 近几年来， 社队企业的调整已初

见成效，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渐趋合理。今后，要指导社队

企业继续调整，使它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并与农村多种经

营、特别是专业户的经营结合起来，向其提供产前产后服务

。应当严格执行择优定点的原则，但对国营工业和社队工业

要一视同仁，对于产品适销对路、质量合格的社队工业，同

样颁发生产许可证。采矿业应按有关规定，合理划分资源。 

就全国范围说，社队企业经过调整以后， 农副产品加工业、

特别是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业，更重要的是



能源工业，应有较大的发展。 在我国， 目前以农副产品为原

料的加工业产值仅为农业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多，远远低于发

达国家的水平（二点二倍到二点五倍）。目前城乡人民食品

中经过工业加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二，饲料经过加工配合的

只占百分之十，两者发展潜力都很大。发展饲料工业，是为

广大农民，特别是饲养专业户提供必需的产前服务。同时，

可以合理利用几百亿斤饼粕，改变用上百亿斤稻米喂猪的巨

大浪费状况；可以缩短畜禽的饲养周期，大大提高饲养业的

经济效益。由社队企业加工生产配合饲料，原料就近，销售

就近，最为经济合理。要严格执行饼粕返还农村的政策，并

以国家扶持饲料工业基金的相当部分支援社队，促进饲料工

业更快发展。 农村建房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社队企业管理

部门要逐步建立设计队伍，组织建筑材料、包括预制件的生

产、运输和供应，抓紧建筑队伍的建设和培训，使建筑业配

套成龙，提高效益。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建筑建材公司，

对农民建房实行包料、包运、包建筑，解决了农民许多难题

，深受欢迎，而且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可以推广。 能

源缺乏， 是制约社队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凡是有条件的地

方，都要积极发展小水电、小煤矿等能源工业。要千方百计

节约能源，社队企业利用夜间等电荷低峰时间开工，这种经

验应当推广。在能源特别紧张的地区，耗能高的小铁厂、小

铝厂、小电石厂等，要限期转产。 目前， 社队机械工业拥有

四十二万台切削机床，十二万台锻压设备，尽管其中大部分

十分陈旧，但仍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机械工业是长线

，近年来不少社队机械工业已转向生产小型农用机具、农机

配件、社队企业的小型设备，日用五金，或为大工业生产零



部件和辅助设备，今后可继续按此方向调整，发挥服务农业

和为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作用。 在调整中， 要提倡自愿互利的

联合经营。办工业要考虑资源、能源、交通、供水、技术、

劳力、资金等条件。某些产品（如平板玻璃）的生产，不形

成相当规模就很不经济，煤矿不形成相当规模就难保安全，

都必须提倡联营。不仅社队与社队联营，而且社队与国营企

业、供销社、社员联营企业、家庭小工业之间也可联营，只

要经济合理、自愿互利，都可以联营，不受行业和行政区划

限制。 农村工业布局，要因地因业制宜。该分散的应适当分

散，该集中的应适当集中于集镇，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

、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某些生产项目，分散给家庭小

工业经营，既适应我国农民不轻易放弃经营少量土地的情况

，又可节省大量投资，也应该大力提倡。 在调整中， 必须努

力搞好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污染严重的，要限期治理。安

全无保障的，要限期改善。 现在社队企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有些地方基础还很薄弱。在调整当中，要注意按照互利的原

则组织先进地区帮助后进地区，并适当使用 扶助基金，以加

快其发展。五、 争取再用两年时间把现有社队企业整顿好 社

队企业的整顿， 已进行了两年，经过整顿或正在整顿的约占

一半，必须抓紧自身的整顿，提高素质，保持较好的经济效

益，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要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现有社队

企业整顿好。整顿工作要照顾社队企业的特点，不能完全照 

搬国营企业的办法。 切实加强民主管理。 要建立代表全体社

员或代表各农业社的权力机关，使企业真正成为全体社员自

己的企业。同时要建立与健全职工代表会议或职工代表大会

，使职工和社员一样都成为企业的主人翁。整顿和建设领导



班子，要充分发扬民主，由社员和职工挑选领导人。 建立和

完善经济责任制， 较大企业应实行职工集体承包、经理（厂

长）负责制，经理和乡村领导企业的干部，都按经营效益高

低计酬。宜于分散经营的修理、服务业，可以租赁给个人。

要严格制止把集体企业变为私人企业。反对少数人仗权谋私

，压价承包。 关于改善经营管理、考核职工、 整顿财务和杜

绝贪污浪费、纠正不正之风等项工作，也要发动社员和职工

，抓紧进行，防止走过场。六、 积极推动技术进步 社队企业

， 既不能脱离现实条件，盲目追求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也

不能安于技术落后、不求先进。要从自己的特点出发，采取

“适用技术”。 社队企业要求更新过于陈旧的设备时， 固定

资产折旧率可以适当提高。今后几年社队企业税后利润的使

用，一般应首先注意技术改造方面。 要加强技术队伍建设， 

尽快改变社队企业技术人才缺乏的状况，首先，建议教育部

门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把社队企业所需人才规划在内，并逐

步建立培训职工的专科学校。其次，要求国家每年分配一部

分大专毕业生给社队企业。社队企业也可以选送人员，请大

专院校代为培训，毕业后仍由原企业分配工作。第三，允许

社队企业参照国家颁布的标准，评定技术人员的职称，发给

证书，由企业给以应有待遇，以鼓励职工自学成材。 近两年

来， 一些地方的社队企业，聘请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和设计

部门的科技人员当顾问，承担新产品试制任务，在生产中运

用科研成果，使企业取得不少新技术，制成不少新产品，这

既加快了科学技术变为现实生产的进度，使科研和生产紧密

衔接，又解决了社队企业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要认真总结

推广这方面的经验。七、 关于社队企业的若干政策问题 （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副产品的增多， 今后凡适宜在农

村就地加工的农副产品，应按一九八一年国务院关于“凡国

营企业加工能力有剩余的，社队不再办同类企业和扩大加工

能力；凡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宜于农村加工的，应按经济合

理原则，着重扶助集体所有制的加工业”的精神，逐步让社

队企业就地承担更多的农副产品加工任务。大中城市原有的

加工工业所需原料（包括因技术进步增加的加工能力所需的

原料），应继续保证供应。此外，一般不在大中城市再扩大

加工能力。 社队建筑业， 有条件承包城市建筑任务， 而城市

又需要的，经有关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城施工。 （二

）各级计划、物资、财政、银行和交通部门，要把社队企业

立上户头，给予指导和支持。 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建议将国

家调拨或要求生产的产品，列入指令性计划，并提出生产方

向与基建安排的指导意见。对社员联办企业，应统计产值，

加以指导。 产品由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的，计划供应

的国家统管、统配物资，应由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分配。凡产

品直接纳入各级计划的，所需统管，统配物资，由各级物资

部门供应。今后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扩大计划供应的范围

。 国家急需的短缺产品，如煤炭、电力等，要从资金上扶持

社队生产。 砖、瓦、砂、石等、应贯彻就地供应原则，避免

经过铁路长途运输。其它允许社队企业经营的产品，煤炭、

木材由归口管理部门批准始可经铁路运出。此外均由社队企

业管理部门直接申请运输计划，由运输部门统筹安排。 （三

）搞好产品归口管理 社队企业行业很多，涉及各个生产部门

，应拟定归口管理办法。由于社队企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

制经济，归口管理应保障其财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产品销



售及利润分配方面的自主权不受侵犯，隶属于社队企业管理

部门关系不变。在行业发展规划、产品质量标准及技术鉴定

、生产技术要求、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应服从有关

归口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切实执行一九七九年国务院关于

“社队企业生产的中小农具、建筑材料及加工农副产品， 应

由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的规定。 此外，还有哪些产

品可以归口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决定

。 （四）确定社队供销企业的经营范围。 一九七九年以来，

大部分公社建立了贸易货栈或供销经理部等商业组织，到一

九八二年底，省、地、县三级社队企业供销公司已有两千三

百多个。全国的各种物资交流会议、订货会议，应吸收社队

企业供销部门参加，使国营企业和社队企业互通有无，使社

队企业的经营和国家计划尽量衔接。 （五）关于物价管理。 

社队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接受物价管理部门的

管理和监督。允许议购议销的农产品，可按议价购销。凡是

国家提供原材料和燃料所生产的产品，要执行国家规定的价

格。议价购进原料、材料、燃料所生产的产品，允许高来高

去，低来低去，或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浮动价格。 （六）逐步

建立扶助社队企业的基金。 扶助基金的来源，一种是社队企

业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百分之一，作为企业基金交社队企业管

理部门支配。另一种是财政部门安排用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支

援基金，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和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协商分配

。扶助基金应是有偿扶持，限期使用，到期收回，经常周转

使用。 企业基金和财政支援基金， 要分别由社队企业管理部

门和财政部门立帐结算。 （七）关于税收问题。 一九八四年

起，社队企业普遍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鉴于过去社队企业



的利润除了本身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外，有相当部分用

于支援农业和其他公益事业，为了避免影响其必要的开支和

正常发展，有困难的，可酌情予以适当减免，减免范围由县

一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税法规定精神掌握。八、 政社分设后

社队企业的经济体制 社队企业即公社、大队企业，是全公社

、全大队社员集体所有的企业，政社分设以后，所有制不得

变更。公社，大队创办企业时，向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

）平均摊派劳动力或物资，原来规定不偿付的，现在可不偿

付。有些公社、大队现在规定生产队所出劳力或物资要偿付

， 并且将尚未偿付部分，折成各生产队投入社队企业的股金

。这样做可以允许，但这种股金只折到生产队，不得折到社

员个人，股金可以分红，但不能抽走，以免影响企业的继续

经营。今后不再实行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但仍需要社队企业

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不少地方，用社员户共同入

股，以资带劳或以劳带资的办法，兴办新的社队企业，股金

可以分红，劳力领取工资，这种办法受到群众欢迎，可以继

续推行。 政社分设， 原来的大队一般将建立农业合作社或经

济联合社等组织，使大队企业有所归属。原来的公社，除了

没有兴办企业的以外，也可建立必要的联合经济组织，使公

社企业有所归属。鉴于公社、大队将逐步转化为乡、村合作

经济组织，近年来又出现许多联户合办、跨区联办等形式的

合作性质企业和各种联营、自营企业，并将逐步向小集镇集

中。因此，以往所使用的“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能

反映此类企业新的发展状况，建议改称”乡镇企业”，各级

管理机构的名称也应作相应改变。 政社分开， 乡政府举办公

益事业的经费，可由乡政府征税，具体办法建议由财政部拟



订。 生产队工副业， 社员联营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建议

纳入各级社队企业管理局的管理范围。某些社员联营企业，

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合作经济性质的，可以积极指导经营、

引导它向合作经济发展，不要歧视。也可以要求它们拿出部

分利润支援农业；如果它们自愿向社队投资，应当欢迎，但

是这些都必须是有偿的，防止强行摊派和平调。 有些地方社

队企业联合建立区、乡工业合作社， 作为农工商联合经济组

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还建立县以上的工业合作联社，都

应该允许试行。 为了使社队企业更好地和整个国民经济相联

结， 希望各级经委加强对社队企业工作的经常指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