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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994.htm （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批准） 目 录序言一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一）奋斗

目标和总体蓝图（二）基本指导方针（三）主要任务和重要

指标二、“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一）基

本任务（二）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三）综合经济效益（

四）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五）财政和信贷三、“八五”

期间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一）农业和农村经济

（二）水利建设（三）能源工业（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

业（五）原材料工业（六）地质勘查和气象（七）电子工业

（八）机械制造工业（九）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十）轻纺

工业（十一）建筑业（十二）商品流通四、“八五”期间地

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二）

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四）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五）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六）城乡

规划和建设（七）国土开发整治和环境保护五、“八五”期

间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教育事业的发展六、“八五”期间对外贸易和经济技

术交流（一）进出口贸易（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智力

（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七、“八五”期

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一）完善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所有制结构（二）改革企业体制（三）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体系（四）改革价格体制（五）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六）

改革金融体制（七）改革工资制度（八）改革住房制度和社

会保障制度（九）改革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十）加强经济

调控体系建设八、“八五”期间人民生活和消费政策（一）

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二）控制人口增长（三）劳动就业和

劳动保护（四）卫生保健事业九、“八五”期间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一）文化建设（二）

思想建设（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序言 本世纪最后十

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

的时期。今后十年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促

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

固与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

划的建议》，正确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１

９９１－２０００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１９９１－１９

９５年）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的八十年代，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

彻执行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

、政策，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迈

出重大步伐，生产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科技、教育和文化等

事业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

改革开放中逐步完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 过去的十年，我国圆满地实现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接着又

胜利完成了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期间，改革的重点从



农村转到城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推进了各方面

改革，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格局，促进了有计划商

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进出口贸

易总额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取得较大进展，

在全国形成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改革开放的推动

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１９９０年，国

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都超过原定五年计划的要求，绝

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多增加。五年内，建成投产基

本建设大中型项目５３２个，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３５４

个。能源、重要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都有不

同程度增长，现有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多数有所提高。科技攻

关、科技成果推广和基础性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各级各

类教育事业，各项文化、卫生、体育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

也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收

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消费内容日趋多样化。所有这

些，为九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

的基础。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度忽视思想政治教育

，存在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

现象；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都出现过急于求成，一度造成经

济过热、通货膨胀；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过于分散，国家宏

观调控能力减弱。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更加全面的贯彻，各项

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思想政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治理整顿

和深化改革的成效显著。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农业连续

两年丰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出口贸



易持续增长，经济秩序明显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正向好的方

向发展。但是，经济循环不畅、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

体制关系不顺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纲要的制定，全面估量了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的

现状与发展趋势，既考虑已经拥有的良好基础和各种有利条

件，又估计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力求使规划和计划实事求

是，瞻前顾后，既积极进取，又留有余地。 本纲要把十年规

划远景和五年中期安排结合起来，从实现本世纪末战略目标

的要求出发来制定“八五”计划。十年规划部分设想的概略

一些，除了提出少数重要指标外，着重是规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基本任务和重大方针政策“八五”计划

部分具体一些，规定的指标多一些，但重点也放在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任务、政策和改革下放的总体部署上。

根据本纲要的要求，各地方、各行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进一

步具体化。更为详细和具体的安排将在年度计划中制定。在

“八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还需要对现在规

定的指标加以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在“八五”后期，还要制

定“九五”计划。 一、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主要目标和指

导方针 （一）奋斗目标和总体蓝图 总的要求是，实现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

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

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

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２０００年，

以１９９０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３１１００亿元

，１０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

长百分之六点一。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五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人民生活从温饱

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

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

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

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二十一世纪初

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初步建立

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

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

全。 以上几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基本方面的客观要求。它既要求经济总

量的增长，更注重经济素质和效益的提高；既重视经济建设

，又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既考虑经济的发展，

又考虑社会全面进步。在实际工作中，要把这些要求很好地

结合起来，全面加以实现。 按照以上奋斗目标的要求，到２

０００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出现多方面的重大变

化：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的

位次进一步提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将有较大增长；产业

结构明显改善，生产门类更加齐全，地区经济布局趋于合理

；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将有较大提高，一批行业的主要生产

技术达到或接近世界较先进的水平，若干高新技术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并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

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国防现代化建设将达到新的水

平；人民生活将发生由温饱上升到小康的阶段性变化，人民

的健康水平、营养状况、平均寿命和识字率等生活质量指标

，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初



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秩序安定，社会风

气更加健康向上。总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取得全面发

展和进步，社会主义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二）基本指导方针 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并

在实践中加以具体化、制度化。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改革不断深化、开放进一步扩

大；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开放成为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 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

济工作的中心。要坚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努力优化经济

结构，加速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整

体素质和效益。 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更好

地同发展我国经济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结合起来。发扬艰苦

创业、勤俭节约的精神，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财力、物力和

人力，大力克服各个领域中严重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 坚定

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坚

持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

育和斗争。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全面贯

彻执行这些方针，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实现到本世纪末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三）主要任务和重

要指标 今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

个方面： １．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



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

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

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

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 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

力加强和发展农业，改变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的局面。

农业的发展，要综合安排粮、棉、油、菜、糖、果、肉、禽

、蛋、奶、鱼，但重点是粮食和棉花。到２０００年，全国

粮食产量要求达到５亿吨；棉花产量达到５２５万吨。同时

，进一步发展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继续引导和促进农村

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全面振兴农村经济。为此，必须长期稳

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要较大幅度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基础建设方面办几

件大事：建设一批治理大江大河大湖的水利设施和引水工程

；增加农田浇灌面积，同时把现有浇灌面积中的相当一部分

建成能够抵御旱涝灾害的稳产高产农田，并积极推广节水浇

灌技术；建设一批国家级的重要农产品商品基地；加强农业

区域综合开发，改造一批中低产田，有步骤地开垦宜农荒地

；加强速生丰产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薪炭林的建设，

改造和建设草原，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大力抓好科技、教育

兴农，逐步把农业生产体系转移到先进技术基础上来。充分

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加

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

设施的建设，同时积极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使基础工

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长期失调的状况基本得到扭转。要

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实行适度的投资倾斜政策，坚持开发

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在搞好现有企业填平补齐、挖潜改造的



同时，有计划地新建、扩建和改建一批大中型电站（包括水

电、火电和核电）、煤矿、油田、铁路和公路干线、港口、

机场、通信干线、水利等骨干工程，以及冶金、化工项目。

到２０００年，原煤产量达到１４亿吨左右，原油产量有较

大增长，发电量达到１１０００亿千瓦小时左右，钢产量达

到８０００万吨以上，乙烯产量达到３００万吨左右，化肥

产量达到１．２亿吨左右（标准肥），铁路货运量达到１９

亿吨左右。切实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使之与基础工业和基础

设施的发展相适应。 加工工业的发展，重点在于立足现有基

础，进行联合改组和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

构和行业结构，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更新老旧设备，

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降低物质消耗，增强某些短线

，把整个加工工业的素质提高到新水平。到本世纪末，要求

机械工业和轻工业的主要产品中百分之四十左右达到或接近

国际较先进的水平，各部门需要的大型成套设备和关键产品

基本立足国内；纺织工业的总体装备技术达到国际较先进的

水平，新产品、新门类大量增加，能够较好地适应国际和国

内市场的需要。到２０００年，纱产量达到５５７万吨左右

；化学纤维产量２６０万吨左右。 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

位置，使之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带头

产业。要积极运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的

成长。从投资分配、技术开发、设备更新、产业政策和组织

管理等方面，为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电子技术的推广应用

创造条件。集中力量开发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中心、计算机

为主体的投资类产品，加强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

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努力发展光纤、卫星、微波、程控



交换等通信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以满足生产建设和人民

生活提高的需要。 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建筑业的发

展，要同房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积极开拓建筑市场，使之

逐步成为重要支柱产业，以适应经济建设和明显改善城乡居

民住房条件的需要。同时，相应发展建材工业，进一步重视

第三产业，使之继续快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到２０００

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现在的四分之一

左右提高到三分之一左右。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适

当增加国防经费，提高国防意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努

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有重点地进行新武器装备的研制，使

武器装备的发展适应现代军事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防

重点工程建设。继续调整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结构，力争到

本世纪末实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的目标，提高国民经济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

。 ２．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

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

布局。 采取有力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地区分割、市场封锁，

追求自成体系的不合理现象。经过十年努力，在坚持全国一

盘棋和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形成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

础，以跨省、区、市横向联合为补充，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

和广泛开展地区协作的经济体系，以便把全国经济的统一性

和地区经济的特殊性很好结合起来，进一步实现全国范围内

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正确处理并协调沿海和内地的

关系。继续发挥沿海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发展

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以及出口创汇产品，将耗能高、运量大

工业的建设重点逐步转移到能源充足、资源富集的地区。同



时，积极发挥内地的资源优势，在加快资源开发的前提下，

适当发展加工工业，并逐步提高加工深度。 经济比较发达的

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加快它们

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和富裕。国家要采取有效的

政策和措施，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使他们的经济和文化

有较大发展，促进全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

共同进步。继续贯彻扶贫政策，经过十年努力，要从根本上

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 ３．继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

教育事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我国经济成长逐步转到主要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坚持贯彻“经济建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

基本方针。要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科学技术工作的主战场，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统筹规划各个层次的科技

工作，合理配置力量，并从体制改革、加强管理和增加投入

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发展。今后十年

，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力争在一些科技领域接近或者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紧紧围绕解决国民经济部门生产技术和装

备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为解决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

信、原材料、资源综合利用，以及人口控制、医药卫生、生

态环境保护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课题，组织实施科技攻

关计划，提供科技保证。 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

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抓

好一大批投入少、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

水平的提高。 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努力在生物

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



航天、海洋工程、激光、超导、通信等高技术领域取得新的

科技成果。继续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办好高新技术开

发区，推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快向传统产

业的扩散和渗透。特别要重视发展和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机技

术。继续加强基础性研究，增强科技发展后劲。重视发展软

科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努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促进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繁荣和发展。 继续贯彻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深化教

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逐

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二十

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全面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水平。

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到本世纪末在全国普及小学阶段义务

教育，在城镇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普及初中阶

段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使农村绝大多

数新增劳动力接受程度不同的技术教育和培训，企业新增职

工都接受必要的职前教育和岗位培训。在业人员的劳动技能

和专业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合理

调整普通高等教育结构，大力提高质量。有重点地办好一批

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

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积极发展成人教育。要

十分重视扫盲工作，争取到２０００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在全社会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改善知

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方面多办一些实事，进一步发挥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４．在搞好

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



业，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工作的重

点放在农村和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上，逐步降低

人口自然增长率，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千分之十二点五以内。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

逐步达到小康水平。努力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逐步调

整消费结构，特别是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和改革，明显改善城

乡居民居住条件。积极发展文化、体育等事业，丰富人们精

神生活。加强医疗保健工作。同时，逐步改善生活环境和劳

动环境。到２０００年，目前已经实现小康的少数地区，将

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多数地区，将普

遍实现小康；现在尚未摆脱贫困的少数地区，将在温饱的基

础上向小康前进。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步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增加必要的投入，努

力发展和繁荣各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

环境保护，珍惜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森林、草地和各

种矿产资源，加强对地质灾害、大气、水域、土壤污染、固

体废物和噪声等公害及地震自然灾害的监测和防治，抑制自

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使一些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

量有所改善。 ５．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 争取经过十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

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新

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要求是： 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

主体，适当发展其他经济成分，形成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

水平的所有制结构。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



当分离，逐步使绝大多数国营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探

索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建立富有活力和效率的

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加强市场体

系和市场组织的建设，逐步健全在国家指导和管理下的全国

统一的市场体系，并建立起对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

家管理，其他一般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价格形成机

制和价格管理制度。 逐步理顺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

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

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

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建立和健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

结合的，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经济调控体系。 要

围绕以上要求，积极稳妥和协调配套地推进各个方面经济体

制的改革。与此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

体制，继续加强廉政建设。 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努力增加出口，并逐步实现由初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向深加

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同时，按照有利于技术进步、有

利于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和有利于节约使用外汇的原则，合理

安排进口。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强消化、吸收和创新，

努力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促进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发展

。 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业，积极发展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工程

和国际运输业，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 进一步积极有效地利

用外资，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和结构。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采取多种形式吸收和引导外商投资，更好地把吸收外商投资



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继续推进沿海地区经济的发

展，办好经济特区，巩固和发展已开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认真搞好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

开放。同时，选择一些内陆边境城市和地区，作为对外开放

的窗口，促进这些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 ７

．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九十

年代，我国将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香港和澳门回

归祖国。从现在起，要进一步做好有关各项工作。七届人大

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正在起草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从根本上保证国家

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这两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要

继续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加强交流，增进了解

，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进一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以上提

出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是今后十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具体实施中，大体分为前五年（

“八五”计划时期）和后五年（“九五”计划时期）两个阶

段。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要求。第八个五

年计划的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

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

的发展打好基础。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在优化经济结构

、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

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二

、“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 第八个五年计划

时期，必须正确处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八五”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要继续进行治理整顿

，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在转入正常发展以后，还要继续完



成治理整顿遗留下来的某些任务。在整个“八五”期间，都

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与社会

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

和经济发展。 （一）基本任务 １．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

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２．突出抓好经济结构

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

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

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 ３．立

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进现有企

业技术改造。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点产品，

作为技术改造的主体和突破口，努力使这些企业和产品接近

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

，加强重点建设，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 ４．在努

力发展生产，全面厉行节约，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采取适当的办法和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

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

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同时，保持合理

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５．进一步推动科

技、教育事业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

质和效益服务。 ６．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

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

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 ７

．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

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



格、物资、商业、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

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

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８．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和进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劳动就业。在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继续发展文化、

卫生、体育等事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

态环境的恶化。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御能力。 （二）经济

增长的规模和速度 按１９９０年价格计算，１９９５年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２３２５０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百分之三

十三点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农业总产值达到８７８

０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九，平均每年增长

百分之三点五。工业总产值达到３２７００亿元，比１９９

０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五。

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９９５年比１９９０年增长百分之五十

三点九，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 （三）综合经济效益 所有

行业都要大力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能源、原

材料消耗，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到１９９５年，

主要行业中按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要

由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每万元国

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要由１９９０年的９．３吨标准煤

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８．５吨，平均每年的节能率为百分之

二点二。大中型企业主导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单耗，要达到

国际同行业八十年代初的平均先进水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五。“八五”期间，全民所有制

单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要比“七五”有所提高



。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天数，要由１９９０年

的１２７天缩短到１９９５年的９５天。 （四）国民收入的

生产和分配 １９９５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１８２５０亿元

，比１９９０年１４３００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平

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五年合计，国民收入使用额为８１０

５０亿元。五年内，不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合计为２６０００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七。

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为１７０００亿元，平均每年增

长百分之五点五。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

为８４００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一；技术改造投

资５５００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在基本建设

投资的分配中，按照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优先安排农业、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的建设。技术改造的

投资、重点用于节约能源、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

品种，扩大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产品，以及保证企业安全生

产等方面；重点抓好一批骨干企业的改造和上海、天津、沈

阳、武汉、重庆、哈尔滨等老工业城市的改造。 五年内，全

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 （五）财政和信贷 

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在提高经济效益、

适当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力争国内财政收入

五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一；国内财政支出，五年平均

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七，重点增加农业、教育、科学、国防

和国家重点建设等方面的开支。五年累计，收支相抵还存在

一定差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由于

近两年国家财政赤字比较大，“八五”又面临偿还债务的高

峰，而有些开支又必须适当增加，因此，在编制和执行年度



计划中，一定要努力增产增收、节约开支，把财政收支差额

缩小到最低限度。 继续控制信贷总规模，积极调整信贷结构

。五年内，贷款总规模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其中，流

动资金贷款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固定资产投资贷

款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三。 三、“八五”期间主要经

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 （一）农业和农村经济 进一步加强

农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八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首要任务。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

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

条件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继续抓好科技、教育兴农，大力推广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

果。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努力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

积极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实行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购销体

制和价格政策，以调动商品粮主产区和粮农种粮的积极性。 

种植业。保证粮食、棉花稳定增长，同时努力增产其他各种

农产品。“八五”期间，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指标如下：粮食

，按五年两丰两歉一平考虑，年均产量达到４．４７亿吨（

其中１９９５年为４．５５亿吨），同“七五”期间年均产

量相比，平均每年增加８２０万吨；棉花，年均产量４６４

万吨（其中１９９５年为４７５万吨），比“七五”期间平

均每年增加１２万吨；油料，年均产量１７２６万吨（其中

１９９５年为１８００万吨），比“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增

加５６万吨；糖料，年均产量７３７２万吨（其中１９９５

年为７５００万吨），比“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２５０

万吨。五年内，除继续巩固和完善已有的商品生产基地外，



重点在一些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商品粮、

棉生产基地。继续加强农垦系统国营农场建设。努力增加化

肥、农膜、农药、农用机械等的供应量，并合理控制它们的

价格水平。大面积推广增产效果显著的适用技术。１９９５

年，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分别达到２．５亿亩以

上和２．８亿亩左右，小麦、玉米、水稻的先进栽培技术推

广面积各１亿亩左右，地膜和塑料大棚的覆盖面积达到６０

００万亩。 林业。积极开展植树造林绿化活动，努力提高造

林成活率。切实保护和有效利用现有森林资源，严格执行森

林采伐限额，大力开展营林建设。五年内，造林３．７５亿

亩，封山育林１．８亿亩，新增森林面积２．７亿亩。１９

９５年，森林覆盖率要由目前的百分之十二点九提高到百分

之十四左右；抚育中幼林２．４９亿亩，迹地更新面积达到

７９５０万亩；重点建设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长江中上游

防护林工程等，以及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 畜牧业。稳

定增加猪肉产量，积极发展食草型、节粮型畜禽。猪的存栏

数稳定在３．５亿头左右，努力提高出栏率；牛羊禽兔肉占

肉类总产量的比重，由目前的近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二

十五左右。１９９５年，肉类总产量达到３０００万吨，比

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００万吨。要进一步发展国营农场和城市

郊区的奶牛饲养，以及蛋和肉鸡工厂化生产，加速开发南方

草山草坡，抓紧北方牧区草原建设，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草

地资源，积极发展草原畜牧业。综合开发饲料资源，扩大饲

料工业生产能力。 水产业。大力发展海水、淡水养殖，积极

开发外海和远洋捕捞，加强水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利用。１９

９５年水产品产量达到１４５０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



３２万吨。着重抓好增产潜力大的中低产鱼塘的改造和配套

工程建设，继续建设和完善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基地。加强

渔业政策管理，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扩大东海、黄海外

海的中上层鱼类和南海鱼类资源的开发。 乡镇企业。认真贯

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乡镇

企业要进一步调整结构，改进产品质量，在提高经济效益的

前提下，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１９９５年，乡镇企业总产

值达到１４０００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

对不同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要区别对待，分类

指导，特别要扶持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发

展。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引导和管理，逐步优化企业组织结

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从事采掘业的乡镇企业，要注意保

护和合理利用资源。 （二）水利建设 要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

的基础产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努力提高抗御洪水灾害的

能力，防治水土流失。巩固和改善现有水利设施，增加农田

浇灌面积。五年内，新增浇灌面积３０００万亩。要着手建

设一些跨流域的调水工程，逐步缓解华北和其他重点缺水地

区、缺水城市的供水困难，努力解决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

难的问题。大力提倡节约用水。五年内，继续建设长江、黄

河、淮河、海河等堤防加高加固和防洪排涝工程，建设重点

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进一步治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

以及黄河中游、长江上游等重点水土流失区，开工建设南水

北调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万家寨水利枢纽和引黄入

晋工程。继续抓紧长江三峡工程项目的审查。加强重点农业

开发区和荒地滩涂开垦中的水利工作。 （三）能源工业 坚持

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把节约放在突出位置。１９９５年



，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１１．７２亿吨标准煤，比１

９９０年增加１．３２亿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四。

五年内，全国共节约和少用能源１亿吨标准煤。 煤炭。加快

统配煤矿的建设，同时促进地方矿、乡镇矿的改造和提高。

１９９５年煤炭产量达到１２．３亿吨，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１．５亿吨。建设的重点是，继续建设内蒙古霍林河、伊敏

、元宝山、准格尔等大型露天矿，建设大同矿区、神府东胜

矿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铁法、双鸭山矿区和华东、中南地区的

兖州、淮南、永城矿区等一批在建项目；新开工建设陕西黄

陵矿区、宁夏灵武矿区和山西平朔安家岭露天矿等项目。同

时，加强现有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煤炭生产机械化程度。 

电力。实行因地制宜、水火电并举和适当发展核电的方针。

要重视水电建设，认真贯彻大中小相结合、梯级开发和综合

利用的方针。要在水力资源丰富的黄河上游、长江干支流和

红水河流域加快水电的开发。火电建设，积极建设矿区电厂

、沿海沿江港口电厂、铁路沿线和负荷中心电厂，并积极发

展热电联产。五年内，重点建设四川二滩、广西岩滩、云南

漫湾、湖北隔河岩、湖南五强溪、西藏羊卓雍湖、青海李家

峡等水电站，以及伊敏、元宝山、绥中、上海外高桥、常熟

等火电厂和秦山核电二期工程。在安排好电源建设的同时，

搞好电网工程的建设。努力加强农村电力建设。１９９５年

，发电量达到８１００亿千瓦小时，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９

２０亿千瓦小时。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贯彻稳住东部地区

、发展西部地区的方针。重点抓好大庆、胜利、辽河等主力

油田的勘探和开发，保证东部地区原油的稳定增产。集中力

量加强以塔里木为重点的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



并积极创造运输条件，努力增加产量。同时，积极进行海上

和极浅海、滩涂地区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天然气的生产建

设，要以四川地区为重点，并进一步加强陕甘宁盆地、河南

中原地区、东北松辽盆地和南海海域等地区的勘探与开发。

１９９５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１．４５亿吨（其中海上５

００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７００万吨。天然气产量达

到２００亿立方米，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４８亿立方米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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