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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 （一九八五年开始试行

）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

对外实行开改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现

行计划体制的主要问题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指令性计划

的比重过大，忽视市场调节，不善于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为

此，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

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市场调

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

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性、

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在指导性计划

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以后，一方面有利于基层单位的经济活

动主动灵活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企业的经济活动背离

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必须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

时， 更多地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并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经

济法规。为了使各种经济杠杆相互协调，更好地实现计划目

标，国务院确定，由国家计委牵头，综合研究运用经济调节

手段。 计划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范围很广、很复杂的工作，

要本着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看准一条，改革一条。国家计

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体现了上述精神

，国务院同意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试行。国家计委要结合整个

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抓紧研究拟定计



划体制全面改革的方案。 关于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交通指令

性计划的商品目录和供应出口商品目录，由国家计委商有关

部门和地区具体规定后另发。 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

规定 现行计划体制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主要问题是

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指令性计划的比重过大， 忽视市场调

节， 不善于运用经常调节手段；计划管理中投入产出不挂钩

，没有建立起严格的责任制，普遍存在着吃“大锅饭”的现

象，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迅

速发展。 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 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 根

据国务院关于“大的方面管住管好、 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

“简政放权”的精神， 必须加快计划体制改革步代。计划经

济，既包括指令性计划，又包括指导性计划。三十多年来的

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导性计划，是片面的

。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

划的办法来管理。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需要实

行指令性计划以外，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应实行指导性

计划。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必要的、 有益的补充。 在当前

，需要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

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指导性计划，国

家主要通过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促其实现；对指令性计划，也

应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改革，一方面调动基层单位和

劳动者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另一方面，努力保持国民经

济按比例发展，使企业的活动不致背离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样做，既要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促进

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根据上述方针、原则和当前的实际情况

，对改进计划体制作如下规定：一、 生产计划 农业方面，国

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上报计划的基础上，经过平衡确定国家计划。国家对粮

食、棉花、油料、烤烟、黄红麻、生猪、二类海水产品等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收购和调拨， 按数量、 品种、质

量规定指令性指标，并自下而上签订收购合同加以落实；超

过收购计划部分，全部放开。其他农产品，除国务院主管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者外，实行市场调节。 工

业方面，国家对主要工业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了保

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对国家统一分配调拨

的煤炭、原油及各种油品、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水泥、

发电量、基本化工原料、化肥、重要机电设备、化纤、新闻

纸、卷烟以及军工产品等重要产品（包括数量和品种），实

行指令性计划，并做好主要生产条件衔接。各部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也可以在国家计委规定

的指令性计划之外，对本行业、本地区少数重要工业产品下

达指令性计划，生产所需主要条件由部门、地方负责平衡。

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大企业，实行一本帐，不得层层加码

。指令性计划如果需要修改时， 必须报经下达计划的单位批

准。 属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价格，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律

执行国家统一定价。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供货

的合同的前提下，可以组织超产，超计划生产的部分，除国

家有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全部可以自销（钢材的计划内

部分，企业可以自销２％的规定不变）。国家物资部门对企

业自销产品可以进行收购。自销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可以



按国家规定的幅度浮动；自销的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要

执行国家规定价格（包括国家规定的浮动价格），但企业可

以用来与外单位进行协作。企业应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规定的

数量、品种、规格和需方提出的货单接受订货，完不成国家

指令性计划的，要将国家分配的原材料和能源的相应部分在

下一年度计划指标中扣回，并要罚款，罚款由企业留成基金

支付。对国家下达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

划指引的方向，根据原材料、能源的可能和市场需要自行安

排生产和销售，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产品价格按国家有关规

定分别执行统一定价或浮动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国

家不下达计划的产品，实行市场调节。 运输邮电方面，国家

对全国铁路货运量、公路汽车货运量、港口吞吐量、水运轮

驳船货运量、民航运输总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实行指导性

计划。对重点物资的铁路货运量、部直属水运货运量、沿海

主要港口吞吐量，实行指令性计划。二、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按计划进行控制。 

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拨款改贷款的投资，纳入国家

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

等安排的基本建设， 由国家负责平衡，实行指令性计划。这

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国家需要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重要

机械电子、重点科技、重点智力开发工程和国防军工等方面

的建设。 地方、部门的自筹投资和国家统借地方自还，地方

、部门自借自还的外资安排的基本建设，由地方、部门负责

平衡，经国家计委审核确定计划额度，执行中允许在１０％

的范围内浮动。 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 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地规定执行， 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云

南、贵州、青海也参照民族自治地方的办法执行。地方、部

门自筹投资安排的具体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

部自秆平衡安排。地方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地方能源、运

输邮电、原材料、建材、建筑、农林水利、轻纺、食品、机

械电子、商业、粮食、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住宅、环

保和城市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建设。为了控制基本

建设总规模，引导自筹投资的使用方向，当年使用的自筹投

资，要做到提前半年存入建设银行；除用于能源（包括节能

）、交通、学校教学设施、医院医护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投资外，要征收建筑税；对超过国家计划规定浮动范围的

自筹投资，要采取经济手段加以控制（具体办法另定）。 生

产性建设项目，按规模划分的，属于大中型项目仍按原规定

由国家计委或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按资金限额划分的

，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现在的一千万元以上提高到三千万元

以上（地方、部门自借自还和直接吸收外资兴建的项目，其

审批限额按第三条规定执行）， 其中总投资三亿元以上的项

目， 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凡资

金、能源、材料、设备自行解决的，原则上由各部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但其投资需纳入基本建设投资总

规模。 从一九八五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安排的建设

项目，都改为银行贷款。对不同的建设项目要实行差别利率

等办法，并规定不同的还款期限。少数建设项目确无偿还能

力的，经国家批准可以豁免。 由国家计委审批的大中型项目

，今后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利用外资、引进技

术项目以可行性研究报告代替设计任务书）。有关单位在设



计任务书批准后，即可进行设计、招标。设计由各部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审批，设计概算不能超过设计任务书规定

的投资额的１０％，列入长期计划或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大

中型项目，必须有国家计委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列入五年计

划的大中型项目，必须有国家计委批准的设计任务书。 技术

改造投资中，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国家利用外资安排的技术

改造，实行指令性计划； 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用于技术改造的

贷款， 由人民银行按计划进行控制。由部门、地方、企业自

筹投资安排的技术改造，实行指导性计划。同时，放宽地方

、部门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一

千万元以上提高到三千万元以上；其中总投资二亿元以上的

项目，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经国家计委批准了部体

改造规划的大型骨干企业，其单项工程可不再报批。 城乡集

体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

行估算，实行指导性计划，报国家计委备案。三、 利用外资

、外汇计划 国家编制国际收支计划，对利用外资总额，实行

指导性计划；对国家统一安排的外汇支额，实行指令性计划

。 地方、部门利用外资的总额度，报国家计委核定。利用外

资建设的项目（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在资金（包括

外汇和配套人民币）、能源、运输、原材料以及其他生产建

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情况下，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

北京市、辽宁省放宽到一千万美元以下，其他省、自治区和

重庆、沈阳、武汉为五百万美元以下；工交、农林等有关部

委（含部级工业总公司）放宽到五百万美元以下。 国家决定

进一步开改的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建设的生产性项目，

凡属建设和生产条件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产品不要国家包



销，出口不涉及配额，又能自己偿还的，每个项目总投资的

审批权限、天津、上海两市放宽到三千万美元以下，大连、

广州两市放宽到一千万美元以下，其他沿海港口城市放宽到

五百万美元以下。 凡属主要靠利用自借自还的外资，自筹资

金、材料和进口设备进行建设，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非生

产性建设项目，由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家决

定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自行审批。 放宽部门和地方使

用国家外汇和自有外汇的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限。由国家

计委审批的限额提高到五百万美元以上；这个限额以下的项

目，由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部门、地方

使用自有外汇的技术引进项目总额，要及时报国家计委备案

。四、 物资分配计划 国家对部分煤炭、钢铁、木材、水泥等

少数重要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分配的重点是：国家指

令性生产计划的需要；由国家负责平衡的国家预算内拨款改

贷款的投资、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国家利用外资

安排的基本建设的需要；由国家直接安排财政拨款和专项贷

款的重大技术改造、重大科研的需要；国防军工、国家出口

援外以及补助边远地区的需要。对农业、农机、轻工、市场

以及地方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维修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一

般保持一九八四年计划分配基数；增加的需要，除用自有资

源外，可通过市场调节或用自有外汇进口解决。 对超计划生

产的产品所需要的物资，由企业通过市场采购解决。中心城

市要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调节社会供需，把物资流通搞

活。 国家统一分配的重要机电设备， 所需主要材料由国家安

排； 一般机电设备和配套产品，由地方和企业自行安排生产

和销售，所需材料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来源解决。重要成套



设备，逐步实行由使用单位向生产企业或设备成套公司实行

招标承包生产的办法。五、 商业、外贸计划 国家对全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人民生活必需的重要商品

的收购和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 国家对进出口总额， 实行

指导性计划。 对国家统一安排的进出口总额和主要进出口商

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六、 劳动工资计划 国家对全民所有制

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下达计划指标。除了实行租赁

、承包等自负盈亏的小型企业以外，企业的工资总额，根据

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按国家规定的比例

增加或减少。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应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此外，国家通过征收奖金税或其他税收办法控制工资总

额。七、 文教卫生计划 教育方面，对研究生、普通高等院校

本专科、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毕业分配人数，根据分

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国家计委、有关部门或地方下达指令

性计划。各高等院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接

受委托培养或联合办学。其他文教卫生方面，如中小学招生

、医院病床、电影、出版、广播、电视、体育等事业计划，

由部门和地方负责平衡下达，报国家计委备案。八、 实行多

种形式的计划承包责任制 钢材、煤炭等物资和某些商品的调

拨指标，分别对部门、对地方或对中心城市试行多种形式的

包干责任制。对重点工业企业逐步试行产量递增包干办法。 

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建设，对部门和地方逐步实行投

资大包干。按五年计划包总投资，按计划项目包建设规模、

投产时间、新增生产能力、新增产量和品种，以及投资回收

期限；年度投资，由建设银行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并考虑配

套工程的情况进行贷款，在不超过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可以



不受年度的限制。一般项目竣工后一次结算，大型项目按单

项工程竣工结算。按合同要求提前竣工而节约的资金，归承

包单位留用；由于延误工期而多贷的资金，由承包单位负担

。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九、 加强

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 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以后，指令性计划范

围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各级计委要着重

抓好全社会的财力（包括财政和信贷）、物力、人力（特别

是专门人才）和外汇的平衡，安排好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发展重点、地区布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

的农轻重、积累消费等主要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

扩大，要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人民生活的改善，要同

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国家要按计划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控制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要规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银

行贷款发放额；对主要工业消费品、国家统购派购的重要农

产品和少数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要进一步

开展经济协作，并加强这方面的组织工作。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逐步以五年计划为主要形式， 简化年度计划， 制订

长远规划；同时编制行业规划、地区规划、国土规划和若干

个专项规划，建立起长、中、短期计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

计划体系。五年计划的主要方面要列出分年指标；年度工业

生产计划，要根据五年计划的要求，按照上年实际和新增生

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产量，考虑社会需要作出安排。同时，进

一步扩大企业之间的固定协作关系，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尽

量实行定点供应，使企业的生产秩序保护稳定。十、 加强各

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 围绕计划目标，有计划地及时调整价

格、税收、利率、工资、财政补贴等，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令其成为实现国家计划的有效手段。由国

家计委牵头，会同国家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人民银

行、国家物价局、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综合研

究经济杠杆的运用，并进行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委也要牵头协调经济杠杆的运用工作，并建立研究和运用经

济杠杆的机构。十一、 加强经济信息管理，搞好国民经济预

测 地方、 部门自行安排的生产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包

括建设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确定后，应在半个月内把计划

安排中的重要情况抄送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定

期发布生产建设、科学技术和市场变化等信息，以指导计划

的制订和执行。各级计委和各部门都要加快经济信息网络的

建设，建立和健全经济信息管理和预测机构，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的经济计划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搞好生产建设、推进

技术进步和引进外资等工作。 要加强对计划经济理论和重大

经济问题的研究。要改进现行的计划方法，积极采用经济数

量分析方法，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技术，加速计划手段的现代

化，做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参照预测拟订全社会的计

划，以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 制订相应的经济法

规和管理条例 抓紧制订计划管理条例，健全经济法规，特别

是有关基本建设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法规，严格经济司法和

经济监督，维护国家计划的严肃性。 各部门、各地方的计划

体制也要根据上述规定的精神，做出相应的改革。广东、福

建两省和西藏自治区，按中央、国务院规定的特殊政策办理

。 关于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交通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

标目录 、 统一分配物资目录、 指令性计划的商品目录和供应

出口商品目录， 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和地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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