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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

——以湖南工矿企业为例

江 轶，杨 璀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工业领域开展了以提前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节约生产资源、提高工矿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目标，改革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在

运动开展过程中，湖南工矿企业积极发动工人群众，通过严格执行作业计划、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发

动爱国劳动竞赛、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方式，节约材料，增加产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湖

南工矿企业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了湖南省工业生产状况，推广普及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强了

生产作业的过程管理，同时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增产节约运动，对于教育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良好风气亦具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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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Increase 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Take Hunan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

JIANG Yi，YANG Cui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unan Province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al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aunched a mass production increase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with the main goals of completing the national plan ahead of schedule or exceeding the limit, saving produc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and with re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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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closely integrated. During the campaign, Hunan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actively mobilized 
the masses of workers to save materials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by strictly implementing work plans, launch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mpaigns, launching patriotic labor competitions,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management 
systems, which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The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carried out by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in Hunan has improved the stat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Hunan Province, popularized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trengthened the process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operations, improved work styles, strengthe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so had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ng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o maintain a style of hard work as well as form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of strict economy and opposing waste.
Keywords：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the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Hunan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

记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多次强调

要求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2020年 8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

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1]。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集中力量支援抗美援

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开展了增产节约

运动。这一运动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教育了党员干

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形成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社会良好风气。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侧

重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整体进程及实施效果，对于

区域视野下生产单位增产节约机制和动态研究不

足 [2-5]。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增产节约运

动是一个长时段的现象，至少在社会主义建设探

索时期，存在五个不同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 [4]。

本文从运动发端、具体举措及实施效果等方面，

对新中国成立后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这一时

期湖南厂矿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进行梳理与分析，

以期从基层厂矿的视角阐释这场运动的历史价值

和深远影响。

一 运动的发端：抗美援朝、经济建设

与自我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当务之

急。然而，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应朝鲜党和

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作战。随着战事扩大，新生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支出大幅增长，“1950 年的国防费是

28.01 亿元，1951 年猛增到 52.64 亿元，1952 年

又增至 57.84 亿元”[6]。国防费用占支出的比重

不断提高，1951 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总

支出的 55%，比 1950 年增加约 1 倍；1951 年的

财政赤字占支出的 11.5%，比 1950 年的赤字高

2.5%[2]。由于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加之志愿军在

朝鲜战场上消耗巨大，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内经

济和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不利环境下，厉行节约、

增加产量几乎成为支援志愿军作战和维持国家财

政平衡的唯一手段。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的邓子恢认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乃

是在当前抗美援朝斗争中十分紧张和国家支出十

分浩繁的情形下，增加国库收入、平衡财政收支

的唯一正确出路。”[7]1951 年 12 月，毛泽东向

全党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号召 [8]，这成为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的直接动因。

与此同时，为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大规模建设

刻不容缓。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长期战乱，导

致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很低，1949 年中国工业产

量比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年份的产量低一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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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产能下降达 70% 之多，轻工业产能下降达

30% 左右 [9]。彼时，国家建设的重心是集中力量

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

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

建设任务，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

础 [10]。推进工业化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毛泽东

同志指出：“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克服浪费现象、

厉行节约，是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11] 因为新

中国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剥削的方

式获取工业生产资本，只能通过“增产”及“节约”

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建设资金的积累。从全国范

围来看，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从 1951 年起

就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发掘生产潜力，

推广先进经验，实行经济核算制，极大地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为了利用国内有限的资金及原料实

现经济效益的增长，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地区“增

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为经验，开展增产节约

运动，并逐步向全国推行。

实行增产节约并非仅仅源自经济因素。中国

共产党一直有着勤俭节约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干部存在“坐天下”

的享乐思想，逐渐脱离群众，贪污、浪费、官僚

主义现象日渐严重。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就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同志，更明

确要求对于贪污蜕化的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并查处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此外，生产

领域浪费现象也比较普遍，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有

些车间的桥式吊车司机，经常用 10 吨或 20 吨重

的吊车吊送不到 1 公斤重的饭盒或冰棍；大连工

矿车辆厂使用的是一二万元制造的专用设备，稍

有毛病就废弃不用 [12]。上述情况既不利于国家经

济建设，也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1951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推进国家建

设大步向前迈进的总要求，而“精兵简政、增产

节约”则是实现这一总体要求的总方针和全党的

中心任务 [3]。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

动基础上，中共中央迅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其既是巩固“三反”运动成果的重要任务，更是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保持革命

本色的思想教育运动。

二 运动举措：统一思想、严格计划与

技术革新

湖南地区旧有工业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迅速恢

复国民经济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重要任务，工矿

企业是当时建设的重点。湖南省内矿产资源颇为

丰富，当时已经发现的矿产有 40 多种，其中锑的

储量和产量为世界第一，铅锌、雄黄的产量均为

全国第一 [13]3。随着“一五”计划全面展开，湖南

成为国家 10 个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在苏联援华的

156 个重点项目中有 4 个落户湖南 [13]6。至 1953 年

底，地方工矿企业调整后，湖南全省共有各类国

营厂矿 129 个，职工 65 979 人 [14]60。然而，湖南

工业生产形势并不乐观，彼时工业经济尚未展现

出强劲动力，工业发展速度与这些优势条件并不

匹配。很多矿产尚未组织大量开采，如铁的藏量

约为 3 亿余吨，1955 年年产量只达 65 228 吨（包

括生铁、熟铁、土铁），金刚石、铀、石英、石

棉等 12 种矿产尚未组织开采 [13]3；湖南重工业厂

矿绝大多数只能生产原料和半制品，主要轻工业

产品大量依靠输入 [13]3。省工业部在向省委的报告

中指出：

当前我省工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速度不快，

大大落后于国家建设形势和我省人民生产生活上

的需要，主要表现在：①湖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5.7%，而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 1.94%（全省

工农业产值占全国工农业产值 4%，农副业产值占

全国 5.6%）。②与别省比：我省工业也少，发展

也较慢，从地方工业总产值上看，1955 年，我省 5.4
亿，河南 6 亿，河北 12 亿，广东 14 亿，四川 14.5 亿，

辽宁 15 亿 [13]4。

与全国各地相类似的是，湖南地区生产领域浪

费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在材料制度上有领料制

而无退料制，随便盖章，乱批条子；劳动纪律松

弛，如湘潭棉纺织厂有一工人到工地 4 个月仅工

作 4 天，工资却月月照发 [15]126；铁路调度不细致，

有一车皮曾在岳阳停了 40 天无人问津，按每小时

4 万元计算，损失很大 [16]100。因此，节约材料资本、

迅速提高生产力、增加工业产量迫在眉睫。中共

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一干部群众思想，

明确增产节约的原则和意义：“在增产方面要全

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必须保证质量。在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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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降低成本，节省开支，加速资金流转，处

理呆滞积压，裁减冗员，以及原材与材料的节约

等。”[17]64 以此方针为指引，湖南省内工矿企业在

增产节约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举措，对于促进省内

经济及工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严格执行作业计划

现代工业生产需要科学规划和精准管理。当

时一些厂矿面对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出于快干

猛干的急切心理，对于计划管理并不非常认同。

锡矿山开始推行作业计划时，职工认为“我们月

月完成计划就是，不要推行作业计划”，然而实

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实践证明，工业管理需要

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仅仅凭借经验是不能适应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

若愚指出，在国营企业中的生产管理工作，其基

本要求就是实行计划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度和

经济核算制度 [11]。湖南生产改革办公室也强调计

划是搞好生产的关键，是企业的行动纲领，要把

所有群众组织到生产上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

决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视为单纯的技术工作 [14]62。

正是因为提高了认识，许多企业逐渐认识到制定

计划和推行计划需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

实施，并逐渐把握了这个工作原则。在制订作业

计划中，各厂矿领导依靠群众挖掘企业潜在能力，

作业计划一般制订得比较先进和切合实际 [18]。湖

南省锡矿山矿务局、中南电工厂、水口山矿务局

第一炼锌厂、株州机车车辆修理厂和湘中电业局

第一和第四发电厂等国营厂矿都发动了职工讨论

生产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作业计划，涌现

出许多典型事迹：

锡矿山干部职工逐渐意识到作业计划的重要

性，一面由领导带头，深入窿洞，进行“当头鉴定”，

认真编制和贯彻作业计划；一面普遍号召干部“面

向生产，面向窿洞，面向群众”，“抓数字，抓计划，

抓关键”，曾严厉批评过一个不看重“工业通讯”

的窿道主任，和一个以为自己只需作政治工作，

不知道生产数字的厂长 [19]5。

该矿作业计划经验很快在全省得到推行，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受此鼓舞，省内各厂矿一般制订

了比较先进而又切合实际的作业计划，并有具体

的措施保证，成效明显。湘中电业局全年煤耗率

由 0.693 公斤降低到 0.672 公斤，降低了 3.03%；

厂用电率由 9.64% 降低到 9.29%，降低了 3.63%；

线路损失率由10.03%降低到9.75%，降低了2.78%；
合计全年降低成本约 30 亿元 [20]134。

（二）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技术革新是推动工业进步的动力。在生产资料

十分有限的前提下，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是保障增

产节约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前提，各厂矿只有加

强技术革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利用有

限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大的产能。湖南省内各工矿

企业积极采取“技术人员下车间”“大力发动老

工人”等方式推行技术革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力生瓷厂工人杨光德和技术人员萧惠明成功研制

出“低温白釉”，产品更加洁白，色泽更透明，

达到了出口标准 [21]；湖南电工厂技术人员王雪海

与工人共同研究，推行了苏联的多条焊接法，提

高了变压器焊接效率 [14]67；洪江瓷厂深入发动职工

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改进“旋坯排泥器”，将

单刀张改为双刀张，解决了产品变形的关键问题，

提高成形率 5%，全年可减少破坯 18 万多只，节

约成本 1 469 元 [22]。

除了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改进生产技术之外，许

多厂矿积极发动老职员依据生产经验提出技术革

新窍门。炼锌厂的何春林小组 4 个老技工在一周

内找到 24 个窍门，其中单蓝灰去泥与刮凝结两项，

一年即可为国家增加财富约 3.6 亿元，成为全厂学

习的典范 [14]76。长沙电厂老年技工刘德生，带领化

验室的技术人员下车间，和工人一道测定煤耗，

分析烟气，煤耗高了，他们就帮助工人找原因，

设法降低煤耗，使该厂三号炉煤耗最低降至 0.476
公斤，创中南区煤耗降低最高纪录 [14]76。技术革新

运动在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优化产品

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增产节约运动的

重要助力。

（三）发动爱国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

殊的意义。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劳动生产竞赛便是其中的重要方

式。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而

且锻炼了干部，增进了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加

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一

些厂矿继续发挥这一光辉传统，开展了持续长久

的爱国劳动竞赛，以先进带动后进，全面提高生



95

江 轶，杨 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以湖南工矿企业为例

产效率。

在湖南省的工矿企业中，国营企业的爱国劳

动竞赛开展较早，至 1953 年底，已经有湘煤电

厂、长沙电厂、衡阳电厂、新湘矿务局、中南电

工厂、湖南炼锌厂、下摄司电厂、宁湘矿务局（第

五厂）等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由简到繁，开

展了不同形式的爱国劳动竞赛 [14]60。锡矿山为了配

合采探机械化和计划管理，将过去的流动红旗竞

赛升级为满堂红竞赛，竞赛内容包括各个工种的

全部指标，必须每个指标都被突破，才算满堂红。

三三一厂围绕质量问题，开展分号红旗竞赛，也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9。在这些厂矿企业开展爱国

劳动竞赛之后，工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

效率及产品质量合格率得到了极大提高。长沙电

厂型铸工厂开展了品质红旗竞赛，第五班屡创新

纪录，报废率由过去平均 62%，连续下降到 1.94%、

1.12%、0.73%，两个月废品率均保持在 2% 以下，

突破了质量指标 [14]69。群众性劳动竞赛对于节约生

产原材料也具有积极意义，自劳动竞赛运动开展

以来，据统计，长沙电厂 4 个车间共节约原材料

24 023 385 元 [14]69。此外，湖南厂矿爱国劳动竞赛

还与“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有效遏制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厂矿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及资

本主义作风，对稳定当时的政治经济秩序起到了

重要作用。

（四）改进企业管理制度

改进工矿企业管理制度是健全增产节约运动

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管理制度改革首先确定了

厂长负责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提出，

工矿企业应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党委制过

渡到厂长负责制：

实行厂长负责制决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

更加加强了党的领导。所谓厂长负责制，是厂长

对生产的负责制。厂长在生产管理上负有完全的

责任，但厂长必须定期向党委报告生产计划及在

党委研究一定时期内工厂的中心工作和重大问题，

我们必须要以战斗的精神集中精力去解决生产上

的问题，不能事事一把抓，慢慢讨论。厂长负责

制就是贯彻这个精神 [17]74。

与新中国刚成立时不同，此时很多工矿企业厂

长、矿长是由党员干部担任的，实行厂长制更有

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党委从管理工厂的具体行政

事务中脱离出来，集中精力管方向、把大局，确

保生产，这也为后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奠

定了基础。

除了建立厂长负责制之外，针对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安全问题及产品质量问题，省委及工业部

门强调，厂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应当明确职责、

科学分工，在加强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围绕作业

计划的需要，有步骤有重点地建立生产指挥、安

全和技术责任制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企业检

查制度，如长沙市各工厂的三级检查制（厂一级

每周检查 2 次，车间一级每两日检查 1 次，小组

群众每周检查 1 次）；此外，还确立了即时会商

制度， 如株洲机车厂的日常会议形式不拘，但必

须有情况、有问题、有领导参加，防止盲目碰头、

为碰头而碰头 [19]7。

（五）实施工资改革和安排编余职工

工资是影响职工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不

合理的工资制度不仅会挫伤职工的积极性，还会

导致企业资金的浪费。为了保障节约工资支出的

同时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实施工资改革成为增

产节约的重要措施。当然，工资问题直接涉及职

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把握改革尺度十分重要。

公平合理、尊重劳动是重要的标准。株洲第七工

程处工资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正确掌握技术标准，

认真评定技术等级，了解工人技术水平，通过评

级使工资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并贯彻按劳付酬

原则，明确提出少数极不合理的必须降低工资。

在决定降低工资时，不少职员出现了思想偏误，

担心“按劳付酬很对，但人口多降工资维持不了

生活怎么办”，通过耐心说服教育，使职工正确

认识了按劳付酬原则，最终积极拥护改革的职工

达到了职工总数的 75%[23]25。

除了按劳付酬、适当降低工资之外，妥善安排

编余职工也是湖南工矿企业节省工资开支的重要

举措。湖南工矿企业通过系列措施，不仅安抚了

职工情绪，还调动了职工的爱国情绪及生产积极

性。西冲锑矿编余职工 155 人需要安置，厂方主

动找当地县委、区委联系，当地区乡的负责干部

积极配合动员，并分别组织党员、团员及积极分

子，对思想意识后进的工人进行个别谈话，解除

了群众的思想顾虑，获得了大部分编余职工的肯

定。工人杨固余等人感慨：“过去国民党解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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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哪有这样的照顾，现在人民政府发工资，发遣

散费，路费，还特别照顾最困难的工友，我们只

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今天这样，回

去后，保证听毛主席的话，与农友搞好团结，努

力生产。”[24]10 湖南工矿企业通过系列措施妥善安

排编余职工，既节省了企业工资支出，又稳定了

职工情绪，还提高了职工生产积极性。

三 成效显著：生产改善、技术进步、

管理提质与作风改进

在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宣传促动下，

省内大部分工矿职工认识到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

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增产节约运动与建设社

会主义实际联系起来，热情饱满、信心很足 [25]34。

省内工矿企业积极改进企业管理方式及生产组织

方式，解决了工业生产方面遇到的许多关键问题，

使得增产节约运动顺利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了湖南省工业生产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内不少单位由于国家

计划完成得不顺利，致使任务后推，完成任务变

得异常艰巨。在省委和各企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各工矿企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增产节约

运动以后，情况立即好转。1952 年至 1955 年 3 年

期间，湖南省内的工业发展开始出现增速，部分

产业统计数据如表 1[13]1 所示。

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了湖南工业生产的被动局

面，提高了工业生产水平，为湖南地区乃至全国

的建设积累了经验，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了产

量，超额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生产目标。此时，

各厂矿喜报频传，水口山矿务局提前 1 年 3 个月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26]；湖南石墨矿在 1955 年

11 月 12 日，提前 2 年 1 个半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

计划，1955 年的总产值比 1957 年的计划水平还提

高了 26.57%[27]；地方国营湖南第一纺织厂提前 1
年 2 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产值指标，

棉纱、棉布产量已达到 1957 年的水平 [28]。

（二）推广普及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省内各

厂矿着力发现生产窍门与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锡

矿山矿务局推行了深眼总爆法，获得大量块石，

解决了回探和选洗跟不上冶炼进度的问题，使产

量由 35 吨每工班提高到 44 吨每工班，并将两班

制改为三班制，充分发挥机采单位设备能力，将

生产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29]43；水口山矿务局职工在

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提出了 285 条合理化建议，

总结推广了 9 种先进经验，贯彻了 24 项苏联专家

建议，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提高了锌块品质，解决

了炉温太低和不平衡等问题 [26]。彼时，发现生产

窍门成为一种先进经验。中南电工厂二车间召开

“老将（老师傅）出马”大会，提出窍门 60 个，

该车间油漆班找出 7 个窍门改良工具，建立材料

集中保管制，减少施工步骤，提高工效达 3 倍，

全月缩短工时计 496 小时，节省原材料 1 200 余万

元 [25]34。南岭煤矿原回采率只达 50%~70%，因此

上半年仅完成回采计划的 87%；自发现竹帘钢采

煤法窍门后，回采率达到 94%，并降低了消耗、

保证了安全 [29]43。

（三）加强了生产作业的过程管理

为了按质按量完成生产计划，湖南省内工矿企

业积极改善领导方法和生产组织方式，加强对生产

工作的直接领导与精细管理。锡矿山通过采用逐渐

消除采、选、炼环节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健全辅助

车间功能的作业计划，加强企业领导对企业生产过

程的调度工作；在生产计划的安排方面，采用由月、

旬作业计划逐渐变为日、时作业计划等方法，有力

地保证了各生产环节的协调一致及增产节约计划的

全面完成。通过采取上述管理方法，该矿不仅全面

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保证了生产安全，提高了该

年 9 月份的出勤率（9 月份出勤率达 96.15%，比 8
月份提高了 0.32%，比计划提高了 2.79%），节约

了成本（共节约采、选、炼小组成本 2 亿余元）[25]37。

除了锡矿山之外，“一五”计划期间，大部分工矿

企业都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力度，并由此减少

了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发生率，且提高了产品质量，

表 1 1955 年湖南省工矿企业增产节约运动部分统计数据

相关项目

工业产值 / 亿元

电力产量 /（千瓦·时）

原煤产量 / 万吨

生铁产量 / 吨
锑产量 / 吨

棉纱产量 / 吨
棉布产量 / 千公尺

工人全年生产总值 /（元·人 -1）

1955 年

86.141
1.472 35×108

216
15 354
10 507
15 493
75 282
8 831

较 1952 年
净增长率 /%

  92.0
  91.5
  33.8
465.1
  34.8
  69.1
  69.1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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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国家计划的顺利完成。

（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

增产节约运动主要以减少生产支出、提高生产

效益为主要目的，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其也是

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和群众动员运动。彼时，省内

各厂矿对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节省生产开支保持

着高涨的热情。大部分工矿企业领导能积极投身

企业生产，以身作则，与职工一道攻克技术难关。

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工段炼炉上的墩过砖出

现了变形和断脱的现象，党总支书记、厂长、工

会主席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干部，都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而日夜坚守在炉子上 [30]；邵阳市化工日用

品制造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都曾深

入电池车间，同工人、技术员一起研究原料配方

问题 [31]。

由于领导干部带头，坚持走群众路线，重视

发动群众，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干群关系变得密

切起来，进而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热情。水口山一

厂领导深入群众开展工作，随时掌握群众思想，

使得该厂某小组由积极分子占 52%、后进职工

占 48%，逐渐提高到积极分子占 90% 以上 [25]38。

三三一厂、湘潭电机厂和株洲铁路工厂，都顺利

进行了一次适当的工资调整，基本上消除了群众

的不满情绪，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资兴煤矿开始

增产节约运动后，一两天中新纪录不断涌现，甚

至有的单位领导还赶不上群众的劲头，锡矿山一

矿矿长在群众纷纷提出保证超额完成增产节约任

务后，才敢出面接受增产节约目标 [29]42。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推行经济核算制度；

高度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充分利用工业的潜

在能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

加速资金周转来达到节约投资；以降低成本来争

取超额积累；以提高产量质量来增加生产总值”[32]，

这些都成为增产节约运动中所秉持的一般经验和

做法，充分体现了节约精神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确保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效果。由于处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探索阶段，受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等因素

影响，增产节约运动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

厂矿安全事故较为严重，如牛马司煤矿发生瓦斯

爆炸事故，死亡 18 人，受伤 4 人，为全中南区解

放后第三次大的事故 [33]54。有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认为自己是某级干部，做过农村工作、带过兵，“管

这么个厂子算啥”，不深入生产，脱离群众 [14]71。

有的厂矿存在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湖南省电工

厂变压器 1953 年 1 月至 8 月产品次货率平均为

23.4%，漏油现象严重，经常要派出技术人员到天

津太原等地去维修 [14]72。

但是毕竟瑕不掩瑜，增产节约运动是新中国

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论对迅速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还是对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

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场运动的历史功绩是

不可磨灭的。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

国正处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起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必须杜绝浪费，勤俭节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

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1]

我们可从当年增产节约运动中汲取有益的工作经

验，吸吮丰富的精神内涵，规避当年的失误教训，

以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实践举措，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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