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县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面整顿和“四五”计划的完成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 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

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

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

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
当头的领导班子，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中共中山

县委果断地对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整顿，制订实施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

一系列措施。

1975 年 3 月 31 日至 4月 6 日，中共佛山地委召开县（市）委、公社

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对工交企业的整顿工作进行部署。中山县委根据佛山

地委部署的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到重点企业，采取

开门整风的形式，实行一层抓一层，一级抓一级，开展整顿工作。首先是

调整管理体制，发挥镇级的积极性，加速地方工业的发展。4月 24日，中

山县委作出决定，将县属的 28间国营、集体厂企、职工 7387人下放给石

岐管理。石岐相应成立工业局、二轻局和物资供应站，产、供、销计划与

省、地有关部门直接对口，进一步壮大镇的工业基础和发展活力。其次是

加强交通运输工作，加快物资流通。成立县水上运输公司，集中运输力量，

抢运支农物资，实行对支农物资“五优先”服务（即优先纳入计划、优先受

理、优先进货、优先装卸、优先运输）。当时正处于春耕大忙季节，农村

急需大量化肥，县水上运输公司增加力量，保证了 3500 吨化肥的运输，

到 4月底，完成了中山县委下达的生产运输任务。为拓展客运交通，组建

石岐公共汽车公司，开辟镇内公共交通业务，中山汽车站建成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客运大楼，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交

通整顿抓住了经济命脉，为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是加强重

点产品和新产品生产，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中山县委进一步抓好化工厂、

糖厂、农机厂的整顿，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

度，认真制订好长远规划，抓长远，促当前。4月 15日，中山县委、县革

委会决定，在石岐化工厂增建磷肥车间，成立磷肥会战指挥部，由中山县

委常委蔡恒顺任指挥，形成年产 2万吨磷肥的生产力；在中山糖厂进行提

高压榨甘蔗能力的试验，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工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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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 9号文件精神，认真开展对企业的整顿，

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群众新的希望。经过初步的整顿，经济形势

日益好转。4月，石岐化肥厂创历史最高月产量；中山糖厂平均月榨甘蔗

量达 2530吨，压榨收回率达 97.4%，创建厂 17年来的最高纪录。到 6月
底，全县工业产值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达 1.73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 55.45%，比上年同期增长 10.9%。

6月 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

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中共中央 13 号文件下达后，中山县委常

委连夜组织学习。6月 10日上午，全县分两个会场，组织国家干部和基层

单位领导共 3000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传达中共中央 13号文件的广播大

会，中山县委副书记费铭华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号召全县人民迅速行动起

来，掀起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13 号文件的热潮，边贯彻边行动，进一步

促进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大干快上。11日晚，石岐分设四个会场召开职

工群众大会，由中山县委常委李斌、吕胜、蔡恒顺、陈达兴分别向群众宣

读中共中央文件。至 13 日，全县主要城镇工业、交通、财贸企业职工收

听中共中央文件人数达 42975人，占职工总数的 78.9%。中山县委常委和

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分别到中山钢铁厂、小榄镇、外贸局等单位调

查研究，发动干部、群众研究如何加强管理，搞好生产等问题。全县各厂

企、单位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解决钢铁问题的指示精神，迅速收到成效。石

岐党委联系几年来街道工业徘徊不前的情况，对照徐州的经验，采取坚决

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企业领导班子，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

中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表示：“宁肯自己多流汗，也要保证完成全年钢产量

1495吨的任务。”石岐氮肥厂的干部工人决心在年底前抓好碳化煤球车间、

碳化车间的扩建建设，“革命加拼命，战高温，夺高产”，完成下半年氮肥

产量 2.8万吨的任务。这些都表明了中山人民将工业搞上去的热切期望和

坚强决心。

7月 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

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充分说明

中共中央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有效的，要求全国工业战线继续贯

彻落实这一方针。8月 2日至 4日，在中山县委的领导下，县工交办公室、

财贸办公室、计划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县工业贸易工作会议，县工业局、二

轻局、外贸局、社队企业管理局，小榄、石岐、黄圃镇主管领导和各厂、

社企业领导共 130人参加。会议指出：自贯彻中共中央 9号文件以来，整

顿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外贸出口欠产较多。会

议强调，外贸计划是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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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领导班子身上，

一些企业领导班子软、懒、散的情况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会议要求必须

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 13号、17号文件精神，

端正思想路线，从内部找原因，揭矛盾，促转化，促进工业特别是外贸出

口生产大干快上。二、突出地抓领导班子整顿工作，着重解决软、懒、散

问题，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抓关键，抓进度，抓质量，抓措施，抓薄弱环

节。三、想方设法，确保生产计划和出口任务的完成，欠产的厂社，要迅

速采取措施，8月要缩短差距，9 月要达到年度计划的 80%至 85%。四、

优先保证出口商品生产的材料、燃料、电力供应；有关部门要统筹安排，

尽可能满足要求。五、革新、改造、挖潜、巩固老产品，发展新产品，搞

好商品质量，增加花式品种，改进包装装潢，为完成全年工业生产创造条

件。

8月下旬，佛山地区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在小榄镇召开现场会议，推广

小榄整顿的经验。小榄是中山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批林批孔”开始后，

生产的集中统一指挥大大削弱，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生产再次出现

大幅度下滑，1975年 1月至 5月，全镇月工业产值徘徊在 190万元左右，

上半年仅完成全年计划的 47%。中共中央 13 号文件下达后，小榄镇党委

大张旗鼓地传达贯彻，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存在的问题。为了全面完成全

年生产计划，采取坚决措施，整顿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并进行适当的组

织上的调整，对闹不团结，精神不振，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班子

予以坚决调整，同时建立起生产劳动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程、质

量检验制等规章制度。经过整顿，农机厂、锁厂等后进单位的生产形势开

始好转。6 月，全镇工业产值达 235 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7 月又超 6
月，达 250 多万元。1 月至 7 月共完成全年计划的 57.3%，比上年同期增

长 20.3%。小榄现场会议后，全县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掀起“战高温，夺高产，

奋战八、九、十三个月”高产拉练活动，许多单位抓住主攻方向和薄弱环节，

组织攻关，大挖潜力。中山糖厂对压榨技术进行改造，使甘蔗日榨量达 3000
吨，比原设计能力提高 50%，东风糖厂也由日榨量 500吨提高到 800吨。

这一成果，受到国务院和轻工业部领导的重视，专门对此作了批示，要求

在全国推广。中山酒厂克服燃料、电力、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困难，提前一

个月完成全年计划。中山机械厂等 10家金属加工机械厂，经过技术改造，

生产步入全盛阶段，生产各类机床合计 500台以上。为了完成氮肥、磷肥、

钢铁、水泥、制糖五个重点项目的上马，县革委会工交办公室组织县属 80
多个单位参加大会战，进一步加快工程建设，使 1975 年全县的合成氨生

产能力从上年的 8000吨提高到 1.5万吨，水泥从 5万吨提高到 6万吨，钢

铁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工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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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交领域整顿的同时，财贸整顿也开始启动。针对 1974年全县财政

收入、商业经营未能完成年度计划，市场供求矛盾进一步加深的状况，县

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发出《关于做好一九七五年财贸工作的几点意见》，要

求以“发展经济、促障供给”方针为纲，把财贸工作重点放到支援农业生产

上来，积极安排好支农的资金和物资，帮助社队发展以种养为主的多种经

营，建立各种商品生产基地；支持社办企业和地方工业生产，加强工商、

工贸协作，做好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地方工业产品的收购经

营，扩大出口货源，增加市场供应，外贸要完成出口收购 5700 万元的任

务；要加强管理，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继续认真落实和兑现各项农副

产品奖售政策，推广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以计划引导生产的发展。

3月 6 日至 9日，县革委会在古镇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

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各公社财贸办公室主任、供销社主任、生产大队贫

下中农管理小组组长和农民代表共 400多人参加了会议。5月 12日，县革

委会作出《关于在全县商业推广古镇供销社经验的决定》。古镇地处中山

与顺德、新会交界地方，水陆交通方便，商品经济发达。1972年后，古镇

供销社全面理解和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整顿和改进内部经

营管理，根据当地人多地少、经济作物比较发达的特点，制订促进粮食、

甘蔗、蚕桑、塘鱼、禽畜生产发展的措施，派出 25 名业务员，深入生产

队，建设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办起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场。1974
年工副业总收入达 1000 多万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 323 万元，比上年增

长 30%。县革委会要求全县各商业部门，“学习古镇供销社认真执行‘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用主要精力支援农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

生产，使集体经济逐步巩固壮大，农副业生产逐年发展，社员分配逐年增

加，农副产品收购逐年扩大，对国家贡献逐年增多”。在此期间，省商业局、

佛山地委也先后转发古镇供销社经验材料。7月 16日，县革委会决定，将

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县供销合作社重新恢复，加强对农村商业的领导。

9月 2 日，在中山县委第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专门研究

了财贸整顿的问题。要求财贸部门在整顿中专门研究解决对城镇厂企的供

应问题，要从资金、种植、技术、收购等方面，支持社队发展多种经营，

从而推动自身业务的发展。9月 15日至 18 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财贸、

畜牧工作会议。各公社革委会、公社（镇）财贸办公室、商业分局、经理

部、供销社、食品站、水产站、粮管所、畜牧站及有关生产大队的负责干

部，以及县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共 280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认真

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抓紧时机，打几个“歼灭战”，有

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香（大）蕉、蔬菜、黄（红）烟、油菜、小麦、荠菜籽、

蘑菇、杂粮、药材和秋植甘蔗的生产，建立鸭蛋生产基地和育肥鸡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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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沙田区、山区和经济比较薄弱的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办好城镇街道商业

供销店；做好城镇、工矿企业的供应工作；外贸部门要克服依赖思想，主

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切实抓好工业品、农产品的收购、出口，帮助

厂、社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扭转被动局面，坚决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由于中山县委、县革委会根据实际，提出整顿的要求，为商贸企业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县商贸部门组织 1002 人，办起支农点 521 个，派出

驻队业务员 740多人，聘请技术老农 192人，帮助社队建立农产品商业生

产基地。同时扩大经营，把过去不敢收购的社员个体生产的马铃薯、心薯、

粉葛等产品也收购起来，输往港、澳地区，此外，还收购生产队超产食糖

10780吨，增加购销额。通过整顿，商业供销许多企业逐步盈利，经济效

益明显好转。1975年大部分经济指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全县全年商

业购进完成 2.07 亿元，销售总额 2.2 亿元，外贸收购 5932 万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 6.9%、6.6%和 29.6%。

财税部门的整顿主要围绕“加强税收管理，严肃纳税纪律，维护财政收

入”的内容开展。9月 24日，县革委会转发《县财贸、畜牧工作会议纪要》，

要求在整顿中，要加强税收政策和财经纪律的宣传贯彻，严格控制违反财

经纪律和不合理的开支，清理欠税欠利，帮助企业扭亏增盈，确保全年财

政收入超收 150万元；金融部门要认真做好资金回笼，扩大城乡储蓄，增

加资金来源，抓紧农业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工作，促进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重新树立起抓积累、讲经济效益的观念，加强管理，尽快扭亏为盈，促进

财政金融状况的好转。经过努力，1975 年财政收入 6861 万元，比上年增

长 6.84%，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城镇储蓄存款余额 1788万元，农村

存款余额 1989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2.7%、16.7%。

农业的整顿首先从整顿经营管理开始。1975 年 1 月 25 日，县革委会

转发农林水办公室《把整顿经营管理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来抓》的报告。要求在整顿中解决几个问题：一、整顿和改善劳动

组织，健全生产责任制度，正确处理队与队之间的合理负担和人与人之间

的合理报酬。二、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制订综合简化

的工种定额，推行“定额计分到组、组内活评到人”的办法，尽可能减少杂

工制、计时制等无任务、无定额、无验收的计酬办法。三、整顿财务管理，

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通过搞好 1974年秋收分配，发动群

众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建立和健全现金收支、物资保管和

财务公布制度。四、搞好农机具的管理，实行机组核算，推行“五定一统”
和“五比一奖”办法：即定人员、定机具、定任务、定成本、定工分报酬，

大队统一办伙食；比思想、比任务、比质量、比成本、比安全，节约成本、

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适当奖励。五、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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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实现“一、二、三”（县干部参加劳动 100天、公社干部 200天、大队干

部 300天）的要求。

9月 25日，县革委会转发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关于中山县农村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办企业现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农村生

产大队、生产队和队办企业都要实行现金管理，在当地信用社开立一个存

折存款账户，一律不得以私人名义开户存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出售农副

产品以及同其他单位发生交易往来，超过 30元以上的，要办理转帐结算，

信用社在办理转帐结算时，不得扣留各种款项；建立健全现金账目，账款

要日清月结，库存现金要账款相符，出纳和会计不得兼职；银行和信用社、

大队经营管理小组应建立定期财务检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

通过整顿，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普遍建立和恢复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

把小组定额计分分配制度、仓库物资管理制度、财务现金管理制度、农产

品分配制度、农机成本管理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等建立和恢

复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经营管理混乱的一些

问题，农业经济秩序有所好转。

在整顿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对社队企业也进行了整顿。1975年 11月，

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中山县委副书记谢明仁所作的总结报告，专门谈

到整顿社队企业问题。他指出：“社队企业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
要求“各级党的组织都要切实加强社队企业的领导”，社队企业要严格遵循

“三为”、“四服务”的方针，不同大工业争产，不破坏国家资源，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社办企业着重兴办农机厂和“五小”（小水电、小钢铁、

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工业，以及投资较多、规模较大、技术较强的

加工工业；大队企业应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农机具的修配为主；生产队

集中力量发展种、养业，除了碾米磨粉、饲料加工和自产原料的手工业外，

一般不办工业。社队企业要实行亦工亦农、工农结合的原则，农忙务农，

农闲做工。11月 24日，中山县委在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中提出，

要进一步加强社队企业建设，采取“厂社挂钩”的办法，工业系统的工厂企

业要从设备、材料、技术上，扶持社队农机企业的发展。中山县委提出的

在整顿中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政策，有力推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根据

当时原材料、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各社队对企业进行调整，对规模过小、

费用开支大的企业实行行业归口合并，对于缺乏原材料、技术薄弱、成本

费用大的企业予以停办，对已经办起来的砖厂、铁器厂、建筑队等转由大

队统一经营，公社主要办一些投资多、规模大、技术性强的企业。同时对

社队企业的员工，采取“劳动在厂、分配在队、口粮自带、劳保福利补贴”
的报酬办法。通过整顿，全县新建社队企业 46间，扩大生产能力的有 25
间。初步形成以粮食加工、农副产品加工、小机械、小五金、农机修理、

中
山

党
史



铁木农具为主的体系，产值达 2212万元，比上年增 11.84%。

调整农村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9 月上旬，中

山县委常委进行开门整风，对近年来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所出

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强调：在抓好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鼓

励农民家庭大养其猪，大养群鸭，抓好塘鱼和海洋捕捞。11月，在传达全

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中山县委主要领导多次强调：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现

阶段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关系，实现养猪公栏私养化，

搞好马铃薯、蔬菜、水果等的种植经营。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政策的调整，1975年农副业生产又

有新的发展。生猪饲养量 69万只，比上年增长 13.47%；母鸭饲养量 11万
只，比上年增长 80%；河涌养鱼 1.3万亩，比上年增长 62.5%，海洋捕捞

总量 4942.8吨，比上年增长 26.4%；水果种植比上年增加 1.5万多亩，但

由于“重种轻管”，盲目引进外地品种，水果产值比上年下降 23.36%；蘑菇

生产从 4 个公社发展到 23 个公社，形成大宗生产能力。全县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达 22.91 万亩，总产量超过上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

市场供需紧张矛盾。

在对工业、交通、商贸、农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对教育、文化、体育、

卫生等领域也进行了整顿。中共中央 9号、13号文件下达后，县教育部门

在教育领域进行整顿。各学校领导班子通过开门整风，着重解决“不敢抓、

不敢管、不敢教”的问题，端正教学方向，加强学校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全

县提拔了 178名思想好、业务精、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学校领导职务。1975
年 7月 1日，县革委会决定成立县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批转《中山县一九七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把一批有两年以上劳动经历、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选入

大、中专学校学习，为一批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创造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通过整顿，全县教育工作得到较好的发展。在读的中小学生共有 190752
人，比 1974年增加了 4848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8.1%，小学升初中率

达 83.1%，初中升高中率达 53.9%，农村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石岐基

本实现普及初中教育。

在文艺工作中，为解决城镇、乡村群众文化生活枯燥的问题，县文化

部门加强乡村电影队和县文化专业演出队伍的建设。县文艺宣传队深入乡

村、厂企演出 180场，创作新节目 10多个，对灯具、舞台装置进行改革；

电影队放映电影 851场，观看群众达 99万多人（次），并在放映之前放幻

灯；帮助社队办起文化站 24个，举办 13期业余文艺、美术、歌曲创作和

摄影技术辅导学习班；出版《中山文艺》杂志，发表的创作文艺、文学作

品 35篇，曲艺 47篇、戏剧 14个，诗歌 150多篇。新华书店开始出售《三

中
山

党
史



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古典名著，全年发行各种图

书画报 414万多册，建立和健全农村图书站 59个，图书馆接待读者 95万
人（次），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新气象。

群众性体育也开始得到恢复。1975年 5月下旬，经县革委会批准，县

体育运动委员会召开全县体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省体育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
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工厂、企业要结合生产，扎根班组，根

据职工不同年龄、不同工种、不同爱好，积极开展多种多样体育活动”；“中
小学校要普遍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从儿童抓起’，搞好业余训练网”；
“中小学要开展重点项目对口挂钩工作，使普及与提高辩证地结合起来”；
业余体校“要坚持开门办学”，组织学员下乡下厂辅导表演，培养骨干，为

国家培养和输送后备力量。会议要求各公社（镇）党委重视体育工作，要

派专人兼管，定期研究；教育、卫生、共青团、妇女、贫下中农协会等部

门也要主动配合。6月 26日，县革委会向全县批转这一会议纪要。在各级

党委的重视下，中山的体育事业蓬勃开展。石岐 100多个厂企，有 70%开

展了群众性体育运动，坚持每天做广播操的职工达 80%以上。全县 27个
公社（镇）在春节、国庆等节假日都组织群众性体育项目比赛，1.5 万多

人次参加。许多生产大队和工厂还举行年度的体育运动会。411所中小学

有 265所施行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符合标准的有 1.6万人。参加学校

运动会竞赛的学生有 9.5万多人（次）。县体育委员会举办了全县性项目竞

赛，参加者有 1.3万多人，观看群众达 19万多人（次）。体育竞赛取得“文
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成绩。业余体校学员增加到 549人。该校学员欧玉婵

在预选赛以 12.3 秒和 5.38 米成绩获少年 100 米跑和跳远第一名，代表中

国参加世界中学生田径比赛；有 9名学员参加了全国第三届体育运动会比

赛。广东少年乒乓球队获全运团体赛冠军，球队共有 4名队员，其中有 2
名是中山业余体校的学员。另外，在成年人体育比赛中，先后获全省职工

篮球比赛男子队冠军、女子队第四名；田径、游泳均获省、地女子团体第

一、男子团体第二名，乒乓球赛获地区男子团体第一，女子单打第一、二

名，男子单打第二、三名。

卫生医疗技术学习重新得到重视，各临床科的医疗技术有新的提高。

县人民医院成功抢救心跳呼吸停止 20 分钟的电击患者，首次进行大脑半

球肿瘤摘除和右侧肺叶切除手术，救活一大批重症患者。全县卫生医疗战

线组织医疗队共 418人（次），巡回到山区、沙田等的边远乡村，为农民

送医送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共有

70.59万人，占农村总人数的 96.5%，乡村“赤脚医生”队伍发展到 1227人，

生产队卫生员、接生员 3500多人，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解决了“病有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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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同时，贯彻佛山地委、佛山地区革委会的指示，在广大农村开展

大规模“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

运动，建起饮用水井 4510个，无害化公共厕所 408座，公栏私养猪舍 6.4
万个，对麻风病、肺结核病、精神病进行全民性的普查，对病患者采取积

极的治疗措施。乙型脑炎、小儿麻痹症、白喉、疟疾等主要传染病得到有

效控制，发病率比上年下降 39%至 65%。

侨务工作有新进展。1975年 6月 26日至 29日，根据中山县委的指示，

中山县委统战部在沙溪公社召开外事侨务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外事侨务工

作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重点侨乡公社、生产大队的侨务干部、银行和

信用社干部共 92 人，中山县委副书记费铭华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分析

了侨务工作的形势，认为中山县是个侨乡，又是孙中山的故乡，全县有外

籍人（指祖籍中山，但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人）、华侨、港澳同胞 20多万人，

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不断发展，搞好外事侨务工作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会议强调“继续落实党的各项外事侨务政策，特别是出境和房屋政策，不能

只强调开展运动而不落实政策；要求各公社、大队检查一次政策的落实情

况，对不够落实的要作出安排，违反政策的要及时纠正，严肃处理”；健全

和充实大队、墟镇的外事侨务机构。经过一系列深入、有力的工作，党的

侨务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华侨、港澳同胞亲属的一些错案得到纠正，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接管的华侨房屋得到退还，有关部门恢复接待华侨，

进一步加强保护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属的正当权益，许多侨户恢复与

海外和港澳亲人的联系。1975年全县侨汇收入 1358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4%。

整顿的成效和“四五”计划完成的情况

1975年，中共中山县委狠抓各条战线的整顿，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工作也有了转机。

1975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1%。其中工

业总产值 3.65亿元，增长 12.65%。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增长最快的一年。

31种主要工业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有 18种，比上年增长的

有 27种；126种支农产品中，有 90%比上年有所增长，其中增产 30%以上

的有氮肥、磷肥、合成氨、柴油机、轧钢。农业机械化有了新发展，试制

出干谷机、吸泥机、深耕施肥器、吸泥船、低扬程水泵、开沟犁、粉碎机……

县属 67间厂企和 24个公社挂钩，抽调各种设备 210多台，培训社队农机

技术人员 1.7万多人次，增大公社农机企业发展后续力，使 80%的大队开

办了农机站，农机修造能力有所提高。食品、纺织、建材工业产品也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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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其中蚕茧产量 2986.7吨、年产棉布达 180多万米，毛巾 160多万

条，并开始生产家用电器。交通方面：公路货运量 9吨、货运周转量 233
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28.57%和 17.08%；水上船务公司货运量 176.22 万

吨，周转量 79907千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2.16%和 7.38%；财政收入 6861.27
万元，农业生产遭受 10 月两次强台风和特大暴雨的袭击，稻谷比上年减

产 13.68%。但由于多种经营取得较好成绩，农业总产值仍达 2.44 亿元，

比上年减少 4.02%。农民集体分配收入减少 15.17%。不过，总的来看，这

一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1975 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由于 1970 年县革委会制订的

《中山县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点（初稿）》的指标偏高，“四五”计划大多数指

标无法完成。如计划要求到 1975年，全县稻谷总产 70万吨，甘蔗 100万
吨，工业产值 4亿元；实际只分别完成了 35.27万吨、60.2万吨、3.66亿
元。但工农业总产值比 1970年增长 41.51%，其中工业增长 76.19%，农业

增长 9.35%。“四五”期间，农业大多数产品产量比“三五”计划期间有大幅

增加。其中稻谷增长 2.52%，蚕茧增长 38.13%，甘蔗增长 47.78%，塘鱼

增长 15.73%，海洋捕捞增长 50.65%，生猪上市量增长 10.49%。农业生产

基础进一步增强。这五年，农业机械化有了新发展，1975年，全县拥有各

种类型拖拉机 1281台，比 1970年增加 4倍，各种农机具普遍增加三四倍

以上，拥有电力排灌站 1008 座，装机容量 3.3 万千瓦，大中型挖泥船 47
艘，小型水泵 6000多台，粮食、饲料加工机械 3600台，电动、脚踏脱粒

机 1.9万台，各种农用机车、机具共 10万多台（件）。通过农业机械化，

带动了工业的发展。1975年依赖和维系农业生产的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

产值的 60%，其中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工业产值约占 15%，特别是机械、

食品、纺织等行业发展较快，1975 年全县机电厂企发展到 63间，拥有各

种金属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 2105 台；米面制品行业逐步改革和增添生产

设备，产品有面饼、面条、葛粉条等共 10个品种，年产量达 4000多吨；

制糖业产量从 3500吨增加到 5000多吨；纺织品品种有工业用帆布、生活

用呢布、卡其布、提花布、丝光细纺等十几个品种。大部分公社、生产大

队建立起工业企业。这些都为以后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打下基础。

“四五”计划期间，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情况下，经济建设能够取得上述

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山县委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强调运动

要落在建设上面，把增产作为衡量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特别是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在“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政策；1975年通过

整顿，将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极左思潮对经济建设的

干扰和破坏；同时，这些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广大干部、党员和群

众抵制极左思潮，坚持生产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然而正当各项工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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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重新起步之际，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打断，中山县社会经

济的发展再度陷入停滞状态。

本章主要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

1、《石岐镇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74年）

2、中共中山县委：《中山县委常委会议纪要》（1974年）

3、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一九七四年宣传工作要点》（1974年）

4、中共中山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

意见>》（1974年）

5、中共中山县委：《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全党动手，抓好意

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意见》（1974年）

6、中共中山县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

意见》（1975年）

7、中山县革委会：《中山县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纪要》（1975年）

8、中山县古镇供销社：《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商业

方向》（1975年）

9、中山县古镇供销社：《坚持社会主义商业方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975年）

10、《关于在全县商业推广古镇供销社经验的决定》（1975年）

11、中山县革委会：《县财贸、畜牧工作会议纪要》（1975年）

12、中山县革委会农林水办公室：《把整顿经营管理作为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经营管理干部学习班的情况报告》（1975
年）

13、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关于中山县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队办企业现金管理试行办法》（1975年）

14、中山县革委会：《批转<中山县一九七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招生工作意见>》（1975年）

15、中山县体委会：《关于贯彻执行全国、全省体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报

告》（1975年）

16、中山县革委会：《以路线为纲，抓好农机修造网建设》（1975年）

17、中共中山县委办公室：《中山县一九七五年工作总结》（1976年）

《中山县科教办七五年工作总结》（1976年）

中
山

党
史


	中山县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全面整顿和“四五”计划的完成
	1975年的全面整顿
	整顿的成效和“四五”计划完成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