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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两

弹一星”历史研

究的过程中，笔

者认为，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领导

机构发挥的巨大

的无可替代的历

史性作用常常被

人们所忽略。这

个非常重要的领

导机构就是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原子能事业领

导的决定，在周

恩来直接领导下

正式成立的中央

十五人专门委员

会 (后来简称：中央专委 )。

从 1962 年 11 月中央专委成立到

1964 年 10 月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再到 1967 年 6 月首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 年 4 月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

功，尤其是 1974 年 8 月首艘核潜艇入

列海军，其间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那个最为动荡的岁月。再到粉碎“四人

帮”之后，集中力量搞“三抓”；再到

新世纪以来实施高新武器多期“杀手锏”

工程，中央专委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

史性作用。因此，重新认识中央专委领

导国防科研“军团”攻坚的历史性作用，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军民融

合国家战略实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同时，我们应该通过梳理中央高层

战略决策与执行这些决策的历史脉络，

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进而推进国

家重大工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这对于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战领建，战建统筹，

矢志不渝地抓好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

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在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日子里，笔者想就上世纪那些特殊

环境里中央专委领导国防科研攻坚的历

史性贡献，谈点粗浅的认识。特别是对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

下，采取有效措施，“挽狂澜于既倒”，

领导中央专委与国防科研“军团”大力

协同，勇于创新，圆满实现首枚中程导

弹、首颗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首颗人

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首艘核动力潜艇

成功服役等丰功伟绩，通过相关资料的

简要归纳，使后人从这些历史事实的梳

理中，充分认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的极端重要性。目的就是：让历

史告诉未来！

中 央 专 委 产 生
的历史背景

历史不应忘记，

在“两弹”攻关的关

键时刻，毛泽东和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始

终都关注着它的每

一步进展。尤其是

在与苏联“老大哥”

翻脸的情况下，加上

国民经济遭遇到重

大困难，促使毛泽东

对这个事关战略全

局的问题倍加重视。

作为军事战略

家，毛泽东深谙领

导体制的重要作用，经过缜密思考，决

定量力而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之下，成立中

央专委来统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

武器研制。这是当时形势下发展国防科

技工业并确立其领导体制的奠基礼！

研读这段历史，寻觅事情发展的脉

络，人们定会感觉纠葛其间的各种因素

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当中苏交恶、苏

联援华专家猝然撤离之时，经历了新旧

社会两重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钱三强

说得好，“领导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共

产党人在历史关头的抉择是义无反顾。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这对于中国原子核

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

什么。前面的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

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经济损失

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

受到莫大的创伤。”

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聂荣臻

中央专委领导国防科研攻坚的历史性贡献
■   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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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里写道：

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政

策上的失误和赫鲁晓夫停止一切援助所

带来的巨大困难，对于以导弹、原子弹

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

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矛盾。

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

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

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

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的发展。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

不搞导弹和原子弹等尖端武器。

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

了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常受帝国

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

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

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

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制定十二

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

践，我们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

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

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

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

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 1961 年 7 月北戴河的国防工业

会议上，贺龙和我都参加了。在那个会

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在这时，毛泽

东同志让秘书从杭州

给我打来电话，传达

了他在看到我的一份

报告后的指示，大意

是：中国的工业技术

水平比日本差得很

远，我们应采取什么

方法，值得好好研究

一下。8 月份他将亲

自找我们谈一次。

根据毛泽东的这

一指示，我召集国防

科委、导弹研究院、

二机部进行研究，分

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

术的基本情况：我国

的国防尖端技术在

1958 年以前还是一

片空白，可是，到了

1961 年，仅仅三年时

间，已经有了长足的

发展，导弹方面 , 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

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正在设计中，

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

作。拥有专业技术干部几千人。经国内

制造和国外进口的技术设备，可以保证

满足自行研制中程导弹的基本需要。原

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也有好几千人。

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

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

原子武器装配的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

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

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就

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在原子弹设计

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

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问

题，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目

标是尽量争取于 1963 年初把原子弹初

步设计方案拿出来。结果，成为解决这

毛泽东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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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契机。经过讨论分析，参加国

防工业会议的大多同志表示坚决配合科

研部门攻关，会后，把坚决上马的决心

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央领导同意了把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坚

持下来的意见，并且迅速取得了结果。

1961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16 日，

贺龙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确

定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针是：( 一 ) 国防

工业建设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相适

应。 ( 二 )坚决缩短生产战线，妥善安

排尖端和常规武器生产。( 三 ) 坚决缩

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8月 20 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报

告说：“根据您七月十三日的批示，我

们对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应采取什么方针

进行了研究，认为三五年内发展国防尖

端技术的方针应该是抓两头：一头抓科

研试制，一头抓工业基础。”

1962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

取了国防工办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

和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汇报。当讲到“两

弹”研制面临高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

合性，仅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

要全国各方面配合时，刘少奇指出：“各

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

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

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

央批准。”

据此，罗瑞卿于 10 月 30 日在向中

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建议成

立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罗瑞卿

的报告说：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以

后提出，力争在 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

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

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

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现在，离预

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

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

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报告还说，这

个建议在 10 月 9 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

中央常委汇报时，刘少奇同志已原则同

意。我们考虑最好由周恩来总理抓总，

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参加，组

成这个委员会。

11 月 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了

批语：“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

这件事。”

1962 年 11 月 17 日，中央正式成

立 15 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确定中央

专委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具有高

度行政权威的权力机关。主要任务是：

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

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各有关方

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

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

据研制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

面及时进行调度。一句话，中央专委最

核心的任务即是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

工作（当然后来扩展为核弹、导弹、卫中央国防工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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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核潜艇等所有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

验工作）。

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同时又是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担任主任；国

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

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

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

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

段君毅、高扬等组成。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央专委办公

室设在国防工办，作为中央专委的日常

办事机构，由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

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任副主

任。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国

务院各有关部委和各省区市都要坚决贯

彻执行中央专委的决定。这就从顶层设

计上完成了最为根本的战略布局。

以研制“两弹一星”为轴心的国防
工业领导体制

回溯历史，许多事情值得人们细细

思考，犹如啜饮香茗般慢慢体会个中滋

味。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国防工业领导

体制和管理模式上，基本上完全采用了

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

1958 年 8 月，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率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恳

请苏方对中国常规武器发展的十二年规

划提供意见，并在聘请专家、派遣留苏

进修生，供应技术资料及仪器设备方面

提供帮助，结果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这一事实，更加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建

立和发展自己的常规武器研制力量。

对于这个高屋建瓴的颇具前瞻性的

战略判断，包括对国防科研“军团”的

建设，尤其是它们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性

贡献，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还缺乏应有

的历史深度。

譬如在导弹研制方面，早在 1955

年，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就创

建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直接承担

火箭—导弹技术的研制工作。1956 年 4

月至 5 月，周恩来总理两次主持中央军

委会议，先后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

技术的规划设想和聂荣臻关于《建立我

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汇报。

当苏联提供的首批 P-2 近程弹道式导弹

和地面设施抵达中国后，以此为基础，

中央军委决定加速仿制研究（工程代号

为 1059）；加快导弹研制基地与放射场

的建设（这些从管理体制编制上都隶属

于军队系统）。

为了保障导弹研制即火箭—航天尖

端技术这项新兴的国防科研事业能够顺

利起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倾注了大量

精力。陈云、薄一波、罗瑞卿等组织国

务院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大力协作，着力

增强五院的技术骨干力量和重点试验设

施的建设；优先保障导弹研制所需的材

料、仪器和设备。张爱萍、刘西尧受命

专程去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和中

南局沟通；各大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李

井泉、陶铸也分别要求所领导的省市，

凡是五院需要办的事情，要尽最大努力

办好，抓紧落实。他们还经常过问重点

问题的解决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

度重视和各省市的积极支持，加上全体

研制人员的辛勤努力，使得仿制苏联中

近程导弹的改进设计工作进展顺利。

在国防科研院所建设上，笔者把这

些国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统称为：聂

荣臻元帅麾下的“国防科研军团”。不

管他们是穿着军装，还是“集体转入工

业部门”。国防科委及时总结五院建设

的经验，认为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都

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只有把各方面的技

术力量适当调整集中，形成拳头，组成

“国家队”，使其成为国防科技的“主

力兵团”，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

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承担重大常规武器

装备的攻坚任务。为此，提出了集中力

量组建常规武器研究院的设想，并与有

关方面进行了商讨。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1960 年

10 月，中央军委责成张爱萍负责邀请总

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空军、

海军、通信兵部、三机部等有关部门负

责人，共同研究筹建研究院的有关问题。

随后，空军、海军、通信兵部分别组成

了筹备小组，负责建院的筹备工作，并

提出了具体的建院方案。

同年 12 月，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

呈送了关于以三机部、一机部和海军、

空军、通信兵部的有关研究机构为基础，

组建航空、舰艇、无线电电子学 3 个研

究院的报告。中共中央迅即批准了这个

报告。这 3 个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

军用飞机、舰艇、军事电子装备的研制，

并解决仿制、引进中的技术问题。

上述 3 个研究院当年均隶属国防部

建制，从 1962 年 1 月起，正式列入军

队编制，番号分别为国防部第六、第七、

第十研究院，业务工作属国防科委统一

领导。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分别任

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王振乾、戴润生、黄远分别任第六、第

七、第十研究院第一任政治委员。

此外，还有一些军兵种的研究力量，

如空军的雷达技术、指挥引导、航空医

学，海军的海洋、海军工程、航海医学，

工程兵的国防工程，以及炮兵、防化、

军医、后勤装备、装甲、铁道、军械、

轻武器、测绘等共 22 个科研单位的业

务工作归属国防科委指导。此前的 1954

年，五机部成立了机械科学研究院，负

责兵器科研工作。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防科研

工作，在国防科委统一组织领导下，已

拥有 38 个单位，约 8 万人的规模，形

成了一支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队

伍，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配套的国防科

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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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央专门

委员会的记录所载，周恩来总理前后一

共主持召开了 40 多次中央专委会议，

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这些会议记

录上留下了周恩来为以“两弹一星”为

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研制试验所付出的

心血，也展示了他非凡的胆略与才华。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急遽变化，随着中央

专委各方面工作的展开，特别是相关决

策在具体实施中遭遇的瓶颈，“必须象

战争年代组织大战役一样，集中优势兵

力打歼灭战。”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

国防科技工业集中统一领导。为了适应

尖端武器工业发展的需要，组建新的国

防工业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防科技

工业的组织管理。

正是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背

景下，在中央专委的领导下，在原子弹

研制体制建设上，着力展开了较为完整

的原子能研究及其工业体系的建设。集

聚了最优秀的科学家，系统从事核物理、

放射化学、反应堆物理及工程，放射性

同位素制备、受控热核反应、粒子加速

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苏联专家撤走

后，仅用一年多时间铀水冶厂和矿浆吸

附铀水冶厂就建成投产。三年时间就解

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恩来总理宣布首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

决了第一颗原子弹装料所需质量合格和

数量足够的铀原料，攻克了分离膜难题。

建成了具有核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

实验物理、电子学、放射化学、核爆炸

模拟、核理论研究、试验总体、试验安

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完整、配套齐全的

核武器研究所。

1962 年 12 月，为贯彻中央军委

“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加速军

事无线电工业的发展，罗瑞卿根据中央

书记处的意见，向周恩来、邓小平提出

了关于成立无线电工业部及有关问题的

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把原由三机部

管理的无线电工业分出来，于 1963 年

2 月成立四机部。同年 9 月，中共中央

决定将兵器工业、造船工业从三机部的

管理中分出来，成立五机部、六机部。

调整后的三机部主管航空工业；1964 年

11月，为了加速火箭—导弹工业的发展，

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国防科委五院为基

础成立七机部，统一管理导弹的科研、

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由

此奠定了军工系统六大部委管理的体制

格局。

1964 年 9 月，在新的国防工业部门

陆续组建成立后，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

议上，郑重地提出了关于加强科研与生

产结合的问题。10 月，在与有关方面反

复研究后，罗瑞卿根据中央专委讨论的

意见，就国防工业部门与对口的国防部

尖端技术研究院合并的问题，向中共中

央书记处写了请示信，在获得周恩来、

邓小平的同意后，由国防工办牵头，于

12 月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国防工业“部院

合并”的具体实施方案。

1965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原由

军队系统国防科委领导的六、七、十院

分别与国务院序列的三、六、四机部合

并。8 月，又将解放军炮兵科学研究院

与五机部精密机械科学研究院合并，组

成新的五机部精密机械科学研究院。

国防工业部门与国防科研院部院合

并后，各国防科研院 ( 所 ) 分别归属国

防工业各部建制领导，由此形成了高度

集中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的基本

框架。

中央专委使“两弹一星”从构想变
为现实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通过对中央

专委在矢志抓好国防尖端武器重大工程

这段波澜跌宕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深

感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不仅着眼



纪念人民军工创建 90 周年 CREAT

19

得重要进展；二是战略导弹技术尤其

是“两弹”结合有了新的发展；三是

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又陆

续发射成功新的科学实验卫星、返回

式遥感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四是第

一艘鱼雷核潜艇研制成功，并开展了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这一系列国

防尖端技术上取得的新突破，乃至粉

碎“四人帮”后，我国洲际导弹、同

步卫星、战略核潜艇相继试验成功，

核武器作战体系基本形成，初步具备

了中远程和洲际核反击能力，这些大

国重器的铸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战

略威慑力量。尽管受到了“文革”的

严重干扰，但这些国防尖端技术的新

突破，毕竟是在那个磋跎岁月中完成

并实现的。它对中国国防实力的显著

提高、筑就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极其

重要的史诗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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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更是立足当前；不仅创新科研，

更是在保障核心能力建设上下足了功

夫；不仅在实施重大科技工程中表现出

中国人民的聪颖智慧，更是在举国体制

上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

特优势。

聂荣臻回忆，发展“两弹一星”的

战略决策做出后，“1959 年，我们就开

始考虑：在完成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

弱环节究竟在那里？结论是：新型原材

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

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

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

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

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

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

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

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

‘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

备过不了关，而且军、民两用的大量电

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

都过不了关。”聂荣臻说，“早在 1959

年 7 月，我就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建

议：在原材料方面，我们应当及早拟定

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

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规划。否则，单

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上的

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

需要。”

就以硕果初显的原子弹氢弹研制为

例，中央专委当时对具体业务界面的分

工很明确，原子弹和氢弹由二机部负

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

负责。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的任务是：

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

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的新型材

料、元件、仪器、设备等。此后不久，

毛泽东对二机部呈送的关于原子弹研制

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要大力协同

做好这件工作。”聂荣臻批示：“三家

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任务。”       

更让人难忘的是1964年 1月 15日，

毛泽东于百忙之中对“试生产出浓缩六

氟化铀 235 合格产品情况报告”作出批

语：“已阅，很好。”这份第二机械工

业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说：“我部生产

浓缩六氟化铀 235 的气体扩散工厂，第

五批主机投入运行后已于 1964 年 1 月

14 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

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

了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对

此感到万分欣喜。后来“两弹一星”的

成功，都离不开周恩来和聂荣臻、张爱

萍等人的直接领导与现场指挥，离不开

全国各部委大力协同的奋斗精神。

历史是这样记录的：1960 年 4 月，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

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1966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装有

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

年 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 年 4 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成功。  

短短十余年时间，“两弹一星”从

构想变为现实，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

代科技高峰中创造的非凡人间奇迹，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越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

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

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回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十年“文

革”中，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中央

专委更是主动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及时作出积极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一

系列重大决策，在采取有力措施排除

干扰的同时，促使战略核武器和航天

技术取得新突破：一是提前实现了氢

弹试验成功，并在氢弹武器化方面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