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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

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有力地推动了军队

的全面改革，加快了军队现代化进程，对新时期军队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对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回顾与思考，可以从中得到一些

有益启示，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一、适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实施以“消肿”为目的的精简整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重点实行转移，开始了以

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军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但是，军队臃肿庞大已成为制约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其主要表

现为：军队规模偏大，全军总人数达603万人；编成庞杂，许多应当由地方

承担的任务，也由军队承担；领导班子大，副职多，机关臃肿，机构重叠；

部队编制不精干，作战部队比重小，非战斗人员多。军队臃肿庞大不仅影响

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当时，中国正处

于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期间，国家经济还相当困难，必须降低军费开支，重点

发展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才能提高质

量，省出钱来改善装备。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现在军队的

编制体制，不适应现代作战要求，必须进行改革。但因问题复杂，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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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研究，确定第一步先把数量减下来，第二步

再研究体制。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军队要提高

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

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

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

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

备，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这次精简，主要

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

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①

8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

精简整编方案》。方案提出，全军由603万人压缩

为450万人。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简机关，压缩

军队定额，减少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根据中

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全军精简整编工作从1980年

第四季度开始实施。

三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委、国防工

办、军委办公厅等机关和所属院校、部队、科研

试验机构及医院、仓库等进行精简，精简员额

13.8%。陆军精简员额17.6%。平时仍区分为满员

师、简编师两种编制。同时，陆军军、师加大技

术兵种比例，增强防空、反坦克火力和突击力，

提高机动能力。海军精简员额8.5%。空军精简员

额6.4%。全军院校113所（不含铁道兵2所）保持

不变。

全军精简整编工作于1981年底基本完成，人

民解放军总人数减少了83万余人。由于原定移交

地方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部队，因涉及地方接收

等原因，未能完全按精简整编方案落实，全军尚

有68万余人没有减下来。这次精简整编，大力精

简了机关和直属单位，裁减了一些重叠的单位，

压缩了非战斗人员和普通兵员，初步解决了军队

臃肿庞大的问题。

二、重点改革体制，加强部队合成建设

1980年精简整编的主要目的是“消肿”，在

体制改革方面动作不大。对此，邓小平指出：

“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这

次精简，有了一个编制方案，但是还要进一步研

究我们的编制、体制。”②1981年3月，邓小平

在听取总参谋部领导汇报军队精简整编情况时明

确：“总部体制和兵种体制是否改革，请你们再

好好研究一下，可以各提出两三个方案，提交到

一定的会议上让大家讨论。”③之后，中央军委专

门成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

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要求军区、军兵

种也组织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

领导小组成立后，先后与军兵种领导和机关

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并组织

6个调查组去6个军区、6个省军区、4个陆军军、

1个舰队、2个军区空军进行调查。根据各方面的

反映，认为军队体制存在的问题很多，其表现

为：一是军队编成过于庞杂。没有很好实行军民

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什么都由军队自己包下

来，把军队搞成一个小社会，包袱重，不能集中

精力抓军队建设，抓战备。二是领导指挥和管理

体制过于分散。虽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诸军兵

种的合成军队，但还是过去单一兵种的那一套管

理办法，各军兵种、各系统、各级各单位，都

是自己搞一套，什么都由自己管起来，“大而

全”、“小而全”，造成机构重叠，机关臃肿，

浪费人力、物力，又不便统一领导指挥、统一管

理和统一组织保障。三是分工不清，职责不明。

各级都设司、政、后全套机构，部门间相互任务

交叉，一项工作几个部门都管，协调关系复杂，

互相扯皮，效率低，人浮于事，不适应现代化、

专业化要求。四是合成军的编组技术兵种比重

小，没有从编制上解决合成问题，不适应诸兵种

协同作战要求。

各单位提出的主要改革意见：一是总部体

制。普遍反映，体制改革总部是关键，应先从总

部开始。一方面总部部门分工过细，包揽事务太

多；另一方面有些机构设置也不够科学，特别是

总参管的太杂。有的建议把军事训练部从总参分

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68～169页，北京，军

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1～172页。

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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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改为训练总监部，直属军委。也有的认为军

事训练工作不能脱离总参谋部。二是陆军兵种体

制。一种意见是，军委和大军区两级的炮、装、

工兵种机构，可都改为总参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

部；另一种意见是，将军委炮、装、工和总参防

化部等调整成立陆军部，统管陆军部队各项建设

和日常工作。三是后勤组织和保障体制。认为

陆、海、空三军各种物资供应、医疗保障和技术

保障等，都自成体系，各搞一套，机构重叠，力

量分散，不能保障战备需要和不利于战场建设的

统一规划。多数意见是三军物资实行“统供”与

“专供”相结合的体制。也有的建议成立联勤，

统管三军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四是科技装备管

理体制。军队装备的科研、生产、管理使用，是

常规与尖端分管，特别是常规装备无抓总协调的

部门。一种意见是，将科委、工办合并，将尖端

与常规装备的科研、论证、试验定型到批量生产

都统一管起来，装备计划仍归总参谋部，订货验

收、储存保管和维修工作归后勤。另一种意见

是，成立科技装备部，把尖端与常规武器从科

研、生产到管理使用全部统一管起来。五是军区

体制。认为大军区不管本区范围的海、空军部

队，不利于战区独立作战和统一指挥。大军区机关

部门与总部一样，也是分工过细，可适当合并。

1982年6月至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着

重研究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会议明确

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兵、合成、

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并确定，军队体制改革包

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队的整体组织结构；

二是领导、指挥关系；三是各级职权的划分；四

是部队的编组。会议决定，在1980年精简的基础

上，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全军的体制编制。

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下达《军

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明确军队体制

改革、精简整编的具体措施是：改革体制编制，

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改善

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

叠机构，精干领导班子，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

作效率和指挥效能；加强部队合成，提高干部素

质，增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精简勤务保障

部队，压缩普通兵员，保留战斗和技术骨干，保

持一定数量能够应付局部情况的齐装满员部队；

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建立健全动员体制和预备

役制度，实行平战结合，保证在战时能迅速动员

和扩编。

改革兵种领导体制是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

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军委决定，将军委炮

兵、装甲兵、工程兵由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

谋部的业务部，划归总参建制领导，各大军区的

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相应改为军区司令部

的业务部门。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央军委决

定，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

组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预备役部队。

总参谋部机关由17个部、局裁减合并为14

个，其直属的师以上单位减少10个；总政治部各

部、局下属业务局由44个合并为38个；总后勤部

由13个部、局缩减为11个部，其二级部下属机

构，减少17个处（室），41个科（处）。三总部

机关人员精简19.6%。

各大军区直属的炮兵、坦克和野战工兵部

队，大部划归陆军军领导；将预备坦克师和大部

分炮兵师划归陆军军领导。1983年12月开始，陆

军开始组建机械化步兵师。为取得编组集团军的

经验，由北京、沈阳军区的第38、第39军进行试

点。海军在调整中减少了领导指挥层次，撤销巡

防区一级领导指挥机构。空军调整了歼击、强击

航空兵部队训练团编组。

为加强对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生产的统

一领导，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军委科学

技术装备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国务院

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

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同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

至1983年，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军队体制改

革、精简整编方案规定的任务，总人数由520万人

缩减到400万人。共减少5个大军区级单位，21个

军级单位，28个师级单位；8个兵团级部门，4个

军级部门，161个师级部门。在精简整编调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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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程中，各单位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如：成立陆军部，统管陆军部队各项建设和日常

工作；成立联勤，统管三军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等。这些建议对进一步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提

供了参考。

三、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

变，实施百万裁军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

会议。会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中国周边安全

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

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 “早

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

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

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中央军委决定对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并将重点放

在改革体制编制上。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

简整编方案》。明确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

根本目的，是要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

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

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根据这

个总的要求，这次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任务，一

是压缩总定额，全军总人数减少100万；二是改革

体制编制，同时还要改革和建立一些相关的制度。

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变动大，涉

及面广，问题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为了确保部

队的稳定和军队各项建设的正常发展，需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精简

整编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从1985年下半年

开始，整编总部、国防科工委、大军区、海军、

空军、第二炮兵机关及其直属单位，陆军、海

军、空军、第二炮兵所属部队，省军区。第二

步，从1986年开始整编院校、后勤保障单位和其

余单位。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调整任

务分工，理顺工作关系，撤并业务相近的部门，

减少重叠机构。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了46.5%。

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乌鲁木齐军

区、兰州军区合并整编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

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福州军区、南京

军区合并，整编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分别与济

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不

变。通过大军区调整合并，精简了机关和直属单

位，军区机关人员精简了53%，增加了军区所辖部

队的数量，充实了军区的作战力量，加大了战役

纵深，提高了军区独立作战能力。

陆军部队精简23.2%，其中陆军野战部队精简

13.1%。撤销11个军部、36个步兵师。陆军军全部

整编为集团军，调整充实了编成内的兵种部队，

提高了合成程度，增强了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

力。根据中国国土辽阔、地理条件差异较大的情

况，步兵部队区分为机械化步兵师、北方摩托化

步兵师、南方摩托化步兵师、轻装摩托化步兵师

和山地步兵旅等几种不同类型的编制。同时组建

导弹、电子对抗等一些新的技术分队。1987年开

始组建陆军航空兵领导机构和部队。

海军精简员额14.7%，主要精干海军、舰艇机

关，调整基地任务，撤销部分水警区，减少岸勤

技术保障。空军精简员额19.6%，主要减少机构和

领导指挥层次，加强诸兵种合成和防空作战的集

中统一指挥。

县、市人武部，除西藏和新疆、中越边境一

线人武部外，其余2501个县（旗）、县级市和市

辖区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

领导。

改革有关制度，将全军76种干部职务改由军

士或兵担任，大大减少了干部数量，全军共减少

干部13万余名。全军的干部与战士的比例由整编

前的1∶2.45，调整为1∶3.3。

全军院校从1986年6月开始整编，撤并了部分

院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

防大学。大军区合并后，相应减少军区的陆军学

校和军医学校。院校数量由117所调整为103所，

总定额由33万人压缩到22.4万人。

这次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400万精简到

300万，后经中央批准，5万边防部队不移交武

警，全军编制总员额保留305万。全军体制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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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70多项，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

题。但是，还有一些大的体制问题，如战区内三

军统一指挥、三军统供和科研装备体制改革等，

由于情况复杂，认识还不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证。关于战区内三军统一指挥问题，时任中央

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在1985年军委

扩大会议上指出，所谓统一指挥，并不是说要取

消海、空军对所属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不是要

取消海、空军的指挥权。既然要讲合成，战区内

的陆、海、空三军当然应该实行合成。这个问题

比较大，还要进一步研究，统一认识，制订相应

的规章，但方向是定了的。

四、几点启示

通过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

总人数由603万人精简到305万人，大幅压缩了规

模，优化了结构，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等方

面迈进了一大步，完成了由依靠规模优势、立足

于打全面战争向质量建军、立足于打现代条件局

部战争的组织形态的转变。总结这一时期人民解

放军在组织实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方面的

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具有

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领导层的决心和意志是改革能否取得

成功的关键。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会触及一些

单位、部门的利益，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一些单位或部门

往往不是在改革上下功夫，而是从局部或自身利

益出发，在增加编制、增设机构，提高机构等级

上面做文章，造成改革困难重重，难以进行到

底。因此，领导层的决心和意志是改革能否取得

成功的关键。1980年，邓小平在听取总部领导汇

报精简整编工作时明确指出，方案定下来后要坚

持下去，不坚持下去解决不了问题，搞个文件发

下去，坚决执行，谁不执行就把谁调开，头头不

执行就把头头调开。即使1982年精简整编在体制

改革方面力度很大，但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整

编方案上批示：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

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正因

为军委领导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才有了

从1980年8月到1985年6月，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

中央军委连续三次作出精简整编的决策。全军员

额减少了一半，撤销了4个大军区、3个兵种领导

机构和2个兵种建制。仅1985年百万裁军，就减少

军级以上机构31个，师、团级机构4053个。改革

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

罕见的。

（二）对于长期形成的体制性障碍，必要时

应采取革命的办法进行改革。军队体制编制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军队组织形态远远滞

后于世界军事的发展或不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

时候，必须用革命的办法推动改革。邓小平深刻

地指出：“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

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

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

本行不通。”①杨尚昆也指出，几次精简整编，只

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考虑问题往往从过去的

经验出发，总想维持现状，守摊摊，按老习惯办

事。以为这样才稳妥，实际上是一种保守思想，

冲不破老框框、老习惯，缺乏改革的精神。历次

精简整编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肿”必须改革体

制。1982年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对长期形成

的体制性障碍，如陆军兵种领导体制就采取了革

命的办法进行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加强

陆军技术兵种建设，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技术兵

种领导机关相继成立，这一体制对技术兵种的建

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各兵种

自成体系，各自为政，不利于陆军诸兵种的合

成。在这次精简整编中，撤销了兵种领导机构对

本兵种部队的指挥权，实现了陆军兵种部队真正

意义上的合成。但是，长期以来，人民解放军基

本上是按单一军种、兵种体制自成系统，独立发

展的，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精简整编中从体制

上解决了陆军兵种的合成问题，但陆、海、空三

军之间的合成问题并没有从体制上得到解决。只

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这一问

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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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三）首先改革领导指挥体制，以此带动全

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人民解放军历次精简整

编都将重点放在精简领导指挥机关上，但机构臃

肿、职能交叉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解决。对此，

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比

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

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一个新的任务

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

员。”①“我们军队肿在哪里？主要不是肿在作

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了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

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②20世纪80年代的

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都是首先精简三总部机

关。1980年精简整编，总参谋部机关人员精简

46.45%；总政治部机关人员精简14.86%；总后勤

部机关人员精简25%。1982年精简整编，总参谋部

机关撤销2个部、局，人员精简19.6%；总政治部

机关人员精简20.4%；总后勤部撤销2个部、局，

人员精简19.2%。1985年精简整编，三总部机关人

员精简了46.5%。由于领导指挥机关在每次精简整

编中都能够从自身做起，率先行动，从而带动了

全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保证了体制改革、精

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20世纪80年代的精简整

编大量精简了领导机关人员，基本解决了机关臃

肿问题。但是，领导机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等

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也是当前军队体制编

制调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目的不是简单

地减人，而是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以往的精

简整编通常将裁减的员额按比例分配给各大单

位，各大单位再根据分配的精简员额制定各自的

精简整编方案。精简员额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

是撤、降、并、改部分单位；二是按比例分配给

各单位，“一刀切”地按比例减人。采取这种方

式，能很快达到精简的目标，但同时也会出现

为了完成精简任务裁减了应该保留的单位和人

员。1982年6月，时任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

萧华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精简整编不是消极

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积极的措施，是提高我

们军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加强战备，提高部队

的战斗力，逐步达到国防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他同时建议：“我们的整编不要一刀切。……飞

行部队、舰艇部队、导弹部队、科研队伍以及

重点的专业技术单位，对它们的裁减要慎重考

虑。”“就各大军区部队的编制来说，也不能一

刀切，应该体现我们战略的重点”③1982年和1985

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在调整改革部队编成上，

注重加强合成，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陆军

主要裁减步兵部队、守备部队和勤务部队，加

强诸兵种合成，增强火力和突击力，提高机动能

力；精干编制，减少军官，减少保障人员；精简

机关，充实连队。海军主要精干机关，淘汰、封

存性能落后的舰艇，减少辅助舰船；充实航空兵

部队飞行团的飞机数量；大力精简、撤并岸勤保

障机构。空军主要减少机构和领导指挥层次，加

强诸兵种合成和防空作战的集中统一指挥；充实

飞行团的飞机数量，淘汰陈旧飞机。通过调整和

改革，理顺了关系，优化了结构，提高了质量，

达到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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