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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建设和发展国防科技工
业的过程中，我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防科技的特点
出发，初步形成了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
“国防工办”） 为龙头的、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
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
力协同、联合攻关，使我国迅速突破和掌握了原子
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国防尖端技术，在较
短时间里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独立完
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
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
受到很大冲击，几经变化，但都难以实现决策
者当初的期望

特殊时期的军管

“文革”开始后，国防工业的生产、科研、教
育和基本建设均受到很大冲击，出现了停顿或半停

国防科工委成立前后
■ 姬文波

国是
春秋

GSCQ

1963年4月 ， 周恩来
和专委会成员贺龙、 聂荣
臻、 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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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状态，造成许多“重灾区”“重灾
户”。为了迅速扭转这种混乱局面，聂荣
臻向周恩来请示后，于1967年3月向中共
中央写了 《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
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
出：现在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
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
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
题也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
速改变。报告建议，将二机部的核武器
研究院、三机部的飞机研究院、四机部
的电子设备研究院、五机部的兵器研究
院、六机部的舰船研究院、七机部的各
研究院和为国防科研任务服务的中国科
学院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由国防科委
组织进行军事接管并调整改组，以迅速
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出了对
国防工业部实行军管的6条建议。3月20
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
发布了对各国防工业部实行军管的决定。
不久，又决定组成国防工业军管小组，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各国防
工业部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粟裕任组
长，王树声、向仲华任副组长。1967年3
月27日，周恩来召集粟裕、王树声开会，
交代军科院负责国防工业口，对国防工
办和第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实
行军管；指定粟裕到国防工办军事代表
组挂帅，任国防工办军事代表组组长、
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
业务小组，为成员 （相当于此前由国务
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主持国防工办工作。不久，粟裕被增补
为中央军委常委。

毛泽东很关心国防科研体制的调整
改组工作，1967年6月，他向聂荣臻询问

这方面的进展情况。为了进一步集中力
量，形成发展国防科技的拳头，聂荣臻
确定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组成工作
班子，与各有关方面反复酝酿研究，提
出了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及
国防科技力量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的
方案。经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业务小组先
后审议同意后，聂荣臻于9月将《关于国
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报送
毛泽东。10月25日，毛泽东批示：“很
好，照办。”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工作
随即展开。

聂荣臻主张按照科研生产联合体的
模式，为每个研究院搞一个主要试制厂，
分别对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电子
等进行试制。12月17日，国务院、中央
军委决定，从1968年1月1日起，二机部
九院、三机部六院、四机部十院、五机
部机械院、六机部七院列入军队系统，
划归国防科委领导。12月18日，国家计
委召开会议，决定将一批有关承担国防
科研任务的工厂转交给国防科委领导。
1968年2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
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所属17个研究
院和1个设计院，分别授予部队番号。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
武装冲突，国防工业紧急动员战备生产。
4月，中共中央决定国防工业由军委办事
组领导。6月8日、9日，周恩来约有关人
员谈国防工业问题，并就国防工业、科
研体制改革作了指示。6月9日，周恩来
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将国务院各部所
承担的国防工业分交总参、总后、海军、
空军及有关兵种管理，并成立相关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
国有经济中的组成部分，本不应该进行
这种分割，由于形势太乱，才采取了这

种不得已的政策。7月12日，中央军委批
准将国防科委所属六院和七院、海军试
验基地以及十一院、十二院、常规兵器
试验基地，从8月1日起分别划归空军、
海军以及总后勤部建制领导。8月3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造船
科研、常规兵器、电讯 （信） 工业领导
小组，分别由空军、海军、总后勤部领
导任组长。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
二、七机部的军管工作和业务工作统由
国防科委全面管理。12月18日，鉴于三、
四、五、六机部已交两部 （总参、总
后）、两军 （海军、空军） 分别接管，
二、七机部已移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
已分别划归军委办事组和国家计委的情
况，粟裕向周恩来及军委办事组提出：
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已无存在必要，建议
即行撤销。12月22日，经中央批准，国
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国防工业
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在军委办事组设
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央军
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军
委工办”） 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和协调第
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的生产建设
和科研工作。李如洪、封永顺兼任国防
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同时，
撤销国务院国防工办。经周恩来批准后，
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结束。

再次实行 “部院合并”

1970年1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决定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停止工作，委托
国防科委、海军、空军、总后勤部领导
各有关工业部的“文化大革命”和干部
等工作。5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
转国防科委 《关于体制调整意见的报
告》，决定自6月15日起，将二、七机部
划归国防科委管理；常规武器研究、生
产单位移交给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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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空军领导；综合基础理论研究单位
交回中国科学院；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
地的空空、地空导弹试验部划归空军领
导，十七院机关和六院七所合并组成导
弹、飞机风洞建设指挥部，归空军六院
领导。7月1日，各国防工业部军管会结
束工作，并先后撤离。各国防工业部成
立革命委员会或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4
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委国
防工业领导小组 《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
制的报告》，国防工业实行中央与地方双
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各大军区，各省、
市、自治区组成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统
一管理国防工业，下设国防工业办公室。
这时，全国全军国防工业科研的管理工
作才有所遵循。

1971年底，航空工业全面暴露出产
品质量问题，歼- 6飞机尤为严重。周恩
来得悉后，十分焦急。他委托叶剑英召
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还亲自到会听
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12月26日，在
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指
示：要把研究所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
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
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
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周恩来说，我就
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
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
要有现场实践嘛！这次要搞就搞好。据
此，12月30日，航空研究院提出上述三
个厂所实行厂所结合的请示。第二天，
周恩来就批示按此方案试行。经过一年
试验，经周恩来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召
开航空汇报会，专门解决航空工业生产
与科研的体制问题，提出了实行部院结
合、厂所挂钩的基本原则。会后，国务
院、中央军委决定将航空研究院划归航
空工业部建制，实行科研、生产相结合

的方针。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于1972年

3月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认为现
有的管理体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极
为不利，必须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逐
步进行调整。鉴于二机部、七机部承担
的国防科研任务重大，问题较多，国务
院、中央军委于1973年4月发出《关于加
强二、七机部和国防科委直属研究院京
外单位领导问题的决定》，规定二、七机
部和各研究院在京外的工厂、研究所，
由大军区，省军区，省、市、自治区与
二、七机部各研究院实施双重领导。7月
至8月，原属七机部领导的五院、国防科
委所属九院和空军所属六院先后分别划
归七机部、二机部和三机部建制领导。9
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中
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
办公室的通知》。《通知》中指出：为了
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决定撤销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受国务院、
中央军委领导，以国务院为主。这个机
构的主要任务是对国防工业的生产、建
设和科研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
组织执行。9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印发 《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
定（草稿）》。经过试行和征求各方面意
见后，1974年5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
委正式发文，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
决定撤销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
航空、电子、常规兵器 （1975年6月18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再次成立常
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陈锡联，后
张才千接任）、造船4个小组，第三、四、
五、六机械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国防工业部直属企业和国防工业高等院
校，实行地方和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

主；在有关省、市、自治区设立国防工
业办公室或相应机构，各大军区不再设
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依照国务院、中
央军委的决定，国防科技工业再次实行
了“部院合并”。根据部院结合、厂所挂
钩的原则，先后将核武器、航天技术、
航空、舰艇、军事通信、电子设备、电
子元器件、兵器等研究院分别划归对口
的国防工业部建制领导。国防科委主管
尖端武器，仍然领导二机部和七机部的
工作。国防工办则主管常规武器研制生
产。

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前
后几次实行的部院结合，由于“思想上
的混乱，加之领导不力，在思想认识、
组织建设和科研发展方面，工作做得不
深不细”，并未能发挥科研、生产结合的
优越性。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各工业部所属工厂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企业，期望它们能如市场竞争体制下
的现代企业一样将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
相互促进，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因
此，无论是“部院合并”还是“厂所合
并”，都难以实现决策者当初的期望。

邓小平建议成立军委科装委，探索
建立国防科研、生产工作集中统一
的领导管理体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国防科研
和武器装备的领导管理体制由国防科学
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总参谋
部装备计划部、总后勤部军械部以及各
军种兵种多头分散管理，这种管理体制
带来的是关系复杂、分工不明确、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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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迫切需要一个机构对新时期国防
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统一规划，以适应
形势发展的需要。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主持军委工作。为解决国防科技工业领
导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决定着
手进行调整改革。9月，国务院、中央军
委决定国防工办列入军队编制，受国务
院、中央军委领导，以中央军委为主，
仍称国务院国防工办。同年10月，邓小
平在研究部队装备和国防科研问题的专
门研讨会上提出，要成立国防科学装备
委员会，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实行统
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实施。11月14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
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 （以下简称“科
装委”），作为中央军委的一个“口子”，
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实施统一领导。
张爱萍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国防科委，
办公室主任由张震寰兼任。

1978年1月6日，中央军委科装委第
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张爱萍主持。会
议就委员会的性质、职责、分工和办公
室工作进行了讨论，确定国防科委副主
任刘华清兼任科装委办公室 （以下简称
“科装办”） 主任，办公室成员以国防科
委科技部一局的专职机构为主，由总参、
总后、国防工业各指定1~2名兼职成员参
加。

3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
《军委科装委第一次会议纪要》 （以下简
称 《纪要》）。《纪要》明确了军委科装
委的性质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
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的
业务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从战略

着眼，提出我军各个时期装备的要求和
制定装备体制；统一组织国防科学技术
研究的规划和实施；统一组织武器装备
的科研、设计、试制、试验、定型、生
产等工作，并适时向军委提出建议，经
批准后执行。对执行情况，有检查督促
的责任。同时，还要协调科研、生产、
使用之间的关系；协同国家计委对军队
使用部门与承担军工产品的民用工业部
门进行协调；并统一管理国防口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和购买装备的规划、计划。”
《纪要》 还明确了刘华清兼任科装办主
任，主持军委科装办日常工作。同时，
撤销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展
领导小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张爱萍
感到科装办设在国防科委科技部一局不
便于协调全军的科研装备工作，于是在
1979年3月24日中央军委科装委会议上提
出了军委科装办设置在哪里的问题，并
建议把该办公室改设在总参装备部。6月

8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军委科装办改
设在总参装备部。与此相适应，各军区、
军兵种司令部装备或科技部门，同时也
作为该军区、军兵种科技装备领导小组
的办事机构。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
委发出〔1979〕 149号文件，调整科装委
成员，增补刘华清、杜屏、江文、曹里
怀、王万林、孔从洲、贺晋年、吕东、
钱敏、张珍、柴树藩、郑天翔、邹家华
为科装委成员。刘华清任科装委副主任，
仍兼任科装办主任。科装办承担科装委
的具体工作。

成立国防科工委，初步实现对国防
科研、生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军委科装委成立后，虽然可以对国
防科研生产领域进行一些协调，但由于

1987年11月， 刘华清 （右） 看望曾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

GSCQ国是
春秋

14



它不掌握经费控制权，经费仍然由国防
科委、国防工办、总参和总后“四驾马
车”分头管理，协调作用有限。军委科
装委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这一性质决
定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性机构。成立军
委科装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1979年3月，鉴于在实际工作中仍然
难以有效协调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工
作状况，张爱萍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
建议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合并。邓小
平没有同意。他说，成立科装委就是为
了统一军队装备方向、规划，委员会没
有很好抓起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暂
不合并，分头去抓。“委员会没有很好
抓起来”，这里面也有编制体制的问题。

1979年下半年，总参谋长助理兼军
委科装办主任刘华清在征求各方意见基
础上，起草了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
展工作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建议。12月，
军委科装委向中央报送了 《关于加强国
防科技装备工作统一集中领导的请示报
告》。《请示报告》提出：我国国防科技
装备工作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总参
谋部和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等多家分
管的现行管理体制弊病甚多，这样不利
于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为贯彻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最紧迫的是要
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同时科装办也有同
志给邓小平直接写信，建议成立总科技
装备部。邓小平表示，国防工办肯定要
撤销，不要考虑与国防科委合并问题。

1980年2月，在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
题时，有领导建议将国防科委与第二炮
兵领导机构合并。聂荣臻特别嘱秘书转
告军委秘书长耿飚：这两个机构不宜合
并，因为任务、性质不同。同年3月，聂
荣臻在看了全军精简整编方案后，再次
明确提出：二炮与国防科委不能合并，

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
5月，刘华清率领军事技术代表团访

问美国，对美国统一高效的军事科技管
理工作感触良深。回国后，刘华清代表
访美军事技术代表团向中央军委、国务
院提交了 《对美国军事科技管理工作的
考察和改进我国国防科技管理的建议》
的报告。

刘华清参照美国的情况，总结了我
们自己的经验，提出改进我国目前的国
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建立集中统一领
导。刘华清说：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对
军事技术装备的领导都是高度集中统一
的。参观美国以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国防科研统一
在国防科委。现在是尖端武器的科研、
生产归国防科委；常规武器的科研、生
产归国防工办；装备工作和军队内部的
科研归总参；后勤装备的科研归总后。
全军的科研工作四家分管，虽有科技装
备委员会协调其间，但它只是军委的咨
询机构，每年都开100多次会议，也解决
不了什么问题。随着全国工业体制向专
业化公司的过渡，国防科技装备工作的
上层领导权力必须集中。

刘华清提出了四个方案：
第一方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

的国防科委，把国防工办管的常规武器
科研、总参装备部管的军队科研、总后
司令部管的后勤装备科研，以及分属海
军、空军、总后军械部的常规武器靶场，
统一由国防科委领导。

第二方案：国防工办的职能和机构
并入国防科委。在当前阶段，既管科研
又管生产。随着专业化公司的建立，军
队同公司通过合同安排试制、生产，领
导的主要精力即可转到国防科研上来。
即经过一段过渡，然后实现第一方案。

第三方案：成立总科技装备部，将
总参装备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一
些职能和机构合并，根据国家拨给的科
研费、装备费，通盘考虑科研项目和装
备计划。各国防工业部组成若干专业化
公司后，总科技装备部通过合同与公司
发生联系。

第四方案：国防科委维持现状，只
管尖端武器；把国防工办和总参装备部
的一些职能和机构合并，成立常规武器
科技装备部或第二国防科委，把常规武
器的科研装备计划工作集中统一起来。

刘华清的访美报告认为：第三方案
是把尖端、常规的科研装备计划工作都
统一起来，便于从全军科学技术、武器
装备的全局出发，统一管理，比较理想，
但牵动面较大。第四方案优点是常规武
器的科研得到了集中，但尖端、常规分
成两家，倘要协调，靠科装委难以解决
问题。而且当前战略、战术武器都以制
导武器为骨干，两家分管，肯定还有不
少重复浪费。第一、第二方案，实质相
同，都是恢复老国防科委，只是在步骤
上，第一方案是立即恢复，第二方案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恢复。权衡比较，
第二方案比较现实可行。

6月29日，邓小平对上述两份报告一
并作出批示：“现将军委科技装备委员
会去年十二月的报告，和这次刘华清同
志访美后的报告，共两件，印发政治局、
书记处、军委常委各同志阅。这个问题
很大，将在充分酝酿之后，再行讨论和
决定。”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后，1981年10
月23日，在张爱萍、王震等主持下，军
委科装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向
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 《关于调整国
防科技、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请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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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拟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以国防
科委现有机构为基础，由国防科委、国
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办公室合并，组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
会，隶属军委建制，受国务院、中央军
委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方针、政策，
组织研究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战
术技术论证，组织武器的改进和新型武
器装备的研究、设计、试制、定型及批
量生产。第二方案除编制体制、隶属关
系同第一方案外，不同之处是，国防科
工委只负责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试
制、定型、生产等工作，而武器的发展
方向、长期规划等工作由总参谋部、总
后勤部主管。

1982年，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将
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三机部改名为
航空工业部，五机部改名为兵器工业部，
七机部改名为航天工业部。将四机部、
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国家电子计算
机工业总局合并，设立电子工业部。撤
销六机部，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为了精简机构，减少层级，避免工
作交叉重复，更有利于实行统一领导和
统筹规划，经过较长时间的协商酝酿，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2年5
月决定，以国防科委为基础，由国防科
委、国防工办、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
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亦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
称“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隶属中
央军委建制，其工作受国务院、中央军
委双重领导，是中央军委统管全军国防
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
统管其所属各国防工业部 （核、航空、
兵器、航天工业部） 的国防科技和国防

工业的领导机关。中央军委任命陈彬为
主任，刘有光为政治委员，邹家华、马
捷、张蕴钰、伍绍祖、聂力为副主任，
周一萍为副政治委员。同时设立国防科
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简称“国防科工
委科技委”），张震寰为主任，钱学森、
朱光亚、宋健、叶正大为副主任。随后，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电子工业部、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有关武器装备研制、
生产管理的业务，由这两个部门设立军
工部或办公室负责组织承办；两个部门
的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工作，统一由国
防科工委归口管理。

1983年4月18日，刘华清写信给杨尚
昆，建议将国防科工委列为军委总部。
这个建议未能被采纳。

国防科工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对
国防科研、生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管理
的目标。

邓小平亲自决策，各国防工业部由
国防科工委转交国务院直接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日趋
稳定缓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
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
指导思想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
的轨道。邓小平极有远见地提出，要改
革调整军工体制，实行军民结合。国防
科技工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实行战略
转变。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
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国防
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决策。在这些
重大决策的指引下，国防科技工业的调

整、改革逐步深化。
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

上指出，军工体制改革，现在应提到日
程上来了。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继电子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之
后，将核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和
航天工业四个工业部由国防科工委转交
给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
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
一组织和管理。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
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这
打破了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意味
着延续了30年的独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
系将不复存在，是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
制上一次深刻变革。

张胜回忆说，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
在会上拿出来后，张爱萍说，他不好举
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
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
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他说：“这个手，
我举不起来。涉及军队的事情，国务院
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国务院领导
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
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
吧。”会议还没有散，张爱萍就打电话给
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
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
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
门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尚
昆也不清楚。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最
后推举一名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
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军方的
反应如此激烈，国务院的领导们也感到
非常惊讶。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决策层。
最后邓小平表示，分两步走吧，核工业
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
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为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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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 刘华清 （左一） 等与邓小平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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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小平、杨尚昆在
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张爱萍邀请
几位国防科工委领导进行研究座谈。经
过充分酝酿，1984年11月30日，国防科
工委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呈送了 《关于
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说：张爱萍
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
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副
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务院根据当
时情况，决定军工自己“滚”……为了
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大局，
军工这支力量，今后应同国民经济各部
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统一安
排。据此：一、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
理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的全面
业务工作，改由国务院统一规划、组织
和管理。……三、这四个军工部都按照
中央的决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

扩大企业自主权。……另外，也可考虑，
将核工业部（二机部）、航天工业部（七
机部） ……同目前一样，仍由国防科工
委归口管理。不难看出，上述这最后一
句，把核工业部和航天部留下，是根据
邓小平最后出面拍板时的决定提出的。

12月26日，张爱萍在这份文件上批
示：“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
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
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
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
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12
月27日，国务院负责人批示：同意爱萍
同志所批各点。但由于各方面反应强烈，
中央决定将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的改
革暂时缓一缓。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国
防科技工业为适应我军建设的战略转变，
服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必须进
行改革和调整。1986年6月3日，邓小平

在与国务院负责人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讨论国防科技工业体制问题时指出：我
国目前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
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互相隔离，是极大
的浪费。这个模式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不
利，对国防建设也不利。必须要下定决
心改变这种状况。要在今年第三季度完
成军工几个部移交给国务院的工作，不
能再拖。邓小平强调：这也是改革。国
务院负责人在6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军工体制改
革的意见。

国防科工委随即在同年6月召开的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工办主任座
谈会上，研究了调整科研、生产能力和
领导管理体制的问题。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国防科工委归
口管理国防科研、生产以及航天技术和
军品贸易，国务院直接领导核工业部、
航空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航天工业部
这4个工业部。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军工体制改
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
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本着不争论的原
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
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
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

此后，以建立军民结合的专业总公
司为目标，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管理
体制改革开始加速。

纵观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历程，
其领导管理体制可谓变动频繁，这是因
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政治形势、社
会经济环境是复杂的、变动的，需要适
时调整改组，建立符合武器装备建设规
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
和运行机制。可以说，这是不断探索、
实践、和创新、跨越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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