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大规模苏区经济建设是中国
共产党在苏区时期治国安邦尧局部执政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从 1931 年 11 月 7 日
始袁 至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
出发长征袁在近三年时间里中央苏区经
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袁对经济
规律的探索是积极有益的袁它凝聚着老
一辈革命家的心血尧智慧和胆识袁闪耀
着中央苏区广大军民艰苦创业尧无私奉
献的璀璨光辉袁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
济建设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遥

建政设部 一打二建

土地革命时期袁毛泽东尧朱德率领
苏区广大军民取得了数次反 野围剿冶的
胜利袁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区域和红色
政权袁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袁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野大后方冶中央苏区袁尤其是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袁为苏区经济建
设的大规模开展袁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实
际可能遥 国民党后续的野围剿冶战争正在
步步紧逼袁同时又加紧了经济封锁遥 为
着提供革命战争的供给和保障袁也为了
改善苏区军民生活袁 打破经济封锁袁中
央苏区的经济建设需要已变得异常紧
迫袁毛泽东坚持在野革命战争为一切工
作的中心冶的前提下袁野要求苏维埃动员
群众袁 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袁进
行各项必要的经济建设事业遥 冶在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袁 就通过了
叶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曳袁作为全国苏
维埃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总的法律根据袁
此后也陆续出台了各种组织条例和工
商税法遥 为加强对中央苏区建设的领
导袁1933 年 4 月袁 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系
统内正式设立了专门领导经济建设的
国民经济部袁并在各级也增设国民经济
部遥 紧接着在同年 8 月袁召开了中央苏

区南部十七县尧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
会遥 至此袁把中央苏区经济建设这项群
众性运动推向了高潮遥 毛泽东的经济思
想也在此逐步形成袁并在实践中不断发
展遥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从苏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袁充分地分
析估计到苏区经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袁正确处理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
的关系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野一要打
仗袁二要建设冶的思想遥 其中蕴含的辩证
思想袁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在中国苏区农村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遥

抓主治副 相辅相成

广大苏区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
了自己的土地袁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袁劳
动热情高涨袁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
放遥 中央苏区地处闽尧赣边陲袁经济主体
是农业经济袁所以发展农业是苏区经济
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遥 毛泽东在叶我
们的经济政策曳中指出院野在目前的条件
之下袁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
第一位遥 冶并且第一次提出了野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冶的重要思想遥 对于苏区农民
存在的劳动力尧耕牛尧肥料尧种子尧水利尧
资金等生产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袁苏区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袁把它放在人民委员
会上讨论袁 求各级政府也把这项工作
野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袁去
督促袁去检查遥 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袁
去试点推广袁多措并举遥 创办了耕田队尧
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等袁 兴修水
利袁垦荒造林袁发展多种经营袁推动妇女
参加农业生产袁开展劳动竞赛和农事科
学试验等袁使苏区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
的发展遥 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犁合作社的
是瑞金县武阳区石水乡的群众袁中央土
地部在总结石水乡的经验后袁迅速向瑞

金县和邻近县尧区推广袁
并发布训令遥 据 1934 年
4 月统计袁瑞金县已创办
犁合作社 37 个袁 社员
3638 人袁 其中壬田区就
有社员 884 人袁 用股金
买加耕牛 16 头遥 发展农
业为主的同时袁 中央政
府也坚持尽可能地发展
国营经济袁 大规模地发
展合作社经济袁 与提倡
和奖励私人经济 野同时
并进冶袁 形成了国营尧集
体和私人野三位一体冶的
苏区经济结构遥 其中国
营经济指的是苏维埃政
府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
和商业袁 有中央军委被
服厂尧 等造币厂尧 纺织
厂尧通信尧卫生尧交通厂
等 32 家国营工厂袁以及
中华钨砂总公司等工矿
企业袁 并在企业管理中
创立了 野完全的厂长负
责制冶遥 这些国有企业虽
数量有限袁 却是苏区经
济的领导中坚遥 集体经
济主要是指创办的称之

为野党与农民群众的连锁冶的各种合作
社袁如生产合作社尧消费合作社尧粮食合
作社尧信用合作社等袁它在发展苏区经
济袁改善工农生活袁打破敌人经济封锁
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袁毛泽东评价
它为野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冶遥 对私营经
济则是出台了许多私营经济政策和工
商税法袁提倡和保护为主袁以促进苏区
社会经济全面良好的发展遥 为了搞活苏
区经济袁加快商品流通袁苏维埃政府在
1933 年春创立了对外贸易总局袁大力发
展商业贸易遥 事实证明袁这种抓住农业
经济这个主要的牛鼻子袁同时大力发展
其他成分经济的苏区经济构架模式袁是
完全符合中国苏区农村的实际情况袁它
们互相促进袁相辅相成袁共同提高了整
个苏区的经济状况袁 改善了军民生活袁
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遥

财政金融 坚实后盾

财政是苏区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遥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说院野苏维埃的财政政策袁建
筑在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遥 因此袁
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院渊一冤 向一切
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曰渊二冤 税收曰
渊三冤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遥 冶一是取之
于敌袁向一切剥削者征收款子袁是开辟
革命苏区尧 打击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
重要手段曰二是取之于民袁在革命苏区
巩固时期袁 苏维埃又利用税收这个重
要杠杆来调节苏区经济的发展曰 三是
取之于己袁野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
们财政的收入袁 是我们财政政策基本
方针遥 冶财政收入除保障革命战争的需
要袁用于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袁
同时又野反哺冶用以支持苏区的经济建

设遥 开源节流袁苏区党和政府对财政的
支出袁 又厉行节省的方针遥 1934 年 3
月袁在中央政府野节省第一个铜板为着
战争和革命事业袁 为着我们的经济建
设冶号召下袁苏区后方掀起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群众性节省运动遥

苏区的金融战线也是中央苏区经
济建设和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遥 它摧毁
了旧的金融体系袁 建立了新的金融体
系袁制定了银行尧货币尧信贷和金融管理
方面政策袁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国
库制度遥 苏维埃国家银行根据市场需要
的原则发行适量的纸币袁 吸收存款袁低
息贷款袁扶助农尧工尧商的发展袁稳定中
央苏区的金融市场遥 如农业贷款尧工业
贷款尧合作社贷款尧商人贷款等袁激发了
苏区经济活力遥 苏区财政金融政策的实
施袁成为苏区经济和红色政权发展坚实
后盾遥

群众力量 无穷源泉

毛泽东多次强调院野真正的铜墙铁
壁是什么钥 是群众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
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遥 冶正是因为中央苏
区有如此的群众观袁对群众的穿衣尧吃
饭尧住房尧柴米油盐尧疾病卫生尧婚姻等
一切生活问题都关心注意到了袁 群众
是真心拥护革命袁野国民党要来进攻红
色区域袁 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
党决斗遥 冶这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
苏区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袁 也是在
经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袁 组织革命战
争需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袁开
展经济建设同样需要动员和依靠广大
群众遥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正是充分
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袁 取得群
众的大力支持袁 才开展得如此轰轰烈
烈袁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就遥 野从群众中
来袁到群众中去冶袁经济建设取得的成
绩又用来改善苏区群众的生活袁 苏区
的经济建设与群众生活成为利益共同
体袁野让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了群众的自
觉行动冶遥 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就是真正
的铜墙铁壁袁拥有无穷的力量源泉遥 苏
维埃中央政府在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上
的主要任务之一院 迅速推销经济建设
公债遥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袁超额完成
了 300 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任务袁甚至要
求中央政府增发 200 万元袁后又积极响
应退还公债运动遥 苏区妇女更是把自
己的嫁妆和银器首饰都捐出来铸现
洋遥 中央红军长征时袁群众在国家银行
的 2600 万银元存款全部无偿捐献给了
红军遥 这都是群众的力量遥

经济是政权的基础袁财政是国家的
命脉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
实际出发袁 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袁
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袁依靠自己的
智慧和人民的支持袁独立自主地领导经
济建设尧构建国家财政袁也是马列主义
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苏区具体实际的
成功实践遥 这些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始
于中央苏区袁始于红都瑞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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