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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宝钢调查

宝钢1978年12月23日开工建设袁 现已发展成为
我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袁是我
国完全竞争性行业及制造产业企业首个进入全球

500强的企业渊2003年冤遥 2010年完成钢产量4450万
吨渊全球第三冤袁利润总额236亿元渊全球第二冤遥 宝钢
的建设尧改革和发展袁与陈云1979年的宝钢调查关
系密切遥

一尧陈云的宝钢调查概况
关于宝钢调查袁1979年6月16日袁陈云本人作了如

下描述院野在近一个半月中间袁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
题袁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遥 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
五月十一日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袁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
国内袁买技术袁买专利遥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遥这时袁我
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袁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
一些同志的意见遥 第二次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上海以
后袁有个想法院全部进口吧遥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
志有这样的意见袁我也有遥 我加了一条袁买设备的同
时袁也买制造技术袁买专利遥第三次是六月六日离开上
海时袁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袁还是按照三委尧三部和银行
报告的意见办遥 这三次反复袁 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
的遥 冶让我们按照陈云的描述袁对历史作一个回顾吧遥

宝钢是一个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袁野上马冶 初期袁
就遭遇了野下马冶风波遥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之
际遥不少原拟兴建的大项目野下马冶了遥宝钢怎么办袁成
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袁引起了热烈争论遥 有人认为建设
宝钢是野在错误的时间尧错误的地点袁作出了一个建国
以来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错误的决定冶袁是野上了外
国资本家的当冶遥 问题尖锐地放在重新主持中央财经
工作的陈云面前袁需要迅速作出决断遥 为此袁1979年5
月至6月袁 陈云对宝钢问题进行了近一个半月的专题
调查遥 5月9日袁国家计委尧国家建委尧国家经委尧冶金
部尧外贸部尧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向财政
经济委员会并国务院提交报告袁认为宝钢应该继续搞
下去袁同时也要解决好几个重大问题遥报告主张院主体
设备引进袁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袁但为了增加国内自

制设备的能力袁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曰二
号高炉和三尧 四号焦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曰
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号高炉系统尧1983年底全
部建成一期工程的进度袁予以调整尧推迟遥 陈云看了
5月18日送给他的报告和有关资料袁 对建议作了认
真思考袁 明确表示院野宝钢已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袁已
经定了遥 冶同时袁他清楚地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遥 他
把宝钢的建设规划与鞍钢的情况作了比较遥 他认
为袁宝钢同鞍钢规划相当袁鞍钢搞了几十年袁宝钢只
用那么多时间袁行不行钥 还是步子要走稳袁时间可拖
长一点遥 陈云没有对报告马上作出批示袁而是委托
薄一波邀集多年搞财经工作袁特别是冶金工作的七
八个人开了三次会议讨论遥 他们认为袁七部门的报
告野基本上是可行的冶遥

5月31日袁 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袁 亲自赴上
海袁对宝钢建设进行实地考查遥6月1日袁他找上海市领
导严佑民尧韩哲一和陈锦华来袁了解宝钢建设情况遥谈
话中袁 陈云明确指出院野建设宝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袁
要搞到底遥 冶野只能搞好袁不能搞坏遥 冶他重点讲了建设
周期问题院野我反复考虑袁宝钢一尧二期工程的距离袁能
否再拉开些遥 冶野我有个简单的感觉袁鞍钢1901年开始
建设袁距今70多年袁才搞到600万吨遥人家搞了70年袁我
们7年建成袁虽说有30年经验袁但毕竟是一件大事遥 冶
野时间可否拉长些冶袁野不要设备安装好了袁却出不来东
西遥要脚踏实地尧扎扎实实地搞遥 冶他还讲了怎么处理
引进设备和自己制造的关系问题院野立足国内的方向
对遥 但是袁单靠我们这一套袁我担心能否很好地搞出
来遥 一个冶金部袁一个一机部袁我担心这两家遥 冶野自己
搞袁这是个大方针袁但是我怕技术练兵袁练不起遥所以袁
宝钢这一套袁还是要立足国外遥冶野还有袁宝钢的全套技
术资料要买下来遥 冶在上海袁陈云还召集上钢一厂尧三
厂尧五厂和上海市冶金局的负责人座谈袁征求他们对
宝钢建设的意见袁鼓励大家发表各自的见解袁并提出
他自己的想法遥6月6日袁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袁回到
北京遥 6月12日袁他约薄一波和姚依林谈话袁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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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宝钢建设问题遥他们一致认为院要以宝钢建设为例袁
总结经验袁搞出个引进外资尧引进技术尧搞补偿贸易的
典型来遥6月16日上午袁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
员会全体会议袁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遥陈云在会上袁
讲了八点意见渊见叶陈云文选曳第三卷野同心协力建设
好宝钢冶一文冤遥

二尧陈云宝钢调查后的决策意见及其影响
陈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宝钢建设提出的八点

意见袁对宝钢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遥
渊一冤提出宝钢建设野干到底冶遥 为避免宝钢野胎死

腹中冶起了重大作用遥虽然之后争论仍很激烈袁但是由
于野干到底冶的意见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的袁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袁为中央最后下决心野续建冶宝钢奠定了
决策基础遥

渊二冤提出野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冶遥野店铺开门袁
不怕买卖大遥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遥 冶另外袁还
提出要考虑到野外部的协作条件冶遥 这就是说袁不仅要
保住宝钢这个项目袁而且要保证宝钢项目搞好遥 在这
一原则指导下诞生的宝钢袁是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的大
型钢铁企业袁使宝钢避免了为当时少投资而砍掉必不
可少的项目尧造成先天不足遥

渊三冤提出野买设备袁同时也要买技术袁买专利冶遥并
且进一步指出院野就引进工作来讲袁 我认为既要买工
厂袁又要更多地买技术袁买专利遥 冶这为宝钢走正确的
引进之路指明了方向遥 陈云把引进技术尧专利看得比
引进设备更重要袁是很有眼光的遥 宝钢在野买工厂冶尧
野买设备冶的同时袁野买技术冶尧野买专利冶袁还花8900万美
元野买管理冶袁既搞硬件建设袁又搞软件建设袁逐步形成
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遥

渊四冤提出野要提前练兵冶遥 并且进一步指出院宝钢
野究竟如何建设袁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袁还得依靠我们自
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冶遥 陈云抓住了现代化企业管理
野人冶这个根本要要要提高员工素质这个根本遥 工厂尧设
备和技术尧专利可以引进袁但是人的现代化是买不来
的袁只有野依靠我们自己冶遥 宝钢坚持员工技术培训领
先袁在培训中注重野实战练兵冶袁不断提高员工素质遥

渊五冤提出野宝钢的负责人是谁钥 冶明确野建委抓
总冶袁谷牧尧韩光尧叶志强和陈锦华四个人负责袁解决
了宝钢建设的领导责任问题袁 有力地保证了宝钢建
设的顺利进行遥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落实管理责任遥长
期以来袁 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袁宝钢紧紧抓住这个问题袁持续开展管理变革袁提
高管理效率遥

渊六冤 提出对宝钢的总体要求院野对宝钢要有严格
的要求袁甚至要有点苛求遥只能搞好袁不能搞坏遥 这是

为了取得经验遥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
项目袁应该做出榜样来遥冶这不仅是对宝钢建设时期的
总体要求袁而且也是对宝钢建成以后的总体要求遥 总
体要求的核心内容是野严格冶尧野苛求冶袁而这是与野四个
现代化冶联系在一起的遥 宝钢人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中深切感受到袁严格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必须遵循的
基本原则遥

渊七冤提出野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冶遥
同时提出各有关部门野都必须同心协力袁把宝钢的事
情办好冶遥 这是从全局角度讲宝钢建设遥 对宝钢人而
言袁我们始终意识到院宝钢是全国人民的宝钢袁要多为
人民尧为国家尧为社会作贡献遥

渊八冤提出野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
开一次讨论袁采纳有益的意见遥对不同的意见袁也要认
真听取袁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遥冶这是讲对重大
问题要发扬民主袁广开言语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遥
这一要求不仅是宝钢建设时期应该做到的袁而且也是
宝钢在对待野三重一大冶问题决策时袁始终必须做到
的遥

三尧陈云宝钢调查对我们的启示
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和联系群众的根本作风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

现遥调查研究是为了正确决策遥现在强调决策程序袁无
疑是十分重要的遥然而袁如果离开了调查研究袁野程序冶
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遥问题在于怎么开展调查研
究遥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野没有调查袁没有发言权冶的著
名论断袁许多人却不知他还强调野不做正确的调查同
样没有发言权冶遥可惜袁无论看历史袁还是看现实袁不能
做到野正确的调查冶的情况大量存在遥 调查不正确袁就
很难避免决策无效乃至决策失误遥 陈云是野做正确的
调查冶的典范遥正确的调查袁使陈云在我国经济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做到了正确遥 有时袁甚至在党和国
家领导人中袁 只有他一个人提出和坚持了正确意见遥
渊1959年袁毛泽东说院野在武昌发表1959年粮尧棉尧钢尧煤
的数字问题上袁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遥 冶冤陈云在调
查研究方面袁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遥他的宝钢调查袁就
是经典案例之一遥 这个案例袁对我们怎么搞好调查研
究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遥

渊一冤 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袁 特别是破解难
题遥这似乎是一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遥然而袁现实
中确实存在不少为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的现象遥具体
表现为袁不少调查研究的成果渊如果还称得上野成果冶
的话冤袁 包括有些得奖的成果袁 一旦调查研究宣布结
束袁成果也就束之高阁遥 不排除有的成果有价值而未
被重视袁然而众所周知袁许多成果并不具有指导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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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价值遥为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袁是野不正确的调
查冶的突出表现袁并成为产生野不正确的调查冶的其他
表现的重要原因遥为了纠正野为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冶
的错误做法袁看看陈云的宝钢调查是很有必要的遥

陈云的宝钢调查袁是为了回答宝钢野干下去冶还是
野不干了冶袁如果野干下去冶袁野怎么干冶要要要这样一个事

关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

大问题遥当时袁我国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袁陈云正是
最早建议调整的中央领导人之一袁而且他认为袁调整
国民经济袁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是一个重点遥 在这种情
况下袁以调整的名义让宝钢野下马冶袁似乎也是顺理成
章的事遥但是袁野下马冶损失很大遥更重要的是袁宝钢野上
马冶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遥 而这正与陈云强
调的野钢要好钢袁品种要全冶的观点相一致遥 宝钢续建
还是野下马冶袁是极大的两难选择遥为了作出正确选择袁
陈云开展了宝钢调查袁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已被历
史证明为完全正确的野干下去冶和野怎么干冶的决策意
见遥 从历史的角度看袁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叶十年规划纲要渊草案冤曳提出野建10个大钢铁基地冶袁是
国家财力和物力所不能承受的遥陈云的反对是完全正
确的遥但是新建一个而不是10个宝钢那样的现代化的
野大钢铁基地冶袁 按照陈云的说法院野大不了其他的不
搞袁集中搞宝钢冶袁则恰恰体现了党中央尧国务院对外
开放的胆略袁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遥现在可以想想院如果没有宝钢袁中国的钢铁
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将是一种什么状况钥浴

渊二冤调查研究要下苦功夫把事实搞清楚尧把问题
分析清楚遥为了解决问题袁特别是破解难题袁对调查研
究有两点基本要求袁一是把事实搞清楚袁把事情的来
龙去脉弄明白曰 二是在此基础上把问题分析清楚袁作
出准确判断遥 照理说袁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应该成为问
题的问题遥 然而袁现实中袁没能把事实搞清楚尧没能把
问题分析清楚的调查研究袁并不少见遥 这种情况的发
生袁既与前述野为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冶的不良作风有
关要要要因为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袁 事实搞清楚不搞清
楚袁问题分析清楚不分析清楚袁也就无关紧要了遥 另
外袁这又与不肯下苦功夫有关要要要因为要真正把事实

搞清楚袁把问题分析清楚袁是必须下苦功夫的遥
让我们看看陈云的宝钢调查吧遥他真正把宝钢建

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院为什么要建设宝钢袁宝钢开
工建设半年左右进展情况如何等等遥他也真正把宝钢
的问题分析清楚了院特别是建设周期的问题袁引进设
备的问题袁他进行了历史的尧现实的尧国内的尧国外的
多视角分析比较遥 在此基础上袁陈云提出的宝钢建设
的八点意见袁不仅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袁而且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曰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袁而且
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遥 而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袁长期体
弱多病袁当时已74岁高龄的陈云是下了苦功夫的遥他
不仅仔细阅读了七部门的报告和资料袁反复斟酌袁不
仅委托中央其他领导组织讨论袁 而且亲自出面到上
海调查袁与上海市领导谈话袁与上海冶金行业和有关
企业的负责人座谈遥回到北京后袁再与中央其他领导
交流遥为此袁他操劳过度而生了一场大病遥这是很为
宝钢人所感动的遥

渊三冤 调查研究要用正确的方法遥 正确的调查研
究袁除了要做到上述两条之外袁还必须做到方法正确遥
调查研究需要过细地了解和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遥或
者说袁正是为了过细地了解和分析具体情况袁才需要
去开展调查研究的遥也只有做到了过细地了解和分析
具体情况袁才称得上是调查研究遥 为了过细地了解和
分析具体情况袁必须做到两点院一是调查研究必须舍
得花时间袁 二是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遥
然而袁现实中袁相当多的是蜻蜓点水尧走马观花式的调
查研究袁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袁更不用说过细和具体
了遥这既与笼统的思维习惯有关袁也与长期存在尧难以
改变的野文山会海冶工作模式有关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学
习陈云的调查研究方法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遥

陈云很讲究领导方法袁他从哲学层面解决领导方
法问题袁提出了野不唯上袁不唯书袁只唯实冶和野交换尧比
较尧反复冶15字箴言遥他创造了很有特色的三种调查研
究方法袁一是派人下去做调查袁二是寻找敢讲真话的
可靠的朋友上来面谈袁三是自己下去亲自掌握第一手
材料袁并认为第三种是主要的方法遥 陈云的调查研究
方法袁是和舍得花时间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遥 他认
为袁应当用90%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袁用不到10%的
时间作决策遥1961年袁他的青浦小蒸调查袁用了15天时
间曰煤炭冶金工业调查袁座谈会开了19天遥 如上所述袁
陈云的宝钢调查用了近一个半月时间袁综合运用了他
自己创造的多种调查研究方法遥 他的宝钢调查袁取得
了重大成果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法宝遥随着时代变迁袁调查
研究的具体方法应当与时俱进袁 应当积极运用信息
网络技术袁运用专业方法遥 然而袁带有规律性的调查
研究的基本方法袁是不应该因为时间尧空间条件的变
化而被抛弃的遥陈云的宝钢调查袁已经是中国进入改
革开放时代后的事了遥 他长期有效运用的调查研究
方法袁在宝钢调查中继续有效运用就是一个范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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