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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布新：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 勠力改变“一穷二白“面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大事记大事记

百年滨州党史实录百年滨州党史实录（（四四））

1950月5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共惠民地委、惠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成立，开启了这片土地上破旧立新、从零开始的征程。全

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在巨大胜利鼓舞下，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和满腔热情，投入到生产恢复和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翻开这一章节的滨州历史，既荡气回肠又充满曲折磨难——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让人民终于能够扬眉吐气，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数

万英雄儿女奔赴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立下不朽战功；在惠民地委的领导下顺利完成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基本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变革。
[ ]

惠民地委和专署成立，人民当家
做主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为开展社
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适应大规模经
济和社会建设需要，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撤销行政公署、合并专区以及调整若干市、县
行政区划的决定，1950 年 5 月，撤销渤海区，所
辖县市分别划归新建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淄
博、昌潍、济南、泰安等专区（市）和河北省沧县
专区。

随着渤海区的撤销，中国共产党惠民地方
委员会和惠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相继建立，
仍隶属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省人民政
府。原渤海区垦利专署所辖的惠民、阳信、无
棣、沾化、利津、垦利、滨县、蒲台 8 个县和清河
专署所辖的广饶、博兴、高青、齐东 4 个县一并
归属惠民专区。地委、专署机关驻惠民县城。

1951年 4月，惠民专署领导和部署各县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建设
工作。在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的情况
下，推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选举制度，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参政议政的作用。全区连续
开展了民主建乡、民主建政，对巩固人民政权、改
进干部作风、提高群众民主意识、促进各项工作开
展，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均起到了显著作用。

从 1950 年 5 月至 1952 年底，两年多的时间
里，新建立的惠民地委和专署按照中央和省委的
指示，领导全区人民相继进行了抚平战争创伤，努
力恢复经济，保卫巩固政权，发展文化教育，改革
封建制度，加强党的建设，荡涤社会污浊等一系列
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全区面貌发生了较大变
化。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
平，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分别有了长足发展，
为下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4年 7月，全区 15个县相继召开了县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全区的各县、乡作为一项根
本的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从反
动统治者专制独裁政治，到人
民民主政治，再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
伟大变革。全区的人民民主政
权建设和民主制度从此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

全区人民倾其所能捐钱捐物，广
大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朝鲜战场，惠民
专区为抗美援朝作出巨大贡献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党和国家
抗美援朝号召发出后，惠民地委、专署带领全区人
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

动员参军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头戏。1950年
12月8日，地委向各县发出《惠民地委关于动员参
军工作计划》，发动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壮大
国防力量，巩固新生政权。1951年1月29日，地委
专门发出了《关于在动参工作中贯彻政治动员的
指示》，发出“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全民
同心，争上战场，打败美帝野心狼”号召。

全区涌现出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
场的感人场景。有一位大娘，把自己的所有亲戚
都动员一遍，最后又把她的未婚女婿送去参军。
至1951年2月中旬，全区报名参军的青年达21288
名，这是革命老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
献出一切的崇高品质的又一次充分展现。

全区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号召，组织插伙组、互
助组，在“宁在后方多流汗，不叫前方多流血”的口
号动员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运动，多种

“爱国棉”“爱国粮”，以多产棉、多打粮上交国家来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比较薄弱的工商业战线，
工人们义务加班，以多打一件农具、多加工一件成
品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商业界积极纳
税，使过去用1个月时间都难以完成的缴税，当时
每月只需5天就全部缴清。曾有一位商户缴税时
说：“我的买卖是托新中国的福做起来的，为了保
住国家太平，支援抗美援朝，从今天起我把应缴的
4万元改为 8万元。”截至 1951年 11月 25日，全区
人民共捐款 172亿元，超额完成了本年度捐献两
架半战斗机的任务。

三年间，全区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朝鲜战
场。他们在战场上勇猛顽强、不怕牺牲，为祖国、
为人民立下了不朽战功，甚至献出了年轻而宝贵
的生命。据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惠民专区（只

含滨州市）人，仅登记
在册的就有 1905名，屡

建战功、终身致残的英雄也有很多。

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行有计
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党中央正式讨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问题，并确定
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这一年开始，惠民地委以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带领全区人民开始
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改造。

在这场改造热潮中，惠民专区各级党组织切
实贯彻以农业合作社带动互助组、以互助组带动
单干农民的组织路线，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狠抓增
产环节，确保农业丰收，使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得到
充分体现。在群众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农民进行集
体主义教育等方面，的确有着个体经营和互助组
不可比拟的优越性。1954年，全区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发展到 1800多处，到了 1955年底，全区各
种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14000多处。

其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迎来第一个高
潮。1956 年 11 月，全区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
化，农业生产和合作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70％
以上的合作社增了产，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
入。至此，惠民专区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大
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区人民，连年
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疏浚河道、引黄灌
溉、兴修水利、防洪排涝、改土治碱，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与频发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全区对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自 1952
年底，地委就着手试点，引导开展对个体手工业的
改造工作。至 1953年底，全区已初步形成了一批
白铁、翻砂、造纸、鞋业以及渔业生产等手工业供
销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对
手工业的改造沿着健康的道路顺利发展。全区手

工业战线还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制造、修配

大批提水工具、农具，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1956
年底，全区基本实现手工业合作化，形成了烘炉
业、黑白铁、建筑材料、木材加工、造纸、竹草柳编
织、纺织、缝纫、食品、印刷等 20多个行业的手工
业合作组织，成为全区国民经济的一支有生力量。

惠民专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 1953年初着手进行。从 1953年 7月开始，全区
进行了城乡差价调整，商业经营逐步走上正规。
1954年 7月起，惠民地委对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
开始了有计划的改造。1956年初，在全国上下形
成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惠民专区对私
营工商业的改造也进入高潮。在城镇私营工商业
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区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也迅即
展开，沿海各县还对个体渔业、盐业进行了改造。
截至 1956年 6月，全区对私营工商业低级形式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
通过改造和安排，广大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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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信心，主人翁思想得到增强，劳动热情高涨。全
区工商业战线出现了购销两旺的繁荣局面，有力
推动了全区经济发展。至此，全区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全建立，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
公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在曲折中探索
前进，为推进改革开放打下了家底

惠民专区是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从 1946
年已开始进行，截至惠民地委成立后的 1950年下
半年，全区已对 1422个村进行了土改，46万农民
分得了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上被废除。从
1950年 9月开始，惠民专区的土改运动主要围绕
解决遗留问题，全面、彻底结束土改来进行。

为全面彻底结束土改工作，全区土改的具体
行动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小心谨慎，创造经验”“典
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三个阶
段进行。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
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至此，惠民专区
起于 1946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经 6年时间，
终于在 1951 年底胜利完成。封建土地
制度被彻底废除，为下一步进行大规模
工业化建设扫清了障碍。

从 1953 开始，惠民专区迎来
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
了今日滨州工业化的初步
基础。当时，惠
民专区的工
业建设虽然

有所发展，但是工业基础仍极其薄弱。电子、煤炭
和规模性的机械工业企业可谓空白，现代工业更
是无从谈起。当时全区工业的家底较薄——企业
总共只有 42家，其中有 27家是油棉加工厂，1952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2921.1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 8.4％。全区工业基础薄弱，规模偏小，机械
设备陈旧简陋，产业技术工人稀少，成为制约全区
发展的短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惠民地委、专署以“为
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服务，为国营加工及
为国家重点建设服务”的方针，结合本地实际，对
全区工业发展的路子作出指示：一是以扩大、建立
国营和集体企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全区工业化建
设速度；二是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努力挖掘企业潜
力，培养技术骨干；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在保证产、
供、销平衡上狠下功夫，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地委于 1952年 6月成立
工业工作部。

工作展开后，各级政府针对本地区生产分散、
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和基础薄弱的状况，本着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勤俭建国、奋发图强的原则，从积
极发展手工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强企业管理入手，
进行了工业建设与开发。1953年，滨县兴华铁业
合作社（后发展成为滨州锻压机械厂）、阳信古佛
镇铁业合作社（后为阳信县农机修造厂）和博兴县
兴福镇铁木业生产合作社（后为博兴县水泵厂）等
相继建立。

随着政府投入资金的增加，企业管理的改进，
全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55年，北镇铁
木厂（北镇活塞厂前身）生产水车 1385 部、铁锅
10850口，年总产值达到40.6万元。专区实业公司
所属国营、集体企业发展到17个、含7种行业。其
中，北镇、田镇、惠民、齐东油棉厂及铁厂、电厂 6
个厂被确定为现代工业企业。其他如食品、纺织、
造纸、皮革、工艺美术、金属制品、木器制造等行业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全区工业产品质量得到改善，数量大幅度增
长，生产总值、利润和职工工资呈现良好的上升态
势。1956年，在全国上下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
全区的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纳入集体、国
营管理之中。当年年底，全区工业生产普遍完成
了计划指标，惠民专区的工业开始走上国家计划

经济的轨道。
至1957年底，惠民专区工业建设发展到

一个新的水平。全区工业总产值
达到8929.4万元，比1952年

增长 206％，超额完成
了“一五”计

划 指

标。全区上下呈现出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工业建
设蓬勃壮大，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
进，商贸流通行业推行改革，城乡市场日益繁荣、
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振兴的局面，全区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
放前夕，社会主义建设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前进，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对
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艰
苦奋斗，经济和各方面建设
依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
就。1978 年，全区工业总产
值达到50840万元，创历史
新高，这为推进改革开放
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主
要 参 考 了

《中共滨州
历史（1950-
1978）》等文
献资料。 策

划
：
李
志
武

顾
问
：
张
文

赵
利
华

版
式
：
程
海
莉

主
办

滨

州

日

报

社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院

1950年5月11日，中共惠民地方委员会建立。6
月1日，惠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10月改为惠
民区专员公署)。惠民专区辖原渤海区垦利专署的惠
民、阳信、无棣、沾化、利津、垦利、滨县、蒲台和清河
专署的广饶、博兴、高青、齐东共12个县。地委、专署
机关驻惠民县城。

1950 年 10 月，全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至
1954年底结束。

1950年11月，全区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热潮，开展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9月25日，地委发出结束土改工作的指
示。至年底，全区起于194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胜利
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

1951年12月初，地委部署开展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

1952年2月，惠民、北镇等主要城镇开展反对行
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
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

1952年10月，地委专署机关驻地由惠民县城迁
至滨县北镇。

1953年7月20日，惠民专区区划变动，邹平、长
山、桓台3县由淄博专区划归惠民专区。

1954年7月2日至16日，全区15个县陆续召开
县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2月21日，地委开始实行常委负责制。
1956年3月8日，惠民专区区划变动，长山、高

青、蒲台、垦利4县撤销，辖区分别并入邹平、齐东、博
兴、利津县；乐陵、商河、临邑、济阳县由德州专区划
归惠民专区。

1956年3月，全区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1953年夏天开始到本年第
一季度基本结束，实现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到国家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变革。

1956年4月，全区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1957年5月上旬，地委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

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开始进行整风学习。整个运动
历经一年半时间，到1959年初基本结束。

1957年8月，地委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工作。

1958年10月，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
区。乐陵、临邑、商河、济阳4县划归聊城专区，利津
并入沾化县，阳信并入无棣县，滨县并入惠民县，桓
台并入博兴县，撤销齐东县分别划归邹平、博兴县。
专区机关驻张店。

1959年 10月，簸萁李引黄灌溉闸开始施工兴
建，于翌年4月建成投用。

1960年3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
一书记胡耀邦来淄博专区视察工作。

1961年1月10日，惠民专员公署恢复建立，辖惠
民、沾化、无棣、博兴、邹平、广饶、垦利、桓台、高青、
利津、阳信、滨县共12个县。专区机关驻北镇。

1962年12月23日，地委对滨县、博兴、沾化、利
津、垦利、阳信、惠民、广饶等8个县的区划进行调整，
一类是县下设区、区下设公社，一类是县下设公社、
公社设管理区。

1963年3月，全区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1964年1月11日，全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2月16日，地委常委会召开，提出学习解放军、

大庆油田、大寨的经验，掀起比学赶帮运动。
1965年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惠民

专区视察工作。
196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朱德来惠民专区视察。
1966年7月8日，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下

设办公室，负责文化革命的日常工作。
1967年下半年，由青岛国棉四厂、青岛国棉二

厂、青岛棉纺厂联合筹建的中型企业——北镇棉纺
织分厂试车投产。初期规模为纱绽2万枚，布机400
台，是全区第一个机械化纺织厂。

1968年12月，惠民地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济南、青岛、淄博等城市的部分知识青年也先
后被安排在惠民地区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8月9日，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
领导小组建立。197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以“棉
区的一面红旗”为题，报道滨县杨柳雪大队粮棉双高
产的事迹。周恩来总理要求全国棉区向杨柳雪学习。

1970年10月28日，青岛医学院迁至惠民地区北
镇办学。

1971年1月至6月，惠民地区各县、公社重新建
立党委。

1971年6月1日至5日，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
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惠民地区第一届委员会。

1972年10月10日，北镇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1973年2月10日至20日，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

单位代表会议召开，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4年8月，淄博市7000名知识青年来惠民地

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5年1月31日，地委作出《关于做好晚婚与计

划生育工作的意见》。
1976年10月中旬，全区人民热烈庆祝粉碎“四

人帮”。
1977年6月6日至13日，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
1978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来惠民

地区视察。
1978年7月10日，惠民地区行政公署建立。9月

1日，行政公署党组建立。
1978年10月30日，全区部署开展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组织干部群众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
的科学体系。不久，全区开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大讨论。

1978年11月12日，中共惠民地委纪律检查委员
会建立。

1978年12月底，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50年，中共惠民地方委员会，惠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机关在惠民县城的驻地。 1952年，中共惠民地委、专署机关迁入滨县北镇后的驻地。
我市志愿军老战士保存的照片——在朝鲜战场战斗间隙的生活。

1956年11月，山东省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工程——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竣工。

杨柳雪大队丰收的棉田。李雅庄夏粮喜获丰收。

上世纪七
十年代大搞农
田水利基本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