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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
行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
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
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国家
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的体制，设立乡政权。此后，为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分别于
1988 年 、1993 年 、1999 年 、
2004年、2018年先后5次对宪
法进行修改。

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
五年计划》。

一九八三年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4月24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

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
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
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 改为
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
家缴纳税金。

6月4日-22日 全国政协
六届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举
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6月6日-21日 六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选举
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
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赵紫阳为
国务院总理。

7月8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
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
利用外国智力， 请一些外国人
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
方面的建设， 应该很好地发挥
他们的作用。要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 我们要
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10月1日 邓小平为景山学
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1日 中共十二届二
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
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
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此后，建
立乡、 镇政府和各种合作经济
形式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人民
公社体制废除。

12月31日 国务院召开第
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
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1984年5月8日，国务院作
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一九八四年
2月 中央组织内地9省市

为西藏援建43项重点工程。
3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

4月8日 我国首次成功发
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
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
要》， 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
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
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
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
海港口城市， 并提出逐步兴办
经济技术开发区。

5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关
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
主权的暂行规定》。

5月31日 六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
28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
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7月28日-8月12日 中国
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 实现中
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
破。这是1979年11月26日中国
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
权利得到恢复后， 首次派体育
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10月1日 首都举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
仪式和群众游行。 邓小平检阅
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10月13日 国务院发出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
的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有经营
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
集镇经营工商业， 并放宽其落
户政策。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
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
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性质
和各项方针政策； 提出社会主
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

12月3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
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
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
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
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
使主权。

一九八五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
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
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
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2月18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
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
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
沿海经济开放区。

2月20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
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
王岛建成。此后，我国又陆续建
成南极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3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
宾时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
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发展
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
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
题是核心问题。

3月7日 邓小平在全国科

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们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社会时， 一定要坚持发展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坚持五讲
四美三热爱， 教育全国人民做
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
特别重要。

3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
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3月28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
宾时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
次革命。

4月1日 我国开始实行出
口退税制度。

5月19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们
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
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
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
数量和质量。 一个10亿人口的
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
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
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
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
就有把握达到。

5月23日-6月6日 中央军
委召开扩大会议。 邓小平在会
上宣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
员额100万。会议作出军队建设
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
大决策。

5月27日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阐明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步
骤和目的， 提出有步骤地实行
九年制义务教育， 大力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 改革高等学校招
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
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5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
准实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

6月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
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
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

6月4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对
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 对外
政策也有变化， 这是两个重要
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改变了原
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
法。第二个转变，改变了针对苏
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实行的“一
条线”战略。

6月9日-15日 首次全国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通过
《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
律常识的五年规划》。 至2018
年，共实施7个五年普法规划。

9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1986年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一九八六年
1月17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讲话指
出，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
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一手
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
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 会在另一
方面变质。抓精神文明建设，抓
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
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
事件抓起。

3月5日 邓小平对王大珩、
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
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
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作出批示。此
后，邓小平又多次就发展高技术
问题作出批示。11月18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纲要》。 这个计划因邓
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
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

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资企业法》。

5月14日 国务院贫困地区
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
会议提出，争取在“七五”期间解
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
问题，并提出贫困地区实行新的
经济开发方式的10点意见。

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
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
《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
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
暂行规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8月10日 解放军总参谋
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
知， 规定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
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
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
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
略地位、 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
方针； 指出现阶段我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把我国建设成
为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布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
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12月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2006年8月27日， 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
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的若干规定》。指出，全民所有
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
承包经营， 全民所有制大中型
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
任制， 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
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
行股份制试点。

12月30日 邓小平在同几
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九八七年
4月13日 中葡两国政府在

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

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
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
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17日 中共中央、 国务
院批转中央统战部、 国家民委
《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
的报告》，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
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
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 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制定了到
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 实现现
代化的发展战略。

11月2日 中共十三届一中
全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
委主席， 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
委员会主任， 批准乔石为中央
纪委书记。

11月24日 六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
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2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启动
全国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

一九八八年
2月25日 国务院印发《关

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
房制度 改革 的 实施 方案》。
1994年7月18日， 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
单位化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
1998年7月3日， 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逐步
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3月18日 国务院发出《关
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
通知》， 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
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
沈阳3个省会城市。此后，国务院
又相继决定开放了一批沿江、沿
边、内陆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多
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

3月24日-4月10日 全国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 会议
选举李先念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25日-4月13日 七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
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
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
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
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
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决定设
立海南省、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后
第一次对各部门进行“定职能、定
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会议
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邓小平为
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
国务院总理。

(下转E03版）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接E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