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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同志们：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六届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

举，是在三大革命的烈火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熊熊燃烧，全体人民为祖国的统一和革命的全国性胜利而

英勇斗争的沸腾的环境中胜利举行的。 

工人阶级等劳动者和全体公民，怀着作为人民政权的

主人的高度政治自觉和革命热情，一致参加选举，100％

投了赞成票，清楚地表示了对共和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支

持，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建立在主体思想基础上的我们

社会的牢不可破的统一和团结。 

全体人民通过这次选举，表示了对共和国政府的绝对

支持和深厚信任，新当选的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同志们又反

映全体人民的意志，把组织共和国的新政府和继续领导国

家工作的光荣而重大的责任交给了我，对此，我表示衷心

的感谢。 

没有比受到人民的信任，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更光荣、

更有意义的事了。新组成的共和国政府将不辜负人民群众

的深厚信任和巨大期望，忠实地履行自己光荣的使命，为

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

业的胜利而顽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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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以后，五年来，我国

的革命和建设有了巨大的进展。由于全体人民在共和国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挥高度的革命热情进行了斗争，朝鲜劳

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

六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也进

一步深化。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各个

领域大大加强了共和国的威力。 

我国人民怀着胜利者的高度自豪感和对光辉未来的坚

定信心，将会更有力地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

进运动。 

今天，我国人民面临着占领第二个七年计划的新的高

地，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

的神圣任务。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人民政

权，千方百计地加强它的职能和作用，从而圆满地完成摆

在我们面前的光荣的革命任务。 

 

 

一  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是劳动群众 

 

同志们！ 

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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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劳动群众争取自主的斗争历史；由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活动，历史在发展，社会运动在前进。变革自然、发展

社会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发展文化的也是人民

群众。不可能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没有人民群众的

作用，历史就不能发展。 

劳动群众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就作为历史的主

体站在一切社会运动的中心，但是，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并

不是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一样的。自从社会分成了阶级，产

生了国家以后，人们的地位和作用就决定于他们是否掌握

了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是政治支配权，是规定人们的地位和作用的

基本因素。在阶级社会，只有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剥削阶级

享有支配权，行使一切权利，没能掌握国家权力的劳动群

众则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只能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对象。

劳动群众只有在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

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

动群众的自主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他们的创造能力得到

充分的发挥，社会的一切都为劳动群众服务。 

革命是争取自主性的斗争，自主性是靠国家权力来保

障的。人们的自主权利集中地表现在国家权力上，因此，

劳动群众要完全实现自主性，首先就要成为政权的主人。

劳动群众只有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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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主人，才能有效地解决在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一切

问题。在革命中政权问题成为根本问题的理由就在于此。 

过去，我国人民为争取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权利，为

建立自己的政权，坚持不懈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建立了

人民政权，从而出色地解决了政权问题。 

我们的人民政权，是通过长期的浴血斗争取得的宝贵

的革命胜利果实。我国建立人民政权是在距今 30 年前，

但它的历史根基则是很早以前在抗日革命斗争过程中打下

的。 

我国人民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光荣的抗

日革命斗争，是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

争取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斗争。抗日革命斗争时期，我

们在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革命的任务和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

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战线的人民政权的主体的政权建

设路线。根据这一路线，我们在游击根据地建立并运用独

创的政权形式—人民革命政府，从而创造了人民政权建

设的宝贵经验。 

祖国解放后，我们根据这一经验胜利地粉碎了内外敌

人的种种破坏活动，在短时间内出色地解决了政权问题。

依靠人民高昂的革命热情建立的人民政权，是抗日革命斗

争时期提出的人民政权建设路线的光辉体现，是以往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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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根据地里组织的人民革命政府的直接继承。 

我们的人民政权，是从朝鲜革命的要求和劳动群众的

愿望出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由我们自己选择、由我

们自已建立、由我们自己运用的主体的革命政权。 

由于建立了人民政权，我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

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有了

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 

人民政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彻底维护劳动群众的自

由和权利，并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引向光辉

的胜利。 

我们的人民政权首先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先

进的新的社会制度。人民政权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

务作为斗争纲领，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

革，从而清除了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制度，建立了人民

民主制度。继完成民主革命之后，人民政权立即走上了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战后，在短时间内，在城市和农

村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共和国北半部建立

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先进的牢固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实保障劳动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

的主人的权利，千方百计地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最优越

的社会制度。 

经济建设是人民政权必须执行的重要革命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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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政权在经济建设斗争中响亮地提出自力更生的口

号，胜利地贯彻了党的主体的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从而

完全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在由于战争

一切都遭到破坏的废墟上出色地建设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

自立民族经济，把我国转变成为拥有现代工业和发达的农

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依靠劳动群众的英勇斗争建设起来

的社会主义自立民族经济，是可靠地保证我们共和国的政

治自主和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一开始就是在美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不断进行侵略和挑衅活动的艰苦环境中进行

的。人民政权贯彻我们党的革命的自卫路线，及时建立革

命武装力量，建立了以人民军为核心的牢固的全民防卫体

系，并依靠这一体系出色地完成了保卫祖国的任务。在美

帝国主义对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

政权成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旗帜、人民的斗争的旗帜，发

动人民军和全体人民去建立英雄的丰功伟绩，从而保证了祖

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又连连粉碎敌人不断进行的挑

衅活动，可靠地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和革命的胜利果实。 

我们的人民政权从成立到今天，走过了充满顽强的斗

争和光荣的胜利的道路，建立了在祖国历史上永放光芒的

不朽的业绩。 

人民政权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加强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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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富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不可战胜的革命政权。随着

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人民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得到了进一

步的加强，它的职能和作用空前加强了。 

今天，我们的人民政权作为最革命的自主的社会主义

政权，正满怀信心地引导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走向辉煌胜

利的道路。 

我国劳动群众由于有了人民政权，牢固地占着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在革命和建设中充分地起到自己的作

用。在人民政权下，劳动群众的自主权利得到完全的保

障，他们的创造性得到高度的发挥。 

今天，我国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等全体人民，

怀着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感，为祖国的

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献出一切进行斗

争。随着劳动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人民政权的威力在

进一步加强，革命和建设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 

做了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的劳动群众，高度地发挥

自主性和创造性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巨

大优越性之所在，我们一切胜利的决定性保证之所在。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获得了人的真正尊严和权

利，在人民政权的温暖关怀下，充分享受自主的创造的生

活的我国人民，通过自己活生生的体验，从心底里体会到

我们的人民政权是多么优越，多么可贵。今天，我国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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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由衷地深深信赖人民政权，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

人民政权，充满着要紧紧团结在人民政权的周围为革命的

最后胜利顽强斗争到底的决心。 

 

 

二  人民政权要为劳动群众服务 

 

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权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劳动群众

服务的真正的人民的政权。 

在我国，权力属于工人、农民、兵士和劳动知识分

子，他们通过人民政权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直到最高人

民会议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由人民直接选举，由劳动

人民的代表组成。因此，人民政权机关决不能成为支配和

管束人民的统治机关，而应当成为为劳动群众服务的、人

民的忠实勤务员。 

忠实地为劳动群众服务，是人民政权的光荣使命。人

民政权应当把维护和保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本

分，人民政权机关干部应当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人民政权要完成作为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使命，就要

在国家活动中彻底实行民主。 

民主是为劳动群众服务的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式。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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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活动中彻底实行民主，才能切实地保障劳动群众作

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才能加强劳动群众在革命和

建设中的作用。 

所谓民主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集中了劳动群众

的意志的政治。换句话说，国家根据工人、农民等广大劳

动人民的意志制定政策，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贯彻这一政

策，切实保障劳动群众真正的自由、权利和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民主主义。 

劳动群众不仅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

在任何社会里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只有劳动群众

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政策，使一切服从于劳动群众的利益的

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违背劳动群众的利益，维护

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的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

是民主主义。世界上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为

劳动群众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在国家的一切政策都被剥削阶级的意志和利害关系所

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绝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资

本主义社会是少数支配多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

“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为少数的“民主

主义”，因而它不是在本来的意义上的民主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决不可能有民主的自由

和权利。帝国主义者在口头上大肆宣扬什么“万民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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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性的自由”，然而，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

实现的谎言。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

资本家手中，金钱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亿万富

翁和贫困的劳动人民之间怎么能有平等，被压迫被剥削

的劳动人民能有什么自由呢？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民

主主义”是假民主主义，他们所说的“平等”、“自

由”等都不过是用来欺骗劳动群众，掩盖资产阶级专政

的反动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的伪装。 

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在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

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实现。 

今天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是在国家社

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面地、切实地保障劳动群众真正的自

由和权利的最优越的民主主义。 

我国根据劳动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实施国家的一切政

策，工人、农民等全体人民充分享受着最尊严、最幸福的

生活。 

我们的劳动者作为国家的主人，积极参与国家管理，

不分性别、职业、财产、文化程度、政见和宗教信仰，不

论是谁，都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充分行使

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等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

利。 

我国劳动者由国家保障劳动和休息的权利，人人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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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选择职业，在安定的工作岗位上愉快

地工作，在为社会和自身的豪迈的劳动生活中充分发挥自

己的力量和才能。在我国，国家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吃穿住

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和免费医

疗制。由于国家的这种人民性的措施，全体人民不必为衣

食住问题操心，不必为教育操心，也不必为治病操心，都

同样均匀地过着好日子。 

在我国，人民所享受的一切社会政治权利和幸福的物

质、文化生活，不仅依靠社会主义宪法得到法律上的保

障，而且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牢固的自立民族经济

得到切实的保证。 

在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我国，所有劳动者都作为

平等的社会成员互相尊重，紧密合作，并为共同的事业而

奋斗。 

我国人民通过实际生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

给劳动群众保障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带来富裕而文明的生

活的真正的民主。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圆

满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要圆满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要使劳动群众广泛参

加人民政权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断加强劳动群众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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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群众是国家政权的主人，所以他们有着参与人民

政权工作的正当权利；参与人民政权工作，同时也是他们

的重要义务。我们要以工人、农民、兵士和劳动知识分子

的优秀代表组成坚强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进一步改进人

民政权机关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方法，从而充分保障广大人

民广泛地参与人民政权工作的条件。与此同时，要不断地

教育和启发劳动群众，使他们都抱着作为国家政权的主人

的高度自觉和热情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以使人民政权

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正确地反映劳动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彻

底维护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要使人民政权的政治成为

彻底为劳动群众的政治和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治。 

人民政权机关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紧密团结广大

群众，积极发挥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智慧，从而使劳动

群众以自己的斗争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实现自己的要

求和理想。 

为了圆满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还要搞好社会主义经

济文化建设。 

搞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是切实保障劳动群众民

主自由、权利和幸福生活的保证。 

我们要改进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和管理，不断地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

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迅速提高生产，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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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普遍地更加

富裕起来，并消灭劳动者在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上的差

别，保障所有劳动者享有更加完全的社会平等和自由。 

我们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

国已经建立的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各种

新的人民性的文化措施，从而保障全体人民更加美满、更

加文明的生活。 

人民政权机关作为对国家经济生活和人民生活负责的户

主，要改进和加强对经济文化建设的领导和保障工作，认真

负责地组织和进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工作。 

要圆满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同一切企图侵犯人民

群众的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敌对行为作积极的斗争。 

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的专政为前

提的，因而，它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民主

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被推翻的阶

级敌人就一直为诋毁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进行种种阴谋活

动，并且现在还在这样做。 

今天，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等帝国主义者以民主和人权

的“维护者”自居，比任何时候都更起劲地进行对社会主

义民主的诽谤和中伤，掀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共浪潮。

帝国主义者高喊“维护人权”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这是

贼喊捉贼的厚颜无耻的可笑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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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地球上，社会不平等最严重，对人民的压迫

和对人权的蹂躏最残酷的国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

帝国主义者炮制的傀儡国家。在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

里，人民群众不可能享有人权，这是极其明白的道理。在资

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根本没有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甚至

连起码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

“人权”，那只是一小撮特权阶层有榨取劳动群众的血

汗，来享受富贵荣华，压迫和蔑视人民的权利而已。 

就帝国主义者大肆叫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所谓“践

踏人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对那些企图扰乱民主秩序、破

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和不良分子加以制裁，这是旨

在维护民主免受民主的敌人的破坏的正当措施。帝国主义

者所维护的“人权”，不是人民的人权，而是人民的敌人

的人权；他们所希望的“自由”，不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

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破坏活动的自由。 

我们共产主义者正如不掩盖自己的党性一样不掩盖民

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民主决不是对那些反对社会主义

的敌对分子和侵犯人民的利益的不良分子也给予自由和权

利的超阶级的民主。对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等广大

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权利予以保障，而对少数阶级敌人则加

以制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我们要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坚持阶级立场和革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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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坚决镇压侵犯人民利益的敌对分子和不良分子。特别

是要对帝国主义者在“维护人权”的幌子下进行的反共阴

谋活动予以坚决的反击，及时粉碎损害社会主义民主的一

切企图。 

彻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使之免受内外阶级敌人的破

坏，在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圆满地实行民主，我们的人民

政权就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人民就将过上更幸福更有意义

的生活。 

 

 

三  反对官僚主义 

 

同志们！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为了使人民政权完成自己

的使命，就要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旧社会的官吏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反人民的

统治方法。官僚主义是同民主主义根本对立的，作为人民

的忠实勤务员的人民政权的工作，决不容许有官僚主义。

人民政权机关只有彻底消除官僚主义，才能积极维护人民

的利益，才能忠实地为劳动群众服务。 

反对人民政权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问题，由于政权

机关是权力机关这一情况，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问题。人



 

 16

民政权机关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政权机关干部是以国

家权力做工作的。由于这样，在没有树立革命世界观的政

权机关干部中就有可能发生滥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耍

官僚主义的现象。 

我们从建立人民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官僚主义作为

主要斗争对象，并同官僚主义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由于

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政权机关干部的积极努力，基本

上消灭了官僚主义，但是在干部头脑中还有旧思想残余的

情况下，产生官僚主义的危险是依然存在的。如果为已取

得的成就而自满，稍微忽略一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

随时可能出现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表现在硬把与人民群众的意志相违背的东西

朝下压，干出违背人民利益的行动上。不管干部主观意图

如何，也不管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只要硬把不符合人

民群众的意志的东西朝下压，干出侵犯人民利益的行动，就

都是官僚主义。 

旧社会的残余—官僚主义，阻碍人民政权无法完成

自己的使命，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危害。 

官僚主义的危害性，首先在于麻痹人民群众的自主性

和创造性。官僚主义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硬把无

理的东西往下压，从而侵犯人民的自主权利，挫伤他们的

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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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还起着使人民政权脱离劳动群众的严重的危

害作用。官僚主义者随便向群众发号施令，干出侵犯人民

利益的行动，从而削弱群众对人民政权的信赖，对于把广

大群众团结在共和国政府的周围造成障碍。 

在一切工作都有组织地进行，所有部门都有机地联结

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个别干部耍官僚主义，也

会大大影响许多部门的工作，招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要继续加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人民政权机

关工作中彻底消除官僚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消除旧社会的残余，进一

步加强人民政权的斗争；是圆满地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维

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斗争。所有政权机关的干部都要把反

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尽到自己作为人民的勤务员

的本分的重要的革命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积极参加

这一斗争。 

要消除官僚主义，人民政权机关的干部就要深入到人

民群众中去，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做

一切工作。 

不到人民群众中去，坐在办公室里主观主义地做工

作，总要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干部只有深入到人民

群众中去，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才能很好地了解人民的

意志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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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是规定人民政权的一切活动

的最高原则。各级人民政权机关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倾

听人民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要求，实施一切政策。人民政

权机关在通过某种决议或下达指示的时候，必须到下面去

具体地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同群众商量；任何时候都要把

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来组织和进行一切工作。 

人民政权机关的干部要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根据

他们的利益做工作，就要切实运用青山里方法。 

青山里方法是以主体的群众观点为基础的最富有人民

性的革命的工作方法。 

人民政权机关的干部要抱着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观

点，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劳动、学习和生活。人

民政权机关的干部决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的官

僚，也不要成为脱离群众的特殊存在。人民政权机关的干

部要经常跟人民同吃、同穿、同生活，和他们同生死共甘

苦。人民政权机关的干部还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及时解决

他们的要求，学人民教人民，并教育人民，发动他们去执

行革命任务。人民政权机关的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心

同德地生活和工作，就能更好地了解人民的要求，更忠实

地为他们服务。 

正确地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人民政权机关的

重要任务。人民政权机关在领导和管理经济方面，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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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反映广大群众意志的集体领导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的经济，社会

主义经济的主人，就是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在经济领

导中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使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经济管

理，才能根据人民的利益，科学地合理地经营管理社会

主义经济。 

为了在经济领导和管理中消除主观和独断，实现集体

领导的原则，就要贯彻大安工作体系。人民政权机关要按

照大安工作体系的要求，使生产者广泛参加经济管理，并

深入到生产者中去发挥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创造热情，去解

决一切问题。 

为了消除官僚主义，就要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领导

干部中加强社会主义守法生活。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为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人

民自己制定的国家管理的基本武器。今天在我国，全体人

民的民主的自由和权利在国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依靠

社会主义法律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加强社会主义守法生

活，所有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很好地遵守社

会主义法律，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才会被清

除，人民的民主的自由和权利才会更圆满地得到保障。 

各级人民政权机关要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

部中加强社会主义守法生活，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



 

 20

律秩序，彻底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成为人民的真正的

忠实勤务员而积极努力。 

社会主义守法生活的基础是法规。人民政权机关要根

据社会主义宪法，制定出各部门的法规，并且根据现实发

展的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 

尊重和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律，是所有公民的神圣

义务。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按照法规的要求

进行一切工作，在遵守国家的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生活规

范方面成为群众的榜样。 

在加强社会主义守法生活方面，重要的是加强守法生

活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社会主义守法生活指导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是：依法监

督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让他们滥用权

力，在全社会树立革命的守法风气。 

社会主义守法生活指导委员会要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

门的领导干部中加强守法教育。要广泛宣传解释社会主义

宪法和国家的法规，提高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领导干部的

守法思想，使他们自觉地遵守法规。 

社会主义守法生活指导委员会要同违反法律的现象作

严肃的斗争。守法生活指导委员会要经常监督各级国家机

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如何遵守国家的法律秩序，对于

违反法规、耍官僚主义、侵犯人民利益的干部，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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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要严加法律制裁，以用法律制止官僚主义，彻底维

护和保卫劳动群众的利益。 

议员同志们！ 

我们从明年起，将执行第二个七年计划。 

第二个七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促进国民经济的主体

化、现代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

人民生活再提高一步。 

到第二个七年计划末，我们将年产 560-600 亿度电、

7000-8000 万吨煤、740-800 万吨钢、100 万吨有色金

属、500 万吨机械加工品、500 万吨化肥、1200-1300 万

吨水泥、350 万吨水产品、1000 万吨粮食，围垦 10 万公

顷的海涂，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要把生产提高到现在的两

倍以上。 

第二个七年计划是用现代技术牢固地装备国民经济的所

有部门，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威力的宏伟的经济建设计划，

是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事业的辉煌蓝图。 

完成了新的远景规划，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

利的斗争就将有划时代的进展，我国全体人民就将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过上更幸福更有意义的生活。 

全国全民都要奋起投入执行第二个七年计划的斗争，

为占领新的远景规划的高地，有力地开展总进军运动。 

为了胜利完成第二个七年计划，要继续切实贯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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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路线。有力地推进思想、技

术、文化三大革命，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坚持

的战略方针，出色地完成第二个七年计划的决定性保证就

在于切实贯彻三大革命路线。各级政权机关和全体人民要

有力地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

各条战线上掀起新的大高潮。 

在我国，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有着极大的威力，它的

生产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有效地利用已经建立的经济基

础，就能比现在大大地提高生产，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国家的整个经济，不投入大量的资金也能胜利完成新的远

景规划。我们要进一步充实并用现代技术去装备已经建立

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第二个七年计划期间，我们要更切实地贯彻自力更生

的革命原则。所有劳动者都要用主体思想牢固地武装起

来，高度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够的就找出来，没

有的就造出来，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资

源，胜利地完成第二个七年计划。“更加高度地发扬自力

更生的革命精神”这就是我们在第二个七年计划期间的革

命口号。 

全体人民都要像一个人似地一致行动起来，胜利地完

成第二个七年计划，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我国人民的英雄

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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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共和国政权是我国人民民主的自由和权利的

真正的维护者，是争取祖国的独立和繁荣的革命旗帜。随

着人民政权的加强和发展，我国人民将成为更尊严更幸福

的人民，我们祖国将无限繁荣昌盛。 

全体人民要一如既往，更加信赖自己选举的人民政

权，切实贯彻执行人民政权的各项措施，为加强和发展人

民政权竭尽一切努力。 

在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我国人民是战无不胜的。 

让我们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主体思想的革命的旗

帜，紧密地团结在共和国政府的周围，为祖国的自主和平

统一和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