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年代后，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

建设，基本建设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

门拨款供给。1951 年 6 月 1 日起，基

本建设投资拨款由交通银行办理。

1954 年，由建设银行接办。根据中财

委《基本建设拨款暂行办法》，按基本

建设计划、按基本建设预算、按基本建

设程序、按工程进度的“四按”拨款办

法，凭据拨款，监督使用。

1953～ 1957 年，四川省共拨款

26．81 亿元，完成投资 26．77 亿元，新

增固定资产 21．91 亿元。固定资产交

付使用率达 82 % ，在建工程资金占用

率 60 % ，有 20 个大、中型项目全部或

部分建成投产。

1958 年，基本建设和投资规模急

剧扩大。建设银行机构撤销，推行投资

包干办法。很多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

事，搞“三边”(边勘察、边设计、边施

工)上马，造成很大的浪费。1958～

1961 年，共拨付基本建设预算内拨款

53．27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 46．3 亿

元。固 定 资 产 交 付 使用 率 年 均 为

61 % ，比 1953～1957 年低 21 个百分

点，在建工程资金占用率年均 120 % ，

比 1953～1957 年高出 1 倍。1961 年，

全省开始压缩基建投资规模。1962

年，省建行恢复后，对中央和地方批准

的停缓建项目采取“关闸”措施，停拨

一切工程用款。基建规模从 1960 年的

22．53 亿元压缩到 1962 年的 3．34 亿

元。1961～1964 年，基建预算拨款共

18 亿元(其中回收基建结余款 2．24

亿元抵充拨款)，实际完成 19．5 亿元，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年均 70 % ，在建

工程资金占用率年均 102 % ，投资效

果好于“大跃进”时期。

1965 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



四川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投资额

从 1964 年的 7．49 亿元，上升到 1965

年的 19．78 亿元。1965～1978 年，全

省基本建设预算内拨款 337 亿元，实

际完成 326 亿元，建成能源、交通、冶

金、机械、化工、军工等一大批国家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但因受“文化大革

命”动乱影 响，投资效果 很 不理 想。

1976～1980 年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上

的 262 个竣工项目，大、中项目建设工

期 平均 9．5 年，较 1953～1957 年 (4

年)长 1．4 倍；建设造价为 93．6 亿元，

较概算总投资 60．3 亿元超出 33．3 亿

元。固定资产原值利润率为 4．02 % ，

投资收回期为 25 年，经济效益甚低。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年均 70．7 % ，在

建资金占用率年均为 180 % 。

1980 年，试点推行预算内基建投

资拨款改为贷款形式。与此同时，建设

银行开始利用信贷资金发放基本建设

贷款。到 1985 年末，全省预算内基建

项目 2133 个，全部实现了拨改贷任

务，贷款余额 24．84 亿元。建设银行利

用信贷资金发放的基建贷款余额达

6．82 亿元。1979～1985 年，累计完成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215．62 亿 元，年 均

30．8 亿元，比三线建设时期年均投资

25．35 亿元 大 21．5 % 。 1980 ～ 1985

年，16 个投产项目建设工期平均为 5

年，接近 1953～1957 年水平；造价超

概算 15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年均

83 % 。由于对基建规模缺乏严格控制，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 1982 年起逐

步下降，至 1985 年下降至 67 % ，影响

了投资效益。

1965 年，建行开始办理技术措施

贷款，1978 年人行试点发放设备贷

款，这是银行信贷资金进入固定资产

领域的开始。80 年代，农行和工商行

也先后发放技措性贷款。1979～1985

年，全 省 累 计 发 放 更 改 措 施 贷 款

60．57 亿元。

1979～1985 年，建设银行通过审

查 工程概预算，核减工程预算价值

2．19 亿元。通过柜面拨款监督和现场

检查等，制止不合理开支 3．6 亿元。两

项合计，占同期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

的 4．5 % 。



第一节 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

1959 年，省建行接管省级基本建

设支出、预算工作。这种预算、拨款“两

闸并一闸”的管理方式，一直延续了下

来。1980 年，地、市、州基建预算也委

托同级建设银行管理。

一、预算内基建资金管理

基本建设预算由国家预算内拨款

和地方财政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

投资组成。预算内资金管理含基建支

出预算的成立、控制与核销。

(一)支出预算的成立 基建支出

预算的确立，历年迭有变化。1953～

1957 年，由主管部门审查汇总所属建

设单位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报同级财

政部门核定。1958 年，省对各部门、各

地区基建预算实行总额控制，按控制

数成立年度支出预算。同时，对基建单

位推行投资包干的财务管理体制，基

建计划投资额即是当年预算拨款数。

1961 年，省财政厅决定恢复编制年度

财务收支计划，规定部门和地方的基

本建设支出统一纳入省级预算。基建

结余资金超过定额器材储备周转资

金，应动员抵充当年拨款。1966 年，停

止动员抵扣办法。1973 年，省财政局

再次决定核定动员指标，抵扣拨款，以

期将过多的基建结余资金压缩下来。

1974～1978 年，共动员抵扣拨款 1．67

亿元。1980 年，基建节余资金归口主

管部门和地区管理，省财政厅不再下

达动员指标，由各级建设银行督促完

成部门、地区下达的动员指标。1979～

1984 年，动员处理结余资金共 6609

万元。除用于本单位储备资金周转外，

用于抵充拨款 1516 万元，上交主管部

门、地区或偿还欠款 1428 万元。5 年

间各行 共 协助 单 位 处 理 积 压物 资

2403 万元，占动员处理总数的 36 % 。

(二)支出预算的控制 1952 年 8



月，中央财委规定：基本建设拨款实行

限额管理，交通银行只能在拨款限额

范围内对建设单位拨付款项。1955

年，建设银行总行制定《基本建设拨款

限额管理办法》。1959 年，省财政厅制

发《关于基本建设拨款限额管理的几

项规定》，要求对国家预算内和地方机

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地质勘

探拨款，一律实行限额管理；主管部门

在国家批准的支出预算范围内，对建

设单位分配拨款限额，并送同级建设

银行审核下达经办行，经办行在拨款

限额范围内，根据用款计划和实际需

要，对建设单位办理拨款。这一管理办

法，除 1968～1971 年一度废止外，均

坚持执行。1980～1985 年，年终结转

或注销的限额结余共计 1．85 亿元，平

均每年结余 3100 万元。基本建设实行

拨款改贷款以后，按贷款指标管理办

法执行，限额管理适用范围相应缩小。

(三)基建拨款支出的核销 50

年代，省财政厅规定：省、地两级建设

单位编制的基建财务决算，应上报省

建行审查汇编全省年度基建支出决

算，上报财政厅审批。1959 年，财政厅

授权省建行审批财务决算。1977～

1983 年，共审查核减不应报销的基建

支出 1．8 亿元。

二、自筹基建资金管理

1953～1957年，全省自筹基建投

资142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1%。

1958 年，自筹基建投资增加到 1．66

亿元，1959 年猛增到 5．57 亿元，占当

年投资总额的 38 % 。同年，省财政厅

决定将自筹基建资金交由省建行管

理，专户存储，按有关规定拨付。1961

年，压缩投资规模。省财政厅要求省级

各部门把拨给各地的自筹基建存款一

律收回，在省建行开立专户，冻结清

理，年底全部汇交财政厅。1963 年，全

省对自筹投资再次进行清理，共削减

资金不落实的自筹基建 1036 万元，占

当年自筹投资总额的 21．8 % 。

1964 年，省财政厅规定，自筹基

建投资，改由各地区、各部门在总额控

制范围内统筹安排落实，不再报省财

政厅审查。1970 年，撤销建设银行，自

筹基本建设投资出现层层加码现象。

1972 年省建行恢复机构，加强了自筹

投资管理，到 1975 年，基本控制在省

下达的指标范围内。1978 年，全省地

方级自筹投资远远超过省控指标，同

年 5 月，省计委、省财政局规定用自筹

资金安排基本建设由省下达年度计划

指标，不得突破；重申自筹资金一律交

建行管理。年底自筹投资实际完成

4．9 亿元，超控 16．7 % 。

1980 年，地区、部门、企业自筹的

基本建设资金开始大幅度增长。当年

完成的自筹投资 14．1 亿元，占全省年

度投资总额的 49．3 % 。自筹基建投资

比重，逐步赶上和超过国家预算内投

资，对四川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



因增长过快，助长了投资膨胀。1980

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压缩投资规

模。1980～1982 年，国家预算投资完

成 33．71 亿元，年均投资为 11．24 亿

元，比 1979 年国家预算投资(21．96

亿元) 几乎压减了一半。同期地方完

成的基建投资 39．56 亿元，年均投资

13．19 亿元，比 1979 年(7．52 亿元)几

乎增长了 1 倍。省人民政府认为地方

预算外的基建投资增长过快，决定把

各地区、各部门在 1983 年安排的基本

建设项目纳入计划管理，不再开新的

口子。在省下达的计划以外自行扩大

规模的，要坚决停下来，强行施工的，

建设银行可从其存款中扣留 30 % 的

资金交省财政厅。省建行规定地方自

筹基建计划应经建设银行会签，凡未

经会签下达的计划，不得办理拨款。

1983 年 3 月底，自筹投资安排已突破

省控指标 2．06 亿元。下半年，各级建

设银行对自筹基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

清理，全省共压缩 1．6 亿元的自筹投

资。同时，省建行抓紧自筹资金的交存

工作，坚持先存后用。到 6月底，全省

自筹资金存款交存数达 8．28 亿元，超

过自筹投资计划。

1984 年 3 月，省计委对“以电养

电”资金、育林基金用于基本建设的，

确定单独审批计划，不纳入地方自筹

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指标。同年，国家计

委规定从 1985 年起，对人民生活迫切

需要、建设条件比较简单的一部分非

生产性建设的自筹基建放宽管理。自

筹资金必须存人建行，坚持先存后批、

先批后用的原则。1985 年，国家计委、

人民银行、建设银行总行规定自筹基

建资金“上半年交存，下半年使用”。年

底全省交存建设银行的自筹资金余额

达 14．4 亿元。

第二节 拨款管理与监督

一、设备、材料拨款

(一)设备拨款

1953 年 4 月，省财政厅规定，建

设单位购买机械设备，应将原始凭证

送经办行审查，在计划或建设概预算

所列设备清单范围内拨款。1957 年，

对国内订购设备改为事前审查订货合

同；对国外订购的设备，实行货到付

款。1958 年，对国内设备购置也改为

货到付款。实行后一度出现盲目订货

的现象。1962 年 12月，国务院要求建

设银行必须审查建设单位设备订货计

划和订货合同。对计划外订购的设备，

不得拨款。1965 年，取消按照设备明

细订货计划逐笔审查拨款的办法，改

凭设备供应计划和订货合同，货到付



款，再次助长了设备的积压。1979 年，

恢复建设银行对订货合同实行审查拨

款，对大型或成套设备订货实行审查

签证的办法。

(二)预付备料款

1952 年，中央财委规定，预付出

包工程备料款最高额度不得超过年度

包 工总 值 的 33 % 。1954 年 调 整 为

30 % 。实际预付款平均额度 1954 年为

29．3 % ，1955 年下降到 23．5 % 。1956

年，将最高额度调低到 20 % 。为了便

利企业统筹运用备料资金，把省内建

筑安装企业的预算款由逐户审核的办

法，改为以公司为对象统一核定预付

款 额度。执 行 结 果 平 均 额 度 降 到

14．9 % ，大大节省了财政预算支出。

1961 年，省财政厅规定出包工程预算

款不得超过建筑工作量的 25 % ，安装

工程不得超过安装工作量的 30 % 。

1965 年，取消预付款制度，1974 年恢

复。全省地方国营建安企业统一按年

度承包建安工作量的 25 % 一次拨足。

到 1985 年，基本未变。

二、工程预算审查和价款结算

(一)审查工程预算

1954 年，财政部规定，经办行应

对建设单位提送的工程预算进行审

查。1953～1957 年审查内容主要是工

料定额、材料单价、工程数量、间接费

用和取费标准。5 年中共收到预算价

值 19．9 亿元，审查 15．93 亿元，占收

到价值的 80 % 。审查定案核减 6539

万元，占原预算的 4．1 % 。1955 年，四

川省规定民用建筑造价指标，其中非

生产性建筑规定上限为每平方米 40

元。全省共削减投资 4172 万元，占投

资计划的 13．16 % 。1958 年建行撤销，

审查工作一度中断。“文化大革命”初

期再度中断。1979 年，全省共审查施

工图预算 7014 份，价值 3．05 亿元，占

所收份数总值的 54．5 % 。定案净核减

2109 万元，约占审查 总值的 4．6 % 。

1984 年，全省审查工 程概预算价值

7．3 亿 元，占 所 收 概 预 算 总 值 的

84．5 % 。定案净核减 3900 万元，占审

查总值的 5．3 % 。1979～1985 年，共审

查工程预算价值 37．88 亿元，审查面

为 73 % ，定案净核减价值 1．6 亿元，

占审查总值的 4 % 。审查工程决算价

值 19．45 亿元，定案净核减5900万元，

占审查总值的 3 % 。

(二)工程价款的结算

1953 年，中央财委规定：全部工

程施工期限在三个月以上的，包工企

业应于每旬末向建设单位预支工程

款，建设单位应于每月月终会同包工

企业按已完的分部工程编造验工月报

表(简称二号表)，送经办银行结算付

款。到 1954 年底，四川省只有 24 个单

位采取事前审核二号表和事后重点复

丈的办法。结算工程价款一般是按工

程预算和包工合同所规定的工程种类

及计价标准结算。全年共收到验工报



表 5425 份，审查核减 1068 万元。1956

年，建行总行要求推行按扩大分部工

程结算的办法。省内实行这一结算办

法的，结算期一般由 15 天缩短到 3～

5 天。1957 年，四川省共拨付建筑安装

工程价款 2．65 亿元。其中3 个月以上

的建筑工程 按分部工程结算的占

52 % ，按 扩 大 分 部 工 程 结 算 的 占

43 % ，按单项工程结算的只占 5 % 。

1954～1957 年，通过对验工报表的审

查和现场复丈，共剔除不应结算的价

款 5047 万元，主要是计划外工程、已

报废工作量和高估材料单价等。

1958 年，工程款的拨付缺少必要

的监督，工程造价大大超过预算成本。

1964 年 3 月，全国建设银行工作会议

强调建安企业结算工程价款必须以审

查后的施工图预算为依据。四川省包

工企业编报的已完工程月报表，执行

经建设单位签证、报送建设银行结算

工程款的方法。

1966 年，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兰州

会议上规定：凡是实行打歼灭战的项

目，取消按施工图预算结算工程款，改

按工程实际成本拨付。四川省三线基

建出现不讲核算，吃“大锅饭”的现象。

1966～1970 年，工程成本大幅上升，

房屋造价比 1953～1957 年上升 1．4

倍，比 1958～1962 年上升 77 % 。1973

年，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重申施工

图预算是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1980

年，省建行拟订了《建筑安装工程价款

结算办法》，会同省建委联合颁发执

行，效果良好。1981 年，共收到工程结

算价值 3．46 亿元，审查了 3．02 亿元，

核 减 1000 万 元，占 审 查 总 值 的

3．2 % 。

三、调整、控制基建投资规模

1957 年 2 月，中央调整 1957 年

基建规模。建行主动参与项目安排和

投资分配，削减了一批非生产性工程。

据 15 个行处统计，共检查 211 个建设

单位，核减投资 2517 万元。1961 年

初，国务院决定四川停缓建大中型项

目 198 个。1962 年，省对凡未批准纳

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建行一律不予拨

款。同年银行对计划外工程进行了一

次清查，到 6月底止，共查出 293 项计

划外工程，其中 272 项当即停工下马。

三线建设前期，基本建设普遍存

在长、散、乱的情况。1973 年初，省建

行对 1369 个在建项目进行清理，全年

压缩在建工程 9．2 亿元。1974 年，继

续开展清理已竣工投产未办交工手续

的工程。1978 年，省建行对 2611 个在

建项目进行清理。全年共压缩在建工

程占压资金 23 亿元。1978 年底，在建

工程占压资金绝对数比年初下降 5 亿

元左右，这是三线建设时期在建工程

占压资金首次下降。

1978 年，四川省基本建设投资完

成 28．21 亿元，比 1977 年上升 47 % ，

基建规模再次膨胀。1979 年，省革委



根据中央指示，责成省计委、省建委牵

头，省建行等部门参加清理在建项目，

决定地方级基建项目停缓建和削减

268 个，共压缩投资 6．7 亿元。建行在

参与调整年度基建计划过程中，还对

不具备建设条件的 40 个新上项目提

出了停缓建建议，被采纳 25 个，共调

减投资 7100 万元。1980 年，又提出一

批停缓建项目，被采纳 10 项，压缩投

资 2100 万元。

1979～1981 年，四川基建投资规

模逐年减小。1979 年投资 29．5 亿元，

1980 年为 28．6 亿元，1981 年为 19．4

亿元。但 1982 年又出现超控安排现

象。1983 年，基建投资规模继续膨胀。

到 5 月底止，地方级安排的基建投资

为 15．5 亿元，超过 计划 (8．9 亿元)

74 % 。省建行报请省政府采取停、缓、

转、削等措施，到 8 月底，已处理 1065

个项目，压缩投资 1．6 亿元，基建规模

上升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年底地方级

完成的投资为 15．08 亿元。

1985 年 1 季度，四川地方基本建

设投资完成 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77．3 % 。投资增势甚猛。虽经采取

措施予以压缩，但终因上半年投资膨

胀很大，仍突破年初计划，全省全年共

完成投资 51 亿元。

1961 年，通过建行平衡，解决了

95 个单位 282 万元的投资缺口。1963

～1964 年，共协助 2029 个单位弥补

投资缺口 4000 万元。1965 年调增调

减的投资约 2 亿元。1973 年，建议调

增 投资 2813 万元，调减 3280 万元。

1978 年共检查落实 1256 个单位的年

度投资，其中协助自求平衡解决投资

缺口 2600 万元，报请主管部门调增计

划 2．3 亿元，调减计划 983 万元，削减

或 推迟项目投资 4．4 亿元。1980～

1981 年，全省各行共落实 5853 户的

投资，占在建单位总数的 79 % 。查出

投资缺口 1．07 亿元，经协助单位自求

平衡解决 3693 万元，反映有关部门调

增投资 15050 万元，调减 4010 万元。

1982 年，随着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

推行，落实投资工作成为核定年度贷

款指标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重点项目管理

(一)攀枝花钢铁公司(简称攀钢)

一 期 工程 建设 攀钢 一期 工程 于

1965 年开工，设计生产能力为铁 180

万吨／年，钢 150 万吨／年。国家要求

1970 年 7 月 1 日出铁。1964 年，成立

建行渡口专业分行，专门负责办理拨

款工作。1968 年，国家计委为确保攀

钢建设，决定把渡口工业区的基本建

设工程，作为国家综合建设项目，废止

归口主管部门下达资金的办法。建设

银行渡口市分行行使综合建设项目的

财务主管部门职能，按市革委核定的

年度综合计划分配建设资金，并监督

合同使用。在 1968～1978 年实行综合

建设项目期间，基建预算内累计拨款



29．3 亿，其中冶金拨款约占拨款总数

的 80 % 。1979 年，建设银行弄弄坪支

行对攀钢二期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可

行性调查，发现其方案不尽合理，向有

关部门提出缓建的建议，为国家作出

二期工程重新考虑设计方案缓期修建

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四川维尼纶厂化纤 4．5 万吨

成套进口装置项目 项目概算总投资

为 10．43 亿元，1974 年开工，1982 年

竣工。1975 年，重庆建行第六办事处

参与项目设计总概算审查，削减单项

工程项目 4 个，减少工厂定员 600 人，

核减高标准设置，共计节约投资 1187

万元。1976 年审查修订总概算，削减

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汽车 93 辆，以

及暂设工程等，节约投资 4060 万元。

1980 年，该厂成为首批推行拨改

贷对象，当年发放贷款 3431 万元。

1981 年，利用存款发放贷款 1630 万

元，年底进口装置工程全面形成生产

能力。按调整后的总概算计算，结余

2050 万元。

(三)四川油气勘探开发工程 四

川油气田勘探开发工程于 50 年代开

钻，到 1985 年形成生产能力 60 亿立

方米大型天然气开发基地。1964 年，

成立省建行直属石油支行。1965 年，

石油支 行在审查 四川 石油管理 局

1964 年基建财务决算中，发现将大都

完好无损的超储材料作降价处理。该

行在决算签证书上如实反映情况，后

经上级核实多数不应作降价处理，挽

回数百万元的降价损失。1977 年，省

建行提出气源不足，川气难以出川的

论据，引起领导机关关注。1983 年，省

建行加强对油气田勘探开发工程预算

外资金的管理，坚持按计划存入资金，

按计划供应资金。1984 年全年共存入

开 发 基 金 2．43 亿 元，为 计 划 的

100．8 % ，存入基建自筹资金 2200 万

元；1985 年存入自筹资金 1000 万元。

(四)铁路建设项目投资管理

为了加强四川境内铁路建设项目

拨款监督，建设银行在 50 年代即设有

铁路支行，1964 年，增设铁路专业分

行，负责办理成昆、川黔铁路拨款。

1978 年铁路支行参与成渝铁路电气

化技术改造工程概算的复审工作，净

调减投资 1342 万元。1984 年，对川黔

铁路电气工程概算进行审查，定案核

减投资 3462 万元，占概算总投资的

10．18 % 。

五、地质勘探拨款管理

1951 年，地质事业调查费由交通

银行监督管理。1956 年 2月，财政部

制订《地质勘探拨款办法》，规定地质、

重工、煤炭、石油等部门的地质勘探工

作，均根据《办法》拨款，实施财政监

督。地质勘探机构的一切财务收支均

由建设银行办理结算。1958 年，地质

勘探机构下放各省市，其年度财务决

算改由省市财政部门审批。1959 年 8



月省财政厅、省地质局制发《四川省基

本建设财务拨款暂行办法》，明确建设

银行代行地勘支出预算管理的职能。

1962 年，地质勘探机构收回中央

管理。1963 年 6月，省建行发出《关于

地质勘探单位实行收支抵拨办法具体

手续的通知》，规定从 1963 年第 2 季

度起，地质勘探各项应上交财政的收

入一律列入单位的财务收支计划，抵

充地质勘探拨款。1965 年 7 月，省地

质局、省建行联合颁发《关于改革地质

勘探工作财务拨款的暂行决定》，简化

拨款手续。当年，各经办地勘拨款的行

处在履行柜台监督的同时，逐步开展

了现场检查工作。1966 年“文革”开

始，检查工作一度中断。1973 年，恢复

审查了当年省地质局年度财务决算，

剔除自行提高工资补贴，提高房屋造

价标准，扩大房屋建筑面积以及擅自

购买控购商品等费用开支。

1980 年 2 月，国家经委通知改变

地勘管理体制，把“文革”期间一度下

放地方管理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

领导的管理体制。同年 8 月，省地质

局、省建行联合制发《关于地质勘探工

作财务拨款几项暂行规定》，要求严格

执行地质勘探计划。勘探工作的拨款，

实行月份预支、季度考核、年终结算的

办法。基层单位施工或生产、运输季节

性备料资金或定额流动资金不足周转

时，可以申请超定额储备材料贷款。经

办行要协助基层单位搞好经济管理工

作。当年，各经办行重点协助单位推行

定额管理和投资包干制度，收效明显。

1950～1985 年，地质勘探拨款累

计支出 24．36 亿元。其中中央级拨支

17．8 亿元，地方级拨支 6．56 亿元。中

央级按部门分：地质部门 10．27 亿元，

石化部门 2．34 亿元(石油部门占绝大

比重)，煤炭部门 1．33 亿元，冶金部门

1．15 亿元。



第一节 预算内拨款改贷款

1979 年，国家决定基本建设投资

预算内拨款改为贷款，这是基建管理

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同时发布《基本

建设贷款条例》。同年 12 月，建行总行

制发《基本建设贷款实施细则》。

1980 年，四川省从电力、纺织、轻

工三个行业中选定四川维尼纶厂、华

蓥山电厂、永川绢纺厂等 7 个基建项

目试点。年度贷款总额 4670 万元，其

中中央级 2 个，4200 万元；地方级 5

个，470 万元。当年累计支出 4244 万

元。1981 年，全省拨改贷项目 22 个，

年度贷款 1．41 亿元，比 1980 年增加

2．3 倍。其中中央级 13 个，1．32 亿元；

地方级 9 个，834 万元，占地方工业部

门年度投资 1700 万元的 49 % 。1984

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发布

《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全部

由 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 规定》，从

1985 年起，凡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建

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

款。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建行作了补

充规定：凡本省地方统筹国家预算内

资金，省机动财力和超收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安排的基建项目，全部由

拨款改为贷款。截至 1985 年底止，全

省国家 预算 内基建投资项 目共计

2133 个，贷款余额 24．84 亿元。其中

中央级 602 个，余额 21．28 亿元；地方

级 1531 个，余额 3．56 亿元；地方机动

财力基建贷款项目 876 个，贷款余额

4．65 亿元，实现了全面改贷。



第二节 基本建设贷款

建设银行发放的基本建设投资贷

款，包括利用信贷资金发放的基本建

设贷款、特种基本建设贷款、动用库存

物资贷款和委托基建贷款。

一、利用信贷资金发放的基本建

设贷款

1980 年，建行总行通知开办利用

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并先后向四

川省下达贷款指标 4800 万元，到年底

共发放 4961 万元。至 1982 年底，余额

为 1．05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1 倍多。

1984 年 5 月，省建行将基本建设

贷款全部改为利用存款和自有资金发

放，原利用存款发放的基建贷款、中央

级特种基建贷款、中央级动用库存物

资贷款和调用积压物资贷款归并为基

本建设投资贷款。1984 年，国家计划

安排建设银行的基建贷款，全部由总

行“戴帽”(或切块)下达，各地建设银

行不得自行利用存款发放基建贷款；

用省地县机动财力安排的基建拨改

贷，或地方财政拿钱委托建行发放的

基建贷款，一律视同地方自筹投资处

理，不得作为建行基建贷款。1984 年

共对 96 个基建贷款项目发放贷款

2．03 亿元，贷款余额增长到3．59 亿元。

1985 年，省建行从严控制贷款，

全年共发放基建贷款 3．56 亿元。1980

～1985 年，累计发放贷款 7．58 亿元，

累计回收贷款 0．7 亿元，贷款余额

6．82 亿元。贷款的投向侧重电力建设

项目，累计发放 3．71 亿元，约占总贷

款额的一半，其中竣工项目 3 个，新增

装机容量 48 万千瓦。

在利用信贷资金发放的基建贷款

中，有两种专项贷款：一是 1981 年开

办的节能专项贷款，二是 1985 年开办

的啤酒专项贷款。

二、特种基本建设贷款

1980 年，建行总行决定开办特种

基建贷款。主要解决国家预算内投资

不足，只需少量资金即可扫尾建成的

项目。省建行按总行核给的指标，发放

中央级特种基建贷款。到 1983 年，累

计发放 715 万元，收回 225 万元。同

时，省财政厅决定利用清理收回的建

设单位结余资金，发放地方级特种基

建贷款，到 1983 年，累计发放 8227 万

元，收回 641 万元。

三、动用库存物资贷款

1980 年 5 月，建设银行总行发出

《关于预算内建设单位动用库存物资

财务处理的通知》，规定原属预算拨款



的单位，1980 年没有预算拨款，改用

人民银行贷款或其他资金继续建设

的，如果动用以前年度库存的设备材

料等，应将动用部分转作基建投资贷

款。1980～1983 年，累计贷出 2167 万

元，累计收回 326 万元，余额 1841 万

元。其中地方级累计贷出 1058 万元，

收回 326 万元，余额 732 万元。

四、地方委托基建贷款

1984 年，按总行有关规定，将地

方级特种基建贷款、动用库存物资贷

款转入地方委托基建贷款，年末余额

1．43 亿元。1985 年贷款余额上升到

1．86 亿元。

1980～1985 年，全省累计发放的

基本建设贷款 8．62 亿元。6 年间基本

建设贷款竣工投产项目累计增加产值

2．92 亿元(扣除合资项目中其他投资

新增的产值)。新增积累 0．92 亿元。

第三节 更新改造贷款

1965 年，省财政厅委托省建行办

理专项技措贷款，人民银行也在流动

资金贷款内办理技措性贷款。80 年

代，银行信贷资金正式进入固定资产

投资领域。

一、更新改造措施贷款

(一)财政和部门专项措施贷款

1、小型技术措施贷款(简称小技贷)

1964 年 11 月，国家经委、财政部和人

民银行总行联合发出《关于举办国营

工业企业小型技术组织措施专项贷款

的通知》，规定从 1965 年起，小型技术

组织措施贷款由建设银行负责经办。

贷款对象为国营中小型工业企业。财

政部先后拨给省建行贷款基金 3530

万元。1970 年 6 月 1 日停办，贷款基

金由省财政局收回。1975 年 4 月，省

财政局决定恢复小技贷，拨给省建行

贷款基金 2000 万元，主要用于为农业

生产服务的“五小”企业生产和发展。

1978 年 5 月，划 转 财政 部门 经 办。

1981 年，仍改由省建行承办。贷款对

象为国营工业企业，优先贷给轻纺工

业企业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并转

企业。至 1983 年底，小技贷累计发放

1．01 亿元，累计收回 4030 万元，贷款

余额 6054 万元。1984 年 5月，小技贷

连同基金转入省财政委托技措贷款。

2、出口工业品贷款 1965 年 1 月，

财政部发出《关于办理出口工业品增

产措施专案贷款的通知》，贷款根据国

家批准的出口工贷方案，省、市、自治

区批准的贷款计划和建行总行下达的



贷款基金掌握发放。1967 年 6 月，省

建行开始办理贷款。至 1971 年，共建

成 9 个小丝厂，放出的 485 万元贷款，

因企业效 益低微，只 回 收 21 万元。

1972 年下半年，恢复出口工贷。1975

年，总 行 核定贷 款 指 标 1380 万 元，

1979 年，省财政局增拨贷款基金 400

万元，合并周转使用。到 1982 年止，累

计发放贷款 8617 万元，共扶持出口产

品项目 527 个。据对 已投产见效的

435 个项目统计，新增外贸收购额 2

亿多元，年均增加外汇收入 5300 多万

美元。1984 年 5 月，出口工贷合并于

更改措施贷款，改由建设银行信贷资

金发放。

3、地方建筑材料贷款 1976 年 1

月，国家建材工业总局和建设银行联

合颁发《集体企业生产地方建筑材料

专项贷款的规定》，贷款主要用于原有

集体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收回的

贷款，可以周转发放。1976～1978 年，

共核定贷款指标 500 万，累计发放贷

款 526 万元。

1979 年 8 月，财政部、建工部决

定开办地方建筑材料贷款，制定《地方

建筑材料贷款办法》，贷款对象为生产

地方建材的国营企业。贷款指标由财

政部、建工部联合下达，收回的贷款，

可以周转使用。同年 9 月，省财政局将

贷款对象扩大到县以上集体建材企

业。到 1983 年底，累计发放 1251 万

元，累计收回 583 万元，余额 668 万

元。1984 年，建材贷款并入更改措施

贷款，由建行信贷资金发放。

4、轻纺工业专项贷款 1979 年 6

月，省财政局发出通知，办理轻纺工业

专项贷款，由省建行在清理资金户划

转 2000 万元，作为财政专项贷款基

金，用于国营轻纺企业的改、扩建和必

要的挖潜、革新、改造。1979 年 7月开

办，至 1981 年底止，累计发放 3154 万

元，同期收回贷款 917 万元，余额为

2237 万元。1982 年 7月并入更改措施

贷款。

5、小水电贷款 1980 年 7 月，省计

经委规定：地方电站第二、三号机组借

款资金收回后，不再纳入地方财政收

入计划，在省建行专户存储，作为专项

贷款基金，用于地方电站建设项目第

二、三号机组贷款。省财政厅核定贷款

指标 1965 万元，其中由原借款转作贷

款 1501 万元，当年发放 452 万元，年

底余额 1953 万元。1984 年 5 月，小水

电贷款连同贷款基金 1965 万元全部

转为省级财政委托贷款。

6、挖潜改造贷款 1980 年 4 月，建

设银行、煤碳工业部、财政部决定对煤

炭工业企业发放“挖潜改造贷款”，贷

款基金由总行集中管理。同年 11 月，

国家经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决定从

1981 年 1 月起开办“工业、交通企业

挖潜、革新、改造贷款”。资金来源为国

家经委和财政部安排的挖、革、改拨款

资金的一部分，由国家经委统筹规划，



综合安排，建设银行只负责审查和发

放。到 1983 年底止，累计发放 1371 万

元，收 回 90 万元，余 额 1281 万元。

1984 年 5 月挖潜改造贷款基金全部

转入建行自有资金，由建设银行用信

贷资金继续发放。

7、生产自立贷款 1979 年，中央要

求压缩基建投资大批在建项目停工下

马。1980 年 8 月，建设银行总行通知

举办生产自立贷款，贷款对象限于缓

建单位。总行核定中央级贷款指标

1300 万元。至 1981 年底，只有 8 户申

请，累计发放 47 万元。1982 年停办。

8、引进技术设备国内配套贷款

1980 年 9 月，财政部、国家进出口委

员会、建设银行联合发出《引进国外技

术设备国内配套贷款办法》，规定凡是

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中小型补偿

贸易，用自有或借入外汇引进国外技

术和设备的现有企业。所需国内配套

资金可以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到

1983 年底，累计发放 2013 万元，累计

收回 1042 万元，年末余额 971 万元。

1984 年并入更新改造措施贷款，用建

行信贷资金发放。

9、城市和农村集镇电影院贷款

1981 年，省文化局、省电影公司、省建

行集资 480 万元交存省建行，作为城

市电影院专项贷款基金。同年 11 月，

总行和文化部制定《农村集镇简易电

影院贷款办法》。贷款基金由文化部提

供，交存总行。总行先后核定四川省贷

款指标 1450 万元。至 1984 年上半年，

城市电影院贷款累计发放 622 万元，

收回 56 万元，共批准 36 个县城电影

院进行改扩建和新建。农村集镇电影

院贷款共发放 1146 万元，兴建 172 个

电影院。

(二)利用信贷资金发放的更改措

施贷款

1980 年 1 月，建行总行制发《关

于利用基本建设存款发放小型基本建

设贷款的通知》，决定从 1980 年起，利

用存款办理小型基本建设贷款。每个

贷款项目的贷款数额不超过 50 万元，

年限不超过 2 年，由省分行在总行核

定的贷款指标范围内发放，贷款指标

可以周转使用。当年总行核定省建行

贷款指标 3000 万元，共审批贷款项目

210 个，发放 2799 万元，当年收回 363

万元，占发放数的 13 % 。1983 年贷款

余额上升到 1．7 亿元，到 1985 年上升

到 3．5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13．5 倍。

1980～1985 年，累计发放 5．38 亿元，

累计收回 1．88 亿元(这项贷款 1982

年改称更改措施贷款)。

1984 年，总行制发《更新改造措

施贷款办法》，凡列入国家计划的大型

技术改造项目、建筑安装企业、工程承

包企业、城市综合开发企业、勘察设计

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的更新改造措施

项目，以及小型技措、出口工业品生

产、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国内配套、地方

建筑材料专项措施项目，均可向建设



银行申请更新改造措施贷款。贷款项

目经建设银行审查并纳入国家计划或

地方计划后，即视同批准贷款，签订贷

款合同。贷款期限，小型项目最长三

年，中型项 目五年，大型项目八年。

198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同年，省建

行扩大审批权限，总投资在 1000 万元

以上的报总行审批；总投资在 1000 万

元以下 100 万元以上的由省分行审

批；省切块各地安排的措施贷款，总投

资在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报省分行

审批，500 万元以下的由各地、市、州

分、支行审批。

在更改措施贷款中曾举办过两次

专项贷款。一是救灾专案贷款。1981

年四川大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总

行 核 定 省 建 行 救灾专 案 贷 款 指 标

5000 万元，用于正在使用建行出口工

贷、小技贷、小基贷、国内配套、建材和

轻纺等专项贷款的受灾单位恢复生产

必须重置、重建的固定资产所需资金

不足部分。到 1981 年 10 月底，全省共

发放 2800 万元，支持了 177 户受灾企

业恢复生产。二是临时措施贷款。1983

年开始办理，该项贷款用于企业由于

更新改造资金存入建行后，因提取和

使用时间不一致而发生的临时资金不

足所需的资金。到 1983 年底，贷款余

额为 433 万元。

(三)其它措施性贷款

1、信托贷款 1980 年，省建行试办

信托贷款业务。年底全省共审批贷款

项目 89 个，发放贷款 695 万元。1981

年 7 月 21 日，省建行制定《信托贷款

业务试行办法》，规定信托贷款只能用

于现有国营生产企业和县以上集体所

有制企业为发展轻纺产品和日用消费

品生产所需进行的技术改造、工艺改

革、增添设备等填平补齐的零星小型

项目。1982 年 6 月，建行总行通知停

办，清理收回贷款。全省共放 821 户，

金额 1．08 亿元，清理回收贷款 2250

万元。

1984 年 8 月，建行总行颁发《关

于办好委托贷款和信托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要求各地吸收固定资产领域

的闲散资金发放信托贷款。当年全省

吸收的信托存款达 7．3 亿元，年末贷

款余额上升到 2．13 亿元。1985 年初，

省建行计划发放信托贷款 2．4 亿元。

其中省分行 1．2 亿元，地区行 1．2 亿

元。4 月，国务院要求控制信贷规模，

各种信托投资公司和专业银行的信托

部在上半年暂停办理信托贷款和投资

业务。省政府批准压减 27 个贷款项

目，其余 55 个项目同意继续使用信托

贷款。11 月中旬，省建行决定停放省

管信托项目贷款，结余指标 1086 万元

改由省财政委托基建贷款继续发放，

年末余额 3．08 亿元。

2、委托技措贷款 1980 年，部分建

行分支行开始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发

放委托贷款 145 万元。贷款对象由财

政部门指定，建设银行经办，一般比照



总行发放小型基本建设贷款的有关规

定办理。1983 年，省建行要求各级建

行大力接办财政委托业务。1984 年

末，贷款余额为 2．32 亿元。1985 年底

余额上升到 4．05 亿元。

1980～1985 年，累计发放各种更

改措施贷款 15．4 亿元。其中利用信贷

资金发放的更改措施贷款从 1982 年

起开始见效，到 1984 年底，投产项目

共有 1722 个，1985 年上述项目见效

金额 4．22 亿元，新增产值 8．75 亿元，

新增税利 1．55 亿元，产品出口创汇

1399 万美元。同期累计收回的贷款

1．88 亿元，平均每 2．8 年贷款资金可

周转 一次。信、委 托 贷 款项 目 也 从

1982 年起相继投产，到 1984 年底，投

产项目 1471 个，见效金额 8797 万元，

共计实现产值 2．55 亿元，实现税利

4844 万元。

二、技术改造贷款

(一)国营工商企业技术改造贷款

1979 年 2 月，省人行对省内国营

企业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贷款对象

限于国营中小型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全年共安排项目 80 个，贷款 5747 万

元。1979 年，根据省府提议，省人行决

定开办小水电贷款，从中短期设备贷

款指标中划出专项办理。贷款只限于

县办或县社联办的总装机容量不超过

1．2 万千瓦，实行独立核算的小水电

企业，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计划内设备

材料及配套所需资金。

1980 年，重点发放轻纺企业技术

改造贷款。同年 4 月，贷款范围扩大到

化工、机械、电子、冶金、建材、交通等

各工交部门，年末贷款项目增加到

1522 个，发放贷款 3．98 亿元。1982

年，省人行规定，实行中短期设备贷款

与节约信贷包干差额挂钩，在预计存

款超额和流动资金贷款节余中，提取

30 % 用于中短期设备贷款。当年的贷

款主要用于老企业的内涵改造和小水

电建设。1983 年，省人行停止实行“存

贷挂钩”的办法，收回关停企业的技改

贷款，调整各市地州行贷款审批权限，

对单台设备、单项工程投资在 5 万元

以下的小额贷款，只要主管部门批准，

企业效益好，有还款来源的，可在信贷

计划差额内掌握发放，不占用技改贷

款指标。7 月，省人行对全省固定资产

贷款项目进行检查，在中短期设备贷

款项目中，土建面积超过 30 % ，或土

建投资超过 20 % ，属于基建性质的技

改项目 213 个，发放贷款 2．9 亿元。确

定停缓建 6 个项目，削减贷额 350 万

元。

1984 年 5 月，国务院批转人民银

行总行《关于各专业银行发放固定资

产贷款分工问题的报告》，根据分工的

规定，省工行接办工业、交通、商业、粮

食企业的全部技术改造包括限上限下

项目的贷款，实行专户存储、监督和管

理。同年 6 月，省工行开办技术改造贴



息贷款，该项贷款主要用于发展优质、

名牌产品，重点城市引进先进设备和

技术，对 12 大类节能机电产品的制

造、推广，以及社会效益大，企业不受

损或受损少的项目。此种贷款按隶属

关系由企业提出，银行进行审查，上报

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再由国家经委会

同有关部门审定和平衡后下达项目计

划和贷款指标。贴息分为半贴息和全

贴息 2 种，由国家负担。当年贷款项目

达 2427 个，贷款额增至 8．27 亿元。

同年 9 月，工商银行总行制发《中

国工商银行技术改造贷款暂行办法》。

省工行据此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各

项资金存入工商行，实行专户存储管

理，资金存取自由，可进行调剂融通。

同时调整审批权限，在省下达的贷款

指标内，对每个项目贷款金额省辖市

(成、渝两市除外)为 200 万元，其余地

区为 100 万元。

1985 年 5 月，省工行开办科技开

发贷款。贷款对象为有偿还能力的国

营企业、科研单位联合体、实行企业化

的科研单位，主要用于新产品开发研

究成果，为批量投产添置仪器、设备的

项目；消化吸收、改进引进技术、设备

移植于生产的项目；新技术、新工艺推

广应用项目。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当

年贷款 1992 万元。

1978 年 10 月～1985 年底止，对

全省国营工商企业 4194 个技术改造

项目发放贷款 24．39 亿元，已投产的

项目 3030 个，累计新增产值 56．41 亿

元，新增 利 润 8．01 亿元，新增 税金

5．8 亿元，出口创汇 4835 万美元，共

计收回贷款 10．27 亿元，占放出数的

42．1 % 。此期全省国营工商业技术改

造投产项目实现的利润，扣除归还银

行贷款，财政增收 5．34 亿元。

(二)城镇集体工业设备贷款

1971 年，省人行开办城镇集体工

业小额设备贷款，主要用于在技术改

造中增添必要的设备和自制设备的资

金，支持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企业改

善生产条件，发展生产，增加积累。

1973 年 6 月，对 重庆、达 县、南

充、内江、宜宾、乐山 6 个城市调查，共

发放小额设备贷款 661 万元，使用合

理，效果较好。如阆中棉纺织厂，原只

生产平板布、蚊帐布、线带三种产品，

贷款添置设备后，增加帆布、劳动布新

品 种，产 值 提 高 21．8 % ，成 本 降 低

3．4 % ，利润增长 36 % 。

1980 年，对城镇集体工业正式开

办中短期设备贷款。贷款办法按国务

院批转的《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

贷款试行办法》和省人行制定的《中短

期设备贷款暂行办法》执行。当年全省

对 269 个项目发放贷款 4046 万元，效

果 显著。如大竹县支行从 1980 年开

始，先后对二轻系统 16 个企业发放中

短期设备贷款 374 万元，三年累计净

增产值 2165 万元，占二轻工业净增产

值的 79．62 % ，年创汇 400 多万美元。



3 年总计为国家提供利税 734 万元，

安置社会待业人员 698 人。

1984 年 8 月，省工行决定进一步

放宽城镇集体设备贷款。省不再下达

控制指标，由各地市州在信贷差额内，

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掌握发放；扩大贷

款对象，凡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营

业执照，实行独立核算，有一定自有资

金的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经国家批准

进行技术改造，可申请贷款，按中短期

设备贷款规定执行。到年底，设备贷款

增加 1．5 倍，小额设备贷款增加 3．8 倍。

1985 年 3 月，省工行按照总行指

示恢复指标管理。到 6 月底，全省城镇

集体工业设备贷款比年初增加 1．41

亿元，超过年初计划增加额的 4．9 倍。

同年 8 月，省工行决定采取控制措施，

只能收回，不再新放，年底仍然超贷

7192 万元。

1980～1985 年底，全省共对 4878

个技改项目发放贷款 7．33 亿元，投产

见效的项目 3465 个，累计实现产值

15．7 亿元，创税利 3．45 亿元，累计回

收贷款 3．19 亿元。

(三)商办工业设备贷款

1980 年，省人行对商办工业开办

中短期设备贷款。总行指定四川省用

于商办工业贷款的指标为 1300 万元，

由省人行切块分配给各地掌握发放。

1984 年 12 月，省工行提出支持食品

工业发展，对食品、粮油和饮料加工工

业，放宽小额设备贷款限额，开办网点

设施贷款、联营企业贷款、人民币外汇

额度贷款和引进项目国内配套所需人

民币资金贷款，以及贴息贷款。1985

年 3 月，商办工业安排年度技术改造

贷款达 3496 万元，其中贴息贷款 900

万元，食品专项贷款 1400 万元，一般

技术改造贷款 1196 万元。

1980～1985 年底，银行共支持商

办工业技术改造项目 983 个，累计发

放贷款 2．58 亿元，已投产见效的项目

962 个，新创产值 13．13 亿元，新增税

利 2．3 亿元，累计收回贷款 1．61 亿

元。该项贷款占此期商办工业固定资

产总投资的 79．8 % 。1985 年底，粮食

系统的粮油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已有

358 个贷款项目投产，年加工生产能

力达到大米 389 万吨，面粉 254 万吨，

挂面 44 万吨，油料 87 万吨，比 1980

年分别增加 8．3 % 、65 % 、75 % 、79 % 。



第一节 建筑业流动资金贷款

1953 年，中央财委制定《基本建

设拨款暂行办法》(修订草案)，规定交

通银行对包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包

括季节性储备贷款和大修理贷款)。同

年，原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开始对包

工企业试办短期贷款业务。1954 年底

贷款余额 780 万元，1959 年上 升到

1632 万元。1962 年贷款余额逐步下

降，1965 年末余额为 528 万元，以后

一直徘徊在 300～600 万元之间。1980

年，为了解决建筑安装企业清仓核资

需增拨的流动资金，分别由中央和地

方核定自有流动资金定额贷款指标，

由 建设银行掌握发放。贷款余额从

1979 年的 307 万元上升到 1983 年的

3165 万元。

从 1984 年起四川省级国营建筑

企业所需自有流动资金，不再由财政

核拨，改由建行以信贷资金解决。当年

共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2．06 亿元，比

1983 年增长 4．5 倍，年末贷款余额增

长到 1．92 亿元，基本上保证了施工企

业流动资金的正常周转。同年按照建

行总行《关于国营企业国拨流动资金

转贷款的规定》办理转贷款 1．26 亿

元。1985 年，省财政厅、省城建环保

厅、省建行制发《四川省建筑业流动资

金贷款试行办法》，规定贷款对象为国

营施工企业、集体施工企业和直接为

施工服务的有关企业，贷款种类为“计

划内流动资金贷款”和“临时性流动资

金贷款”，贷款期限最长 6 个月。年末

贷款余额上升到 4．59 亿元，比 1984

年余额增长 1．4 倍。1985 年，试行基

本建设竣工结算办法，施工企业在建

工程占用的备料资金，由建设银行给

予贷款解决，当年共贷出 122 万元。

1980 年，省建行在部分地县试点

开办县以上集体施工企业小型机具设

备贷款。同年 9 月，省建行颁发《小型



机具设备贷款试行办法》，规定每笔贷

款不超过 2 万元。到 1985 年底止，共

核定贷款指标 205 万元，累 计发放

660 万元，促进集体施工企业提高装

备水平。1984 年，开始对县以下集体

施工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对持有

营业证并在建行开户的农村建筑队，

也酌情给予贷款，促进了集体施工企

业的发展。

第二节 土地开发和商品房贷款

1954 年，纺织工业系统开展“自

建公助”建筑职工住宅活动。四川省首

先在重庆开办“自建公助”贷款业务。

1956 年 5 月，建行总行发出《关于企

业职工建造住宅长期放款发放办法的

通知》，规定放款对象为企业职工，借

款不得高于住宅造价的半数，每一个

职工申请借款最高不得高于 240 元。

当年总行核定重庆分行的放款额度为

30 万元。1962 年停办。

1980 年，省政府批准在成、渝两

市试行商品住宅改革，成立商品房住

宅经营公司，办理商品房住宅的统建

出售工作。同年，省建行贷出 250 万

元，作为公司的周转资金，分别在当地

建行开户使用。1981 年，商品住宅建

设和统建出售工作在全省的 10 个市、

县开展，省建行开办商品住宅贷款，并

制发《城市商品住宅建设贷款试行办

法》。当年省建行下达指标 500 万元。

1983 年停办。

1984 年初，恢复贷款业务，改名

为“城 市土地综 合开发和商品房贷

款”。到 1985 年底，全省共贷款支持

161 户。其中国营开发企业共 66 户，

拥有自有流动资金 797 万元，当年向

建设银行借款 7137 万元，实现利润

1305 万元。1984～1985 年，这 161 户

企业共开发土地 1377 亩，修建 110 万

平方米商品房，有 1．8 万户迁入新居。

1980 年～1985 年底，商品房住宅贷款

累计发放 1．72 亿元，收回 6671 万元，

余额 1．05 亿元。

第三节 其他短期贷款

一、设备储备贷款

1979 年 3 月，财政部与电力部协

商开办“中央级电站设备储备贷款”。

贷款限在电力系统中已实行“拨改贷”



的部属和地方代管的大中型项目中试

行，贷款指标由建行总行会同电力部

审定，当年有效。1980 年 3月，总行和

财政部决定，中央级设备储备拨款一

律改为建设银行贷款，贷款期限一般

不得超过两年，贷款本息由单位按期

从基建投资中归还。到 1985 年底，中

央级设备储备贷款累计发放 3．78 亿

元，收回 6984 万元，余额为 3．08 亿

元，逾期贷款 932 万元。

1979 年 2 月 1 日，省财政局决定

由建设银行试办地方级基本建设设备

储备贷款。贷款的范围限四川省地方

级省属建设单位为下年度工程储备需

要的款项。由省财政局和建行总行各

拨 2000 万元，作为贷款基金，由省建

行专户存储，统一管理。到 1983 年底，

共发放 309 万元，累计收回 75 万元，

余额 234 万元。1984 年，省财政厅将

拨来的贷款基金转为委托贷款。到

1985 年末，该项贷款余额 439 万元。

1980 年，省建行办理清理拖欠设

备贷款。到 1985 年底。累计发放 1595

万元，有 1333 万元未收回。

二、临时周转贷款

1983 年 3 月，省建行开始办理临

时周转贷款，支持重点项目因工程进

度加快所急需的资金。贷款期限一般

不超过三个月，不得跨年，追加投资下

达后，即行归还。到 1985 年底，累计发

放 3．1 亿元(含委托临时周转贷款和

清理拖欠贷款)，累计收回 1．13 亿元，

年末余额 1．97 亿元。

四川省基本建设预算内拨贷款支出及投资完成情况表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内各种贷款余额表





对地方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的管理

与监督，是国家银行对固定投资拨款

实行管理与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建

设银行(含交通银行)负责管理建筑业

经济财务、流动资金，并会同有关部门

管理工程造价和办理建筑业贷款。

第一节 国营建筑安装企业流动资金管理

50 年代，四川省地方国营建筑安

装企业的流动资金，实行多渠道供应

方式。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由财政部

根据年度建筑安装工作量的一定比例

核拨；备料资金由建设单位以预付款

的方式按国家规定的比率核拨；超定

额流动资金由建设银行以贷款方式解

决。

1951 年，四川省地方国营建筑安

装企业第一次进行清产核资，1952 年

底核给企业自有流动资金 113 万元。

1957 年上升到 507 万元。1958 年，基

建投资规模扩大，加上建工部第一工

程局下放为省属企业，年末自有流动

资金核增到 2539 万元(1961 年增长

到 3336 万元)。1959 年，财政部要求

试点全额信贷办法，建筑安装企业的

全部流动资金改由建设银行贷款供

应。1962 年 8 月停止试行，并进行第

二次清产核资。1963 年，由省建行汇

总报省财政厅，经省人委批准核销“三

差”① 损失 667 万元，财政部门收回了

① 量差，质差，价差。



一部分超定额流动资金，企业自有流

动资金余额下降。1965 年，四川三线

建设上马，部分施工企业原核定额不

敷周转。从 1973 年起，全省投资呈下

降趋势。但自有流动资金却年年上升，

1977 年上升到 5208 万元。1978 年，全

省开展第三次清产核资，1980 年，全

省应清产的地方国营建安企业 67 户，

经建设银行办理签证手续的 66 户。流

动资金帐面余额为 1．98 亿元，经审查

列报“三差”损失 269 万元；固定资产

净损失 1295 万元，分别在 1980 年、

1981 年财务决算中作了核销处理。

1983 年 10 月，人民银行授权建

设银行统一管理建安企业的流动资

金。1985 年 1 月，财政部、建设银行总

行规定国营施工企业及附属企业所有

国拨流动资金自 1985 年起一律转为

建设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建设银行将

转作贷款的资金，视作企业自有流动

资金进行管理。

1985 年 8 月，建行总行规定国营

施工企业从税后留利的“生产发展基

金”转出 10 % 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同

年 11 月，省财政厅、省建行规定：从

1985 年起，国营施工企业每年必须从

当年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中按 20～

25 % 的比例转入自有流动资金，由企

业长期使用，不转为贷款。根据这一规

定，全省地方国营施工企业 1985 年度

从发展基金转出补充自有流动资金为

191 万元。

第二节 国营建筑安装企业成本利润管理

50 年代，省财政厅授权建设银行

管理建筑企业财务。建行各行处积极

协助企业建立健全经济核算，培训财

会人员，并通过审查企业财务决算，制

止企业乱摊成本。1952～1957 年，累

计实现成本降低额 2209 万元，年均降

低率为 8．3 % 。“大跃进”时期，平均降

低率上升到 10．9 % 。1961 年因投资规

模压缩，出现全行业亏损 318 万元。

1967～1972 年，对施工企业停止核算

工程成本降低额，1973 年恢复。“文

革”期间，连年亏损。到 1976 年止，实

际成本累计超过预算成本 2908 万元，

年均成本降低率为－4．17 % 。

1977 年，各行处普遍帮助企业加

强管理，当年全行业实现施工利润(以

下简称利润)778 万元，改变了连续 4

年亏损的状况，企业亏损户由 1976 年

的 41 户下降到 12 户。1978 年，财政

部下达四川省地方国营企业亏损指标

470 万元。当年全省地方国营建筑安

装企业实际实现利润 2097 万元。1979

年增加到 3599 万元。

1980 年，省建行会同财政厅联合



下达国营建筑安装企业收入预算指

标；从 1980 年起企业利润实行半年预

交，年底按上交数全部交清的办法，对

以前年度欠交利润，要求在二季度全

部交清；配合各级建委，在成、渝两市

建工局进行扩权试点。当年全省企业

实现利润 4652 万元，交清结欠 620 万

元，在 67 户企业中有 5 户亏损。

1981 年，四川投资规模从 1980

年 28．6 亿元压缩到 19．4 亿元，施工

企业出现任务吃不饱的状况。年初，地

方国营建工系统要求财政补亏 1500

万元。各地建行普遍为企业找米下锅，

联系承包任务。不少地区开展财务成

本大检查协助企业增收节支。全年执

行结果，实现利润 4726 万元，财政净

收入 738 万元。1982 年，实行收入预

算由同级财政部门与建设银行直接下

达企业，强化利润监交，当年实现利润

6605 万元。1985年实现利润7473万元。

第三节 集体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管理

1978 年，财政部责成各省市自治

区财政部门或建设银行参照国营施工

企业会计制度，制定集体所有制施工

企业会计制度。省建行于 1979 年制定

了《四川省集体所有制建筑安装企业

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四川省集体所

有制建筑安装企业会计制度》，198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县以上集体所

有制建筑企业中试行。新颁《财务管理

暂行办法》包括计划管理、财产管理、

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利润分配、财经

纪律等八个方面的管理内容。其中，对

集体所有制建筑企业实现的利润，规

定在全面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四项技

术经济指标(即竣工面积、工程质量优

良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利润)的前提

下，从中提取 20 % 的企业基金，每少

完成一项，扣提 5 % 。企业应提的企业

基金，经同级建设银行批准后提取。

1985 年 3 月，省乡镇企业管理

局、省建行联合发出《关于改革乡镇企

业建筑经济业务管理制度的几点意

见》，要求经过整顿的建筑企业和进入

城镇的施工队，均应在当地建行开户，

并要严格执行建行的有关规定，按时

向建行报送财务会计报表。所需小型

机具购置款和周转资金可向当地建行

申请贷款，并接受建行监督。同年，省

建行对 1979 年颁发的《四川省集体所

有制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管理暂行办

法》和《四川省集体所有制建筑安装企

业会计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于 10 月

颁发执行。年末全省乡镇集体建安企

业在建行开户者达 2658 户，存款金额

7100 万元。



第四节 城市建设开发企业财务管理

1985 年 10 月，财政部、建设银行

总行联合颁发《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地方各级

各类开发公司的财务计划和财务决算

均由同级建设银行审批。用留利建立

各种基金的比例，由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建行审查核定。

1984～1985 年，省建行先后制发

了《关于编制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财务

收支计划的通知》、《关于城市建设开

发公司参照中房公司会计制度执行的

暂行规定》、《关于 1985 年城市开发公

司财务决算工作的通知》，完善了财务

管理制度。同时建行积极为开发企业

贷款，代理发行商品住宅债券(1985

年发售债券 1312 万元)，帮助落实商

品房销售对象，预收购房定金，协助推

行工程招标，合理确定工程造价等。

1984 年，全省各级建行协助综合开发

公司预收购房定金 3100 万元，缓和了

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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