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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工作制度。 党的组织关系， 除兰州市区各劳改单位由省劳改局领导外，
其他基层劳改单位受局党委 （ “文革” 前是公安厅党组） 和当地党委的双重
领导。 劳改支队配备政治委员， 独立大队和支队下属的站、 队配备政治教导
员， 中队 （车间） 配备政治指导员。 政治委员、 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分
工主管党务、 组织、 人事和职工的思想教育管理工作， 以实现党对各项工作
的绝对领导， 发挥政治工作的监督保证作用。
１９５７ 年在压缩机构、 精减人员中， 撤销了政治委员、 政治教导员建制， 使
政治思想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削弱。 １９６４ 年根据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
决定， 重新恢复政治委员、 政治教导员制度。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省委批准省劳改
局配备政治委员和副县职政治处主任， 使全省劳改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重新
得到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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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干警、 工人队伍状况
甘肃劳改干警、 工人队伍， 随着劳改事业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从弱到
强， 不断壮大。 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以
后， 更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 至 １９８９ 年末， 全省 １９ 个劳改单位 （含局机
关） 共有干警、 工人 （含合同工、 就业临时工 枙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计入工人数枛）
７５３９ 名， 其中： 男干警、 工人 ６２０３ 名， 女干警、 工人 １６５０ 名 （占干警、 工
人总数的 ２１．９０％）。
７５３９ 名干警、 工人中， 干警 ３１７０ 名， 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１４４ 名， 科
级干部 １２４９ 名， 各类专业技术干部 ６８４ 人， 中小学教员 （干部） １１５ 人， 股
中队以下行政管理干部 ９７８ 人； 男干警 ２７１３ 人， 女干警 ４５７ 人 （占干警总数
的 １４．４０％）； 工人 ４３６９ 人， 男性 ３１７６ 人， 女性 １１９３ 人 （占工人总数的
２７．３０％）； 四级以上技工 ３９５６ 人 （占工人总数的 ９０．５０％）。
有共产党员 ２１００ 人， 占干警、 工人总数的 ２７．８５％； 共青团员 １４６３ 人，
占干警、 工人总数的 １９．４０％。 其中， 干警党员 １８４６ 人， 团员 ５８３ 人， 党团
员合计占干警总数的 ７６．６２％； 工人党员 ２５４ 人； 团员 ８８０ 人， 党团员合计占
· ３１２·

第二节

干警、 工人管理

工人总数的 ２５．９５％。
二、 干警队伍建设
（一） 干警队伍的来源和构成
建国初期， 为建立劳改单位， 组织大批罪犯进行劳动生产， 从全省各地
区、 各行业调入大批干警 （包括原陕西劳改支队移交甘肃的干警）。 这批来自
五湖四海的干警中， 有不少长征时期的 “老红军”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 “老八
路”；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立功负伤的转业复员军
人， 也有革命根据地和新解放区的基层骨干与青年学生。 以此形成甘肃劳改
干警队伍的中坚力量， 对全省劳改事业的创建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和保
证作用。 此后，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劳改罪犯的逐年增加， 劳改干警
历有补充。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９ 年累计增加各类干警 ４９２１ 人。 其中， 国家统一分
配的大中专毕业生 ６１２ 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１７０３ 人；从工人中选拔 １２４５
人； 从农民和城镇青年中选拔 ２６８ 人， 从外单位和文化干校选调 １０５２ 人； 落
实政策收回 ４１ 人。 按时期划分： 创建初期至 １９６５ 年， 补充增加干警 ７２４ 人，
占 １９６５ 年底干警总数 １３０８ 人的 ５５．３５％；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６ 年补充增加干警
８９１ 人， 占 １９７６ 年底干警总数 ２０３７ 人的 ４３．７４％； １９７７ 年到 １９８９ 年补充增
加干警 ２６５６ 人， 占 １９８９ 年底干警总数 ３１７０ 人的 ８３．８０％。 其中， 干警补充
增加较多的年份有五次：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接收陕西省劳改支队干警 ３３０ 人； １９５５
年从全省各地调入 １５５５ 人； １９５８ 年从甘肃银川干校调人 ２９９ 人； １９７３ 年调
入干警 ３２４ 人， １９８３ 年与 １９８４ 年从外系统选调和招干补充 ７１７ 人。 历次中青
年干警的补充增加， 逐步解决了劳改干警缺额和新老交替的问题， 使干警队
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得到显著改善， 为开拓发展甘肃的劳改事业提供了可靠
的组织保证。
（二） 干警的使用和管理
省公安厅、 司法厅党组、 省劳改局党委，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根据党的
干部政策和劳改工作的特殊性， 坚持 “德才兼备”、 “任人唯贤” 的干部路线，
在实践中考察和使用干部。 根据干部的家庭出身、 个人成分 （主要是 ５０、 ６０
年代）、 思想觉悟、 工作态度、 业务能力、 健康状况和专业特长等， 分配适当
的工作， 调整相应的职务， 基本上达到量才使用， 知人善任的组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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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警的管理， 坚持 “党管干部和分级管理” 的原则。 干警的任免和管
理， １９８３ 年以前， 正副科级以上， 由公安厅党组或所在地地委审批， 股中队
级由公安厅政治部审批。 １９８３ 年以后， 劳改局局长 （副地级）， 由省委常委会
审批管理， 副局长 （正县级） 由省委组织部审批管理， 劳改局机关的正副处
长和下属劳改单位的正副支队长、 正副政委 ， 由司法厅党组审批管理， 劳改
局政治部的组织处长由省委政法委员会审批管理， 局机关和下属单位的正副
科长、 正副大队长、 正副教导员由局党委和下属劳改单位党委审批管理。
４０ 年来， 各劳改单位按照 “德才兼备” 和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
业化的方针， 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任务需要， 先后选拔大批优秀干警担任各
级领导职务。 全省规模较大的集中性任免共有 ３ 次。 １９６０ 年， 为加强劳改工
作的领导和狠抓罪犯的非正常死亡， 公安厅党组对十工农场、 双塔水利工程
队等 ２３ 个县科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任免， 共任命 ９１ 人， 其中县级 ４４
人， 科级 ４７ 人； １９７１ 年各劳改单位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 （以下简称 “革委
会”）， 省保卫部批准任命天祝石膏矿等 １７ 个单位的党委正副书记、 革委会正
副主任共 ８１ 人， 其中县职 ４０ 人， 科职 ４１ 人； 同时， 任命县级单位的科、 大
队级干部 ９４ 人。 １９７８ 年， 劳改局由地级降为县级， 撤销各单位革委会， 恢复
党委领导下的政委、 支队长 （监狱长） 负责制， 省公安局党组调整了各劳改
单位的领导班子， 共任命 ８９ 人， 其中县职 ４９ 人， 科职 ４０ 人。 全省劳改系统
从创建初期至 １９８９ 年来， 经公安、 司法厅党组、 当地党委 （５０ 至 ６０ 年代） 和
劳 改局批准， 累计选拔任命各级干警 １９９３ 人 （含副职提正职）， 其中县
（处） 级 ４０５ 人， 科、 大队级 １２８９ 人， 股中队级 ２９９ 人 （干部任免权限下放
后各基层单位自行任命的未计在内）， 逐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年轻
化、 知识化、 专业化建设。
（三） 干警素质
劳改单位肩负着改造罪犯、 改造社会的双重任务， 不仅需要足够数量的
干警， 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素质。 ４０ 年来， 各劳改单位的党组织， 坚持组织
干警、 工人， 学政治、 学文化、 学业务， 使干警的政治、 文化、 业务素质不
断改善提高， 保证了各个时期劳改工作任务的完成。
１．政治素质： ①全省劳改工作干警队伍中，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始终占
绝大多数。 “文革” 前的 １９６６ 年， 省直属劳改单位有共产党员 １０５６ 人， 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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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员 １６０ 人， 党团员合计占干警总数 １７３５ 人的 ７０％。 １９７５ 年有共产党员
１２４２ 人， 共青团员 １１５ 人， 党团员合计占干警总数 １９７５ 人的 ６８．７％。 至 １９８９
年未， 有共产党员 １８４６ 人， 共青团员 ５８３ 人， 党团员合计占干警总数 ３１７０ 人
的 ７６．６２％。 ②干警队伍的阶级成分比较纯洁。 由于劳改单位是专政机关的要
害部门 （特别是在 ５０、 ６０ 年代）， 在吸收录用和调入干警方面， 严格贯彻阶
级路线， 审查严、 要求高， 干警队伍阶级成分比较纯洁， 劳动人民家庭出身
的占绝大多数。 在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０４８ 名干警中， 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 １８６５ 人，
占干警总数的 ９１％，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 １８３ 人， 只占 ９％； 个人成分是工
人、 农民、 学生和其他劳动者的 １９８６ 人， 占干警总数的 ９７％， 旧军人、 旧官
吏和其他非劳动者 ６２ 人， 仅占干警总数的 ３％。
２．文化程度：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 ５０ 年代全省劳改干警的文化程度普
遍较低。
从 ６０ 年代初开始， 干警队伍的文化素质逐年有所提高。 ８０ 年代以来， 随
着干警队伍的逐渐壮大， 青年干警的大量增加， 劳改干警队伍的文化素质得
到明显改善。 在 １９８９ 年的 ３１７０ 名干警中， 大学 （含大专）、 中专文化程度的
９４３ 人， 占干警总数的 ２９．７４％； 高中程度的 ５４３ 人， 占干警总数的 １７．１２％；
初 中 程 度以 下 的 １３７６ 人， 占干警 总数 的 ４３．１２％。 其 中， １３９ 名 正 副 县
（处） 级干警中， 有大、 中专程度的 ７４ 人， 占同级干警总数的 ５３．２％； 高中
程度的 １１ 人， 占 ９．７９％； 初中以下的 ５４ 人， 占 ３８．８％。 ７８２ 名正副科级干
警中， 有大、 中专程度的 １９６ 人， 占同级干警总数的 ２５％； 高中程度的 ９６ 人，
占 １２．２％； 初中以下的 ４３６ 人， 占 ５５．７％。
３．业务素质： 各劳改单位始终重视劳改干警业务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坚
持组织干警比较系统地学习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枠、 枟监狱、 劳改
队工作细则枠、 枟宪法枠、 枟刑法枠、 枟刑事诉讼法枠 等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广
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干警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的提高。 全国
“八劳” 会议以后， 厅党组和局党委进一步加强劳改干警和工人队伍的政策业
务建设， 组织各单位正副支队长 ２２ 人分四批参加全国企业厂长统考； 各单位
也选派干警参加省、 市、 地区同行业生产、 经营、 技术、 财会短期业务培训，
使绝大多数劳改干警基本掌握了精通监管改造工作， 熟悉生产经营管理的双
重本领， 为治理整顿、 深化改革奠定了必要的业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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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年龄结构： 全省劳改干警的年龄状况， 在 １９７８ 年以前， 以建国之前和
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 “老革命” 居多数， 年龄相对偏大。 １９７８ 年以后， 随
着干警队伍的不断补充、 扩大和离退休制度的实行， 使干警队伍的平均年龄
逐年显著降低。 １９８９ 年末， ３１７０ 名干警中， ４５ 岁以下的 １８９２ 人， 占干警总
数的 ５９．６８％。 其中， ４ 名正副局长中， ４６ 岁至 ５５ 岁的 ３ 人， ５６ 岁以上的 １
人， 平均年龄 ５３ 岁， 比 １９８４ 年换届前的 ５４．３３ 岁降低 １．３３ 岁。 １３９ 名正副
县 （处） 级干警中， ５５ 岁以下的 ７３ 人， 占同级干部总数的 ５２．５％； 科级和
科级以下干警的平均年龄， 也相应有所下降。
（四） 干警培训
从劳改单位创建以来， 在普遍组织干警学政治、 学业务、 学科学文化技
术的同时， 有计划地分期分批选送干警进中央公安学院、 西北公安学院、 省
政法、 行政干校、 省党校公安劳改班、 文化班以及工业、 财经院校进行培训。
省劳改局从 １９６０ 年以来， 先后在酒泉、 平凉、 兰州和靖远北湾举办常设和短
期干训班， 分期分批轮训管教、 生产、 财会、 政工干警。 同时各基层劳改单
位也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 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坚持在职轮训。 各
单位还从实际情况出发， 通过各种渠道给干警创造学政治、 学文化、 学科学技
术的条件， 积极支持和鼓励干警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广播电视大学”、 “夜大
学” 和 “刊授、 函授大学” 的学习。 仅据在兰单位的统计， 已取得大专毕业
文凭的就有 ４６ 人。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５ 年累计培训各级干警 ９５５６ 人 （次）， 其中
县 （处） 级 １５０ 人、 科级 １７４０ 人、 股中队级 １５６７ 人、 一般干部 ６１０１ 人。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９ 年， 按照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统一要求， 共培训干警 ２６４１
人。 其中， 县 （处） 级以上 ２２１ 人， 专业技术干警 ６９８ 人， 一般干警 １７２２ 人。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 政治理论， 劳改工作政策， 法律知识， 政治思想工作， 生
产经营管理和档案文书管理等业务。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底干警培训数， 已占
１９８９ 年末干警总数 ３１７０ 名的 ８３．３１％。
（五） 干警考核
从五十年代起，各劳改单位坚持每半年或一年对所有干警进行一次评比，
鉴定， 发动群众评论干警的优缺点， 并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加强
干警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根据中央组织部规定
的考德、 考能、 考勤、 考绩 （简称 “德、 能、 勤、 绩”） 四条标准， 对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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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干警的考核提供了科学依据。 全省劳改单位， 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 即遵照执
行 “四考”， 并结合实际对领导、 生产、 技术、 管教、 政工干部分别不同情况
进行考核， 并坚持至今。 １９８４ 年以来， 又建立了呈报选拔任命干警填报实绩
考核材料的制度。 在方法上， 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平时和定期 （一年或
半年） 相结合。 有的单位还利用民主生活会、 年终总结评比、 功过纪实以及
同干警个别谈话， 听取思想工作汇报、 走访群众等多种形式， 基本上实现了
干警考核制度化， 增强了组织人事工作的透明度。
（六） 干警奖惩
劳改单位的干警奖惩工作，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规定的章程和办法， 并
结合劳改单位的实际， 坚持实行有功必奖， 有过必罚， 奖罚严明的方针。 对
在管教、 生产和其他方面做出优异成绩与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视其具体
情况， 给予记功、 晋级、 提职等予以表彰奖励。 对造成严重损失和后果以及
犯有其他严重错误， 但未构成犯罪的干警， 视其情节轻重和认错态度， 给予
政纪处分直至开除。
干警的奖励与处分， 按干部管理权限和审批呈序， 由主管单位逐级上报
审批。
（七） 干警退职、 退休和离休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 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对年老体弱， 家庭有实际困难，
或不适宜做劳改工作的干警、 职工实行退职、 退休； 并按工龄长短发退职、 退
休费。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９ 年， 干警退职退休共计 １５９７ 人， 其中退职 １３５６ 人， 退
休 ２４１ 人 （工人退职、 退休因无确切资料， 未作统计）。 １９７８ 年以后， 按照国
务院国发 （１９７８） １０４ 号文件规定， 对一部分建国以前参加工作， 年龄 ６０ 岁
以上的老干警实行离职休养，并对文件下达前符合离休条件而按退休处理的，
改办了离休手续。 同时， 按照中央组织部 枟关于安排一部分老干部担任各种
荣誉职务的通知枠， 对少数身体条件差， 担任实职有困难的正副县 （处） 职干
警， 安排在支队以上单位担任顾问、 巡视员、 调研员荣誉职务。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９
年末， 共办理离休 （包括退休改离休） 手续的干警 ４９３ 人 （离休 ３４４ 人、 退
休 １４９ 人）， 安排担任荣誉职务的 １８ 人。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劳改局成立老干部工作处， 并在兰州、 平凉设立两处干休所，
配备专职管理干部 ４ 人， 配有专用机动车 ４ 辆 （兰州 ３ 辆， 平凉 １ 辆），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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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１１０ 万元， 修建安置楼房 ５３４５ 平方米 （兰州 ３５２０ 平方米， 平凉 １８２５ 平
方米）， 安置离休老干部 ６０ 户。 在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江苏、 四川、 安
徽等省安置离休干部 ２８ 人，平均每户建房 ４５ 平方米，共建房约 １２６０ 平方米，
总投资 １４．１４ 万元。 历年安置离休干部子女就业 ６５ 人， 调到其身边工作的 １１
人。 接收安置新疆农建六师六团离休干部 １ 人。 对安置在少数民族和高寒地
区的离退休干部， 增发了高原补贴。 此外。 有定西第四支队、 临夏第二监狱、
天水第三监狱自办的干休所三处。 总之， 由于党委重视， 领导关心， 全省劳
改单位的老干部安置工作得到妥善解决， 两项待遇全面落实。
（八） 丧葬、 抚恤
干警、 工人死亡后， 按照国务院统一规定， 发给一次性丧葬费 ５００ 元。 对
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者， 酌情从优给予生活补助； 遗属无正式工作的， 按规定
标准发给生活费； 对个别多子女而无正式职业的， 根据招工指标和录用条件，
按特殊情况照顾安排其就业 １ 名。 １９７０ 年 （７０ 年以前无资料可查） 至 １９８９ 年
末， 全省劳改单位死亡 （包括正常和非正常死亡 ） 在职干警、 工人 １８６ 人， 其
中县 （处） 级 １７ 人、 科级以下 １２８ 人、 工人 （不含临时工） ４１ 人。
（九） 精简下放
在 ５０～６０ 十年代，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指示， 全省劳
改单位先后两次大批量精减干警、 工人。 共精减干警 １８５２ 人， 工人 １５６ 人。
１９５７ 年整风反右派后期， 共精减干警、 工人 １１７３ 人， 其中干警 １１１４ 人 （科
级 ７６、 一般干警 １０３８ ）， 占 １９５６ 年底干警总数的 ３８．８２％， 工人 ５９ 人。 其
中， ４２４ 名干警按退职处理， ６９０ 名调整到本省和外省工作。 １９６２ 年， 根据中
共中央 枟关于精简职工若干问题的通知枠 和国务院 枟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
的若干规定枠， 贯彻调整方针， 压缩城镇人口， 克服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的现
象， 共精简干警、 工人 ８３５ 人， 占当年干警、 工人总数的 ３８．６％。 其中， 干
警 ７３８ 人 （县级 １０、 科级 ７２、 一般 ６５６）， 占 １９６１ 年底干警总数 １８１１ 人的
４０．７５％； 工人 ９７ 人， 占 １９６１ 年底工人总数 １０３１ 人的 ９．４％。 被精简的主要
对象是：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以后参加工作的临时工、 合同工、 学徒工和正式职工。 一
部分被错划为 “右派” 的中青年干警和少数参加工作不久的中专毕业生亦被
下放参加农业生产。 精简的方法是： 由党组织提出号召， 本人写出申请， 最
后由领导研究决定。 安置办法是： 符合退休条件的按退休处理， 不符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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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按退职处理。 但也有少数被精简的干警、 工人由于本人坚决不走而坚
持上班， 后来又被录用供职。 此外， 在 １９６１ 年 “移工就食”、 １９６９ 年 “战备
搬迁” 中， 随罪犯调往新疆和青海的干警 ４５２ 人 （新疆 ３４８、 青海 １０４）。
三、 党的建设
（一）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变化
１．中共劳改局机关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变化。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劳改局正式
成立， 同时选举产生了包括兰州新生汽车修理厂、 省第一监狱在内的首届中
国共产党劳改局支部委员会 （１９５７ 年以后三个单位的党支部单独成立）， 由 ５
人组成。 组织关系隶属省公安厅总支和厅机关党委， 至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共六届，
有党员 ３９ 人。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以后， “文化大革命” 开始， 原党的组织瘫痪。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省委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劳改工作管理局党的核心小组， 由
３ 人组成， 组织关系隶属省委。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劳改工作
管理局改为甘肃省公安局劳改工作管理局， 行政业务受省公安局领导， 党的
关系仍隶属省委。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省委批准省公安局劳改工作管理局成立党
委， 至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揭批查工作结束， 党的领导关系未变。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劳改局恢复县级建制， 同年 ５ 月省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
甘肃省公安局劳改工作管理局委员会。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劳改局由县级局升为省二级局， 组织关系隶属省委政
法委员会和司法厅党组。
局机关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经司法厅机关党委批准， 重新成立总支委
员会， 由 ８ 人组成， 下设 ９ 个支部， 有党员 １４８ 人， 隶属司法厅机关党委领
导。 总支书记由分管政工的党委成员 （副局长） 兼任。
附： 劳改局党组织发展变化及主要领导人更迭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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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局党组织发展变化及主要领导更迭一览表
领
导
人
及
任
职
时
间
任
期
第一任
党
第二任
第三任
支
第四任
第五任
部
第六任
党心 第一任
的小
核组 第二任
党
委

任

期

年

月

正副书记、 正副组长

１９５６ 年 书记吕振祥，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书记陈光汉，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书记陈光汉，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书记白瑞华，
１９６４ 年 书记白瑞华，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书记李桂桐，
１９７１．１２． 组长孙振英
—１９７３．５． （军方）
１９７３．６．
—１９７５．１０．组长郭华堂，

建制
级别

副书记宋学润
县级
副书记潘建民
县级
副书记潘建民
县级
副书记潘建民
县级
副书记段子福
县级
副书记张荣邦
县级
（军方） 副组长赵子康、 秦茂祥 地级
副组长赵子康、 黄钲

第一任
１９７５．１０． 书记郭华堂， 副书记段明德
第二任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书记王富林
第三任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书记文玉西

地级
地级
县级
县级

第四任

劳总

１９８４．８． 书记陈有贵， 副书记从积善
副地级
总支书记张东明 （兼） 副书记李崇仁， 下设 ９ 个党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成立
支部

改支

党支部编排顺序：

兰州干休所支部；

局委

一支部： 办公室；

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支部；

机员

二支部： 政治部；

干训班支部；

关会
备
注

三支部： 狱政管理、 教育改造处；
四支部： 生产技术、 计划财务处；

供销公司支部；
接待站支部。

本表截止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末。

２．劳改分局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变化。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省委决定将原酒泉新
生联合企业公司改为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酒泉劳改分局， 同时建立
分局党的委员会。 分局党委下设组织部、 宣传部、 监察委员会。 分局党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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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酒泉劳改医院、 酒泉新生机械厂、 分局机关三个党支部， 组织关系受酒泉
地委领导。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分局党委与行政建制一并撤销。 原银川劳改分局党委
的组织关系隶属当地， 故从略不记。
酒泉分局党组织及主要领导更迭一览表
领
导
人
及
任
职
时
间

第一任
党
第二任
委
第三任

任

期

年

月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３．
—１９６３．３．
１９６３．４．
—１９６８．１２．

书

书记黄

记、 副

书

记

备

注

钲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屈 克

书记王林绪， 副书记屈克仁

仁任局长王林绪任
副书记

书记吕振祥

党构 组织部、 宣传部、 监察委员会
委及
下党 分局机关党支部、 酒泉新生机械厂党支部
属支
机部 酒泉劳改医院党支部

３．基层劳改单位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变化。 全省基层劳改单位的党组织，
多数是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建立的。 按照党章规定和劳改单位的实际情况， 劳改支
队一般设党的委员会， 支队下属的科 （室）、 站、 队和独立大队， 一般该支部
委员会； 股、 中队 （车间） 一般设党小组。 至 １９６６ 年底， 省属劳改单位共有
基层党委 ７ 个， 党支部 ５９ 个。 随着体制的变更和机构调整， １９８９ 年底共有县
级以上党委 （含局机关） １８ 个， 机关总支 １ 个， 党支部 １９９ 个， 组织关系受
所在地党委领导。
（二） 党的生活制度
从 ５０ 年代开始， 劳改单位的各级党组织， 按照党章的要求， 逐步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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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并认真坚持党的民主生活制度， 加强了党员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 认真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保持了党组织的蓬勃生机， 发挥了坚强的核心领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 中， 党组织陷于瘫痪， 党的生活制度被迫长期停顿。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大多数劳改单位认真坚持党内生活制度， 号召党员开展认真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增强了党内团结； 定期改造支部，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注
意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各基层单位党委开展不
定期的民主生活会制度，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使集体领导的作用重新得到
加强。
近 １０ 年来， 为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加强党的思想、 作风、 组织建设， 进
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已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特别是
近几年来， 由于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有一部分党员党性
观念淡薄， 战斗力不强， 党内政治空气不浓， 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
展， 某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未得到认真克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威
信和党员形象。
（三） 党的思想、 作风、 组织整顿。
从 ５０ 年代起， 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 结合中心工作和历次政治运动， 对
党的组织、 党员的思想、 纪律作风不断进行整顿，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纠正
克服不良倾向， 清除不纯分子， 纯洁党员队伍， 提高党的战斗力， 保证了改
造、 生产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８３ 年又分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
顿。 其中， １９６９ 年的整顿， 是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进行的。 由于
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 “左” 的影响， 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１９８３ 年的整党， 是
在党的十二大以后进行的。 根据党中央 枟整党决定枠 和省委的安排部署， 全
省 １９ 个劳改单位、 １５３ 个党支部， 分二期三批开展整党工作； 至 １９８５ 底基本
结束； ２０３２ 名党员 （正式党员 １９３６， 预备党员 ９６）， 有 ２０２１ 名参加了整党，
占党员总数和 ９９．４５％。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 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经过
学习文件， 开展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教育， 坚特边整边改， 开展认真的思
想检查和自我教育， 进行组织调查摸底、 党员登记和总结验收等几个阶段的
工作， 使全体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 初步达到了预期效果。 参加登记的 １９３６
名正式党员， 经支部讨论， 党委批准， 准予登记的 １９０６ 人， 占党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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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７３％， 不予登记的 ２ 人， 缓期登记的 １６ 人， 因有问题而尚未作出处理的
１２ 人， 共计 ３０ 人， 占党员总数的 ２．２７％。 整党后期发展新党员 １１５ 人， 壮
大了党的组织， 增添了新鲜血液。
（四） 党的组织发展
１９５３ 年以来， 全省劳改单位党组织， 按照党章规定和党员条件， 根据不
同时期的政策、 要求， 坚持 “积极慎重” 的方针， 对思想认识明确， 劳动人
民出身， 本人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 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执行
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 认真学习， 积极工作的优秀分子， 由支部重点培
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８９ 年，累计发展党员 １６９９ 人（男性 １５５５、
女性 １４４； 干警党员 １６３１， 工人党员 ６８）。 其中，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反右派斗
争以前， 共发展 ２４１ 人。 反右派斗争以后， 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暂停发展党
员。 １９６０ 年以后至 “文化大革命” 以前， 仅有少量发展， 共发展党员 ２５３ 人。
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７６ 年期间， 由于受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 “突击入党” 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党员质量， 降低了党员标准， 是发展党员数量最多的时
期， １０ 年共发展党员 ４７５ 人， 相当于 “文革” 前 １４ 年发展党员总数 ４９４ 人的
９６％ 。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拨乱反正、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改革开放中， 在坚持党员标准前提下， 大量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共发展党员 ７３０ 人， 壮大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四化建设而奋斗的党员干
警队伍。
（五） 党员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
在 ５０～７０ 年代， 对党员主要进行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 党的七届四中全
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党的基本知识、 党
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和 “反
修防修” 等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组织党员学习 枟关于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枠、 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枠 和十二大党章以及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 方针、 政策与党性理想教育。
通过教育， 不断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 端正了工作态度和工作作
风， 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各劳改单位的绝大多
数共产党员，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第一线和艰苦困难的环境中， 始终坚持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经受各种严峻考验， 保证了各个时期劳改工作任务的
· ３２３·

第八章

干警队伍

顺利完成。 创建初期， 共产党员团结带领广大干警群众， 战风沙、 冒严寒、 抗
酷暑， 组织看押罪犯， 顺利完成了筑铁路、 建农场、 开矿山、 修水利等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广大党员积极维护党的原则和利益，
敢于讲真话、 办实事， 坚持实事求是，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勇敢地克服和战
胜暂时困难， 为制止三类人员非正常死亡， 完成工作任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大多数党员和干警、 工人虽然被诬为 “反动的公检法”、
“保守派”， 但仍然牢记党的教导， 坚持抓改造， 促生产， 同时对林彪、 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 由初期的迷茫疑惑发展到不满抵制； 基层劳改单位
在 “战斗队” 林立， 组织机构瘫痪的混乱局面下， 多数党员仍能严守纪律， 尽
职尽责， 始终坚持 “改造第一， 生产第二” 的劳改工作方针， 认真加强监管
改造工作， 确保狱内改造、 生产、 生活秩序的稳定， 避免闹监、 行凶、 破坏
等重大事故的发生， 使劳改工农业生产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经过拨乱反正和党中央正确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教育， “左” 的
思想影响进一步被清除， 正确的思想、 理论政策观念得到恢复和确立， 绝大
多数共产党员积极拥护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实现四化建设的理论、 方针、 政
策， 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劳改单
位的两个文明建设中， 较好地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１９８９ 年甘肃
劳改干警队伍中的共产党员， 严守党的纪律， 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无
一人参与学潮动乱或暴乱活动。 １９７８ 年以来， 全省劳改单位在开展创先进党
支部， 争当优秀党员的活动中， 共评选出先进党支部 ７５ 个， 占支部总数的
３７．６％； 优秀党员 ７１４ 人， 占 １９８９ 年底党员总数 １８４６ 人的 ３８．６％。
四、 劳改单位的群众组织
（一） 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创建初期开始， 省属劳改单位即逐步建立共青团组织。 １９５６ 年酒泉劳
改分局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酒泉劳改分局
委员会， 组织领导河西劳改单位团的工作。 各基层劳改单位也根据团员、 青
年人数多少， 分别成立团总支或团支部。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８５ 年以前， 随着机构调
整和体制变更， 共青团组织也有相应变更， 局机关和个别团员、 青年较多、 职
工人数比较集中的工矿、 农业单位也先后成立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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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团组织在当地党委和团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做好思想教育的同时，按
照团章规定， 在青年积极分子中不断吸收发展团员， 壮大团的组织。 １９８９ 年
末， 全省 １９ 个劳改单位共有团委、 团总支 １８ 个， 团支部 ９７ 个， 团员 １４６３ 人
（干警团员 ５８３、 工人团员 ８８０）。 多年来， 各级团组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上
级团委的安排部署， 针对团员、 青年的特点， 坚持进行道德品质教育， 理想
纪律教育， “五讲四美”、 “三热爱” 和科学文化教育。 １９８６ 年以来， 不少单位
组织团员、 青年开展 “学雷锋树新风” 以及适合青年特点的、 健康有益的文
娱体育活动， 使青年职工的政治文化素质得到新的提高， 为人民服务的自觉
性有所增强， 至 １９８９ 年， 共涌现出先进团支部 ７０ 个， 占团支部总数的 ７７％；
先进团员、 优秀青年 ７０１ 人。 但由于客观上受近年来政治思想工作淡化和自
由化思潮的影响， 团的助手桥梁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纪律比较松散的现象也
不时存在。
（二） 工会
１９５６ 的 １０ 月， 全省各基层劳改单位， 根据上级指示成立工会筹备委员
会， 并配备专职干警管理工会筹备工作。 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两个月内，
即在干警工人和无帽子就业人员中发展会员 ９００ 多人。 原酒泉下河清农场
（就业场）， 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召开了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工会， 至
１９５７ 年即被全部取消。 １９８８ 年天祝建材厂、 红光园艺场、 平凉机床附件厂三
个实行支队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成立了工会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委员会， 配备
１ 名副县职干警担任工会或职代会主席， 并配备 ３～４ 名干警办理日常业务。
１９８９ 年底， 共发展会员 １３４３ 人。
（三） 妇联会、 妇委会
随着劳改事业的发展和妇女人数的增多， １９８４ 年以来， 不少基层单位成
立了妇女组织， 其中， 五大坪、 寺儿坪农场成立妇女联合会， 其他单位成立
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家属委员会。 妇女组织在本单位党政领导下， 开展创五好
家庭、 先进家委会和争当先进妇女、 家属的活动； 学习宪法、 婚姻法等有关
法律， 积极维护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 宣传教育妇女正确处理恋爱、 婚姻、
家庭问题， 维护场 （厂） 内的团结和统一； 积极参加工、 农副业生产劳动， 增
加收入， 脱贫致富，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 发挥了 “半边天”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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