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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escrib色sa state of affairs of factory and issue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 

the P巴ople'sRepublic of China ¥;hat one of the authorョ(1.K) visited for information in July， 

1974， as the member of the delegates of A.I.T .CAi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learning exchange program. Particularly the comparison of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China has be邑n discussed with those in Japan， a tipical capitalistical economy country. 

The list of section heading is as follows:; 

1. Outline of industry 

2. Charact日risticsof enterprises 

3. Organization of factory 

4. The controversial points 

5. Conclusion 

一、逮次承蒙中国政府的透清、得有机会旅行貴国。我

削除了北京而外逐t方向了唐山・上海・無錫・広州・イム山

等地的大学・名勝古瞭・工場以及人民公社等。

下文殺述工場参的概要、之后再沿及阿題之所在。

(1) 北京国営棉妨才二妨奴工場

淡坊建於一九五四年、於一九五五年完工。(棉妨~fl及

棉ZR品規模共i十十一万五4千鍾。員工忌数方六千四百人(

女エ占70%)。工坊占地四十万平方公尺、建平十万平方

公尺。根据i亥坊的説明、棉妙毎日生戸量方六万公斤、主方

~fl品方廿万公斤。除工場外、我伯逐参羽了附属宿舎・食

堂和幼稚居。

(2) 唐山陶磁器公司(主主亦事処称方公司)

工人忌数一万一千五百人。年生戸数量一万一千三百ノ卜。

淡公司享有五百年的防史。其下尚附有九ノト工場

①陶磁器陳列所

②唐山第二陶磁器工場

工人忌数一千四百十八人(内女工方六百廿一人)、

工場面釈方十七万平方公尺。 i五坊共分原料・製形・

供熔・色彩和包装五令部n、製品方食器類。

③ 唐山陶磁器研究所

一九五八年解放、 波所工人共i十二百廿人(其中工

芸美木人員五十人、 i式験人員六十人、修補人員約五

・六十人。其宮方事会人員)。

(3) 莞康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十月解放吋、耕地有二千四百五十五公成、

人口二万四千人、五千七百七十戸、十五ノト生戸大臥和一

百刑九ノト生芹臥、比外述有穂、ユ1l:、鋪~_R品、畜牧、耕転机

等修理工場和机械製造工場。

此外公社尚附没医院、医会室、五生短、十七所小学・

中学・幼稚園等。

(4) 上海白行卒工坊

良工三千六百人、毎日生芹三千五百~四千台、一貫作

虫、机械己径自劫化和半自劫化了。

(5) 元錫市第二築総工坊

員工共一千五百人(其中男工占15%・女工85%)、分

逸別、煮沸、須称、 1乾燥、整理五↑辻程。工場内附有宿

舎、涜児所、保健中心、食堂。

(6) 元錫工作母机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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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三千五百六十四人(男工占80%)、工作母机七百

台、主要製品方磨盤及車床。其次尚有宿舎、保健中心、

医院、商庖等o

i!JL有防空豪、述有民兵用的高射砲。

(7) 元錫恵山泥娃娃工場

工人六百人(女工占'70%)、戸品方娃娃、+夏場有四百

年厨史。

(8) 広刑よ王呉球製造工場

員工三百人(女工占70%)、 製造兵呉球。

(9) 仏山陶磁器工場

員工共五百刑囚人(女工占65%)、 分没t十、製型、上

花様、上紬、入窯五ノト迂程。

(1日仏山勢奴研究所

員工二百人、製造美木契F氏。
以上方工場参羽之概要、中国至今何道行着文革命、

特別是批林批孔。雌然各地之工場、似乎皆有其独自運営

之方法、但筆者在比億量摘録其共同点来撰文叙述。

二、企:ille性炭

中国企:ille凡乎不是国営企:ille便是地方公営企ミlleo (迩理

髪館、海擁都属国営、但在上海部看児了某兄弟合営的商

庖以及某某信用合作社)。

企:ille之基本性庚;

①企:ille所擁有的土地、建筑物、机械、資源、材料等生

戸工具均属国家所有。

②生芹及営:illei:十劃之樹立雄取決於国家、但也接受下層

机美之意見。

③工人在(不工作浸仮吃的原則下)依能力工作、按工

作量領悩・ (参照改正新憲法三十九条)、工人方全体工

人而工作、方建改元搾取之社会市室津。

④企並是方全体工人、非方荻致利潤而工作、不可回釈

滞購。薪水是八級制の由国家倣銃一変更，故元通貨膨

族的現象。

⑤企ユlle与他企:ille阿可締結径済上的契約。

(例如工作母机工坊中零件、定劫机之採購)付款由中

国人民銀行之j区劃来裁決。所以貨幣走行数量少。

⑥増加生芹乃方f信士全体芳工之物庚生活水平、非方ノト

人之利益。故ノト人生芹性能雄提高亦元享有額外之金銭

掠却し

⑦ 工坊経由全体工人之汁i合而径営之。改正憲法13条中

規定大鳴・大放・大字f反・大弁沿是民公所創造之社会主

)!._革命之新形式。

⑧工場億量採用独立採算制。唐山陶磁器研究所也生戸

陶磁器・解放后・以採用独立錨草為祭。述有仏山努妖研

究所亦出筈其戸品。

⑨ 但最重要者在力行政治思想以達成社会主X之免現，

也就是所滑的貫徹元芹階級大革命。悦是政治直接箔合

亦非言辻其実。

⑩ 此外工人有言沿・通信・出版・集会 o ~吉社・遊行示

威、罷工和信教的自由、但非常明顕的逮只是以元戸階級

寺政的社会主X国家方大前提而己。

三、工坊姐奴

⑦ 工場革命委員会

工坊的管理方式是以「元官理人之膏理制度」方其努力之

目標。就抗行机美而言有革命委員会，委員会的負責人(

有些jV合下有主任、副主任等)と下又有生戸、財芸号、技

木、芳元方、方公等姐o

i茎杵工坊革命委員会的形式並非単独{局限於工坊塁、在全

国各省各地、各図体以及大学等的銃治机美中也都有此机

構。革命人事委員会可看倣是「三結合」没展而来之具体

物。也就是干部、技木人員、工人三者代表的箔合。(述

有青年・中年・老年三者的結合)

⑦ 工坊党委l員会

工場的執行机美雄然是革命委員会、但其基本方針、政策

及政治思想教育都是在党委員会的指専下道行、党委員会

本身述要服以上級党机美的指専(中国共産党党規)

四、問題所在点

以上是中国企:ille的萎本性格以及其姐奴之概要。其中錐包

含了阿題点、但筆者想就其ー・二点倣具体之撰述。

(1) 利潤和企ミlle

資本主X国家悦其企:ille之目的乃在追求利潤実不為辻。所

以其企ユlle僅生芹有利潤的京問、工人也能分配到利潤、遊

而提高了生芹致率。

与此相反的是ネ士会主X国家、利益方全体人民、因此小人

能率雄然提高、也得不到金銭的扱酬、只荻得革命委員会

的表彰而己。

以金銭来促遊能率向上?或是藷精神来提高能率つ迭両者

i五逸途是今后i亥解決之阿題。

(2) 技木和教育

元戸文革以前基本上大学是四年制、但今天三年制的居

多。不菅三年制或四年制、大学三分之一的教育是放在実

践上、也就是実阪的在7士会盟実羽。

逐有入学者皆倶有九年労劫実践之主主3金、径由工坊的推薦、

再通辻大学革命委員会的審査方能入学。

一方面企:ille基本上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下、掻

取外国的新技木、但最追切需要的是培養出各ノ卜部円的技

木人オ。図此以上所尚的大学教育和中国企:ille的政策、乙

由元F注文革中的「妊J (也l就是共戸主X思想裡之政治面

和精神面)、漸漸不得不走向「ヲラJ (引寸技木或是物顔面

)、因此我有点懐疑今天的教育程度是否能十分担負起「

寺」的任会児?

(3) 机量遊入康的阿題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専入先遊国家的技木

及没備来友展園内工:ille、イ卑便拡大輸出品。図此在任何工

坊塁我in都可以看到白最漸趨向原的現象。中国随着国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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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提i高、量至E貫之特換也益加刷烈、並透而増強其国

伝競争力。此乃服而易見之事実。

因止七、元芹文革和其后之批林批孔遠劫中、像工地技木管

理、亦即固有技木和音理技木i真如何提高、是ー耐人尋味

的問題。

(4) i:十劃径済

在中国的企ユ&、如前所述、 b人生f"i:十劃j到芹品価格、最

后皆依照国家i十重り来汀定。也就是由国家所作的対劃万案

通知企三位、再交付工人群iK~i又后、如有意見、則提出意

見、建淡政府、最后由政府机美作決定。逮祥的辻程中、

企~浩道不会低佑其生戸性、{卑便能安全的iさ成其責任。

或是方了荻得上級机美之褒奨而樹立辻大t十画。 iき雅道不

会牽迩到強化芳劫的事目白?逮其阿是苔也存留着釈扱、消

扱之対立以及干部、技木人員、工人的之阿的対立問題陀

ワ

(5) 工人的自由

(新憲法才28条中規定)工人有、言t合、集会、箔ネ士、

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但逮只是方述成元戸階級寺政之

社会時所享有的自由、対建立其官社会体制之自白却未曽

考慮辻。述成了元戸階級寺政、生芹富裕増加、生活水準

提高吋、此与資本社会比較下、雅道不会再引起一場拾三戸

時ワ

(6) 菅理人与被音理人

今日中国正如其転梼之元菅理人之官理方式、 「由大余

晋理」、 「由大余定経済t十画」、欧美国家之朝、]菅理机

構己不復存在、九乎所有之菅理耳央会皆由現坊b人事生戸労

劫之工人而取代。換言之即只有他ir'1自己本身オ是国家末日

企ユ&的主人翁、他in切身感到唯有自己的芳劫オ能尋致国

家、工坊・自我階級生之繁来与強化。我自'11>人各地工坊革

命委員会負責人的悦明中可明縫的感到逮一点。

但是中国国阪地位提高、製品之庚与量向上増大吋、以目

前之芳劫与管理主&会中目混合之状態来運営工坊、是否不太

容易?

(7) 工人的生活和貸金

中国工人的三大宝貝是自行卒、合主衣机、収音机。服装

元沿男女都穿同枠顔色的人民服。生活水準的確低下貧窮。

但与資本主X国家中的貧窮却包含了完全相異之性炭。原

来所清貧困之現象:

(イ)衣・食・住・文化。教育・娯示 t元精神、物蹟之余裕

同在自己的周圏有比自己更富裕的人。

い)以上的情況・元改善之希望。

以上三大者究意属於那ー神陀つ

現在中園、資芹階級己径没港、貧衣、工人、群余成了国

家的主人翁、所以貧窮的概念倒並不一定造用於中国。

但中日航空祢定~己主主t丁、今后国際来住勢必更加頻繁、

主主准道不会戸生某ノト程度之貧富懸差時?送枠「徴兆」在

千部和工人之阿可看出。送ノ卜|司題波如何解決陀つ

五、結治

以上筆者概略地淡到中国企ユ&之l河題所在、基本上中国

是笈展中的国家、並且正道|河以「衣~~句基刷、専阿工~J

的途径上。

所以生活程度難返陛乎欧美と后、但以建没元芹階級之

社会"'};;其指板、目踏全体工人打成一片、年青人次次喜喜

工作的姿態、実感到可喜可望。

此処我官]可看出其与僅注重経済合理主'x.之資本国家大

異其趣。

現在以新社会主人翁之姿態出現之芳工階級、同吋担負

起政治与生芹商項任会。

忌而言之・

① 先控除奮付代資本主X所留下之悪根、然后再確立建

波新社会之政治思想制度。

⑨ 男方面在此新基盤上友展生戸。

批林批孔迄劫也就是方確立此新吋代之一大思想返劫。

儒家s!P所滑「子L孟」講究「ネLJ、主張確保貴族特枚之

秩序、在此遭受排斥。在此「礼治」之思想方「法治」取

而代と。主張法治的所消法家(李斯L呉起、韓非等)終

於粉墨登場了。よ主可b人各工場之大字担、小字技(壁抜中

明顕地看出。又不治去任何工場参1児、解放后、尤其是文

革后在「工~学大庚」之転i吾下、以独立白主、自力更生

方宗旨、力涛其生芹量之倍増之情景、至今尚残留在脳海

中。如此工場、人民公社、大学以至幼稚園、都在毛主席

的路線下、方建没社会主X和元搾取之社会市努力、男女

老少交相混合、y!;zy!;z喜喜地方建没国家而工作之姿態、玉三

今似乎伺浮現在眼前。

如果接受欧美之合理化主'X.(思想問題雄存在)、但生

戸量会倍増倍倍l曽則決非幻想。但在「自力更生」、 「刻

苦奮闘J I市減物資」万面、筆者i亥説「日本応波学巧中国」。

上文主要的是渉及工坊径営之阿題所在。有肝錯或半Ij断

錯法的地方是准免的、此皆方筆者ノ卜人之責任。 i墓此掬筆。

備考.

此~文是在昭和四十九年七月|司、承蒙中国政府的遜清、

前后径辻了一ヶ月的吋岡、参現了工場、大学等地之所見

所間的ー些綜合性披早。我想有E斤諸手口判断錯誤的地方、

筆者願f完全部責任。

将来有机会、我再来予以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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