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在十五个省、市委，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
总政治部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纪要
罗瑞卿
1956.03.26
（本纪要末经本人审阅）

（一）对运动的估计
一、一月会议以后，运动有了很大进展。
由于各级党委和五人小组抓紧了领导，右倾松劲的思想情绪己基本上克服，并且在
已开展运动的第二批单位，大体上都进展顺利，出现了敌人大批坦白自首的有利形势，使
我们有根据说，肃反斗争有可能又好又快又省地完成任务。
从二、三两月专案结案的进展情况看：
地 区
北 京
上 海
江 苏
贵 州
江 西
河 北
安 徽
福 建
天 津
辽 宁
广 东
黑 龙 江
湖 南
中 直
陕 西
中央国家机关
四 川

二月百分比
48.1
19.9
不详
6.5
48.0
62.2
59.2
30.9
33.8
51.6
91.2
不详
不详
41.8
不详
25.6
不详

三月百分比
59.37
46.42
82.7
47.1
94.0
80.84
70 左右
54.8
83.98
55.2
95 强
61.9
59.4
不详
不详
不详
74.51

各省、市都有进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广东、天津、河北、江西、江苏；百分之
七十以上的有安徽、四川；贵州、上海较少也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以上数字是根据各地报
告和同志们汇报，大体是正确的，但可能不十分精确。
从二、三两月甄别定案的进展看：
地 区
广 东

二月百分比
43.3

天 津
江 苏
河 北
安 徽
上 海
贵 州
湖 南
北 京
四 川
陕 西
中 直
国家机关
江 西
辽 宁
福 建
黑 龙 江

70.57
45.0
18.7
45.7
42.4
27.5
0.66
24.3
23.8
29.0
4.68
25.8
17.6
17.9
19.8
3.02

三月百分比
省直已结束; 地委 90%有三
个地委已结束; 广州 84%百
分之八十二点四（但海南落
后，只定了 32%）
76.7
65.4
53.9
53.2
50 左右
47.1
45.76
44 左右
39.3
39 左右
38.0
29.26
27 左右
24.4
20.2
9.7

黑龙江的定案数字太少，据说原因是：（1）下面定案的情况省里没有完全掌握，
统计不全；（2）定案基数的计算不准确。
以上数字大体也是正确的，但也可能不十分精确。
从第二批若干试点单位来看，做法大有发展，已出现了不少先进单位：
陕西宝鸡地区中学教师寒假肃反学习中，二十二个斗争对象，经过先礼后兵，都坦
白了一些问题，一个星期，即有十四个转入专案小组。
福建粮食厅基建工程队，八十重点七个自动交代了问题。
河南洛阳市建筑公司，九个重点，五天斗下八个；省粮食厅工程队八天结束小组斗
争。
山西长治第七工程队，二十个重点，五天就攻下了，生产还超额了百分之六十三。
上海亚细亚钢厂，十个重点斗了两个，八个自动交代。

黑龙江土地勘察局，三个月准备，十五天斗争，十七个重点，斗了一个，自动坦白
九个，另有三个报名要坦白。
各级领导小组做了调整，领导深入了一步，专职队伍加强了，这是克服松劲、取得
进展的关键。
但运动存在不平衡现象，落后单位各省、市都有。松劲现象并来完全克服，而且在
新的情况下，仍然可能随时发生。这一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注意。有同志提议要防止又
松劲，这种意见是很好的。中央确定：仍要各省市委抓紧，仍要我们每半个月给书记打一
次电话，对中央各部要抓党组，抓党组书记。

二、斗争重点的下降数字很大，运动还能不能说是健康的？我们应该
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肯定，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
二月份统计，全国党政系统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76,327 名，占参加运动
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九五；发现反革命嫌疑分子 28,386 名，加在一起为 104,713 名，占
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七。
三月份数字尚无统计。
从少数已经结束的单位看，情况是：
广东省直机关 38,000 人，已结束了运动，最后定案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总人数
的百分之四点六。
广东三个地委结束了运动，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的比例是百分之三点八。
广东估计，漏可能是主要的，错的也可能还有。
监察部 317 人中，全部定案查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占百分之一。
外交部 l,199 人中，全部定案查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占百分之一。
地方工业部 689 人中，全部定案查出反革命分手和坏分子占百分之三。
除此之外，运动中有许多人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查清了许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肃
反斗争同时起了审干的作用。这里只是就这两者之同的联系来说的，不是说应该把肃反和
审干混合在一起。
思想批判，克服邪气，是一些副产品，当然也带来了若干副作用。北京某粮食公司
的情形，就是一例。
但斗争对象下降的确很大，下面是二、三月份的比较数字：
单 位
天 津
中 直
国家机关
北 京
上 海
江 苏

二月份下降的百分比
不详
89
28
不详
不详
32

三月会议上下降的百分比
22
45
87
50.7
40 左右
34

安
福
广
江
湖
贵
陕
河
黑
辽
重

徽
建
东
西
南
州
西
北
龙 江
宁
庆 市

不详
7
41
不详
不详
30
14（省直机关）
不详
14
4
不详

30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50.8
36
不详
28.4
21
39

从十三个单位三月份下降的数字看：下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的有八个单
位。
下降的斗争对象，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要加以分析：
1．只排未斗的；
2．只批判了思想没有当作反革命或坏分子斗的；
3．查了历史政治问题但没有当作反革命斗的；
4．虽非反革命和坏分子，但有一定嫌疑或本人隐瞒有政治历史问题，被当作反革
命分子斗了的；
5．按过去镇反的政策界限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按现在的政策界限不算了的；
6．过去已经交代清楚，没有发现新问题，又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的；
7．毫无根据完全当作反革命斗错的好人。
等等。
由于下降数字存在着上述复杂情况，各地计算斗争重点基数的办法又不完全一致，
因而下降数字大的，并不能完全说明斗错的数字就大，下降数字较少的，也不见得就很少
斗错的。但是，下降重点中，多数是有一些问题的，毫无根据完全斗错的只是下降重点中
的少数，这一点则可以肯定。必须要有这样的分析。
当然，下降数字大，反映了斗争面过宽这个缺点和错误。但是还要说清楚；第一、
斗错的都没有最后作结论；第二、由于实行了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逮捕的
人不多，错捕只是少数，而且有些一经发现都纠正了。有些还未纠正，应该迅即纠正。因
此，现在还不能说下降的数字大，有了这些缺点和错误，运动就不健康了，就错误了，就
低估运动的成绩。
应当从第一批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看，斗争面宽的一些原因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
当时没有也还不可能进行充分的准备，缺乏斗争经验，运动是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
的，从思想斗争到政治斗争，“剥皮”的做法现在不能说当时那样作是完全不对。因此，
斗争面宽，就第一批运动说，一部分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一部分是很难避免的。应
该避免而没有避免是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当时难免的部分，第二批当然就有更多的条件可
以避免了。

斗争对象大量下降，应该进行检查。据说地质部下降百分之七十二(二月统计),山
西省有的单位下降到只剩下百分之几，河北报告，石家庄专区下降百分之六十三。大量下
降可能是斗错了很多；也可能是漏掉了不少，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都是错误。而且必须
检查，必须纠正。少数地方少数单位运动是否健康？是否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可以等
到运动完全结束并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总结后，再看。总的看，运动是健康的。

三、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左右的界限是不是高了？现在改不改？百分之五
左右是指现有的，还是包括清理中内层、思想改造等运动中已经处理过的？
百分之五只是领导上掌握的一个界限，是一道防“左”也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
的防线。是指现有人员中的百分之五左右，不是包括过去处理的。但运动的实际结果，只
要是真的超过百分之五也不怕，而且可能会有少数单位超过这个数字；不到百分之五很好，
没有那么多，一个也没有更好。有多少算多少，不要凑数。
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要采取老实态度，对于肃反也是一样。搞出多少就是多少。
现在证明，规定百分之五左右这个界限，而且坚持这个界限，是完全必要的，对运
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还不必作什么修改。从运动的实践看，很可能要大
大小于这个比例，有些方面已可以肯定会大大小于百分之五。如工人中，部队中、大专学
校学生中等。将来就完全都少于百分之五，也不要紧，而且是好事。即会通通少于百分之
五，也不会证明这种界限规定有什么不妥当。

四、已经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多数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很少，
应当怎样理解这个事实，肃反运动是不是白费了力气？查出的绝大部分
是历史反革命，值不值得？
有同志认为搞了很久，搞得很紧张，结果搞出的现行反革命很少，担心漏掉了反革
命，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而且有些地方已经证明确实漏掉了反革命，漏掉了厉害的有现
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但是，历史反革命占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
现行占极少数，百分之几，看来这又是大体上符合客观实际的。胜利了六年多，经过了几
年的大镇反和各种改造运动，肃清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不是越打越多，而是
越打越少了（但也是越打越精了）。我国社会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如果在我们内部还
有大批现行反革命，那是不可理解的。
许多地方，很多机关过去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清理工作，这也是历史反革命数量多
的重要原因。
现在查出的现行反革命很少，但还不能证明现行反革命就只有几个。什么是现行反
革命？美蒋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当然是现行反革命，而且是最厉害的、质量最高的反
革命。在现在一批所谓大案要案中应当特别注意揭露这些敌人。可是也还有比派遣进来的
特务间谍多得多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许多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不要忘记隐藏了历史身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同样有很大的危害性，他今天没有破
坏，如果不被揭露，谁能担保他明天不进行破坏？这种暗藏的反革命，是存在着很大可能

变为现行反革命的。所以，查出了大批历史反革命分子，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是一个很
大的胜利。而且暴露了历史反革命就有可能进一步揭露暗藏得更深的现行反革命。
有同志就暗藏得很深的反革命要靠专门机关才能搞出来，我们说就是对待这种比较厉害的
反革命，也必须实行专门机关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办法。

五、已经结束了运动的单位，可能不可能有粗糙，很可能，特别是跑得太快
的单位有可能。
中央有同志指出这一点，值得注意。最好能好好检查一下。即令检查过了，如果觉
得还不放心，还应该检查。
一切结束的单位，一切甄别了的案件，都要用抽查的办法进行复查。一定要经得起
查，经得起比。定案必须靠证据。

(二)关于第一批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定要把第一批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搞细致，不准虎头蛇尾草率结束。
搞好第一批有重大意义：首脑机关、要害部位纯洁了，比较厉害比较大的反革命可能从这
里查出来了，搞好第一批就给第二批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上述意义上
来说，搞好第一批，乃是搞好整个肃反运动的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一批搞得不好，就会得到相反的桔果：运动搞得半生不熟，反革命没有查出来，
给第二批制造了困难，总之，使我们处于极不利的被动地位。
一定要搞好，也能够搞好。有利条件是：整个形势十分有利，肃反斗争的各个工序
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经验，已经有了一套熟悉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干部，已经有了一
套比较完备的政策，群众已经发动而且热情很高，各级党委的积极领导。等等。
搞好第一批，还是当前最严重的任务，因为多数省、市专案结案还只到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六十，定案不过百分之五十，而且，按照中央规定的期限，只有三个月了。因此，
第一批必须抓紧，不仅要抓紧督促落后单位，就是专案、定案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也不要过
于乐观，因为大案要案（多数是难案）大都还在后头。
为了把第一批进行到底，于下几点须加特别注意：

一、

专案斗争必须防止和纠正草率结案的偏向

草率结案必然既漏掉敌人，也会冤枉了好人。领导机关应当督促帮助进展很慢的单
位，对于突然进展很快的单位（不论是下降多或少）都应当进行切实的检查。
应当对现有未结专案进行排队和规划，订出计划，具体组织力量去进行。各级五人
小组必须抓大案要案。什么叫大案和要案各地应报告中央十人小组的八类案件和各省、市
五人小组规定自己掌握的案件就是大案和要案。对于这些要案和大案，各级公安机关必须
担负实际工作的主要责任，除了应当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干部专门进行这项工作之外，还应
该有专职的领导干部（主要负责人或副职）参加专案指导组的工作。

各级五人小组应当加强对专案斗争的具体领导，云南的办法，是五人小组自己掌握
与破—二个专案，作出样子取得经验，这个办法请各地仿行。
反革命小集团有交代的很少，应当检查交代。

二、甄别定案工作
各级甄别定案小组的工作对象包括那些人？
根据“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甄别定案小组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甄别定案小组的
任务是：受理、审查专案小组所交来的已经作出审查结论的案件；以及受理、审查普通小
组可以直接定案处理不必经过专案小组的案件。因此，凡在此次肃反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
或其他坏分子进行斗争的和在运动中自动交代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人，都属于甄别定
案的范围。如果犯有其他错误， 要受到各种不同处分的，应按照原有规定分别由主管部
门受理，不列入甄别定案的范围。如果在反革命或坏分子性质的问题上有申诉或告状的，
甄别定案小姐应当受理。
具体说来，以下五种人必须作出书面结论，经过甄别定案：
一、以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进行了斗争，并查证属实的；
二、以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进行了斗争，但查证并无其事的；
三、以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进行了斗争，彻底坦白了或有立功表现的；
四、未经过斗争而自动坦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
五、以反革命嫌疑分子进行了斗争但查无实据的，或经过调查在短期内不能弄清的
分子，应经过甄别定案后才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自杀了的，不列入甄别定案范围。我们工作中的确有错误的，作为个别问题处理。
以下几种人不须经过甄别定案：
一、以一般历史问题进行斗争的或自己交代是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二、以思想作风问题斗争的人；
三、已经列为斗争重点，但未正式进行斗争而下降的人。
甄别定案基本结束的单位，必须进行复查。根据现在的材料看，有错也有漏。复查
时，要特别注意下降斗争对象很多的单位。复查的目的是防错和防漏。
甄别定案工作是一件严肃负责的工作，任务繁重，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法院、监察、
公安部门和党的监委、组织部门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省、市、地、专、县各级甄别定案的
力量，应以检察部门为首（检察机关不健全的例外）由上述各部门参加组成。
应当选择经过甄别定案的典型案件，抓紧及时公开宣判处理一批，具体体现政策，
以推动肃反斗争的深入发展。北京和中央国家机关应当准备搞。各省、市只有吉林、河北
做了，其他应当马上准备搞。这是政治攻势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仅对第一批未结专案有好
处，对推动第二批斗争对象的坦白交代尤其有好处。
是否确定一个逮捕，劳教和免予刑事处分的大体比例？现在还不好做出这个比例。
原则是，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劳教可以比捕的多一些；多数应该从宽处理。这样既利于
分化瓦解敌人，也符合我们改造这些人的目的。究竟是多少，中央十人小组打算研究一下，
也请各地研究一下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已经处理过但按照现在的政策界限有轻有重的改不改判？情节不很严重的一般不改，
情节严重的则应当改。

应当判管制的归那个机关判？我看应当由法院判，法院判有好处。
免刑的为了减少手续，由检察机关出一个不起诉决定书是可以的，但还需请最高检
察院和最高法院研究一下再定。
关于劳教的法律手续问题。在中央未解决前，可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先作一个决定
报中央批准后执行。劳教中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如由原机关出百分之七十工薪费不好执
行等，应由公安部迅速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统一解决。

三、一定要努力争取六月份结束，并且要在结束前进行一次复查。
为此，各级领导要深入检查和帮助。进展较快的，要注意检查质量。慢的，更要防
止为了赶任务而草率结束。不要只看下面的报告，必须注意有些单位的计划是不切实的，
并没有把自己的愿望放在可能的基础上。如国家机关所指出的第二类单位不检查督促，可
能要落空。
在一个单位，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结束运动，三个条件：
1．应当了结的案件，都结了案。
2．应当甄别定案的，都最后定了案，作出了书面结论，并且经过批准手续。
3．做好了善后工作，建设工作和在一个单位内宣布总结、奖评。
关于赔礼道歉问题，要妥善地加以处理。

（三）第二批的问题
目前情况：有利形势，有经验，有政策，但也有困难，主要是各项工作都很忙，挤
得很紧，运动已经转入县区、厂矿等下属单位和分散单位等等。
今年任务很大，全国八百万左右，必须认真作到又好又快又省，否则，就可能完不
成任务。我想有下面几点再讲一下：

一、必须强调作好准备工作，并且进行切实的检查。
作好准备工作的标准有三个：
1．组织准备：建立五人小组，其中应有两、三个专职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个主要负
责的领导干部书记或副书记），具体领导肃反工作；抽调了百分之十的专职队伍，这个队
伍在开始准备时，应大部分用于排队、调查材料；专职队伍经过了认真训练，明确了肃反
的政策和作法。
应当注意，保留一批第一批运动的骨干力量，对于搞好第二批是十分重要的。
2．材料准备：经过了人员排队和材料调查，找出了斗争对象；大部分斗争对象掌
握了一定材料，有一部分已经占有了一两条关键性的可以肯定反革命性质的材料。
3. 发动群众：经过政治形势、肃反教育，群众对肃反的目的、意义有了正确的认
识；学习了政策界限，群众对肃反政策界限，那些算是反革命，那些不是反革命有了初步
的认识。不正确的认识得到了批判，斗争对象各种不愿坦白交代的思想顾虑一般地得到解
除。

准备工作中是否规定一个发动群众到百分之几的标准．很难规定，而且发动群众到
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一般应该在斗争中才能达到。
北京的“两会一谈”的经验。准备工作的中心是材料准备。发动斗争之前应尽量把
材料准备好，但恐怕也不能完全准备好。
准备工作作好了，在开展斗争之前，一定要经过省、市委的审查批准。

二、充分利用目前有利形势，采用各种办法，使政治攻势同群众斗争
密切配合，以争取和逼迫尽可能多的敌人坦白交代、投降起义，
使运动作到又好又快又省。
应该抓紧思想准备相当成熟和其他有利于发动政治攻势的时机（例如公判大会之后，
小组斗争得胜之后），号召坦白检举。坦白交代的敌人越多越好。但要特别注意防止假坦
白，不要用坦白示范大会一类的办法，防止造成纷纷假坦白。为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大力
进行政策攻心，并使之同群众斗争很好地加以配合和运用。小组斗争越少越好， 但不能
不要。因为要不要小组斗争，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主观的愿望，还要取决于敌人是否坚决
顽抗。我们必须估计：少数坚决反革命是一定要顽抗的。为了击破坚决反革命的顽抗，必
须坚持发动群众的方针，必须组织有把握的小组斗争。小组斗争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打击坚
决反革命分子和发动群众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小组斗争运用得恰当，又是开展政治攻势促
进敌人分化瓦解的一个重要条件。开展政治攻势必须有物质条件作后盾：掌握了一定材料，
群众有了发动，并且要善于利用材料和运用小组斗争。我们不能指望用“和平谈判”能使
所有反革命分子都低头认罪。但重说一遍，过多的小组斗争，硬斗，是很不策略的，我们
应该切实避免和防止。
小组斗争还是发动群众所必需的。当然没有反革命，或反革命都通通坦白自首了，
就不能也不必要发动一次斗争，就应该采取进行教育的办法，来达到提高群众觉悟的目的。

三、在做法上有了许多新发展
有的不需小组斗争就转入专案、甄剧定案；有的经过小组斗争就到甄别定案；还有
的自动坦白了不经小组斗争和专案斗争就到甄别定案。因此，不要机械划分阶段，中央规
定的四个阶段也并没有这样刻板的限制。应该根据具体对象插花进行，不要公式化。
但就总的情况说四个阶段还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改变。小组斗争和专案斗争是同反
革命斗争的两种方式，都还要运用，没有坏处。根据现在的经验，运动一开始就应当成立
专案和甄别定案机构。
“初战必胜”的提法好不好？要求“初战必胜”有很多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把
“初战必胜”了解为再战三战就可以不胜了，那是不对的。当然要求“每战必胜”也是办
不到的。至于“不战而胜”的提法，不妥当，容易引起不用斗争就取得胜利的误会。
是“两长一短”还是“一长两短”？我们的意见为了避免粗糙，把工作做得确实，
还是“两条一短”好，就是除了准备工作放长之外，还要经过仔细的专案斗争或甄别定案
工作。

四、县的肃反问题。
县区机关是否有敌人？是否需要开展肃反运动？山东有的县领导人说：
“县里机关湾小水浅，养活不起大东西”；
“县里工农干部多，不会有特务，特务在知识分子中”。
这种县里“无敌论”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驳，自然县区干部中反革命可能
比较少些，领导上应加掌握和注意。
县级机关，由县组织进行学习，搞运动的时间要缩短。已经揭发出的斗争对象，一
时弄不清的，可以考虑由地委采用集训的办法进行审查。
区干：一般学习，有问题的调回集训审查。
乡干：结合社会镇反，整社、建社解决。

五、工厂学校的肃反问题。
主要搞职能科室，技职人员和某些特别复杂的队伍，一般的工人及大专学校学生采
用组织学习，号召忠诚老实的办法，可以大体上仿照连队肃反办法，运动时间要缩短，以
免影响生产和学习。运动前的准备工作要作好，反复排队，重点分子经过斗争后，问题复
杂一时弄不清的，调离车间或学习岗位转入专案审查。
中央有同志讲，要试点，要抓住两头。没有反革命分子的车间只进行必要的教育。
老工人、年轻工人情形比较简单，要区别对待。
这些只是初步考虑，请你们转告省市委提出意见。

六、一般单位，除了准备工作时间以外，小组斗争、专案斗争和甄别定案
时间不要超过六个月，能够缩短更好。
七、加强领导问题，好多同志在讨论中都提到了，很对。
中央对肃反斗争抓得很紧，省、市委也是抓得紧的。现在问题是各级五人小组自己
不要松劲。各级五人小组的决定和意见无论上报下达，都必须经过党委批准。中央十人小
组除了通报一些工作经验外和决定一些中央在原则上已经确定了的问题外，一切决定必须
归中央批准，十人小组和各级五人小组无权避开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决定。它们之间也不是
垂直系统的关系。
我们肃反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党委的严格监督和绝对领导，这—点很重要，主席最
近还讲了。
两不误的问题，同志们希望中央各业务部门也要贯彻，尤其希望政法各机关大力参
加肃反，各级都应该有负责人专职搞肃反，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这样办。中央十月二十五
日指示曾经写道：“全国各省政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动员起来积极
配台运动。政法机关是人民专政的工具，对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负有重大责任。
现在很多地方的政法机关已经积极行动，配合运动，但仍有少数这样的机关对运动不去积

极配合，这是不能容许的。各省、市党委应该注意反对政法机关中的右倾思想，并在运动
过程中把政法机关健全起来。”凡是没有认真贯彻这个指示的地方，应当加以检查和纠正。

（四）政策界限草稿交给群众讨论以后，已经提出不少问题，正式文件
下去后，一定还会继续提出问题，为了帮助下面正确体会和掌握
政策精神，各级领导应当注意加以解答。
一、“台湾宽、大陆严，党外宽、党内严、机关宽、社会严，高级知识分子宽，大
老粗严”。
对台湾对大陆的反革命的政策原则都是一样的，只要坦白，只要起义，一律分别从
宽处理。
社会镇反和肃反的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去年中央批准公安部起草的政策界限，比现
在这个文件严一些，在去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形势有了变化，公安部正在研究作
必要的修改后报告中央批准，使它同内部肃反的政策界限趋于一致。
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如果有真才实学，有专长本领的，要更宽大处理，这样，
有利于团结，改造广大知识分子，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二、“辛辛苦苦搞了五、六个月，太便宜他了，出不了气了！”
宽大政策对人民有利，对肃反有利，便利于又好又快又省肃清反革命，是厉害的政
策，只是便宜了人民，不是便宜了反革命。
三、是否又来“宽大无边”？是否“示弱”，判刑少了是否没有成绩！
不会宽大无边，这与一九五〇年情况根本不同。
更不是“示弱”，恰恰是我们更加强大了，是胜利了的人民的伟大气魄的一种表现。
成绩大小，不能只从判刑多少来看，判刑多少是由国家法律来决定的。而且坦白很
多，免予刑事处分的很多，用这种办法搞垮了敌人有什么不好，因此这更应该算成绩。有
同志提最好能争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坦白，可以争取到当然很好，但不能机械订死。
四、自动坦白，斗了坦白，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坦白这三种情况，应否在处理上加以
区别：
应当有适当的区别。
X X X X
关于指示草稿，大家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由中央十人小组修改后报中央批准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