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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录
目    录
        1977年
        （7月—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告（197 7年10月7日）
        关于通过和公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7年10月7日）
        关于宣布苏联宪法（根本法）通过日为全民节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7年10月7日）
        关于苏联宪法（根本法）的实施程序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7月5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商业的措施（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议（1977年7月
      5日）
        关于争取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顺利完成第十个五年计划任
务的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总结办法
        附件：发给企业、联合公司、建筑工程和组织职工的奖金数额可
从工资基金总额的0.05％增加到0.1％的各生产部和主管机关名单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7月11日）
        关于批准《苏联国家劳动储蓄银行章程》
        附件：  苏联国家劳动储蓄银行章程
    苏共中央决议（1977年7月15日）
        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伊帕托沃区党组织在
        年收割工作中的经验（综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7月21日）
        关于进一步保护和合理利用贝加尔湖区域自然资源的措施（摘要
）
    苏共中央决议（1977年7月28日）
        关于莫斯科州党组织在该州轻工业企业中开展争取集体工作高效
率和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 7 7年8月1日）
        关于国家水册管理办法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 977年8月16日）
        关于扩大硬粒小麦和强力小麦生产和增加采购量的补充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8月19 日）
        关于住宅公用事业设备的设计、研制和试产的规定（摘要）
        附件1 ：  履行设计、研制和生产各种主要的住宅公用事业
专用机器设备的牵头部职能的苏联各部名单
        附件2：  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住宅公用事业部负责在研制工
作方面实行统一技术政策的各种主要的、供城市公用上下水道净化设施使用的专用
设备清单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8月26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旅馆对旅客服务的措施（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8月30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学生的培训和教育过程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9月1日）
        关于提高农业技术设备的利用效率、改进农业技术设备的完好程
度、保证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农机干部并使之在农业中稳定下来的措施（综
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9月14日）
        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及其他公民的个人副业以及集体
果园和菜园
        附件1：  对现行集体农庄庄员优抚金审定和发放办法的修改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9月15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地区电话通讯和农业生产调度通讯的措施（
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9月22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人民保健的措施（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0月3日）
        关于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条例》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条例
    苏联部长会义决议（1977年10月5日）
        关于在1977年4月16日举行的全苏共产主义义务星
        期六中所得资金的使用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0月7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对居住在收养院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措施（
综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0月10日）
        关干成立苏联国民经济学院（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0月13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领导干部和专家的进修系统（摘要）
    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议（1977年10月14日）
        关于增加工作服、工作鞋及其他为创造安全和有利健康的劳动条
件所必需的个人防护用具、设备和器材的生产（综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0月31日）
        关于鼓励农业专家到分场、生产队、畜牧场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
场所属的其他中间生？环节担任领导工作的补充措施（综述）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告苏联人民书（1977年1
1月3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1月10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服务的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1月16日）
        关于保护里海免受污染的补充措施（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1月24日）
        关于对普通中学学生实行免费使用教科书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2月1日）
        关于改进土豆育种和繁殖的措施（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2月1日）
        关于改进甜菜生产中的育种和种子繁殖工作的补充措施（摘要）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77年12月13日）
        关于1978年苏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和
        1978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7年12月13日）
        关于《苏联和加盟共和国森林立法纲要》的实施程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7年12月16日）
        关于1978年苏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7年12月16日）
      关于1978年苏联国家预算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2月22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对普通中学学生的教学、教育和培养他们从事劳
动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2月26日）
        关于批准《苏联国家消防监督条例》
        附件：  苏联国家消防监督条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7年12月30日）
        关于设置“苏联人民教师”荣誉称号
        附件：“苏联人民教师”荣誉称号条例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7年12月30日）
        关于研制并在生产中采用对发展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研
究成果和发现奖
        1978年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共青团中央致各级
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及苏联劳动人民的公开信
        关于开展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78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以
及加强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而斗争（载于1978年1月14日《真理报》
）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月27日）
        关于完善专家培养的计划工作和改进高等与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
在国民经济中的使用状况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月27日）
        关于批准《全苏统筹的集体农庄庄员社会保障基金条例》
        附件：  全苏统筹的集体农庄庄员社会保障基金条例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2月7日）
        关于建筑、安装、设计组织和化肥、化工设备生产企业等单位提
出的在1 978年开展为加快化肥工业生产能力投产和掌握及超计划出产化肥的
社会主义竞赛的倡议（综述）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2月7日）
        关于一些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的建筑组织、设计单位和工交
企业提出的开展争取及时和提前将1978—1 980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规定的最重要的生产能力和建筑项目投入使用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倡议（综述
）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3月1日）
        关于在城市推广住宅、文化－生活用和公用事业建筑项目综合流
水施工法的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3月7日）



        关于改进保护居民点、企业、其他建筑物和土地免受泥石流、雪
崩、滑坡、崩塌危害的措施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3月13日）
        关于苏共克麦罗沃州委在使本州企业和建筑工地节约燃料和动力
资源方面进行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综述）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3月13日）
        关于苏联建筑部对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的人事工作（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3月1 3日）
        关于用国家资金对在集体农庄中进行的土壤改良工程和与土壤改
良工程有关的费用的拨款办法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3月21日）
        关于列宁格勒运输枢纽的海员、铁路工作人员、汽车运输人员和
河运人员的劳动大协作（综述）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3月
23日）
        《苏联法律大全》问题
        附件1：  《苏联法律大全》提纲
        附件2：  《苏联法律大全》材料编排的基本原则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4月5日）
        关于赔偿因实施水利措施、终止用水或变更用水条件所造成的损
失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 78年4月6日）
        关于提高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率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报道）（载
于1978年4月15日《真理报》）
        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视
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总结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 78年4月20日）
        关于完善跨部门工业铁路运输的管理和提高管理工作效率（摘要
）
    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议（1978年4月
      25日）
        关于改善国民经济中就业妇女劳动条件的补充措施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议
      19 78年5月5日）
        关于1978年4月22日全苏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的总
        结（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5月11日）
        关于仪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所属科学研究组织、设
计组织、工艺组织、企业、生产联合公司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改行新技术的计划、
拨款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5月16日）
        关于苏共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在全州工业企业和铁路企业内减少车
辆装卸时的停车时间和确保车辆完好无损的组织工作（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 78年5月29日）
        关于动力机器制造部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条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5月31日）
        关于把全苏各对外贸易联合公司改组为隶属对外贸易部系统的全
苏经济核算制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程序和期限
        附件：  对外贸易部系统的全苏经济核算制对外贸易联合公司
条例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 78年6月1日）
        关于改进对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因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
条件造成的损失的补偿办法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6月1日）
        关于1979—1985年进一步发展香料和化妆品工业的措施
（摘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6月8日）
        关于共和国所属的和地方所属的企业和联合公司转为联盟所属的
程序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6月19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农村个人住宅建设和使干部在农村中稳定下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6月23日）
        关于批准《苏联国民经济研究院条例》
        附件：苏联国民经济研究院条例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2日）
        关于汽车工业部所属科学研究组织、设计组织、工艺组织、企业
、生产联合公司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改行新技术的计划、拨款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78年7月
      3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78年7月4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8年7月5日）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1978年7月5日）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部长会议
        法》的实施程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8年7月6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抚保障
    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报道）（载于1978年7月
    11日《真理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12日）
        关于在全国组织金属防锈机构（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14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对全国居民和国民经济的邮电服务（综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7月14日）
        关于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集体农庄所得税》命令的若
干修改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20日）
        关于在1978—1980年进一步发展机器制造业（综
        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20日）
        关于防止挪用发展农业专用资金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7月28日）
        关于设置“开发西西伯利亚地下资源和发展西西伯利亚油气综合
体”奖章
        附件：    “开发西西伯利亚地下资源和发展西西伯利亚油
气综合体”奖章条例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7月29日）
        关于在建筑、建筑艺术、建筑材料、建筑机器和筑路机器制造方
面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和加速在建筑实践中采用科研成就的措施
        附件：  第十个五年计划和以后几年中建筑业、建筑材料工业
、建筑和筑路机器制业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8月7日）
        关于巴什基尔各级党组织根据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在提
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中就进一步发挥对劳动者的经济教育的作用所进行的工作（
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8日）
        关于改进对雪松的综合利用和保护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8日）
        关于畜牧业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所属的科学研究组织、设计组
织、工艺组织、企业、生产联合公司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改行新技术的计划、拨款
和经济刺激新体制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8月10日）
        关于伏罗希洛夫涡轮马达生产联合公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党组织在执行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的工作情况（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10日）
        关于批准《国家汽车检查机构条例》
        附件：  国家汽车检查机构条例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8月11日）
        关于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州委为保证完成建筑计划和生产能力投
产计划进行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综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17日）
        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国淡水养鱼业和增加捕鱼量的措施（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18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学校教学物质基础以改进学生劳动训练的措
施
    苏共中央决议（1978年8月24日）
        关于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定额制定办法》决议的执行进度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8月24日）
        关于批准《对地下资源的地质研究工作的国家监督条例》
        附件：  《对地下资源的地质研究工作的国家监督条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1978年8月29日）
        关于苏联轻工业部、苏联森林和木材加工工业部对苏联最高苏维
埃两院常设委员会和代表们就完成日用消费品生产计划和改进日用消费品质量所提
建议的实施情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1978年8月29日）



        关于克拉斯诺达尔市的市、区、镇人民代表苏维埃审理公民建议
、申请和申诉的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9月4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住宅经营管理和修缮的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9月8日）
        关于修改《苏联邮电章程》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1971年5月27日决议批准的《
苏联邮电章程》的修改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9月20日）
        关于改善苏联中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组织工作（摘要）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9月28日）
        关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塞凡湖的自然资源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0月2日）
        关于确保水库应有的技术状况和设施完整的各项措施的策划和协
调程序以及关于这些措施的执行办法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0月19日）
        关于奶、毛、羔皮、绵羊、山羊、土豆和个别蔬菜的收购价格。
关于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财务帮助（综述）
      苏联部长会议决义（1978年10月20日）
        关于加强对国民经济中使用的爆破物资的保管、使用和统计的国
家监督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0月24日）
        关于苏联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部所属的科学研究组织、设计
组织、工艺组织、企业、生产联合公司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改行新技术的计划、拨
款和经济刺激新体制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1月2日）
        关于增加儿童用品生产，提高儿童用品质量和改进这些用品的商
业工作（综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11月3日）
        关于违反地下资源立法的行政责任
    苏共中央和1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1月10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的物质生活条件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78年11月27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78年11月27日）
        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与国家预算草
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11月28日）
        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区劳动者代表苏维
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11月28日）
        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市和市辖区劳动者
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 78年11月28日）
        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村镇劳动者代表苏
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命令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8年11月30日）
        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1978年11月30日）
        关于19 78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进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8年11月30日）
        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律（1978年11月30日）
        关于对伟大卫国战争一级和二级残废者纳税的额外优待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1日）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和改进自然资源利用的补充措施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4日）
        关于企业、机关和组织的附属农场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7日）
        关于批准《农业生产联合公司条例》
        附件  农业生产联合公司条例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21日）
        关于就我国北部和西伯利亚河流部分流量南调的问题进行科学研
究和设计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21日）
        关于电工器材工业部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78年12月27日）
        关于免征农业生产联合公司和跨单位企业（组织）的建筑税和地
租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28日）
        关于1978年4月22日全苏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所得
        资金的使用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8年12月28日）
        关于对苏联同外国进行经济和科技合作中所完成的发明和工业样
品的法律保护问题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1973年8月21 日批准的《关
于发现、发明和合理化建议条例》的修改
        1979年
        （1月—3月）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9年1月3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建筑业技术熟练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使他们在建筑
业中稳定下来的措施（综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79年1月31日）&（66
        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电气化的措施（综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1979年2月3日公
    布）
        致全体选民和苏联公民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共青团中央决议（
1979年2月8日）
        关于1978年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总结和根据苏共中央七月全
会和十一月全会（1978年）决议提出的顺利完成19 79年计划、提高生产
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任务（摘要）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见莫斯科市鲍曼选区选民时的讲话（1979年3月
2日）
        为了苏联人的幸福（摘要）
    苏共中央决议（1 979年3月15日）
        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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