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309988
SS号=143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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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致莉·亚·福季耶娃（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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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7月13日和19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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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给秘书的指示（7月14日）
	72．给秘书的批示（7月14日）
	73．致亚·阿·科罗斯捷廖夫（7月15日）
	74．致小人民委员会主席（7月15日）
	75．致费·埃·捷尔任斯基、约·斯·温什利赫特（7月15日）
	76．致列·波·克拉辛（7月15日）
	77．致格·瓦·契切林（7月15日）
	78．致伊·捷·斯米尔加（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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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致格·瓦·契切林（7月16日）
	83．给秘书的指示（7月17日）
	84．致托·Л．阿克雪里罗得（7月17日）
	85．致彼·阿·波格丹诺夫（7月17日）
	86．致格·德·瞿鲁巴（7月17日）
	87．致列·波·克拉辛（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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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7月17日）
	90．致罗戈日-西蒙诺沃区苏维埃主席团（7月17日）
	91．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7月17日）
	92．给辛比尔斯克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7月18日或19日）
	93．给秘书的指示和给波隆斯基的电报（7月19日）
	94．致米·伊·加里宁和列·波·加米涅夫（7月19日）
	95．给秘书的指示和给列·格·列文的便条（7月19日）
	96．对萨·加·赛德-加利耶夫来信的批复（7月20日）
	97．给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话（7月20日）
	98．致煤炭工业总管理局（7月20日）
	99．致列·波·克拉辛和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7月20日）
	100．致莫·伊·弗鲁姆金（7月20日）
	101．致哥尔克村全体公民（7月20日）
	102．致理查·弥勒和亨利希·马尔察恩（7月20日）
	103．致伊·斯·洛巴切夫、阿·伊·李可夫（7月20日）
	104．致格·瓦·契切林（7月20日）
	10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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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致阿·伊·李可夫和瓦·亚·阿瓦涅索夫（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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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致米·А．克鲁钦斯基（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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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在因扎市来电上作的标记和给尼·巴·布留哈诺夫、瓦·亚·阿瓦涅索夫、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7月24日）
	119．致А．И．波嘉耶夫和瓦·亚·阿瓦涅索夫（7月24日）
	120．致А．И．波嘉耶夫（7月24日）
	121．致尼·巴·布留哈诺夫（7月24日）
	12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24日）
	123．致伊·彼·巴布金（7月24日）
	124．致阿·伊·李可夫（7月24日）
	125．致维·米·莫洛托夫（7月24日）
	126．致恩·奥新斯基（7月24日以后）
	127．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25日）
	128．致维·米·莫洛托夫（7月25日）
	129．致列·波·克拉辛（7月25日）
	130．致尼·列·美舍利亚科夫（7月25日）
	131．致格·瓦·契切林（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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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致格·瓦·契切林（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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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致列·波·克拉辛（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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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致列·波·克拉辛（7月26日）
	140．在弗·德·凯萨罗夫来信上作的标记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批示（7月26日）
	141．致阿·伊·李可夫（7月27日）
	14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27日）
	143．致约·斯·温什利赫特（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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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28日）
	146．致中央统计局（7月28日）
	14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8日）
	148．致列·波·克拉辛（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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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致列·米·欣丘克（7月29日）
	151．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29日）
	152．致亚·格·施利希特尔（7月29日）
	153．致维·米·莫洛托夫（7月29日）
	154．致维·米·莫洛托夫（7月29日）
	155．给列·波·克拉辛的批示（7月29日）
	156．致阿·奥·阿尔斯基（7月29日）
	157．致维·米·莫洛托夫（不早于7月29日）
	158．致莫斯科省公社主席（7月30日）
	159．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30日）
	160．给秘书的指示（7月30日）
	161．致列·波·克拉辛（7月30日）
	16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7月30日）
	163．致费·埃·捷尔任斯基（7月30日）
	164．致列·达·托洛茨基（7月30日）
	165．在伊·叶·卡巴诺夫来信上作的批注和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指示（7月30日）
	166．致尼·亚·列斯克（7月31日）
	167．致列·波·加米涅夫（7月底或8月初）
	168．给秘书的指示（7月和8月7日之间）
	169．致尼·尼·瓦什科夫（8月1日）
	170．致加·伊·米雅斯尼科夫（8月1日）
	171．致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8月1日）
	172．致弗·维·阿多拉茨基（8月2日）
	173．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8月2日）
	174．致路·卡·马尔滕斯（8月2日）
	175．给莫·李·鲁希莫维奇的电报（8月2日）
	176．致中央统计局副局长（8月2日）
	177．致托·Л．阿克雪里罗得（8月2日）
	178．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8月2日）
	179．致格·瓦·契切林（8月3日）
	180．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8月3日）
	181．致莫·伊·弗鲁姆金（8月4日）
	18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8月4日）
	183．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4日）
	184．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话稿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4日）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2  致莫洛托夫同志
	3  致布拉科娃同志
	185．给各省、县经济会议的电报（不早于8月4日）
	186．给秘书的指示（8月5日）
	187．致列·波·克拉辛（8月5日）
	188．致А．И．波嘉耶夫（8月5日）
	189．致尼·米·克尼波维奇（8月5日）
	190．致列·波·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5日）
	191．致尼·波·哥尔布诺夫（8月5日）
	192．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8月5日）
	193．致费·埃·捷尔任斯基（8月5日）
	194．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8月5日）
	195．致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并转劳动国防委员会各委员（8月5日）
	196．致路·卡·马尔滕斯（8月5日）
	197．致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8月6日）
	198．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来往直达电报（8月6日）
	199．给秘书的指示（8月6日）
	200．致康·马·施韦奇科夫（8月6日）
	201．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电话（8月6日）
	202．致维·米·莫洛托夫（8月6日）
	203．致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出版社（8月7日）
	204．致米·巴·托姆斯基（8月7日）
	205．致格·伊·萨法罗夫（8月7日）
	206．给Н．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电话（8月7日）
	207．给秘书的批示（8月8日）
	208．致约·斯·温什利赫特（8月8日）
	209．致小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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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月11日）
	3  （8月19日）
	210．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8月9日）
	211．致格·伊·博基（8月9日）
	212．致阿·马·高尔基（8月9日）
	213．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指示（8月10日）
	214．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来电上写的批语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11日）
	215．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11日）
	216．给格·瓦·契切林的电话稿（8月11日）
	21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11日）
	218．致彼·阿·波格丹诺夫（8月11日）
	219．致彼·阿·波格丹诺夫（8月11日）
	220．致莉·亚·福季耶娃（8月11日）
	221．致维·米·莫洛托夫（8月11日）
	222．致伊·阿·泰奥多罗维奇（8月12日）
	223．给列·波·克拉辛的电话（8月12日）
	224．给俄共（布）彼尔姆省委的电报（8月12日）
	225．致格·瓦·契切林和列·波·加米涅夫（8月13日）
	226．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13—16日）
	227．致费·阿·罗特施坦（8月13日）
	228．致阿·谢·基谢廖夫（8月13日）
	229．致阿·谢·基谢廖夫（8月13日）
	230．致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8月13日）
	231．致安·马·列扎瓦（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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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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