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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全军、全民满怀以最大的革命节日隆重庆

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华诞一百周年的极大骄傲和自

豪，积极遵循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精神，促进强

盛国家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总进军的革命高潮的

时期，召开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积极分子大会是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 

即将举行的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积极分子大会要成

为拥护并发扬光大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国土管理思想和

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适应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要

求，使国土管理工作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契机。 

国土管理工作是争取国家繁荣富强的功在千秋的爱

国事业，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条件的崇高事业。只有

富有远见地大力开展国土管理工作，才能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盛国家、人民的乐园，

将富饶美丽的祖国河山留给后代。 

卓绝的爱国者、人民的慈父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毕生对国土管理工作予以深切的关注，为了把祖国

河山建设得更美好，不辞劳苦，呕心沥血。 

解放初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铲起了普通江改道

工程的第一锹土，亲自登上纹绣峰植树，大展国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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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图，英明地领导实现它的斗争。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遵循金日成同志的崇高意志，说，

国土管理工作是争取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子孙万代的幸福

的爱国事业，并明确地指出国土建设的方向和途径。为

使全党、全国、全民大力进行国土管理工作，伟大的

金正日同志倡议开展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并热情充沛

地领导了这个运动。 

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全

国各地建起许多万年大计的纪念碑式建筑物，城市和村

庄变成了社会主义仙境。全国的土地不愧为社会主义朝

鲜的土地被平整成为大规模的规格田，广阔的海涂转变

成为沃土，为实现全国树林化、园林化打下了牢固的物

质技术基础。九月山、七宝山、龙门大窟和松岩大窟等

许多名胜被出色地建设成为人民的游园地，各条河川被

治理，新修了青年英雄公路、北青—惠山公路等很多公

路，国土面貌焕然一新。 

国土管理工作发生的巨变完全是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提

出的国土管理的远大构思和独创的方针，热情充沛的英明

领导所带来的光辉结晶。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了奠定把我

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强盛国家的基础，使之成

为美好的人民乐园，为国土建设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丰功

伟绩将与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一道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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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国土管理工作中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果里凝

聚着为了拥护并贯彻落实党的国土管理政策献身奋斗的

国土管理部门的干部、劳动者、人民军军人和人民建立

的业绩。 

借此机会，我高度评价为国土管理工作做出贡献的

干部、军人和人民的功绩，并向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积

极分子大会的与会者和国土管理部门的干部、劳动者、

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国土管理部门面临着要适应社会主义强盛国

家建设的要求，使国土管理工作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艰巨

而光荣的任务。 

国土管理部门的干部和劳动者要坚决拥护并发扬光

大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国土管理思想和领导业绩，一丝

不苟地、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落实金正日同志的遗训，

以使国土面貌焕然一新，使之不愧于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的面貌。这就是国土管理部门要始终狠抓的总方向、总

任务。 

首先，要把平壤市建设成为切实树立革命领袖观的

神圣的革命首都、雄伟壮丽风景优美的世界一流城市。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屡次强调要把平壤市以万寿台岗

的金日成同志的铜像为中心轴，建设成为切实树立革命

领袖观的城市。要把凝聚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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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安放着保持生前容貌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遗体的平壤市建设成为切实树立革命领袖观的革命首

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本分、崇高的道德情义。 

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华诞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反

映全国人民的殷切心愿和忠诚，在万寿台岗一同建立了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这是我国人民最大的

光荣和幸福。在万寿台岗上建立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的铜像，把万寿台区建设成为雄伟壮丽的现代化的大街，

这样，平壤市以建立在万寿台岗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的铜像为中心轴，市容变得壮观。要做好园林绿化

工作，使铜像周围和万寿台地区更加秀丽。 

要把锦绣山太阳宫地区作为主体的最高圣地营造得

更加庄严肃穆。锦绣山太阳宫是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以生前的容貌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太阳之家，我国人民

和世界进步人民怀着怀念之情，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的

主体的最高圣地。要在锦绣山太阳宫和树木园更多地种

植各种世上最好的树木和美丽的花卉，并加以精心管理

使之绿树成荫，营造好公园和草坪，使太阳宫的风景变

得更加美丽。 

要营造好万景台革命史迹地。万景台是五千年民族

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诞生并度过幼

年时代的我国人民心中的故乡，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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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圣地、革命的圣地。我们要把万景台更好地建设

成为太阳的圣地，世世代代传颂金日成同志的伟大和不

可磨灭的丰功伟业，使金日成同志的革命历史在这块疆

土上永远发扬光大。要精心管理万景台故居和万景台革

命史迹馆等史迹地的建筑和革命文物，在最高水平上搞

好园林绿化工作，使之不愧为太阳的圣地。 

要把平壤市建设得更好，使之成为树立革命领袖观

的城市、先军文化的中心和样板城市。要使平壤市的先

军文化传播到地方去。只要把平壤市建设成为样板城市，

地方城市也要照样建设，以使我国面貌焕然一新，就能

使全国变成社会主义仙境。 

平壤市要搞好街道和公路建设，有特色地建设住宅、

公共建筑和文化福利设施等建筑，加以精心管理。要营

造好公园和游园地，使之成为样板，营造更多的草坪，

大量栽植良种树木和美丽的花卉，把首都平壤建设成为

树林化的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城市。建设各种形式的

建筑物，营造草坪，大量栽植花草，做到符合民族情趣

和现代美感，按照我们朝鲜的方式、高尚而富有特色地

进行。 

要进一步完善平壤市灯光装饰。平壤市有主体思想

塔、凯旋门等纪念碑式建筑物和人民大学习堂、五一体

育场、万寿台地区高层住宅等很多规模巨大的建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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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够把灯光装饰做得漂亮。要按照我们朝鲜的方式

进一步搞好城市建筑物及其周围的灯光装饰，使之显得高

尚典雅，新鲜华丽，使之不愧为强盛国家的首都的夜景。 

在建设好平壤市的同时，要根据地方的特点建设好

道会等地方城市和村庄。 

现在，地方营造得不够好，道会也营造得没有地方

的特色。看黄海南道海州市和黄海北道沙里院市等道会，

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形式都一样。中央说哪个好，就组织

全国方式课，向地方下达标准设计，要求照样做，所以

这个样子。农村新式住宅，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特

点，但是现在无论东海岸地区，还是西海岸地区、山区

都一样。 

建设地方城市和村庄，要做到突出每个地方的特点，

有自己的面貌。 

道要组织好建设力量，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建

设。在城市建设方面，要突出地方特色，建筑形式也要

多样。中央不要对地方建设过于管制，要使每个地方根

据自己特点进行建设。 

现在，到地方去看，有很多光秃秃的生地，看不顺

眼，刮起风来就尘雾弥漫，很不好。除了耕地以外，要

在所有土地上植树，营造草坪，栽植花卉和地皮植物，

以消除空地或野草丛生的地方。这就是党的意志。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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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区、铁路周围、公园大量栽植金丝草

等地皮植物，以消除光秃秃的生地。 

要致力于土地管理和保护工作。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人的生活基地、

留给后代的宝贵的国家财富。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因此，

要始终对土地管理和保护工作予以深切的关注。 

要做好土地保护工作，以免流失一寸土地。每年雨

季大量降雨，发大水，就有不少耕地被埋没或流失。要

在雨季切实采取措施，挖河床，筑堤坝，以免出现耕地

被埋没或流失的现象。 

要遵循金正日同志的谆谆遗训，在这块疆土上建设

社会主义强盛国家，首先就要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要

这样做，就要在增加单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并大大

增加耕地面积。能开垦的新耕地到处都有。寻找新耕地，

多开垦耕地，勤勤恳恳地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要继续下大力量搞好围垦海涂工作，增加耕地。我

国计划围垦的海涂有 30 万公顷。要从既容易修筑防潮堤

又能马上用做耕地的海涂开始围垦，同时进行内部网工

程，加以用做耕地。围垦海涂是艰巨而庞大的自然改造

工作，因此，国家要对此予以关注，切实采取措施提供

汽车、燃油、水泥等设备和材料。 

要进行平整土地的收尾工作。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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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平整了全国的土地，但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仍

有没有平整的小块地。所有地方,连那些人们不易发现的

小块地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平整好，留给后代。 

金正日同志说，平整土地后要把横七竖八的电线杆

全部整理起来，但到现在还没有切实贯彻执行他的遗训。

要遵循金正日同志的遗训，把杂乱分散地立在田地的电

线杆全部加以整理。 

要积极推进土地改良工作。我国的田地开垦历史悠

久，坡地又多，因而养分被雨水冲走，土地变得瘠薄、

酸化。要改良土地，提高田地的肥力。 

要分析每块土地的土壤成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客

土作业，撒熟石灰，多施用有机肥料，种植绿肥作物。 

要想保护并有效地利用土地，就要建立严格的土地

利用秩序。要把所有耕地全部向国家登记加以利用，防

止出现荒废或侵占土地的现象。在建设城市、村庄、工

厂和公路的时候，不要侵占耕地，而要选择山脚或不宜

做耕地的土地加以利用。位于田地中心的住房和公共建

筑要拆除，搬到山脚或非耕地重建。必需在耕地上建设

工厂的时候，必须建设在贫瘠的土地上；在建设城市的

时候，要把商店、食堂和服务设施安排在建筑物的低层，

以尽量节约使用土地。要建立这样严格的纪律：在耕地

上建设建筑或工厂时，一定补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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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好营造和保护管理山林的工作，实现全国的树

林化、园林化。 

占国土面积的 80%的山林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是应

留给后代的财富，是保护国土的重要手段。 

可是，现在营造和保护管理山林的工作搞得不够好。

虽然每年春季和秋季大量种植树木，但是国家的山林情

况没有多大的改善。目前，我国有很多秃山。到地方去

看可以发现，在立有“爱护山林”、“青年林”、“少年团

林”牌子的山中也有不少几乎没有树木的荒山。全党和

全国要采取大量种植树木并保护山林的措施。 

要大大改进营造和保护管理山林的工作，在十年以

内把所有秃山全部树林化，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决

心和意志。 

营造山林的工作是带有长期性的工作，所以，要有

远见地、有计划地组织进行。营造山林的工作要以对山

林的现状、地区特点和现实条件的科学规划为基础，拟

定好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

能按照党的决心，在十年内使所有秃山树林化，继续有

远见地推进山林管理工作。 

要把所有山都变成黄金山、宝山，这是金日成同志

和金正日同志的遗训。要遵循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的遗训，选择对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用的树种，



 

 10

用营造木材林、油脂林、野果林、栗树林、纸浆及纸张

原料林的方法进行山林营造工作。 

要有远见地、有计划地进行山林营造工作，就要使

树苗生产工作领先。用移植山中树木的方法进行植树造

林工作，是不能实现全国树林化的。中央和地方要办好

苗圃，实现树苗生产的科学化、工业化和集约化，分期

大量生产和保障金正日同志高度评价的白松、昌城落叶

松等生长快、经济利用价值高的树苗。 

种植树木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即使树种再

好，如果不保障宜于树木成长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

也不能提高成活率，也不能长得快。因此，要具体分析

每个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着因地制

宜的原则种植树木，同时要把针叶树和阔叶树配合起来

种植，以便为树木的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 

要用群众性运动植树造林。在全国所有山上植树造

林的工作，只有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才能卓有成效

地进行。要给机关、企业、合作团体和学校划定造林区

域并下达植树计划，在春秋植树季节让所有人都参加植

树造林运动。特别是，青年同盟组织和学校要大力推进

营造青年林和少年团林的工作。干部要带头参加植树造

林工作。干部们不要停留在迎接植树节之际种植几棵树

木，而要在春秋植树季节继续打头阵，跟人民一起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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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引导人民根据技术要求精心植树。 

要保质地种植树木，对已种植的树木做好施肥培植

管理工作，以提高树木的成活率。要按照技术要求精心

植树，之后勤浇水，割除杂草和杂树丛等，搞好管理工

作，以使树木都茁壮生长。 

在营造山林的同时，要致力于保护和管理山林的工作。 

防止山火，这是护林工作的首要要求。如果发生山

火，宝贵的山林资源就会瞬间化为灰烬。人们入山时，

要教育他们遵守秩序，并提高要求，以根除山火危险因

素。道、市、郡要建立对山火的监视、通报、动员群众

防止山火的井然体系，加强山火监视，遵照规定设置防

火线，以便发生山火时及时扑灭或防止蔓延。 

要保护山林，就要一定解决人民的烧柴问题。即使

大量栽培树木，如果不解决烧柴问题，人民群众就会任

意砍树木做烧柴，山林无法得到保护。道、市、郡要营

造好柴火林并精心管理，经营好工厂企业和合作农场自

办的煤矿，积极实现沼气化，一定解决居民的烧柴问题。

最近开发的石煤活性添加剂，展现了可以把石煤和煤矸

石用做烧柴的良好前景，所有单位都要广泛采用。 

要切实防止山林受病虫害的现象。要加强山林病虫

害预防工作，一旦发生病虫害，就要立即彻底灭治，每

年 3 月和 5 月继续开展灭治病虫害的群众性运动。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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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研发并生产保障高效能杀虫剂。 

要加强治理河川等水资源管理工作。 

我国有很多河川、湖泊和水库，水资源丰富，因此，

搞好水资源管理，就能圆满保障国家与人民的用水需要，

防止水灾和旱灾，使祖国山河的风景更加秀丽。 

要致力于河川治理工作，防止水灾，把河川周围营

造得好看。之所以雨季遭受水灾，主要是因为河水泛滥。

所以，要防止水灾，就要经常挖河床，把蜿蜒的水渠弄

直，牢固地修筑堤坝并继续加固，还要营造好护岸林，

以便下大雨，也能很快排出河水。城市区域里的河川，

要适应现代趋势搞好河岸整理和人行便道工程，并使其

周围公园化、游园地化和树林化。 

要在河川大量建设并管理好水坝和水闸等各种设

施。建设水坝和水闸等各种设施，经常整治并加固自流

式水渠等灌溉水渠，就能防止水灾和旱灾，有效地利用

水资源，既发电，又养鱼，使风景更加美丽。 

要切实采取措施防止泥土和砂子流入河川，发生山

崩。要在河川周围大量植树，需要营造台阶的地方就要

营造台阶，需要砌筑护墙的地方就要砌筑护墙，以防泥

土和砂子流入河里。 

要搞好公路建设和管理。 

公路是国家的面貌，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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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尺度之一。只有搞好公路建设和管理，才能发展

国家的经济，保障人民出行便利，使国土面貌焕然一新。 

要致力于公路建设，合理地完善整个国家的公路网，

实现公路的现代化、重量化和高速化。要在平壤市建设

环行公路，更多地建设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 

要大大提高公路建设的质量。要完善公路建设施工

方法，在从修路基到铺路等公路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切实

遵守技术规程和施工方法的要求。 

要提高公路建设的质量，就要实现公路建设的专业

化。要组建公路建设专业单位，加强技术力量，责成他

们按照设计、技术规程、施工方法的要求进行公路建设

和补修。在公路建设中要大大增加机械化的比重。要给

专业筑路单位配备筑路设备和机械，以在公路建设和维

修中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 

要大力促进公路的技术改造。高速公路、旅游公路

和主要干道要按照其级别和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改建，

保障路面质量，加宽主要公路，把木制桥梁改建成混凝

土桥梁。适应我国山多的地形条件，要在山岭和坡路凿

通隧道，在山谷搭桥，保障公路的直线，以免破坏自然

环境。要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置护栏，以免事故发生。公

路的圆环路和分隔带也要建设好，确保交通安全，符合

城市美化的需求。圆环路、分隔带和花坛上不许种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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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国人民的嗜好、不适宜在我国生长的植物，而

要种植我国的花木。交通标志和路标要符合世界通用

的规格。 

要经常进行公路的维修保养。不经常进行维修保养，

就不能保障公路的坚固性和文明。要搞好公路管理，就

要建立科学的井然有序的工作体系，按公路保养维修周

期进行维修保养。特别是要在地化冻和雨季结束时集中

进行公路维修保养。需要重新铺路面的，重新铺路面，

需要维修的公路构筑物和设施，就及时进行维修。维修

砂土公路，要采用削去路面的方法进行，整理干净路旁、

边坡、水沟，确保公路文明，并在高速公路、旅游公路

等所有公路边种植行道树，使公路周边树林化、园林化。

要置备铲雪机，以便及时铲除主要公路上的积雪。 

公路保养和维修要以群众性运动的形式进行。给工

矿企业等所有单位划拨公路负责区段，建立井然的群众

性管理体系，并把每年的 4 月和 10 月定为公路集中维修

月，以便人人都抱着爱国之心，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

加公路维修保养工作。 

要改善我国铁路。要继续下大力量进行增强铁路强

度的工作。现在平壤市和平安北道扎实地进行增强铁路

强度的工作。各道、市、郡要坚持不懈地做这项工作，

并整顿车站和铁路两旁的环境。当前，青年同盟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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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要遵循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尽快高水平地完成北

部铁路维修工程。 

要管理好沿岸和领海。 

我国三面环海，江湖和水库很多，因此搞好沿岸和

领海管理，是很重要的。只有管理好沿岸和领海，才能

防止自然灾害，使国土面貌焕然一新，保护和增殖水产

资源。 

要致力于海岸建设。要坚固地建设海岸防潮堤等各

种保护设施，经常进行保养，并有远见地营造防风林，

以便免受时常发生的海啸和台风灾害。 

要在搞好海岸建设的同时，搞好保护水产资源的工

作。要科学地勘查所有水域的水产资源，以此为基础确

定水产品生产规模，并严格执行。要严加监督，无论是

哪个机关都不许在禁渔的时期捕鱼，或利用禁止使用的

渔具和方法捕鱼，给水产资源带来损失，以破坏鱼类增

殖环境，或捕捞小鱼。要积极进行增加水产资源的工作，

诸如在自己负责的水域设置养殖设施、放入石头、放小

鱼，等等。 

要搞好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管理。 

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管理是建设更加美丽的祖国河

山，保护和繁殖资源，增进人民健康，为人民创造美好

的生活环境的责任重大的重要工作。社会越发展，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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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的要求就越高。 

环保工作，重要的是切实采取措施防止公害。公害

是污染自然环境、引起各种疾病的根源。 

要防止公害，首先就要防止空气污染。现在有些负

责经济工作的干部说，要在大量产生有害瓦斯和粉尘的

钢铁厂、炼钢厂、冶炼厂、火电厂、化工厂等工厂企业

消除有害瓦斯和粉尘，就要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需

要大笔资金，从而消极地对待这项工作。这是没有人民

性的表现。工厂企业要在产生大量粉尘的设备和生产工

艺上安装吸尘装置、密封装置和排风装置，经常加以维

修保养，并不断升级换代。大量产生有害瓦斯和灰尘的

工厂要该废弃的废弃，该迁移到城市和居民区外的就迁

移。机关企业、街道社区、公园和游园地、公路和铁路

周边的落叶和垃圾不要随地归拢焚烧，污染空气，而要

把它们运到指定的地方生产堆肥加以利用。 

与此同时，要防止河川、湖泊和海洋污染。要防止

河川、湖泊和海洋污染，就要完全净化从工矿企业和居

民区排出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工矿企业和市郡要根

据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总量建设污水净化场，实现其

设施的现代化。尤其是要建设好矿山的沉淀池，不让尾

矿和废水流入河川、湖泊和海洋。城市建设要本着先下

部构造、后上部构造建设原则，先建设上水道、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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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雨水网设施和污水净化设施，以切实防止环境污染。

利用海洋和江河的单位要在所有港口、码头、浦口和船

只上配备污水、垃圾和废水处理设施。最近，平壤市建

设了有机复方肥料厂，综合处理普通江的泥泞和污水净

化场的沉淀物、烟灰，生产优质有机肥料。只要建设这

种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益的工厂，就能有效地处理

工厂废弃物和城市垃圾，防止环境污染。 

目前，世界因森林面积减少等各种原因，生态环境

被破坏，动植物种类渐渐减少，引起了人们的重重忧虑。

要经常调查分布在山和河川流域的动植物种类和栖息条

件，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濒危动植物和珍稀动植物等生

物品种，保障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要正确划定保护区，

分阶段逐步扩大其面积，并禁止在这些区域随便建设工

业建筑和设施，开发地下资源和山林资源，偷猎。 

要珍惜和积极保护国家的地下资源。现在，为了赚

一点外汇，各自任意地开发和出口宝贵的国家地下资源，

这是目光短浅、没有爱国精神的表现。要建立由国家资

源开发省和非常设地下资源开发委员会审批国家地下资

源开发的严格体系，防止出现任意地开发地下资源和地

下资源开发中无秩序的现象。 

国土管理工作是囊括国家整个领土的范围极广、规

模巨大、长期性的工作。因此，要使这项工作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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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就要拟定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国土建设总规划，

并按照这一规划有远见地、有计划地进行国土建设。 

国土建设总规划要这样拟定：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具体地、科学地分析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状况以及

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分别拟定全国国

土建设总规划、主要地区国土建设总规划、道国土建设

总规划和市郡国土建设总规划。 

国土建设总规划是谁也不可违犯的国家法律。国土

管理部门要树立按照国土建设总规划进行国土建设和管

理的严格纪律。道、市、郡要按照已审批的国土建设总

规划认真负责地进行道、市、郡的建设和开发以及资源

管理，防止出现不按照规划进行建设或开发资源，破坏

生态环境的现象。 

国土管理工作要作为全党、全国、全民的工作大力

开展。 

要使国土管理工作发生变化，就要总动员所有机关、

企业、合作农场以及所有干部和全体人民。党组织、群

众团体组织和人民政权机关要教育党员和劳动者，使他

们深刻地认识到国土管理工作是争取我们国家、我们祖

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崇高的爱国事业，以主人翁

的态度积极参加建设自己家乡的工作。 

每年要对机关、企业、合作农场等每个单位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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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布置植树、河川治理、公路保养等国土建设任务，

并提高要求使各单位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青年同盟组

织和中学、专科学校、大学等教育机关要加强对青少年

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积极参加国土管理工作，并把国土

管理工作列入教育计划，义务性地加以执行。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视察人民军部队时看到部队周围

整洁干净，实现树林化，感到最高兴。人民军各部队要

整理驻扎地区的公路，治理河川，大量种植树木，实现

部队周围的树林化。 

在国土管理总动员期间，所有机关、企业、合作农

场和全体人民要总动员起来进行国土管理工作，把每年

的 11 月至第二年的 3 月定为山林及地下资源保护期，把

3 月至 7 月定为有益动物保护期，期间全党、全国、全民

集中进行国家的自然保护工作。 

要积极开展争获国土环保模范郡称号运动。各市和

郡要提出“建设好自己的河山、自己的乡土，使之更加

美丽！”的口号，大力开展争获国土环保模范郡称号运动，

在国土管理工作中进行革新。要把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

与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等各种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进行。 

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重要的是增强国土环境保护

省等国土环保机关和政权机关的责任心和作用。国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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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省要作为向党和国家负责全国的国土管理工作的

中央一级机关，统一掌握一切国土管理工作，根据党的

政策要求和国家的要求，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政权机

关要一个不落地狠抓自己管辖地区的国土管理工作，动

员所有机关、企业、合作团体和人民，大 阔斧地加以

推进。 

要把国土管理工作作为全党、全国、全民的工作大

力进行，就要使国家对它的保障工作跟上去。国土管理

工作是需要极大的设备、材料和资金的自然改造工作。

内阁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有关机关要把国土管理和环保

工作所需的设备、材料和资金列入国家计划，及时圆满

地加以保障。 

新闻出版部门要积极开展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和

电视，广泛解释、宣传和普及党关于国土管理和环保的

政策、有关国土管理和环保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常识的工

作，提高社会对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的关心。 

要迅速发展国土管理部门的科学技术。 

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的科学研究机关要根据强盛国

家建设的要求，大力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高水平、圆满

地解决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面临的科学技术问题。特别

是，要致力于土地保护、山林营造、公路和河川建设的

科学化、现代化，防止空气和水污染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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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要定期安排科技研讨会，创办更多

的相关科技图书和杂志，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同外国与国际组织的科技交流工作也要积极进行。

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需要顺应的世界发展趋势和需要采

用的外国先进技术也很多。我曾说过，要通过因特网多

看世界趋势资料和外国先进发展的科技资料，派代表团

去外国，多学习和收集必要的东西。国土环境保护省和

相关机关要同外国科研机关积极进行共同研究、学术交

流、信息交流，积极开展参加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引进

先进科学技术的工作。 

要建设好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的科学家、技术人员

队伍，充分保障他们的科研条件，采取积极的措施把科

学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生产和建设。 

要加强对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的监督管理。 

国土环保机关和检察机关要经常监督所有部门和单

位的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的党的政策执行情况与法规遵

守情况，进一步加强对违法违规现象的监督。在国土管

理和环保工作中不存在什么特殊，无论什么部门什么单

位就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都要受到国家监督。要全面审

查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的法规和条例，适应现实发展的

要求，加以修改补充，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国土管理和环

保工作的监督管理。 



 

 22

要加强党对国土管理工作的领导。 

党组织要积极发动党员和劳动者投身于国土管理和

环保工作。 

国土管理工作只有调动全体人民群众无穷尽的创造

力量，才能结出丰硕果实。党组织要搞好组织政治工作，

在全社会树立国土管理总动员的氛围，使所有党员和劳

动者积极参加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 

道、市、郡党委责任书记等党负责干部要直接抓植

树造林、河川治理、公路管理等所有国土管理工作，由

党组织负责加以大力推动。尤其是，负责全国二百分之

一的市和郡党委责任书记要牢记只要搞好自己市和郡的

国土管理工作，全国的国土管理工作就能搞得好这一点，

怀着踏破雪路的心情，大 阔斧地开展这项工作，使国

土面貌焕然一新。市和郡的面貌归根结底就是衡量市和

郡党委责任书记的责任心和能力的尺度。 

党组织要狠抓党的国土管理政策，由党组织负责积

极推动和协助经常掌握和总结其执行情况，重新安排的

工作，以便执行到底。 

党中央有关科室要严格掌握和领导春秋季国土管理

总动员运动，使之积极开展起来，并搞好每年党和国家

对这项工作的总结和评价工作。道、市、郡党委和相关

省、中央一级机关党组织要以每年进行的春秋季国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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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总动员工作进行情况总结为契机，同时总结在山林资

源、水产资源利用和地下资源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并采

取措施。对于回避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不以主人翁的

态度参加这项工作的现象，应看做没有爱国精神的思想

问题，当做问题进行尖锐的批评。 

党组织要建设好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干部队伍。能

否搞好国土管理和环保工作，取决于如何建设直接承担

和执行这项工作的干部队伍，并提高他们的作用。党组

织要以对党忠诚，爱国心强，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的得力干

部建设好国土管理和环保部门的干部队伍，引导他们忠于

职守，在党交给的革命岗位上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作用。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建设中，赋予国土管

理和环保工作极大意义，要求全党、全军、全民更加大

力开展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进一步建设好祖国河山使

之无愧为强盛国家面貌，为建设经济强国和提高人民生

活做出积极贡献。 

国土环保部门干部等我们的所有干部和人民要以对

党的火热忠诚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使国土管理总动员运

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坚决维护和发扬光大伟大的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国土建设思想和丰功伟绩，

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