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员的来源有两种：一是海关税

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海关，称为“正

途”。一是对外招考入关，称为“异途”。

招考系对社会公开招考。重庆关对外

招考规定：应考者须具高中或大学学

历。从录取结果看，大学毕业或肄业者

多于高中毕业者。

考试分为笔试、口试两部分，其内

容各个时期不同。1940 年，重庆海关

招考，笔试内容为：国文(作论文一篇，

题目：论青年之社会责任)；党义，历史

(世界史与中国史)；地理(世界地理

与中国地理)；数学；英文。

1947 年，重庆海关招考笔试内容

是：国文(论文及语法)；英文(论文及

翻译)；数学；国文遗教；常识；报考海

关巡工司，还要加考制图。

考试及体检及格以后，还须缴具

保证书，始得录用。保证书也因不同时

期具不同内容。1933 年，进入重庆海

关人员(后包括所有海关人员)必须填

具签字画押的《不吸食鸦片声明书》。

声明人保证“本人向不食鸦片而自今

以后直至将来出关之日止亦永不染此

嗜好。嗣后如查有虚报情事本人甘愿

受革职处分”。

抗战期间，重庆总税务司发布《海

关员工保证施行办法》。规定：新录用

员工应一律缴具普通保证，由当地殷

实商号保证，或由服务满 12 年以上员

工二人联名保证。保证书内容除被保

证个人简历外，保证在海关服务期间

履守一切关章，如有违章愿负法律责

任，并放弃先诉抗辩之权，赔偿一切方

短款项。另附有保证人调查表，主要内

容是保证人的财产数目、店铺地址、字

号、营业种类、经营状况等。

录用入关者须试用 6 个月，期满

考核成绩优良者，准予正式任用，以后

得按章年资晋级加薪。

第二节 关员管理

一、考核与晋级

关税自主以前，华洋关员待遇殊

异。洋员入关即为三等帮办，外班为验

货员。升级年限以一年为期。

华员则不同，税专毕业者，进海关

须实习一年，成绩优良者，任四等二级

帮办，成绩平常者，任四等二级税务

员。招考入关者，外勤为试用稽查员，

内班为试用税务员。不管是“正途”或

“异途”，华员的晋级年限都是以二年

为期。

1928 年以后，海关华员推行改革

关制运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洋不

平等状况，此后的晋级，均实行考试考

核制度。



晋级考试是分别对各级关员晋级

而开设，考试时间基本固定为每年 6

月。如验货员擢升为验估员，考试方法

分笔试和口试，笔试内容为：数学、税

则分类、进出口商品三项，口试内容为

海关常识。

考试成绩为百分制，80 分为及

格。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者，可以参加第

二年考试。考试及格者，并不立即获得

验估员资格，必须等本关验估员有缺

额，再以考试成绩最佳者、其他方面均

适合验估工作者提升派充。

海关对工作人员的考核，以年终

考绩报告为主要形式。年终考绩报告

一年一度，所列项目甚为详细。包括：

一、品行；二、学识及经历；三、工作；

四、才能；五、健康与迁调；六、考试。每

一项内包括多条子项，另还有出勤记

录。

考核报告先由各部门主管为关员

或关警填写，再由税务司签署，然后

寄总署人事科审核，凭此决定个人的

升降调动。

考核报告属机密材料，不与被考

核者见面，是否公正客观，难以一言蔽

之。

二、关员待遇

重庆海关关员待遇，实行全国海

关统一制度。根据币制改革，而有三次

改变。

1．1931 年海关税收废两改元以

前所用待遇标准，以关平两作为计算

标准。

2．1931 年废两改元以后所用待

遇标准，以每两折合 1．558 银元作计

算依据。

3．抗战爆发后，以国币作为计算

标准。

以下为 1931 年废两改元前一、二

等外籍和华籍关员的待遇标准：



五、退休

关员年满 60 岁或服务满 35 年

者，均实行强制退休制度，不得自请继

续留用。但若因紧急关务需要，退休人

员一时无适当人选以资替代，可作例

外处理，但要由总署专门发文列明留

用姓名、原因。

1942 年，重庆总税务司署曾发布

命令，称战时关务重要，所有华洋高级

职员不准请假、退休。如确有病或特殊

情形不能到关任职必须请假或退休

者，在未奉批准以前一概不得离职。

此项规定实行到战后，总税务司

李度重申强制退休制度时为止。

退休关员领取全部养老金。海关

养老金为公家拿一半，自己储蓄一半，

平时关员每月扣存薪金 6 %，作为“养

老储金”，退休时由海关补其不足，一

次发给。



第一节 房地产

建关后，重庆海关制订颁布了《重

庆新关试办章程》等系列业务章则。根

据章则规定，船只起卸货物的界限为

朝天门对岸的太平渡到弹子石。于是，

海关在南岸狮子山江边设置囤船，划

出了海关范围，形成了重庆海关地跨

长江南、北两岸的海关关产的基本区

域界限。

随着重庆海关组织机构的陆续建

立和发展，重庆海关开始购置房屋土

地等关产。首先，是在南岸太平渡购买

了一块面积为 19．542 亩的土地，用于

修建住宅及验货场。不久，又在太平门

购得 2．723 亩土地，准备兴建海关办

公楼。1904 年，重庆关税务司花荪与

川东道贺元彬签署《永租打枪坝约》，

重庆海关以每年白银 200 两租金的价

格将位于通远门的清军操场—打枪坝

永远租用，作为重庆海关税务司公所。

1904 年，重庆关任命洋员斐阿在太平

门处负责兴建海关办公楼，工程耗资

关平银 70000 余两 ，1905 年完工。同

年，重庆海关由朝天门“糖帮公所”迁

至太平门。1910 年，重庆海关又于太

平门关址附近购得一块面积为 0．642

亩的地产，修建成太平门验货厂，作为

出口货物的验货地点。到 1920 年为

止，重庆关房屋土地等关产已达十余

处，计有打枪坝练兵场、二仙庵、太平

门海关办公处，太平门验货厂、太平渡

关地、出口囤船，进口囤船、王家沱关

地等，成为重庆海关大规模扩充关产

的第一个时期。1923 年，重庆海关在

南岸唐家山附近购买土地 28．6 亩，

以满足原设于唐家沱的海关检查站扩

展之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 1911 年至

1921 年间的商业轮船畅行川江，使上

下过往的应接受海关检查的船只增

多，海关检查站人员、机构扩大。

1926 年，重庆关在南岸兴建税务



司住宅，耗资 5 万两，规模庞大，奢华

之极。拥有马厩、花园、围墙、发电设备

和网球场等。与此同时，帮办和其他职

员的住所也兴工建成，耗资关平银 9．

3 万两。

重庆海关第二次大规模扩充关产

的时间是抗战时期。1941 年底，海关

总税务司署在重庆重新成立。沦陷区

大批海关职员纷纷来渝，同时，重庆关

本身的人员编制也急剧增多，空前膨

胀，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关。为了满

足海关职员住宿及业务用房的需要，

1941 年，重庆海关于南岸枣子湾购得

土地 3．987 亩，并在南岸海狮路一线

购置了一批房屋关产。此外，重庆关又

在南岸桐子沟购空地 20 亩。抗战时

期，重庆海关的房地产主要散布于南

岸和沿太平门白象街、永龄巷一带。同

期，重庆关下辖的成都、涪陵、江津、合

江、泸县、内江、南充、遵义、贵阳等分

支关及卡所的办公用房和住宅用房，

则大多是租用当地民房，未购置房地

关产。此后至 1950 年正式撤关，重庆

关未有大规模购置房地产之活动。

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旧重庆

海关的所有房地产均被中国人民解放

军重庆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

1980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重

庆海关，明确重庆海关的办公用房、宿

舍、交通工具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安排

解决。1982 年，省计经委批准下达重

庆海关兴建办公用房、宿舍的基建计

划。同年 7 月，重庆海关办公用房的修

建地点被确定在市中区朝天门，与重

庆纺织站等单位联合修建。1985 年 10

月，工程破土动工。但由于纺织站资金

困难等原因，工程进展缓慢 。此间，重

庆海关的办公用房只能租赁地方房屋

暂用。而随着重庆地区对外经贸活动

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重庆海关关区内

的业务量迅速增长，人员编 制扩充，

重庆关暂借的江北观音桥饭店内的办

公用房不敷使用。为此，重庆海关根据

与海关业务有关的外贸单位和海关业

务现场相对集中于江北区的事实状

况，经与重庆市商议，决定海关撤出朝

天门，在江北区重新选址修建。1987

年，重庆海关在江北区观音桥附近征

地 10 亩，修建 4500 m 2 的办公大楼。

1989 年底，工程竣工。1990 年 4

月，重庆海关正式迁入重庆市江北区

建新北路 82 号海关办公大楼对外办

公。重庆海关大楼高约 30 米，共 5 层，

正面外观似一城门，象征海关是把守

国家大门的行政监督管理机关。

1982 年 2 月起至 1990 年，重庆

海关陆续自建职工住宅 3 幢，共 96

套。



第二节 车船及设备

一、车辆

(一)汽车

1946 年间，重庆海关拥有美制道

奇牌卡车 2 辆，福特牌卡车 1 辆。1949

年 12 月，重庆海关被接管时，有汽车

2 辆，其中轿车 1 辆。

1980 年后，重庆海关由于业务工

作的发展，陆续由海关总署配备业务

用车，拥有各种车 15 辆，其中小轿车

3 辆，大型客车 1 辆，旅行车 4 辆，越

野车 2 辆，大小货车 2 辆，微型车 2

辆。

(二)摩托车

重庆海关现有摩托车 4 辆，其中

边三轮 1 辆。

二、船艇

1949 年前的旧重庆海关的办公

和住宿地点分别在长江南北两岸。因

此，海关职员上下班均有海关交通艇

接送。1946 年，重庆海关的关产统计

资料中有汽船 3 艘，标船 2 只，木划 3

只，共价值 88 万元国币。

1949 年重庆海关被接管时，计有

汽船 1 艘(“蜀辉”号)，机划 7 只。

三、技术设备

旧重庆海关的技术设备主要有电

台、显微镜等 。1980 年后，随着海关

业务的发展，重庆海关迄今拥有六个

大类的技术设备，共计 296 台／(套)。

价值 26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有检查设

备 30 台／(套)，通 信 设 备 109 台／

(套)，计算机设备 94 台／(套)，监视监

听设备 36 台／(套)，录证设备 1 台／

(套) 和维修设备 3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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