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银两 制钱

一、银两

清沿明制，银两与制钱并用。银是

称量货币，准民间自由铸造，其成色、

重量、形状等均无严格的统一规定。

《清文献通考·钱币考》乾隆十年条：

“凡货币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

则用银。其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

纹银，凡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

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

足纹，递相核算。”纹银并非纯银，化验

成色为 935．374‰。政府规定纹银为

全国征收赋税、商贸交易、银钱收交结

算的标准银两。各地实际行使的仍是

各色宝银。为方便商贸交易、银两收

交，各大商埠城市，多按照历史习惯，

确定适合当地通用的银两结算、记帐

的标准货币银两。如上海规元、天津行

化、汉口洋例等。

四川各地流通行使的宝银，名称、

成色很不一致。宝银的形状有翘宝、马

蹄、馒头等，重量 5 两、10 两、50 两的

称元宝或银锭，1 两以下的称福珠、垂

珠或散碎银。为便于流通，各倾销炉房

所铸银锭，均须铸刻成色、重量、地名、

炉名、工匠等，以对所铸银锭负责。各

城市专设公估局，鉴定宝银成色、重

量，鉴评标定后，即由公估局负责，其

流通行使更具信用。光绪初年，川督丁

宝桢令在藩、盐两库设公估局，于成都

四门设公估处。光绪十三年重庆各商

帮集资设公估局，在朝天门等码头设

公估分处。

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成为四川

省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商品交易额

倍增。当时重庆市面流通的银两，名目

繁多，成色、重量各异，银钱收交，时起

纠纷。巴县衙门于光绪十八年规定：一

律以九七平 10 两、5 两的足色银锭为

标准，原来行使的“老票银”、“套槽”

等，必须按规定改铸后才能行使。改铸



后银锭称“新票银”，成色较“老票银”

为高。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的通行银

两，多为“二四宝银”，成色较纹银为

高，50 两的银锭可升水 2 两 4 钱。

称量银两的平砝，远较银两成色

繁杂。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调查，全国

各地通用的平砝有 170 多种。其中广

泛使用的有库平、盐平、漕平、关平、公

砝平、钱平等。即使平砝名称相同，各

地区、各部门所用重量标准并不一致。

京公砝平与申公砝平、藩库平与盐库

平均不尽一致。四川成都、重庆等地通

用的平砝主要有川库平、盐库平、关

平、钱平、沙平、货平、九七平等，遇有

商贸交易、银两收交，相互折算，甚为

繁难。光绪三十三年，省商务局统一省

平，以正九七平为全省通用制平，并于

次年札饬各府、厅、州、县，除藩库出入

仍用库平外，其余城乡所有官私银钱

收交，一律以正九七平砝为准，由商务

局颁给砝码。成都、重庆及各府、厅、州

设公码局(表 2－1、表 2－2、表 2－

3)。

银两作为通货，至清末已渐为银

元所代替。宣统二年制订《币制则例》，

规定银元为本位货币，未付诸实施，清

廷即覆灭。

二、制钱

清代制钱由官府设局铸造，禁止

私铸和熔毁。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在京师由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

宝源局铸钱。康熙时始饬令各省设局

铸钱，局名一律以“宝”字为首，另加各

该省名一字。康熙七年，成都府曾设炉

铸“川”字钱，九年即停铸，铸数不多。

雍正十年四川巡抚宪德奏准于成都布

政使署内设局铸钱，名宝川局。所铸之

钱背面有满文“宝川”二字。

宝川局初开炉 8 座，年用铜铅 32

万斤，所铸之钱用作兵饷及各官养廉。

乾隆十二年，巡抚纪山奏准增炉为 15

座，年用铜铅 60 万斤，铸钱 72800

钏①，以半数运陕西供搭放兵饷。乾隆

二十年，总督黄廷桂奏准增炉为 30

座，后又增为 40 座，年用铜铅 120 万

斤，铸钱 145600 钏，并以铸钱余息供

通省修葺城垣之用。从乾隆到嘉庆，四

川铸钱皆按朝廷配额，并按支给造册

报销。其开工炉数、用铜铅数量、铸钱

卯数等，时有增减。一般情况下，四川

铸钱每年正配 12 卯②，加铸 4～6 卯，

最多时年用铜、铅约 160 万斤，铸钱约

20 万钏。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 6

年，宝川局铸钱正配 145600 钏，附加

48600 钏，共 194200 钏，较乾隆时增

加约 5 万钏。鸦片战争后，清廷因大量

支付对外赔款，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

军费浩大，加倍向各省征缴银两，各省

度支益形竭蹶，遂于咸丰三年颁令各

省改铸大钱、铁钱。宝川局即于次年改

① 钏即贯、吊，制钱 1000 文。

② 制钱一卯约合 12400 钏。



铸“当十”大钱 2 卯，后又添铸 2 卯，并

于发放制钱时搭放大钱三成。咸丰六

年宝川局开铸“当五十”、“当百”大钱，

强迫商民使用，致通货膨胀、物价上

扬。同治、光绪时，因铸钱铜料短缺，铜

价日昂，私毁盛行，铸钱亏本。政府遂

令制钱减重，由每枚 1 钱 2 分，逐渐减

至 1 钱、8 分，甚至 6 分。宝川局铸钱

大量减少，最少时每年只铸钱 3 卯，不

足 4 万钏，钱荒现象日益严重。光绪二

十九年，四川设铜元局，开铸“当五”、

“当十”铜元，代替制钱流通市面。宝川

局随即停止铸制钱。

从顺治到嘉庆的 170 余年间，银

两与制钱的比价相对稳定，银每两折

兑制钱 1000 文左右。道光、咸丰年间，

银贵钱贱，加之铸行大钱，银钱比价发

生较大变化，银 1 两兑换制钱由 1300

文增至 2000 文以上。同治、光绪时，世

界银价下跌，铜贵钱荒，钱价回升，银

1 两兑换制钱 1200 文左右。四川铸行

银元、铜元后。制钱逐步退出流通领

域。

重庆九七平与本地区通用的其他平砝比较表

重庆九七平与省内各地平砝比较表



重庆九七平 1000 两等于省外各地平砝两数表



第二节 银元 铜元

一、银元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元大量流入

沿海城市。清廷中有识之士，纷纷上

书，奏请改革币制，铸行银元，抵制外

币入侵，挽回国家权益。光绪十五年，

广东省奏准自铸银元。嗣后，湖北、江

苏、安徽、福建等省，亦先后自铸银元。

四川对铸行银元，态度比较谨慎。光绪

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令川东道从湖

北等地先后领回银元 5 万元，发重庆

府试用，商民称便，行销顺利。光绪二

十三年四川奏准就机器局余地，购机

建厂，设立银元局。次年六月厂房落

成，即从成绵道库借银 115500 两，藩

库借银 3000 两，试铸银元。光绪二十

五年清廷令各省银元统由鄂、粤两省

代铸，四川银元局奉令停铸，已铸银元

及剩余铸本，交藩库收存。光绪二十七

年川督奎俊以川省地僻道险，求邻不

易为由，奏准开局复铸。于藩库借铸本

银 35 万两，另拨经费银 2．1 万两，于

当年十月开铸。银元版式铸明“四川省

造”，图纹均与湖北铸光绪龙洋相同，

时称“川版龙洋”。川铸龙洋有 1 元、5

角、2 角、1 角、半角 5 种；1 元重库平 7

钱 2 分，5 角以下递减。1 元币银九铜

一，成色较高；5 角币银八二铜一八，2

角、1 角银七五铜二五，半角银七铜

三。

新铸银元重量统一，较使用银两

方便。但一元的龙洋实际只含库平银

六钱四分八厘，不能按七钱二分换制

钱，加之商民溺于旧习，故不愿使用。

光绪二十八年，岑春煊接任川督，为提

高铸币余利，规定龙洋一元照九七平

银七钱一分行使，并在全川强制推行，

遭到官民抵制。抵制阻挠最力者，为各

级粮官税吏。为此，四川厘金总局在光

绪二十八年初通饬各地，规定在交纳

税费时必须按比例使用银元。“现奉列

宪札谕 ，重庆通用银元，业已开辟行

用，公款搭收为先。盐厘土税地丁，钱

粮税契津捐，遵照督宪示谕，十两必搭

五元。多少照此推算，不准吏胥刁难。

至于新厘船货，格外收搭从宽。完粮三

串以下，照旧征收现钱(制钱)。十两以

内捐款，准其或银或元，数至拾两以

外，一律净收银元。倘有司巡阻挠，访

实惩办从严。至于街市行使，尤须恪遵

谕言。”但到光绪二十九年锡良接任总

督后，银元仍不能在商民中普遍推行，

故锡良于同年十月十八日札饬各地使

用银元，不得任意玩忽，命令：

①各州县各厘局无论何项公款，

一律按三成征收银元，不得再有不收

或抑勒需索等弊，违者治罪；②规定银



元一元合九七平纹银七钱一分行使；

③各州县设银元子局，专事推行银元。

此后，四川除藏、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因

习惯仍有使用银两情况外，各州县银

元流通逐渐普及。

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四川

银元局共铸各类龙洋总计 13550729

枚，其 中：一 元 9318418 枚，五 角

515757 枚，二 角 941685 枚，一 角

1557132 枚，半角 1218057 枚；折 合

9981249．55 元。

兴绪十九年，清廷与英国签订《藏

印续约》，允许亚东开埠。次年亚东正

式开关。印度卢比在西藏地区逐渐成

为主要通货，并且流通到打箭炉一带，

抑制了黄金、白银、制钱的比价。光绪

二十七年打箭炉同知刘廷恕以“印币

亡边”，痛陈利弊，吁请政府采取抵制

措施，力请总督允准铸造藏区流通的

银币，以抵制印度卢比。光绪二十八

年，川督默许以藏饷之银，试铸与卢比

重量相同的三钱二分银币，正面铸有

“炉关”两字。币系纯银，民众乐用，约

铸 100 万枚，供不应求。嗣后改由成

都银元局铸造，并仿印度卢比式样、重

量，正面铸光绪皇帝头像，背面有“四

川省造”四字。川铸藏洋运送川边藏区

行使，满足了汉藏商民贸易需要，有效

抵制和削弱了卢比的影响。

二、铜元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因各地盗

运、私毁制钱之风盛行，铜贵钱荒，市

场筹码短缺，清廷谕沿江沿海各省仿

广东、湖北铸行铜元。光绪二十九年六

月，四川在机器局内设铜元厂，用原宝

川局铸制钱机具、存铜铸料，试铸“当

五”、“当十”、“当二十”铜元，日出五六

百钏，设柜兑换，行销甚利。次年，川督

锡良奏准立案，添建厂房，增加铸本，

由藩盐两库、各署局、银行借银 100 万

两，并委员到湖北采购洋铜、印花机

等，铜元产量日增。铜元厂事繁任重，

遂与机器局划分，另立帐目，设置铜元

局。光绪三十一年铜元局日铸达30 万

枚，并与银元局合并为四川银铜元总

局。同年筹建重庆铜元局，因缺乏铜

料，未开工铸币。光绪三十二年四川银

铜元总局改为四川户部造币分厂。川

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准铸造有“川滇”

字样的藏区用“当十”、“当二十”铜元

1000 万枚。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户部

通饬各省暂停铸造铜元，赵尔丰电请

免停，几经周折，始获准续铸。宣统元

年度支部又拟裁并各省银、铜元厂局。

赵尔丰复以“边地辽阔，铜元不敷，尚

须续铸”为由奏报继铸，度支部允准。

直到清朝覆亡，川厂共铸“当五”、“当

十”“当二十”各类铜元 775464733 枚，

折合制钱 885 万余钏。省内各地铜元

已基本上代替制钱流通。

清末四川铜元局所铸铜币，悉用

紫铜，质量较好。成色为铜九十五、铅

四、锡一。重量为“当五文”一钱，“当十



文”二钱，“当二十文”四钱。光绪三十

一年“当十”、“当二十”文铜元，成色改

为铜九十五、铅五，直至清亡。

清末四川铜元铸造统计表

第三节 户部官票 大清宝钞 大清银行兑换券

一、官票与宝钞

清咸丰三年清廷因连年支付巨额

赔款，军费开支浩繁，户部库存空虚，

财政支出严重困难。除铸行大钱、铁钱

外，经户部呈准，于当年七月发行户部

官票和大清宝钞。官票面额有 1 两、3

两、5 两、10 两、50 两 5 种；宝钞面额

初为 500 文、1000 文、1500 文、2000

文 4 种，后又添制 5000 文、10 千文、

50 千文、100 千文 4 种。由户部在京师

统一印制，发交各省加盖大印发行。官

票与宝钞兑换为 1 两比 2000 文。票、

钞与银两、制钱、大钱并行，各省之票

可相互流通。

官票发行原订大小面额 18 万张，

含银 200 万两，实发 978 万两。宝钞实

发 2400 万钏。各省领发数额，官票为

大省 12 万两，中省 8 万两，小省 6 万

两。用款较多的省，可酌量增加。四川

于咸丰四年两次收到户部发来官票

237600 两 (可能户 部 已扣 去印 制费

用)。宝钞配领数额，户部规定大省



200 万钏，中省 120～130 万钏，小省

80 万钏。四川实领数额，尚无资料可

查。按四川官钱局于咸丰三年八月二

十日(1853 年 9 月 22 日)开发的第

137 号 2000 文宝钞和咸丰九年(无月

日)开发的矫字第 524 号 2000 文宝钞

的号码，与户部配发宝钞大小面额比

例规定推算，当时四川发出宝钞数量

还少。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元

1862 年 2 月 4 日)，四川奉令停发官

票与宝钞。

户部规定：官票由藩库搭发，宝钞

由官钱局开发。对文武官员俸给、养

廉、工程杂支等，按核定成数搭发官

票；满汉兵丁饷银、马干、草折、红白赏

需各项，按核定成数搭发宝钞。按官

阶、款项支付性质 1～5 成配发。得官

票者不准支取现银，只准按价支取制

钱及宝钞。得宝钞者可支取制钱并须

支取大钱三成。四川搭放成数，全遵户

部规定。按《行钞章程规定》，当时开发

宝钞，尚可召集典当、帐局、米铺各帮

商人，准其具五家保结，各随愿力领用

大清宝钞若干千文，每商以多至 5000

钏为率，任凭流转民间。宝钞代制钱行

使，民间自相通用，不必拘定成数。官

票、宝钞在四川发行初期，于省垣地区

及商埠城市，流通尚称顺利，在一些边

远县、乡，因官票无法兑现，宝钞面值

较大，民间使用不便，流通困难。因官

票宝钞在四川发行量不大，流通范围

不广，对民众生活影响不大。同治元年

十二月十七日，奉户部咨文，四川停发

官票。从次年正月初一(1863 年 2月

18 日)开始，对过去每应搭官票银一

两的，折发实银七钱，核减三成，所折

银两，专款存储，供京协各饷之用。

二、大清银行银两票、银元票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大清银行重

庆分行开业，在四川发行面额为一两、

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五种银两

票，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

一百元的五种银元票，可随时兑现。截

至宣统三年六月底，重庆分行发行额

为银两票 33271 两，银元票 23999 两

(合银元 35999 元)，合计 57270 两。因

发行时间短，数量少，对社会经济生活

无重大影响。

三、蜀通官钱局银票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蜀通官钱局

成立，发行一两银票 40 余万张，易钱

54 余万钏，出放商务局、纺缫局、商家

生息，一年多获利 36000 余两，全数解

缴藩库。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蜀通官

钱局清理结束，银票收回。

光绪二十至三十年，南溪、重庆、

叙府(宜宾)、泸州等地的钱铺和四川

铜元局发行过一百文至二千文面值的

钱票。梁山县(梁平)的钱店，发行过一

钱至一两的银两票，在当地流通。



民国 3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

例》，规定以银元为国币。但各地商民

仍多以银两为汇兑、结算和记帐单位，

各地所铸银元也因重量、成色不同，在

行使中互有价格差异。民国 19 年青

岛、重庆率先实行“废两改元”，民国

22 年国民政府宣布全国“废两改元”。

银两制度至此结束。民国24 年国民政

府实施法币政策，建立不兑现的纸币

制度。

第一节 川铸金属币

一、川铸银元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辛亥年

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兵变，各署局、藩

盐二库、浚川源银行等，均遭变兵抢

劫，唯造币厂防护甚严，无损失。为解

决军政急需，军政府发行军用银票，并

令造币厂于民国元年铸造“汉”字银

币。该币 1 元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

银九铜一；5 角重三钱六分，银八六铜

一四；2 角一钱四分四厘，1 角七分二

厘，成色均为银八二铜一八。民国 8年

重庆铜元局亦铸造汉字银币。民国初

期所铸汉字银币，重量足，成色好，行

使中币值稳中有升。民国 11 年，刘成

勋为攫取铸币余利，增加 5角币铸量，

并降低成色为银七铜三。民国 13 年，

杨森令停铸一元银币，专铸5 角币。民

国 14 年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

控制成都，邓锡侯接管造币厂，仍令全

铸半元银币。此后，各防区驻军均仿效

设厂，铸半元银币谋利，成色有低至三

四成的。时称成、渝两厂铸币为“厂



板”，各军铸币为“杂板”。在防区制时

期，“厂杂半元”成为四川流通数量最

大的货币，泛滥成灾，币值低落，终于

酿成民国 16～17 年的劣币风潮，使社

会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的破坏。在社会

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各军先后停止铸

造半元银币。民国 18 年，成都造币厂、

重庆铜元局亦先后恢复铸造新“汉”字

一元银币。因银料短缺，两厂时铸时

停。民国 6～17 年，成都造币广铸造各

类旧“汉”字银币共计 103324216 枚，

其 中 1 元 币 63360830 枚；5 角 币

39496875 枚；2 角币 95950 枚；1 角币

370561 枚，折 合 银 元 83165513．60

元。重庆铜元局铸造各类“汉”字银币

约 300 万元。

民国时期，成都造币厂仍继续铸

造藏洋，供四川藏区行使。民国 19 年，

刘文辉部在康定设造币厂，铸造藏洋，

但将含银量降低至七成以下。川铸藏

洋是四川藏区流通的主要货币，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川铸藏洋尚与

人民币混合流通。

民国以来，四川各地流通的银元

种类增多。除辛亥革命前原已在市场

流通行使的省内铸造和外省铸造的龙

洋(即光绪、宣统元宝和大清银币)以

及少数墨西哥鹰洋和英国站人洋等外

国银币外，新增 的有以下几种：

1．川版汉字大洋，分为民国元年

～12 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旧汉字大

洋和民国 17 年该厂所铸的新汉字大

洋两种。

2．袁头(袁世凯头像)大洋，系民

国 3～10 年分由天津、武昌、南京等地

造币厂铸造。其中又有睁眼和闭眼的

区分，成色最好。

3．云南银元，民国 5 年护国军入

川时随军带来。

4．中山大元，孙中山任临时大总

统时，由南京中央造币厂所铸，正面为

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帆船。

5．吉林大元、北洋机器厂银币和

各种开国纪念币等，流入数量较少。

6．渝版银元，即重庆铜元局所铸

汉字银元。

7．各色杂版 (包括光哑版和铅

版)银元，系各地军阀设厂私铸的银

元。其中有赤水大洋，为贵州军阀周西

成于民国 13 年在赤水所铸，又称“周

版”大洋；另有青岗坝大洋，又称合川

大洋，系杨森所部师长向成杰于民国

14、15 年间在合川青岗坝分两批私铸

的，这两种杂版银元在市场上 5～8 折

行使。

8．银辅币，银辅币较之银元更为

复杂，市场流通的半元银币有 8 种之

多。

(1)川龙半元，清末成都厂铸。

(2)川铸藏洋，在川康藏区流通。

(3)汉字半元，民国时期成都厂

铸。这种半元民国 11 年以后所铸的质

量低劣，由于钢模不一，同为该厂所

出，即有元字开口、角字出头、尖花、圆



花、五瓣、六瓣等不同种类。

(4)袁头半元，又称中元，市场较

为乐用。

(5)云南龙纹半元，种类最杂，既

有光绪大字、小字和宣统大字之别，又

有钢版、厂版、杂版的划分。

(6)唐头半元，亦为云南所铸，一

面为唐继尧像，一面为双旗，民间又称

之为旗版。

(7)渝版半元，即民国 17 年重庆

铜元局所铸。

(8)杂版半元。为各地私铸。

至于 1、2 角银辅币。早期流通的

有龙纹 1、2 角，分为广东、湖北和四川

所铸，以后有汉字 1、2 角(成都厂版)，

袁头 1、2 角和杂色 1、2 角等类。杂色

角洋中有广西、福建、江西所铸的二毫

和香港单角，以及少数四川龙纹半角

和云南龙纹半角等等。

四川流通的以上大小银币，其种

类之复杂为任何一省所未见。

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时，财政

部通令各省政府：各地银行钱庄商号

和其他公共团体或个人凡持有银币、

厂条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统应于民

国 24 年 11 月 4 日起 3 个月内就地交

给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法币。

民国 25 年 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电呈

蒋介石称：“法币流通地区尚未普及，

信用未孚，民间习惯行用银币，且年关

在迩，市场收支频繁，银币可否暂准照

旧行使。”嗣接财政部复电：“为照顾民

间习惯，自即日起至旧历除夕止，商业

收付暂准以现洋代替法币。惟商号收

得现洋后，仍应就近送交收兑机构中

央、中国等银行兑换法币”。不久，中央

银行重庆分行接奉总行关于四川各色

银币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一)凡一元

银币向在市面照额流通者，准以 1 元

兑换法币 1 元，其成色过低向在市面

折扣行使者，按照每 1 元所含纯银重

量兑换法币。前清时四川和云南所铸

龙纹半元与民国时云南所铸唐像半元

以及袁头中元概以两枚兑换法币 1

元。毫洋 1 元 2 角换法币 1 元。民国

以后成都所铸汉字半元暂不收换。

(二)四川使用的银币每因流通过久致

成光哑。除钢铅伪造者外，其成色如与

流 通之 川 币 相 等，自 可予 以 收 换。

(三)双角及单角银币一律以 12 角兑

换 1 元”。该行随即于是年 4 月 6 日据

以开始办理各种银币收换法币工作。

但因历年四川军阀滥发纸币失信于

民，民间对于法币仍有疑虑，收换工作

并不顺利，收换期限一再延展。以后由

于抗日战争爆发，收换银币工作也就

不再提及了。省府原要求收兑的银币

概行收存重庆、成都两地。国民政府未

予允办，民国 26 年 5 月 3 日和 18 日

先后将所收四川杂版银币分装 1325

箱 (每箱 5000 元)共计 662．5 万元运

往上海熔化改铸。

民国 38 年初，四川各地金圆券急

剧贬值，物价飞涨，银元又自发地在市



场上恢复行使。5 月，西南军政长官公

署为形势所逼，通知允许市场行用银

元。7 月 2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废

止金圆券，发行银元券，与银元同时流

通。财政部令成渝造币厂铸造帆船银

元，以应银元券兑现急需。重庆二十兵

工厂(原重庆铜元局)日铸 3 万枚，总

计铸 160 万元。成都分厂初期日铸 3

万枚，后增至日铸 10 万枚，总铸数不

详。同年 11 月 28 日，重庆中央银行将

库存银元约百万元，全部转运台湾。

二、川铸铜币

民国元年，改铜元成色为铜七铅

三，当二十铜元减重为三钱(原为四

钱)，并添铸当五十铜元(重五钱)。民

国 2 年，成都钱荒，军票值低落。大汉

四川军政府令添铸当一百(重五钱八

分)、当二百(重七钱)铜元。同时，重庆

铜元局也开机铸制铜元。民国 3 年起，

成都造币厂又采取减铸、停铸当五、当

十、当二十小面额铜元，专铸当五十、

当一百、当二百大面额铜元，以谋厚

利。民国 8 年熊克武主川政，曾一度停

铸当一百、当二百铜元，恢复铸造当

五、当十、当二十铜元。但为时不久，又

大量铸造当一百、当二百铜元。民国

10～11 年，每年铸数均在 1 亿枚以

上。民国 13～14 年，杨森、邓锡侯又减

铜元重量，大量铸造小一百(重二钱七

分)、小二百(重四钱)，获取暴利。各防

区驻军造币机构也纷纷仿效，铸造小

二百铜元。有的竟将当十、当二十铜

元，直接改压上当一百、当二百字样，

强迫民众行使。仅成都造币厂民国 14

～17 年就铸造小二百铜元 55157 万

余枚。小二百投放市场后，引起物价普

遍高涨，民众慑于军威，不得不用。时

黔军统治下的重庆拒绝使用；在川南

和下川东一带则折价行使。刘湘逐黔

军出川，大量小二百铜元流向重庆。同

时，重庆铜元局也开铸小二百，致使小

二百铜元祸及全川，民众受害极深。

民国 1～17 年，仅成都造币厂铸

造各类铜元总计 169710 万枚，其中当

二百文约占 45 % ；当一百文占 23％

多；当五十文占 22 % 。三种大面额铜

元占总铸数的 90 % 以上。民国 18 年

后，因铜料短缺，成、渝两厂基本停铸

铜元。

四川大小军阀私铸铜元极其普

遍，其铸数更是无从考核统计。

自铜元面额增大、重量减轻后，原

有的较小面额即趋匿迹。民国 14 年，

当五十文以下铜元停铸后，新二百文

铜元成为交易的起码单位。二百文以

下的交易，有的用制钱；有的则将当二

百文铜元截为两半用，俗称“宰版”。其

他种类铜币流通价值因其重量、成色

不同而随之改变，见表 2－7。



民国 1～17 年成都造币厂铸造铜元数目表

重庆铜元局铸造铜元表



民国 25 年重庆地区铜元种类及价值表

清末，银 1 元易钱 1000 文。民国

初年，成都、重庆铸造的铜元质量减

低，银元 1 元兑换铜 元 1000～ 1300

文。民国 14 年停铸小面额铜元后，每

元兑换铜元增到 3500～4000 文。民国

15 年“新二百文”面市后铜元急剧贬

值，每元银元从换 5000 文 升到民国

24 年的 26000 文，见表 2－8。



民国元年～25 年重庆银元与铜元比价表

推行法币政策时，由于辅币短缺，

原有铜元照常在市面上流通。

民国 28 年 4 月，财政部为了解决

川省铜元兑价问题，对四川省铜元划

一兑价如下：

1．大二百、大一百、大五十、小二

百、川当二十、清当二十文等 6 种铜元

概作一分行使，每元法币兑换上列各

种铜元 100 枚；

2．片二百(即宰版)、小一百、川

当十、清当十、民当十文等 5 种铜元概

作半分行使，每元法币兑换上列各种

铜元 200 枚。

后来法币贬值，铜元退出流通。民

国 38 年 6 月，金圆券行将崩溃，成都

市政府通告，旧造“小二百“铜元，合银

元二厘行使。

3．川陕苏区银、铜币民国 22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攻入达

县县城，缴获刘存厚造币厂的全套设

备，运到通江县城，11 月 18 日组建川

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造币厂，开始铸

造银元、铜元。

苏区银币简称苏洋，有两种版式。

1933 年版属试铸性质，铸量少，未发

行。铸量最多的是 1934 年版的 1 元银

币，成色为含银 75～88 % ，重量 26～

26．7 克，质量超过“汉”字银元，群众

乐用。铸造总数约 50 余万元。此种

“苏洋”只在根据地流通。另外，川陕省

造币厂还仿制大量白区银币，用以到

白区购买物资，仿制数量无从查考。



苏区铸造的铜元，有大 200 文、小

200 文、500 文 3 种。大 200 文系 1933

年铸 造，小 200 文、500 文均为 1934

年铸造。1933～1934 年共铸各种铜元

折合银元约 30 万元以上(铜元 30 钏

合银元 1 元)。在川陕省流通的货币

中，铜元只占少量。1933 年红军攻占

南部县，缴获川军李家钰部的一个造

币厂，就地铸造过镰刀、斧头图案的大

“当二百”铜元，铸量很少。

四、铜、镍辅币

民国 3 年，北京政府公布《国币条

例》，规定使用小面额金属辅币。民国

6 年 2 月，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 1 分、

5 厘两种铜辅币。至民国 18 年 1 月，

共 铸 1 分 币 12396278 枚，5 厘 币

1789490 枚，折合本位货币 132910．23

元。因各省多滥铸旧式铜元，加之新辅

币铸数少，故流通地区甚少。民国 25

年 1 月 11 日，国民政府颁布《辅币条

例》，规定铸造权归中央造币厂。是年

上海造币厂开始铸造 20 分、10 分、5

分三种纯镍辅币；一分、5 厘两种铜辅

币。2 月 14 日，财政部通令正式发行。

抗战期中，上 海造币厂停 产，改由武

昌、桂林、成都、昆明、兰州各分厂铸造

辅币。民国 27 年 6 月，重庆铜元局开

始铸造。7 月，成都分厂亦开工铸造。

至 民 国 28 年 底，共 铸 造 177905518

枚，其中纯镍币 20 分币 47199298 枚；

10 分币 84606670 枚；5 分币 3296517

枚；一分铜币 42803033 枚。总计折合

本位币 18493382．78 元。民国 28 年

11 月 10 日，中央银行发行局通电各

行、处，停止发行镍币。12 月 30 日，财

政部制订《修正辅币条例》，改铸铜、

锌、镍合金辅币，减低重量，另配成分。

民国 29 年 4 月 1 日正式发行新辅币。

至民国 31 年底，成都分厂共铸铜、锌、

镍合金辅币 400144476 枚，其中 50 分

币 28580000 枚，20 分 币 18380000

枚；10 分 币 151901492 枚，5 分 币，

109880988 枚，2 分币 58751088 枚，1

分币 32650908 枚，总计折合本 位币

40151729．44 元。民国 32 年，财政部

以“各地物价继续高涨，各种金属辅币

实值超过面值甚巨，且货币购买力降

低，市场交易已不需要辅币，为防止敌

人套购充作兵工之用”为由，规定自 4

月起，一律停止发行，成都分厂亦停铸

辅币。市面流通的金属辅币，多被藏

匿。发行金元券后，中央银行宣布，原

版铜、镍辅币，一律按面额作金元券辅

币行使。藏匿民问的铜镍币，突然涌向

市场，导致了四川省的第一次镍币风

潮。由于金元券贬值的速度较之法币

更快更猛，旧版铜、镍辅币很快又被藏

匿。民国 37 年 10 月 25 日，成都中央

银行发行了新铸 1 分铜币。民国 38

年，省内各地自发地恢复使用银元，各

版铜、镍币也自发地充当银元的辅币

行使。当年 7 月，国民政府再次改革币

制，发行银元和银元兑换券，中央银行



奉财政部令，公布各版镍币按面值作

银元辅币行使，再次引发了镍币风潮，

财政部电中央银行收回原令后，风潮

始平息。

第二节 国家银行兑换券

一、中国银行兑换券

民国 4 年，中国银行在四川先后

发行印有重庆、四川、成都、自贡以及

“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五省)

等地名的兑换券(简称川中券)，面额

有 1 元、5 元、10元 3 种。因准备充足，

随时兑现，故币值稳定，商民乐用。民

国 5年 5月，北京政府下令暂停兑现，

引起挤兑。中行渝、蓉两分行依仗准备

金充足，在军政当局支持下，宣布照常

兑现，挤兑平息。后因军方多次强提、

勒借银行库款，准备金减少，致使中国

银行信誉受损，挤兑复起。重庆分行被

迫于 6月份宣布执行停兑令。停兑后，

川中券币值迅速下跌。民国 7 年 11

月，在重庆、自流井等地竟跌至三四折

行使。川中券在川发行最高额达 592

万元，停兑时市场流通尚有 570 余万

元。

民国 5 年，滇军入川，护国讨袁，

携带印有“云南”字样的中国银行兑换

券(简称滇中券)240 万元，设护国军

中国银行于成都，在全川各地发行。滇

中券以截留的粮赋税款充作兑换基

金，币值较川中券高。滇中券在川发行

额达 183 万余元。民国 6 年 10 月，滇

黔军相继败退，护国军中国银行撤销，

滇中券无处兑现，币值急剧跌落，几成

废纸。

民国 7 年，熊克武主持川政，决定

采取税款搭收办法，将业已贬值流通

的川中券、滇中券按 5折收回销毁。至

民国 9 年共收销川中券 460 余万元

(未收回者后以中国银行七年公债换

回)；滇中券 162 万元，尚有约 20 万元

流散民间。

民国 17 年，川政稍趋稳定，各界

商民一致希望中国银行恢复发行钞

券，以利工商。中行重庆分行于民国

18 年 7 月发行可随时兑现四川通用

银行的兑换券，全省通行无阻。

二、交通银行兑换券

民国 4 年 12 月，重庆交通银行发

行 印有“重庆”地名的 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五种面额的兑换券。

民国 5 年 5 月，因执行北京政府停兑

令，信誉受损，币值下跌，发生挤兑。至

民国 7 年，币值跌至 3～5 折。该券在

川发行额 90 余万元，停兑时市场流通

约 50 余万元。民国 8 年，熊克武令交

行自行收回。至民国 11 年，重庆交行



撤销，只有 69000 余元未收回，以换购

交通银行股票或归还旧债方式了结。

三、中央银行兑换券

民国 24 年 3月，中央银行重庆分

行在川发行印有“上海”地名和无地名

的兑换券(时称“申钞”、“本钞”)，5

月，发行印有“重庆”地名兑换券(时称

“渝钞”)，面额有 1 元、5 元、10 元、2

角、1 角五种，可随时兑现四川通用银

币。发行初期，在四川省一些边远县有

折价行使情况。经各级政府强令执行，

得以顺利流通。民国 24 年 11月实施

法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在川发行的兑

换券已近 3000 万元，为当时主要的流

通纸币。

四、中国农民银行流通券

民国 24 年 7月，农民银行重庆分

行在川发行 1 元、5 元、10 元三种流通

券。7月 5 日，省府电令各专地县，对

中国农民银行及以四省农民银行名义

所发之钞票，应与中央、中国、地方银

行之钞票同样行使，不得歧视。然行用

之初，各地仍有拒用和折价行使情况。

后省府发布告晓谕民众，始按面值行

使。其在川发行数不详。

民国 24 年 11 月 3 日，实施法币

政策，财政部规定以中、中、交三行钞

票为法币。次年，又规定农民银行钞票

视同法币。原中、中、交、农所发兑换券

即停止兑现，以新发行之法币逐步换

回。

第三节 地方金融机构钞券

一、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

民国元年 1月就原浚川源银行旧

址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大汉四川军政

府军用银票(简称军用票)，原拟只发

行 300 万元，并规定一年之内不得兑

现。票面面额分为 1 元和 5 元两种，由

成都印刷局印制。同时还成立“利用钱

庄”，发行 500 文、200 文、100 文 3 种

面额的铜元票。据《四川财政录》所载：

“⋯⋯发行之初，官民一心尽力推行，

虽属不兑现纸币，竟能与硬币同价”。

民国元年 4 月，成都重庆两地军

政府合并，因军队扩充，军用票不断增

大发行量。是年底，共发行 15000100

元，其中 1 元券发行 数为 12894400

元，5 元券为 2105700 元，超出原发行

计划 4 倍以上。利用钱庄发行铜元票

亦达 1245900 钏之多。由于准备到期

兑现的银元被率兵赴藏的尹昌衡提

走，致便一年后兑现的诺言无法实现，

币值迅速下落，每元军用票市价只值

四五角。继尹昌衡任四川都督的胡景

伊撤废四川银行，恢复浚川源银行接

办军用票有关事项，设法维持军用票



的币信，但无起色。民国 4年，陈宦任

四川巡按使，决定分批收兑。第一次由

盐税项下按税款十成搭收军用票三成

办法进行收兑，共计收回 300余万元，

并在重庆商会内当众焚毁。第二次向

重庆中国银行息借川中券 400 万元，

同时开征粮肉附加税，拨交浚川源银

行，由浚行发行兑换券(浚川券)200

万元，在成都设置“回收军票局”办理

收兑工作。收兑中，发现并非伪造的重

号军用票数十万元，采用正号五折，重

号四折的办法收兑。以上两次共计收

回正号军用票 1390 余万元，重号票

58 万余元。

二、浚川源银行兑换券

民国 4 年，为回收军用票，浚川源

银行奉令发行兑换券 300 万元，以

200 万元充作收兑基金。因发行准备

不足，兑换券不能兑现，浚行券与现银

比价日益下跌。民国 6 年 3月成都市

场浚行券兑换银元需补水 30 % ；次年

3月则需补水一倍左右。当年，熊克武

整顿四川币制，为维护浚行信誉，特由

财政厅规定“凡购置官产房屋者，搭券

十分之八；购田地者搭券十分之二”，

并对浚券实行抽字兑现，每券 1 元兑

现铜元 1000 文(当时市价银元 1 元可

兑铜元 2000 文)。民国 8 年 1月，又规

定各项税收按银五券五搭收浚行券。

至民国 9 年，共收销浚川券 298 万余

元。

三、四川兑换券与四川官银票

民国 12 年，国内政局南北分立，

川军将领亦有向南向北之分。向南者

称省军，驻成都一带，向北者称联军，

驻重庆一带。当年 3月，联军因饷需急

迫，由杨森下令设“四川银行”，并将民

国 10 年印制的四川兑换券 100 万元，

加盖“此票由四川银行兑现”字样，于

6月份在重庆发行。10月 16 日，省军

攻入重庆，联军败退，“四川银行”撤

销，所发四川兑换券 80 万元，只在公

债项下收回 42 万元。

省军攻入重庆后，于民国 12 年

11月，由总指挥赖心辉令设重庆官银

号，又将四川兑换券 100 万元加盖“此

票由重庆官银号兑现”字样发行。币值

低至六七折行使。12月 14 日，联军反

攻入重庆，省军败退，成立仅 1 个多月

的重庆官银号撤销，所发兑换券，仅以

税款收回 720 元。

民国 12 年 9 月，省军为筹措军

费，川军总司令刘成勋令设四川成都

官银号，发行四川官银票，原订发行

200 万元，实发 295．5 万元。以税收作

为发行基金，规定 6 个月兑现。初发行

时信用尚佳，后因兑现困难，币值逐渐

低落，遂采取分次抽签、以铜元兑现和

征收税款时按 5折搭收官银票三成的

办法，收回 20 余万元。次年 2月，“援

川军”攻入成都，四川官银号垮台，有

270 余万元银票未收回。



四、中和银行无息存票

民国 15 年中和银行复业后，发行

无息存票(简称中和券)，面额分 1 元、

5 元、10 元三种，发行额 320 万元。初

期，因能兑现，币信较好。后该行因受

重庆铜元局借垫巨款的牵累，资金日

渐呆滞，仅恃经理军款勉强维持营业。

民国 19 年夏，有人发现中和券有重

号，消息传出后，引起挤兑风潮。后经

查明，重号系该行职员王鸿宾在派往

上海印钞时，买通印刷厂私自加印了

20 多万元，携回重庆流通。次年春，挤

兑风潮愈演愈烈，刘湘乃将王鸿宾枪

毙，经理孙树培收押，并责令变卖家产

赔偿，藉以平息民愤。最后将所有流通

在外的中和券，不分正号、重号一律按

七折收回，延至民国 21 年夏，始行收

清。

五、四川西北地方银行和四川西

北银行钞票

民国 17 年 4 月，四川西北地方银

行以二十九军防区内 10 县税粮作资

本，发行钞票 38 万余元。民国 19 年，

该行结束，所发钞票全部收回。

民国 21 年 4 月，四川西北银行在

三台等地发行 10 元、5 元、1 元、5 角、

2 角、1 角六种兑换券，发行额 34 万

元，以二十九军军费抵作发行基金，由

军部发布命令行使。后因多次发现伪

钞，信用降低，商民歧视。民国 24 年，

二十九军“剿赤”失败，该行职员乘机

卷款潜逃，流通于市面约 4 万元兑换

券未收回。事后，三台县人民组织债权

团，多次控告，要求兑付，终无结果。

六、裕通银行钞券

民国 20 年，裕通银行在成都和自

流井、泸县、宜宾等地发行裕通银行

券，面额有 1 元、5 元、10 元 3 种，借二

十四军力量，在市场流通，发行额 25

万余元。民国 21 年 9 月，裕通银行歇

业，并于 10 月收回在自流井等地所发

钞券。二十四军败退雅安之后，于民国

23 年 1 月，委托成都商会，收回在成

都所发钞券。

七、新川银行兑换券

民国 24 年 1月，新川银行发行兑

换券 50 万元，由二十八军军部通令防

区各县一律行使。同年，川政统一，遵

督办公署通知，于 5 月全部收回。

八、重庆官钱局铜元券

民国 12 年，黔军袁祖铭部进驻重

庆，令重庆铜元局大量铸造铜元，并设

置重庆官钱局，发行 200 文、500 文、

1000 文铜元券共 300 余万钏。民国 15

年 5 月，黔军退出四川，官钱局垮台，

所发铜元票成为废纸。

九、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

刘湘用四川善后督办名义，以其

防区内的田赋收入 120 万元在重庆开



设四川地方银行，民国 23 年 1 月成

立，发行 1 元、5 元、10 元 3 种面额的

兑换券(简称地钞)，还发行 2 角、5 角

两种辅币券。是年 8 月，“地行”与中

国、聚兴诚、美丰、川盐等九家银行组

成地钞发行联合准备库，将地钞发行

事务移交该库接收，藉以取信于社会。

地钞最初发行数为 50 万元，但发行增

长甚速，联合准备库成立时，已增大到

560 余万元。不久，又增至 900 万元。

当时，刘湘因支持历年战争而发行的

公债、期票以及向重庆银钱业借款到

期未能偿付的款项约 1000 余万元，欠

各军“剿赤”军饷亦达千余万元，而重

庆银钱业的资金大部都投入了官方借

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每月向联合准

备库借支地钞 450 万元应付军政各费

的开支。民国 24 年初，地钞发行数竟

高达 3200 多万元，造成贬值，每千元

地钞掉换现洋要补水六七十元。市民

纷纷要求兑现，因而酿成比中和券更

为严重的挤兑风潮。挤兑群众因拥挤

过甚而踩死踩伤的事件多次发生。

民国 24 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

经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与重庆银钱业商

定，将各行庄握有的地钞交联合准备

库封存暂不行使，由于市上筹码减少，

地钞挤兑情况稍趋缓和。3月下旬，中

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并受命整理地

钞。同时，驻渝财政部特派员公署接管

了联合准备库，另组地钞兑换处，逐日

由中央银行拨款收兑，地钞币信乃渐

恢复。9月 10 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

庆行营颁布八折收销地钞办法，9 月

15 日起停止使用，20 日开始，中央银

行用申钞按八折收兑，还委托中国等

12 家银行和安定等 9 家钱庄分头收

兑。11 月 20 日收兑满期时，又展期至

12 月底。共收兑地钞 37163439 元，并

于次年 1、2 月先后在重庆、成都销毁。

与地钞实发数 37231977 元相较，未回

收的只有 6．8 万余元。

十、四川省银行辅币券

民国 25 年 5 月，四川省政府以缺

少市场筹码为由，呈准由省银行发行

法币 5 角辅币券 100 万元，于 6 月 15

日开始发行。12 月，财政部批准省银

行发行 5 角辅币券总额为 1000 万元。

规定以法币作现金准备(六成)，以善

后公债(七折)、建设公债(六折)作保

证准备(四成)，缴存交通银行(1942

年集中移交中央银行)。至民国 28 年

底，实际发行 996 万元。到民国 37 年

8 月，仅收回 198 万元。

十一、西康省银行藏币券

康属地区向来币制紊乱，藏族人

民不识汉字，习惯使用硬币(银元)。民

国 28 年，西康省政府遂呈准以西康省

银行名义发行藏币券 200 万元，作为

推行法币的过渡手段，限期三年，以法

币收回。藏币券实印 210 万元，面额分

5 元、1 元、5 角 3 种(财政部规定藏币



券 1 元折合法币 0．448 元)。由西康省

政府颁发布告，在西康境内通用，所有

机关及民众须一律收受。四川藏洋(银

币)均须兑换成藏币券。三年到期后，

藏币券仅收回 13．6 万元，还有 196 万

余元未收回。

十二、县银行钞券

民国 37～38 年，国民政府先后发

行大面额金元券、银元券，辅币及小面

额钞票严重短缺，市场交易不便。部分

县(市)银行擅自发行各种名称的辅币

券，流通市面。民国 37 年 12月，资中

县银行发金元找补券 50 万元。民国

38 年 3 月、6 月，涪陵、南川县银行先

后发行 5 角、2 角、1 角金元辅币券

10．5 万元。同年灌县银行用粮食库券

改制成银元流通券(1 元、5 角、2 角、1

角)发行。同年 7月，峨眉县银行亦发

行银元辅币券，数目不详。

四川地方金融机构纸币发行一览表(1912～1949)



第四节 非金融机构钞券

民国初年，四川各地驻军、政府部

门、社会团体、商号店铺等一些非金融

机构、组织和商民个人，不经报批核

准，擅自发行钞票和变相纸币，种类繁



多，名称各异，市场流通货币之杂乱程

度，全国罕见。民国 24 年实施法币政

策后，混乱现象曾得到遏止。民国 37

年后，国民政府接连两次实行“币改”，

换发大面额金元券、银元券，因小钞和

辅币严重缺乏，四川各地一些非金融

机构又滥发小额币券，给业已混乱的

货币流通，再添新乱。

一、军队钞券

(一)二十一军粮契税券

民国 19 年秋，刘湘在重庆设立二

十一军总金库，规定各项税收一律解

交总金库，并发行一种“粮契税券”。按

所公布的发行条例规定，发行基金的

现金准备为 60 % ，保证准备为 40 % 。

由于完粮纳税者必先用银元掉换粮契

税券，使粮契税券成为变相货币，因

此，二十一军总金库在防区内各县区

广设分金库，努力推广发行。早期只发

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额，民国 22

年，又增发 50 元和 100 元两种。到民

国 23 年底，发行额高达 1000 万元左

右。

民国 24 年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重庆行营命令，四川各军收回以前发

行的粮契税券。二十一军总金库粮契

税券共计收回 995 万余元。

(二)二十八军粮契税券

民国 24 年 2月，驻成都的二十八

军军部成立总金库，发行粮契税券 50

余万元(印制 120 万元)，面额有一元、

五元、十元、五角四种。由军部通令防

区各县征收机关一律作现金抵收，不

得拒受。该券由新川银行代办发行和

兑现。发行之初，商民疑虑，每 100 元

需贴水 1～2 元。当年 6月 19 日，奉督

办公署令，由二十八军自行收回，未收

回者约千余元。

(三)二十四军银元流通券

民国 23 年，二十四军败退西康，

因军费短缺，于当年 4月，由军部军需

处在雅安发行一元、五角、二角 3 种面

额的银元流通券 3 万元，准雅属各县

商民持以完粮纳税。次年，奉督办公署

令，收回销毁。

二、地方钞券

民国 6～38 年，四川各地方政府，

以各种名目，先后发行铜元票、银元

券、统筹券、借贷券、找补券、临时货

币、藏币券等多种货币，或抵交粮税附

加，或直接流通市面。

各地商会、店铺、个人亦多在市场

通货缺乏或辅币券不足的情况下，以

各种名义发行钞券，实为奇观(详见表

2－10)。



民国时期四川非金融机构发行钞券一览表







第五节 私营行庄钞券

民国初年，四川私营商业银行亦

多自行印制发行各种钞券。有的按照

《银行法》规定请准发行，一般都配足

了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有的则效法

军方金融机构，未经批准滥发无准备

金的无息存单、储蓄礼券等变相通货。

民国 24 年实行法币政策时，各商业行

庄，均遵政府令于当年 9月底，清理收

回所发行的钞券。



民国时期商业行庄发行钞券一览表

第六节 川陕苏区布币、纸币

民国 22 年，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

银元券、铜元券。用白、红、绿、蓝布印

制的钞券称布币，用纸印制的称纸币。

有 1 元面值的布币银元券 2 种，二串、



三串、五串、十串面值的布币铜元券 4

种(其中五串、十串铜元券，作内部核

算使用，未向外公开发行)。有 1 元面

值纸币银元券 2 种，一串、三串面值的

纸币铜元券 2 种。民国 22～23 年底，

共计发行布币约 140 万元、纸币 60 万

元，总计约 200 万元。

苏区布币、纸币发行之初，群众有

重硬币、轻纸币的习惯，在交易中多愿

要银元、铜元，不愿要“串票”(即布、纸

币)，形成“串票”与铜元不等价。民国

23 年 10 月，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的

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财政经济问

题决议草案》，要求巩固布币、纸币信

用。公告规定苏区行使的货币是工农

银行的洋(指银元、铜元)钞(即布币、

纸币)，一切商民不得拒绝行使，如有

故违，由革命法庭处理。对白区流入的

货币，只能到经济公社去掉换苏币，或

由税收部门作为税收，不许在市面流

通。对拒绝或压价行使苏币的盐商贩

贸，严厉打击。同时大力开展宣传，充

分储备基金；普遍建立兑换处，方便群

众兑换；在物资供应充分的地方，使用

苏区钞票予以优惠方便(如南部县的

盐场所在地，供应军民食盐，用布币购

买可比用等价硬币多给盐)。由于采取

上述措施，苏区货币流通区域遍及川

陕苏区的 31 个县。苏区银元与布币、

纸币兑价，经常稳定在一元兑一元，或

一元兑铜元券 20 串的价值。

民国 23 年底，根据地开始收缩，

工农银行对发行的苏洋(银、铜币)、苏

币(布、纸币)都尽量以白区银币(袁

头、孙头、川版)和铜元予以收兑，以免

红军撤离后群众受损失。红军转移后，

四川省政府曾于民国 24 年 9 月函知

各县，按六折收买苏区银元，五折收买

苏区铜元。由于苏区银、铜币的重量、

成色等较川铸银、铜币为好，百姓都不

愿出售。

第七节 法币 金圆券 银元券

一、法币

民国 24 年 11 月 3 日，国民政府

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

定自 11 月 4 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

三银行所发钞票定为法币(次年又规

定农民银行钞票视同法币)，所有完粮

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

为限，不得使用银元，违者全数没收；

除中、中、交三行钞票外，曾经财政部

核准发行之钞票，准照常行使，发行数

额以截至 11 月 3 日止的流通数量为

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以法

币换回；凡银行商号、公私机关和个人

持有之银元、生银等，均应交由发行银



行兑换法币；为使法币与外汇比价稳

定，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设立准备金保管委员会，负责法币发

行准备金保管事宜。至此，基本结束了

中国长期通用银币的历史，使全国货

币趋向统一。

法币政策公布之初，由于商民从

未使用过不兑现的纸币，心存疑虑，加

之市场通货缺乏，故政策实行阻力尚

大。11月 7 日，四川省政府召集成渝

等地金融界人士商讨如何推行法币的

问题。次日，四川省政府主席急电各地

称，财政部同意，川省法币为数不多，

暂准各地通用银元。之后财政部同意：

(一)川省法币数量少，不敷收换，

原有市面流通的货币继续通用。

(二)川省过去铸造的各版银元，

除钢版、铅版伪造的银币外，其他银元

均可以1 元兑换法币 1 元。

(三)四川善后公债按面额 7 折，

四川建设公债按面额 6折计价，作为

领钞保证准备。

(四)四川省银行可发行辅币券

1000 万元，包括已发的 100 万元辅币

券在内。

由于川省发行的地方债券可作为

领钞保证准备，原来陷在债券上的资

金变活了，而且领得的法币还可无息

运用两年，因此银钱业都积极领用法

币。民国 27年，国民政府新颁领用一

元券法币和辅币券的规定，放宽领钞

的保证准备条件，除公债外，附有仓

单、提货单的定期的商业或农业票据

均可作保证准备，并可占保证准备总

额的半数，这些优惠条件鼓励银钱业

多领用法币。同时，几家国家银行积极

在内地县城添设网点推行法币，于是

法币在川省境内得以广泛行使。

抗日战争开始后，大片国土相继

沦陷，赋税减少，物资短缺，军费浩大，

加上经济政策的失误，使国民政府越

来越靠印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法币

随之而加速贬值。民国 26 年 6 月，法

币在全国的发行量为 14．1 亿元。民国

28 年 12 月法币发行额计 42．9 亿元，

发行指数为 3．04，而重庆物价指数为

1．77，物价上升幅度低于法币发行的

增加幅度。抗战中期，通货膨胀速度加

快。民国 29 年底，法币发行量累计为

78．7 亿元，发行指数为 5．58，而重庆

物价指数升为 10．94，物价上升幅度

开始超过法币发行的增长幅度。民国

30 年底法币累计发行 151 亿元，发行

指数为 10．71，而重庆物价指数上升

为 28．48。抗战后期，法币进入严重膨

胀阶段。民国 31 年 4 月 1 日，财政部

决定将海关使用的关金券每一单位的

含 金 量 由 60．1866 公 毫 提 高 为

88．8671 公毫，每一海关金单位折合

法币 20 元，并令中央银行将这种原只

限于海关征税用的证券，当作法币使

用。与此同时，一百、五百、一千元大钞

也赓即发行。

民国 30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



争爆发。次年 2 月，英美两国给国民政

府 5000 万英镑和 5 亿美元的贷款。6

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黄金自由买卖。

9 月，中央银行将其原有存金委托农

民、国货两行逐渐在市场抛售。10 月

从美借款中拨 2 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

金 568．7 万两，陆续运回国内销售，借

以吸收游资回笼货币，稳定日益下降

的法币币值。但是，几年来大量货币投

入市场，社会上游资泛滥。由于大量游

资抢购黄金，金融市场银根趋紧。民国

33 年 9 月中央银行黄金现货告缺，改

售期货。11 月中央银行将黄金每两提

高为 2 万元，并附加乡镇公益储蓄券

二成。民国 34 年 6月，法币购买黄金

的官价由 3．5 万元提为 5 万元。7 月

30 日财政部公布，预约购买黄金以及

储存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客户，从 8

月 1 日起兑取黄金时，在一两以上的

须献金 40 % 。抛售黄金确实回笼了一

定数量法币，但这项政策的实施使黄

金成为市场上争相抢购的商品。结果

黄金价格大大超过官价。黄金价格猛

涨，带动物价狂升，影响了战时经济的

稳定。到民国 34 年 8月，法币累计发

行 量 为 5569 亿 元，发 行 指 数 达

394．84，而全 国物价平均指数增长

1630 倍，四川全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

2978 倍。法币币值已跌至 100 元只相

当于战前的 3 分 3 厘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普遍下降，

法币信用相对提高。蒋介石发动全面

内战后，继续靠印发钞票支持庞大的

军事开支，物价很快回升。民国 35 年，

5000 元面额的法币出笼。2 月，国民政

府宣布降低法币汇价，1 美元兑换法

币由原定 20 元猛降为 2020 元，同时，

再度开放外汇市场。人民对法币失去

信心，纷纷将手持法币尽快变为物品，

市场现钞紧缺，本票泛滥。民国 36 年

1 月 26 日，重庆中央银行发行 250、

500 元面额关金券，5 月 2 日发行 1 万

元 面额的法币，12 月 10 日，又发行

1000、2000、5000 元面额的关金券，年

底，重庆黄金的黑市价格每两高达法

币 925 万元。民国 37 年 7 月 18 日，重

庆中央银行发行 1 万、2．5 万、5 万、10

万、25 万元大额关金券，物价更是疯

狂上涨，人民完全对法币失去信心。民

国 34 ～ 37 年 8 月，法 币 发 行 量 由

5569 亿元增为 6636946 亿元。重庆主

要 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由 34 年底 的

1404．00 增 至 37 年 8 月 21 日 的

1551000．00。法币终于在 8 月 19 日宣

告崩溃了。



法币发行额累计及重庆物价上涨指数表(1937～1948)



成都与全国物价上涨平均指数及法币币值贬值百分比表(1937～1948)

在推行法币政策时期，财政部批

准省银行和商业行庄向中央银行领用

现钞。领钞行庄只要按规定交纳现金

准备和保证准备，就可十足领用法币。

最初规定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准备四

成。民国 29 年 11 月改为现金准备四



成，保证准备六成。民国 25～28 年，四

川领钞的行庄 25 家，年均领钞余额达

1．2 亿元以上。民国 29 年以后，因法

币加速贬值，洋水高涨，领钞的成本费

用增加，除川康两省银行继续领钞外，

私营商业行庄多停止领钞(表 2－

14)。

四川银钱行庄历年领钞余额统计表



注：本表根据《财政年鉴》正、续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金融年鉴》、《全国银行年鉴》、《四川经

济月(季)刊》及各银行资产负债表等资料汇总编制。

二、金圆券

民国 37 年 8 月 19 日，国民政府

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 1

：300 万的比率收回法币，并颁布《财

政经济紧急处理办法》。金圆券主币有

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 5 种；

辅币有 1 分、5 分、1 角、2 角、5 角 5

种。每 1 元法定含金量为 0．22217 公

分，以黄金、白银、外汇及有价证券、国

有资产作发行准备。总发行量以 20 亿

元为限。其与金银外汇的比价为：金圆

券 200 元折合黄金 1 市两；3 元折合

白银 1 市两；2 元折合银元 1 元；4 元

折合美钞 1 元。金圆券在四川发行之

初，因辅币券严重不足，按政府通知，

原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所有铜、镍辅币，

不分年限、版别，一律按面值作金圆券

辅币通用，导致了一次严重的镍币风

潮。

金圆券发行不到 3 个月，重庆物

价已上涨 5 倍。11 月 11 日国民政府

鉴于金圆券发行额已无法控制，于是

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原

定的发行限额，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

以命令决定，等于宣告以后金圆券可

无限发行。同时将每一金圆的含金量

减为纯金 4．4434 公毫，准许人民持有

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

价提高 5 倍。金圆券发行限额取消后，

其发行量逐月成倍成 10 倍地增长，物

价因之一日数变。民国 38 年 3 月 500

元和 1000 元大钞发行。4 月，又发行

5000、1 万、5 万和 10 万元的大钞。4

月 21 日，重庆发生全市学生反政府示

威游行。5 月，50 万和 100 万元大钞也

出笼了。在钞票迅速贬值的情况下，现

钞越来越不敷需求，中央银行大面额

的定额本票相继大量发出。4 月末本



票面额高达 1000 万元、5000 万元，市

场上本票换钞票，内扣贴水高达 4 成

以上。物价每天成倍地上升。5月上海

解放，金圆券大批流入四川，市面已拒

用金圆券。重庆商店纷纷用银元标价，

公用事业按银元计价收费，报纸每份

银元 5 分，合金圆券 900 万元。

全省市场贸易或“以物易物”，或

以银元、大米、棉纱等为交换手段。四

川省政府于 6 月 12 日公开宣布银元

一元等于金元券 5 亿元行使。(国民政

府 6 月 22 日公布此比率。)民国 38 年

7 月 2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停止

使用金圆券。金圆券从发行到停止使

用，仅 10 个月。

金圆券发行额与重庆物价指数变化表

三、银元券

民国 38 年 7 月 2 日，国民政府在

广州正式宣布恢复银元本位制度 15

条，4 日，重庆中央银行公布发行银

元、银元兑换券、银元辅币券办法，要

点是：“(一)银元以民国 23 年所铸造

帆船银元为标准，下列各种银元一律

等价流通行使，(1)国父像银元，(2)袁



头银元，(3)龙版银元，(4)墨西哥银

元，(5)澳洲银元，(6)川滇等版银元的

重量成色合于上述标准者。(二)银元

兑换券分 1 元、5 元、10 元、100 元 4

种面额，辅币券分 1 分、5 分、1 角、2

角、5 角 5 种。(三)银元券的 1 元券及

辅币以及印有广州、重庆字样的 5 元、

10 元、100 元 3 种兑换券均可在广州、

重庆、福州、衡阳、桂林、昆明、贵阳、成

都、兰州等地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在

宣布恢复使用银元之前，市面已经使

用银元，兼之中央银行及时办理银元

券兑换银元工作，故初期市面比较平

稳。7 月 25 日，中央银行奉财政部通

知，镍币按面值流通使用，四川又一次

发生镍币抢购商品，以镍币向中央银

行挤兑银元券的镍币风潮，物价普遍

上涨。8月，长沙、福州相继解放，搬迁

至广州的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向重庆

转移，大量银元券随之流入四川，抢购

物资，银元券贬值，四川各地普遍拒用

银元券，市场交易多用银元。重庆中央

银行门前以银元券兑换金银的人群越

来越多，日夜不散。中央银行不断兑出

银元和黄金，但挤兑现象仍然严重。中

央银行黄金牌价一再调高，10 月 2 日

上午黄金牌价每两 93 元，下午为 98

元，3 日晨升为 110 元。黄金牌价步步

升高，市场动荡，人心惶惶，挤兑现象

更形严重。于是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

制银元券兑换金银。兑换黄金初无限

制，11 月 19 日限每人兑黄金 5 两，26

日限每人每天兑 1 两。银元券兑换银

元初亦无限制，但 11 月份，军人与市

民分开兑换。军人按级别，将官 25 元，

校官 20 元，尉官 10 元，士兵 3 元，每

月 限兑一次。市民每人每次限兑 10

元，26 日又减为每人每次限兑 5 元。

限制愈严，挤兑的人越多，银元券在市

上贬值速度越快。据中央银行称，当时

流通中的银元券共 26426408 元，大部

分在四川境内。11 月 30 日，重庆解

放，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代表向重庆

工商界宣布，银元券可继续流通。12

月 10 日，重庆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唯

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券流通，并按旧

人民币 100 元折合银元券 1 元的比

率，收兑银元券。



第一节 人民币发行

1949 年 7月以后，四川各地都先

后恢复行使银元、铜元，大中城市以银

元为主要通货，县乡集市多行使铜元

或以物易物，成渝等大中城市，黄金、

银元、外币的投机活动极为猖獗。这对

在四川推行人民币带来很大困难。

四川解放后，各地军管会都发布

布告，明文规定人民币是唯一合法通

货，严禁伪币、金银、外币计价行使和

流通。1950 年初，成渝两市军管会相

继发出《关于实施金银管理办法的布

告》，严禁银元继续流通，全面开展禁

银工作。

1950 年 1 月 15 日，以重庆为重

点对银元实行严禁，川东、川南各主要

城镇于 15 日以后的一周内配合行动。

2 月 1 日，又以成都为重点，在川西、

川北地区。首先，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

与辑私，打击买卖银元行为，取缔黑市

交易，对群众持有的银元，允许保存但

不予收兑；其次，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广

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大造声势，做到家

喻户晓；第三，强制所有金店、银楼转

业，已停业者不准复业；第四，在已宣

布禁银的地方，一切机关、团体、部队、

企事业单位的一切收支均使用人民

币，不得收付银元；第五，大力组织人

民币下乡，各国营贸易公司均以人民

币收购农副产品，并组织工业品下乡，

及时回笼货币；银行积极发放农贷，支

持生产；同时教育农民改变以物易物

的交易方式。采取上述措施后，各地交

易市场均杜绝使用银元，金银买卖被

严格禁止。据统计，1950 年上半年，在

川西、川南破获的重大投机违法金融

案件达 10 余起，共缉获黄金 292 两，

银元 26142 枚。1951 年以后，除少数

地区因查禁不够深入仍有金银走私活

动外，各地市场上的金银黑市交易已

基本消灭。



1950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西南

区行决定：“在严禁银元计价行使和黑

市交易时，银行一概不予收兑。”同时，

把银元和人民币(旧)的比价定为 1∶

6000 元，黄金每两合人民币(旧)40 万

元，而且只挂牌不收兑，也就是硬性冻

结的方针。但是，为照顾部分群众的困

难，西南区行又规定必要时可考虑在

某一地区用压低牌价的办法进行有限

制的兑换，但必须报经西南财委批准。

1950 年 1～2 月，四川各地银行

按照西南区行通知，以人民币(旧)100

元折合银元券 1 元的比价限期收兑了

部分银元券。由于各地间银元与银元

券的比价及其流通数量悬殊较大，因

此，对兑换比价并未强求一致，如果市

场上银元与银元券比价超过 1∶50 时，

人民币兑换银元券的兑换价可压低至

1∶80 以下，兑换期限也可由 5 日缩短

至 3 日。截至 2 月 15 日，据重庆、川

东、川南三个分行统计，共收兑银元券

1091 万多元，兑出人民币(旧)107723

万余元。

1950 年 3 月，国家对黄金、银元、

外币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银

元仍然是挂牌定价，暂不收兑；对黄金

准许群众持有，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

对外币禁止私人持有，由中国银行限

期收兑。在此期间，四川人民银行调整

黄金收兑牌价，由 1949 年 12 月的每

两 40 万元调增至 72 万元，并积极进

行收兑，银行相应举办黄金折币存款。

1951 年初，西南区行规定“黄金

申兑数量不加限制，白银(银元)除以

农民在减租退押中所得为限外，一般

不予收兑”。对此，我省银行及时调整

黄金收兑牌价为每两 100 万元人民

币，而银元牌价仍维持每元兑 6000 元

人民币不变。

为贯彻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照顾

少数民族习惯，对川康藏彝等民族地

区，1950 年采取允许人民币与银元短

期混合流通，迫使银元逐步退出流通

领域的方针：(一)对经济比较发达的

地区，主要依靠政治力量，加速人民币

的发行；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则多

用经济方法，明确银元持有者的政策

界限，建立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的

市场，实行无限制的兑换，兑换价格依

市场的自然比值为准，并积极开展存

放汇等业务。(二)凡国营贸易的销货

收入与各项财政税收均规定一律收受

人民币，原则上不收白银，国营贸易部

门向少数民族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只

支付人民币，如少数民族拒收，可用以

货易货方式，或以白银(银元)支付。

(三)在无银行机构的地区，少数民族

要求以白银购货的，其白银可由贸易

公司代兑，对新开辟的人民币与银元

混合流通地区，为了避免货币投放过

多，影响当地物价，对人民币的投放数

量严格按批准控制。

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币与银元混

合流通的情况相当复杂。四川藏族聚



居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50 年

代初期，人民币可在汶川、小金、理县、

金川、松潘等地通行；黑水在交通点线

上能顺利推行，其僻远高山地区则只

有银元流通和物物交易；在阿坝、若尔

盖可混合流通，人民币与银元可以兑

换。1953 年 1～9 月，全区共兑出银元

1491904 元，兑入 635380 元。国家牌

价规定银元不分版面每元折合人民币

(旧币)1 万元，黑市价格在 1．2～1．3

万元之间。同年 10月，茂县地委决定

控制人民币的投放，增加物资供应，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银元黑市价格逐渐

下跌至 10500 元。

1952 年 6 月，康定藏族聚居区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正式公布禁银。

使用人民币的有康定、泸定、丹巴、九

龙、道孚、乾宁、甘孜；部分使用人民币

的有炉霍、德格、雅江；物物交易的有

邓柯、石渠、白玉等地。

50 年代初，雷波、马边、屏山、峨

边彝族聚居区的交易仍多使用白银，

间亦有少数收受人民币的，但多不愿

储存。彝族人民对成色不一、版式复杂

的银元并不信任，白银(银锭)就成为

当地唯一能够进行交换的媒介。人民

银行在当地建行后，除对有证明的彝

胞可兑出少量的白银外，一般情况只

兑入不兑出。1953 年 4 月，对彝胞兑

换白银一律不加限制。以后因兑出数

量增大，且有人乘机将白银贩至西康

牟利，或买进大烟(鸦片)，1953 年 11

月决定，原则上白银不再兑出；群众出

售土特产品获得的人民币经国营贸易

公司证明可兑给白银；各单位所需白

银开支应编制计划报经凉山工委批准

在人民银行领用。1953 年，全区兑入

白银共 122855 两，兑出 49941 两。黑

市白银价格高于国家牌价 20～30 % 。

1955 年 2 月 21 日 国务 院发布

《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

币的命令》，规定从 1955 年 3 月起，行

使新人民币，有 1 元、2 元、3 元、5 元、

1 角、2 角、5 角、1 分、2 分、5 分 10 种

面额，按新币 1 元合旧币 1 万元，收兑

旧币。

至 1955 年 4 月底，川、康两省共

收兑旧人民币 16277 亿元，折合新人

民币 16277 万元。新人民币发行前，国

营、合作商业系统均提前充实库存。到

命令公布前一日止，国营商业系统的

商 品 库 存 较 上 年 底 旺 季 时 增 加

3．5 % ，合作系统达到 旺季库存数的

98．2 % ，较上年同期增加 312．4 % ，基

层合作社 2 月底止棉布库存数较上年

同 期 增 加 255．6 % ，食 盐 增 加

122．1 % ，食油增加 48．4 % 。2 月 21 日

以后，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工作，保证了

在新币发行期间全省市场物价的稳

定。银行储蓄存款上升，金银收兑增

加。成都市在新币发行命令公布后 5

天内，储蓄存款余额上升 33．6 万元，

其中定期储蓄存款占 3 月份整个储蓄

存款上升额的 97 % 。成都市 3 月份收



兑的黄金比 2 月份增加 11．1 % ，重量

增加 5．28 % ；白银笔数增加 45．3 % ，

重量增加 42．1 % 。

1955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

铝质合金辅币，面额 5 分、2 分、1 分 3

种。1985 年底，四川省 3 种辅币发行

额共 3412．6 万元，与原发行的纸分币

混合流通。1980 年 4 月 15 日，中国人

民银行又发行面额 1 元、5 角、2 角、1

角四种铜合金币。1985 年底，四川省 4

种币发行额共 637．6 万元，仍规定与

同面额的纸币混合流通，但由于发行

量少，多为民间收藏，市面流通极少。

1979 年起，人民银行向国内外发

行金属纪念币。1984 年 10 月 1 日，在

四川发行建国 35 周年流通性纪念币，

面 额 1 元，1 种 版 面，全 省 共 发 行

130．8 万元；1985 年 9 月 1 日，在四川

发行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纪念币，

面额 1 元，1 种版面，全省共发行 0．8

万元；1985 年 10 月 1 日在四 川发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纪念

币，面额 1 元，1 种版面，全省发行 0．8

万元。

1963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决定

停止发行委托前苏联代印的 1953 年

版 10 元、5 元、3 元 3 种票面人民币。

1964 年 4 月 15 日，停止流通使用，由

人 民银行限期收回。1963 年 12 月 1

日～1964 年 4 月 10 日，四川省通过

银行日常业务，采取“只收不付”办法

共收回 17112 万元；4 月 10 日～5 月

14 日，公开宣传收兑 9512 万元。在停

止公开兑换后 1 个月内(5 月 15 日～

6 月 14 日)，凭证明收兑 19 万元。总

计收兑 26643 万元。此后，对个别情况

特殊的仍给予收兑。

第二节 货币(现金)流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对

货币流通采取计划调控的政策。

1953～1985 年，全省现金总收人

2659 亿元，现金总支出 2690 亿元。其

中“六五”期间比“一五”期间，收入增

加 6．86 倍，支出 增 加 6．97 倍；1985

年与 1953 年相比，收人增加 15．7 倍，

支出增加 15．6 倍。市场货币流通增加

26．52 倍。33 年中，有 22 年投放大于

回笼。有 11 年回笼大于投放。投放总

额大于回笼总额 3．7 倍。

1952 年末，市场上每流通 1 元人

民 币 有 11．69 元 的 商 品 零 售 额 和

4．46 元的商品库存。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四川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社

会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 12．9 % ，

流通中的人民币平均每年相应增长

10．8 % 。1957 年末，市场上流通一元



人民币，有 12．86 元的商品零售额和

7．66 元的商品库存，货币流通正常。

1958～1961 年，农、轻、重比例关

系严重失调。全省轻工业、农业生产大

幅度下降，商品供应十分紧张，集市贸

易价格大幅度上涨，被迫大量投放货

币。1961 年比 1957 年市场货币流通

量增长 1．96 倍，集市贸易价格上涨

7．48 倍。1961 年末，市场上流通一元

人民币只有 5．37 元的商品零售额和

3．38 元的商品库存。

1962～1965 年，经过调整，四川

省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从 1962 年开

始。连续三年回笼货币。到 1965 年末，

市 场 货 币 流 通 量 比 1961 年 减 少

26．9 % 。货币流通量与商品零售额的

比例上升为 1∶8．67。货币发行过多的

现象基本消除，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

的比例关系趋于正常。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省国民

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工农业生产长期

徘徊，市场商品供应日趋紧张，1966～

1976 年，有 9 年投放大于回笼。1974

年 比 1965 年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增 长

58．16 % ，社 会 商 品 零 售 额 增 长

59．63 % ，商品库存增长 67．34 % ，而

市场货币流通量却增长 1．21 倍，大大

超过了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增长速度。

1979 年以后，四川国民经济迅速

发展，银行现金收支大幅度增长，现金

投放逐年增 多。1979～ 1985 年，除

1981 年回笼货币 1．38 亿元外，其余 6

年都是投放，其中 1984 年是四川省投

放货币最多的一年。1985 年，贯彻国

务院“关于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

发行”的指示，净投放货币比 1984 年

减少 24．9 % ，货币投放偏多的状况得

到控制。

1985 年末，全省市场货币流通量

为 58 亿元，比 1978 年末增长 3．34

倍。其中，集团单位库存增长 2．4 倍；

农村居民手持现金增长 3．5 倍；职工

和 城镇居民手持现 金增 长 3．5 倍。

1978 年，职工和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持

币量比农民高 26．4 % ，1983 年开始变

化，到 1985 年，职工和城镇居民平均

每人持币量 44．91 元，比农民人均持

币量(46．32 元)低 3．1 % 。

四川是个农业大省，农副土特产

品比较丰富，价格水平较低，物资流出

较多。人多耕地少，出省做工的多。因

此，长期是一个货币流入省份。1957～

1978 年，从省外净流入货币 4．14 亿

元，占 1978 年 末 市 场 货 币 总 量 的

31 % 。1979～1985 年 7 年间，流入货

币为 20．6 亿元，比前 22 年增长 5 倍，

占 1985 年 市 场 货 币 流 通 量 的

35．5 % 。1985 年，四川省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 9．75 % ，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

的 6．24 % ，国民收入总额占全国的

7．2 % ；而市场货币流通量只占全国的

5．87 % 。人均持币量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只略高于贵州、湖南两省。

1953～1985 年，现金收付情况如



下：工 资 及 对 个 人 其 他 支 出 累 计

1058．36 亿 元，其 中 1985 年 支 出 比

1978 年增 长 1．75 倍，比 1953 年增 长

23．3 倍。

农 副 产 品 采 购 支 出 累 计 389．10

亿元，其 中 1985 年 支 出 比 1978 年 增

长 5．7 倍，比 1953 年增长 8．3 倍。

商 品 销 售 收 入 累 计 1658．63 亿

元，其 中 1985 年 收入 比 1978 年增 长

2．04 倍，比 1953 年增长 13．1 倍。

服务事业收入累计 186．51 亿元，

其 中 1985 年 收入 21．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48．7 倍。















市场货币流通量与有关经济指标比较(1951～1985)



市场货币流通总量及其分布状况



附：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的造币厂

一、宝川局

清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创建，

按户部规定的配额，铸造制钱。初有铸

钱炉 8 座，后陆续增至 40 座。每年正

配 12 卯(每卯为制钱 12 万余串)，加

铸 4 卯，代铸 1～2 卯，总计 18 卯。乾

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 年)增铸达 22

卯。同治、光绪时，因铜料短缺，有时年

铸仅 3 卯。光绪三十年缺铜停铸，宝川

局裁撤后附入机械局，改铸铜元。

二、成都造币厂

清光绪二十三年成立银元局，光

绪三十年成立铜元局，次年两局合并

为四川银铜元总局，光绪三十二年改

名为四川户部造币分厂，同年又改为

度支部造币厂。宣统二年划归天津造

币总厂管理，改名为成都造币分厂，并

在成都铁板桥街修建办公房屋及库

房。民国 25 年交中央造币厂监督管

理。民国 27 年奉命改铸法币的铜镍辅

币。四川解放后，由人民银行总行接

管，曾铸造解放军进藏使用 的银元，

1954 年以后停止铸币。1957 年撤销。

三、重庆铜元局

光绪三十一年由川汉铁路公司拨

借路股款 200 余万两，在重庆建铜元

局，次年在南岸苏家坝建成，内有英制

和法制设备各一套。规模宏大，设备先

进，在辛亥革命前并未生产。光绪三十

二年归度支部造币(蜀)厂管辖，时称

重庆造币分厂。民国 2 年投产，时开时

辍，生产极不正常。民国 16 年，刘湘改

为二十一军子弹厂，转为兵工生产。民

国 25 年交中央造币厂监督管理铸造

铜、镍辅币。中央造币厂复员迁沪后，

重庆造币分厂改为第二十兵工厂。民

国 38 年曾铸造银元。解放后改为国营

791厂。

四、军队造币厂

民国前期，四川各军事集团为筹

措经费，纷纷设厂自行铸造货币。民国



17 年以前，各军事集团设立的造币厂

总计达 33 处之多。这些造币厂大多设

在各军驻地，随军游动，开停无常(见

附表)。

四川军队造币厂概况表(1928 年以前)



五、四川财政印刷所

民国 20 年，二十一军军部购买上

海大业公司全套印钞设备，于次年在

重庆成立印刷所，主要为二十一军总

金库印制粮契税券。四川地方银行成

立后，又承印地方银行兑换券(即地

钞)。民国 24 年，印刷所迁到成都，更

名为四川财政厅印刷所，当年 3月，因

清理地钞，该所奉命停工。次年，该所

又复工承印四川省银行辅币券。民国

31 年，由中央财政部接管后，为中央

银行印制法币。民国 34 年 8月，该所

奉命停工，全所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

印刷厂。

六、重庆印刷厂

民国 26 年，财政部与四川省政府

协商，将四川省所属成都、重庆印刷所

由部接收。是年秋由财政部四川特派

员关吉玉会同中央银行第一发行分局

接管重庆印刷所。民国 27 年，由中央

银行成都分行接管成都印刷所。民国

28 年，将成都印刷所机械迁渝，与重

庆印刷所合并，改组为财政部重庆印

刷局。民国 29 年，将重庆印刷局改归

中央信托局管理。民国 30 年，中信局

印制处成立，将重庆印刷局改为重庆

印刷厂，厂址设枣子岚垭一号。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收购京华印书馆重庆各

工场，并入重庆印刷厂。以北碚、天生

桥为第一、二工场，李家坝厂及化龙桥

厂为第三工场。其设备多为圆盘机、胶

版机、铅印机及石印机等。其主要业务

为承印中央银行钞券及加印中央银行

钞券签章，并印刷粮食库券、各种储蓄

券、公债券、专卖凭证、各种票据表格、

书籍杂志等。民国 34 年 3月中信局印

制处改为中央印刷厂。原计划当年 11

月迁往南京，因交通困难延至次年 5

月迁上海。

七、大业印钞公司

民国 31 年由香港迁来，地址在现

乐山第四中学处，专门为中央银行印

制钞票，由中央银行总行发行局派专

员常驻监印。民国 31 年 7月，中央银

行集中钞票发行权，该公司印制法币

十元、一百元券。民国 34 年抗战胜利



后迁走。

八、川陕省苏区造币厂、石印局

(一)川陕省造币厂

民国 22 年成立。其全套设备为红

军进攻四川达县、南部县时，从刘存

厚、李家钰的造币厂缴获。该厂全名为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造币厂，

厂址原在通江县城，次年迁至苦草坝

德汉城。内分银元厂与铜元厂，下设冲

淬、焙化、碾压、印花等车间，工人最多

时达 200 余人，造币厂负责人由工农

银行总行行长郑义斋兼任。民国 23 年

底，红军撤出通江、南江、巴中等地，造

币厂随迁至旺苍坝，次年红军继续北

上，因造币机器笨重，多沿途丢弃或埋

藏。

(二)川陕省石印局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即在

苦草坝设石印局，开始时只有两部石

印机，准备印钞，由周北海负责。民国

22 年红军攻入达县，缴获一部分石印

机器设备，同年 11月 18 日，川陕省石

印局在通江城南街成立，总负责人郑

义斋。工人最多时达六七十人。

石印局印制的钞票有银元券和铜

元券两大类。印刷的券料以白、红、绿、

蓝布印成的称布币，以纸印成的为纸

币。民国 23 年底，石印局随军转移到

旺苍，又到中坝，沿途仍继续印钞。进

入藏区后，印钞工作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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