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业对工商业发放贷款和投

资，是其资金运用的主要投向，是金融

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金融业自身

盈利的大部分也是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

清光绪二十二年，蜀通官钱局即

通过发放钱票、贷款给商务局、纺缫

局、商号收取利息。年余即盈利 3．6 万

两。典当和票号都通过低息吸存、高息

放出的方式，获取利差收益。

民国 23 年，四川地方银行成立，

提出以调剂省内金融、促进币制统一、

复兴农村经济、辅助工商业为发展宗

旨。当年发放贷款 650 万元。民国 24

年，四川省银行提出以积极扶助生产

事业及本省特产品生产运销为主的业

务方针，对工商业的放款逐年增加。至

民国 34 年，贷款余额达 383400 万元，

其中用于扶持生产事业的占总额的

44．3 %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类金融机

构遵循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金融政

策，开展融资活动。中、中、交、农四行

联合组成贴放委员会，共同分担对工

商业的贷款任务。民国 20～34 年，共

发放贷款 757 亿元，支持了迁川工厂

的重建和恢复生产，促进了工矿、交

通、商贸等事业和川盐、川糖、粮食、棉

花、畜产等农副特产品的生产运销。国

家银行放款，以抵押、押汇、贴现、重贴

现、转质押等为主要形式。利率一般比

市场利率略低。抗战后期，国家银行为

应付通货恶性膨胀，对工商业贷款采

取紧缩的方针。私营银行放款，按照市

场利率贷放，形式以抵押、押汇、票据

贴现为主，信用放款为辅。旧式钱庄则

以信用放款为主。抗战胜利后，私营行

庄放款多投向其自身创建的附业(俗

称“划子”)，或投资控股企业。

民国时期，除中央银行外，各类银



行都从事投资业务。国家银行、省市地

方银行、私营商业银行对工矿、交通运

输、公用、仓储、保险、商贸、房地产、文

化出版等事业，都进行投资。私营行庄

还通过购存政府债券的方式经营投资

业务。因投资是银行资金的长期运用，

利润较放款高。为保证金融资金周转

流动灵活的特点和存储户的提取，财

政部对银行投资数额有政策性的限制

规定。银行对投资较多的工商企业，多

指派人员参加董事会，或派员担任企

业会计，以保证资金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较长时

期，银行只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

贷款，一般未开展固定资产的贷款和

投资。企业所需的全部生产和经营资

金，固定资产所需由财政无偿拨给；流

动资金所需则由财政和银行按比例分

别供应。80 年代初，银行的信贷资金

才正式进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领

域，各银行均发放了中短期设备、技术

更新、基本建设贷款。国家对企业的财

政拨款也多改为以贷款方式投放，但

仍多属政策性贷款，经济效益一般较

差。

50～70 年代，银行对工商企业发

放的流动资金贷款，按照国家计委批

准的工业生产计划、商品流转计划和

信贷计划，用分配贷款指标的办法，控

制贷款的规模和投向。各类贷款，强调

专款专用，指标不准突破。坚持“贷款

必须按计划发放和使用，必须与物资

供应相结合，必须按期归还”的原则，

通过“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

的“三查”方式，保证贷款的有效使用

和资金安全。贷款均采用信用放款形

式，不要求企业提供物资作抵押。

1957 年，银行的工商贷款余额达

156163 万 元，比 1950 年增 长 近 80

倍。从 1950 年到 1957 年，贷款投放的

规模同国民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贷

款的发放与收回比较顺利。1958～

1960 年，信贷管理权限下放过多，推

行“全额信贷”，在工业生产增长率下

降、社会零售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1960 年底贷款余额达 677864

万元，比 1957 年增加 3．5 倍，形成贷

款失控。许多贷款没有社会经济效益，

成为呆帐。1964 年，工商贷款逐步趋

向 合 理，比 1961 年 贷 款 余 额 下 降

53 % 。1976 年，工商贷款余额比 1965

年增加一倍多，但社会生产总值、国民

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只分别增长

52 % 、63 % 、73 % 。均低于贷款的增加

幅度。1979～1985 年，工商贷款逐年

增加，并开展投资业务。1984～1985

年，“经济过热”，工商贷款一度出现失

控，贷款发放过多，经济效益不佳。

1985 年贷款余额220亿元，比 1978 年

增加 124 亿元，增长 1．28 倍，同期社

会总产值、国民收人、社会商品零售额

分别增长 1．44 倍、1．44 倍、1．37 倍，

高于贷款增长幅度，贷款效益有所提

高。



民国时期，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

来源与运用，各有特点。对工商业放款

有短期周转性贷款，有长期投资 性贷

款。放款的方式有抵押、信用、透支、贴

现、押汇等多种。国家银行的放款利率

由央行或四联总处核定，私营银钱业

放款利率则随市场变动，无固定和统

一的利率。

第一节 国家银行工商放款

一、政策

中、中、交、农四行，因组织宗旨和

担负任务之不同，其放款的对象、范围

各有侧重，但也有业务交叉。对工商企

业的放款，主要由中、中、交三行经营。

抗日战争前，各行多单独自主组织放

款。民国 26 年，财政部颁布《四行内地

联合贴放办法》，由四行组成联合贴放

委员会，办理放款事宜。四行各自承担

的贷款份额为中央 35、中国 35、交通

20、农民 10。后改为中央 40、中国 30、

交通 20、农民 10。民国 28 年，四联总

处在重庆成立，联合贴放的政策与计

划全由其统管，联合贴放成为国家银

行发放工商贷款的主要形式。各行虽

仍有单独放款业务，但控制较严，数额

不多。民国 26 年 9 月～28 年 12 月，

四行联合放款 63645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内迁之资金需

求。

联合贴放的原则是：放款方式侧

重于转质押、重贴现；直接贷放给农工

矿商各业；注重扶持抗战必要和生活

必需之各业生产与物资运销；减少地



方政府非生产性借款。联合放款分普

通和专案两种。每次放款经审核后，由

一家银行为代表行，同贷户签立借据，

办理放款手续，资金由四行按比例分

摊。民国 29 年 3～12 月，四行在重庆

发放的专案放款中，工矿业占总额的

20．41 % ，金额 17472 万元。民国 30

年，工矿业贷款增至 29270 万元，但在

总额中所占比重却降为 18．39 % ，贷

款多投向流通性企业。民国 31 年，四

行暂停普通贴放。四联总处公布《投资

贴放方针十四条》及《查核各行局单独

投资办法》，规定凡经总处否决之投资

放款，各行不得承做；超过 50 万元之

投资放款，须经总处核准。意在严格控

制贷款投放，稳定法币币值和物价。

民国 33 年 6 月，四联总处核定贷

放在四川和重庆的各类放款总额达

302863 万元，其中重庆地区 286749

万元，成都、自贡、内江、万县、乐山等

地共 16114 万元。这次对工矿业贷款

最多，仅重庆就有 173774 万元，占总

额的 60 % 。10 月，放款总额增加到

535332 万元，其中重庆为 524932 万

元，四川各地为 10400 万元，仍以对工

矿业放款为多。抗战后期，因通货膨

胀，法币贬值，四行对工矿业放款虽有

增加，但企业所需生产资金仍极感困

难。民国 34 年 8 月，抗战胜利，重庆及

四川各地物价大幅下跌，资金大量流

向沿海，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处于

危机状态。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三团体

联合向政府请求贷款救急。9月，国民

政府财、经两部和中央银行公布《紧急

工贷后方实施办法》，规定工贷暂以

50 亿元为限；利率为月息 3 分 4 厘；

财政部担保，中央银行按 9 折承做转

抵押；期限 18 个月。重庆地区工矿企

业据此申请贷款 40 亿元，但经四联总

处和战时生产局核准发放的仅 25．4

亿元。300 多家制革业，只有 9 家得到

贷款 4000 余万元，纺织业则完全没有

得到贷款。民国 35 年农历年关，重庆

及成都的大小工厂，因受外货倾销影

响，产品销售受阻，资金十分紧张。重

庆工业界向政府申请贷款 1000 亿元，

结果只批准 48 亿元，而且要求以工业

原料和出口货物作抵押，折扣率不超

过七成，每笔贷款不得超过 5000 万

元。在成都核准发放的 167 笔贷款，贷

款额最高 2000 万元，最低 200 万元，

不少企业将物资押存入银行仓库，所

得贷款很少；周转仍极困难。民国 36

年下半年，物价波动剧烈，四行奉令停

止放款和收回贷款。次年上半年，只发

放少量的国策贷款及业务贷款。国策

贷款由总处核定，中央银行仍可重贴

现、转质押、转押汇。业务贷款计划由

总处核定后，各行自行办理。金元券发

行后，各种工商放款，一律停止。惟有

以预算作抵之借款，经行政院核准可

商办。民国 38 年初，政府对工业放款

稍有放开，允许 100 万元以下贷款，各

行可自行核贷。5月，将贷款额提高到



200 万元，因数额太小，申请者甚少。

银元券发行后，各种贷款全部停止。

二、种类

(一)重贴现、转质押、转押汇

抗战前，市场资金借贷多采用赊

欠记帐方式，很少以期票、汇票向银行

贴现。民国 31 年，四联总处规定专案

放款严格审核，手续力求简便。工矿农

林事业放款，由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

以质押贴现及押汇方式承做后，四行

办理重贴现、转质押、转押汇。押款不

超过 6个月，利率照市场情况酌定。四

行实行专业化后，原由中、交、农行承

做之重贴现、转质押、转押汇业务，改

由中央银行承担，中央银行成为信用

的最后源泉。民国 32 年 4月，修正票

据承兑办法，规定各商业行庄得以贴

现之票据背书后向中央银行请求重贴

现。由中、交、农各行与银行同业公会

组织放款委员会核准的 5～100 万元

放款，中央银行亦可据以办理重贴现

与转质押。当年，四联总处核定对国防

有关和民生必需品之工矿生产事业贷

款 20 亿元，其中公营四成，民营六成，

由中、交两行按实放数额向中央银行

办理重贴现、转质押。民国 33 年，市场

投机之风盛行，中央银行规定重贴现

最高额不得超过票面金额七成。民国

35 年 12 月，中央银行订定《办理商业

行庄重贴现、转质押、转押汇暂行办

法》，规定重贴现、转质押以中小型生

产事业及出口业为对象；转押汇货物

为民生日用品。每一行庄重贴现或转

质押最多 1．5 亿元，转押汇最多 3 亿

元，由银钱业组成银团向中央银行承

借。

(二)发展与扶持国际贸易放款

中国银行是负责发展与扶持国际

贸易的专业银行，其贷款与投资注重

发展进出口贸易，协助政府平衡国际

收支。抗日战争时期，因国际通道受

阻，进出口贸易陷于停滞。中国银行的

放款方针，确定以扶持国内生产为范

围，以期减少依赖进口，增加出口，以

裨益国计民生的一切生产事业为贷款

对象。自民国 31 年起，历年贷款均有

增加，并多由重庆中国银行放出。据不

完全统计，民国 31～33 年，中国银行

共发放发展与扶持国际 贸易贷款

476267 万元。四川历来是猪鬃、桐油、

生丝、茶叶、皮毛等主要货物出口省份

之一。中国银行发放的协助农产品、畜

产品加工制造事业贷款，三年间达

74858 万元。民国 33 年比 31 年增加

4．7 倍多。



1942～1944 年中国银行发放扶持国际贸易贷款统计表

(三)工矿交通生产事业放款 抗

战时期，对大型的工矿建设及交通生

产事业的贷款，除由四联总处统筹发

放联合贴放款外，交通银行对在传统

上与其有融资关系的纺织、面粉、盐

业、粮食运销等也单独组织放款。四行

专业化后，法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

行，交通银行所放贷款又多期限长、数

额大，放款余额大大超过存款余额，被

迫紧缩民营生产事业的贷款，而把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公营和官僚资本企

业。当时在重庆对公营企业放款利息

定为月 息 9‰，而市场利率则 高达

100‰。民营企业在告贷无门时，只好

以高息向私营银行借款。民国 32 年，

交通银行对工矿事业所放贷款占四行

所放总额的 56 % ，民国 33 年占 72 % ，

民国 34 年占 74 % 。交通银行的自有

资金已无法应付工矿事业大量贷款的

需要。四联总处乃决定巨额工矿贷款

仍由四行分担承贷。民国 31～34 年，

交通银行对工矿事业放款余额分别

为：民国 30 年为 100774 万元，民国

32 年 245775 万元，民国 33 年 398566

万元，民国 34 年 1305680 万元，大多

集中于重庆和四川地区。抗战胜利后，

资金大量东流，外货输入猛增，重庆和

四川地区的工矿交通事业，资金愈加

紧缺，生产更感困难。民国 36 年，国家

银行停止联合贴放。国家银行对四川

地区的工矿事业贷款，基本停止(表

4－2)。



抗日战争时期四行联合贴放数额统计表

第二节 地方银行工商放款

一、工商放款与同业拆借

(一)工矿生产事业贷款

四川省银行在民国 29 年前，以商

业放款为多；民国 30 年改为以积极扶

持本省生产事业及特产品生产运销为

主。民国 32 年，限制普通商业放款和

同业放款，继续办理小工业放款。将全

行能运用资金总额的十分之四作为特

产和一般生产事业贷款。民国 30 年

前，商业放款余额平均占贷款总额的

50．3 % ，民 国 35 年 6 月，下 降 至

25．6 % 。民国 33 年，按照川省各地的

经济特点，分别确定工商放款的重点

对象。如重庆的水电、水泥、煤油、面

粉、盐业、公汽、轮渡等业；达县、长宁、

南川、綦江、永川、威远、键为等地的矿

业、冶金等业；夹江、乐山、梁山、大竹、

广安的纸业；宜宾、万县、南充的猪鬃

业；南充、乐山、阆中、遂宁的丝绸业；

什邡、中江、绵竹、郫县的烟草业等。此

外，划定内江、资中、自流井、隆昌、南

川、中江、夹江等 12 县为办理糖、盐、

麻布、茶叶、烟叶、纸业等特产品贷款

区域。民国34 年，仅糖业一项，四川省



银行即发放生产贷款 14440 万元，加

工贷款 16245 万元。市银行因条件所

限，对工业贷款一般限制较严，贷款以

短期、安全为主，利率较市场略低，注

重资金的加速周转。民国 35 年 9 月，

重庆市银行发放的生产、公用、文化、

卫生事业贷款，余额为 70330 万元，占

全部贷款总额的 35．2 % 。成都市银行

发放的生产事业贷款较少，民国 33 年

仅 放 528 万 元，占 全 部 贷 款 总 额

12．3 % 。自贡市银行因当地盐业等工

矿业较发达，发放工业贷款较多。民国

36 年 6 月贷款余额 87427 万元，占全

部贷款总额的 76．5 % 。县银行资金有

限，一般不发放工矿生产事业贷款。

(二)商业贷款

民国时期，四川长时期通货膨胀，

市场不稳，物价上扬。地方银行对发放

周期长、利率低的工矿生产事业的贷

款均不积极。省、市、县银行为了保持

币值和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多积极

发放商业性放款。重庆市银行即以商

业和同业为主要放款对象。各县银行

发放的商业性贷款，一般占其贷款总

额的百分之七八十。

地方银行对扶持本地小本工商业

者，比较重视。民国 26 年初，重庆市警

察局社会科，同四川省银行组成贷款

监督委员会，制订“小本借贷办法”，由

省银行拨资金 10 万元，贷给有生产或

经营能力的个人。借款金额以 5～30

元为度。期限 1～3月，利率一分二厘，

较市场略低。举办以来，请求贷款者甚

多，凡经过调查属实，尽量予以贷给。

到民国 29 年底，累计发放 446．4 万

元，年终余额 96．9 万元。此举为社会

人士所称道。成渝两市银行成立后，按

行政院颁布的贷款办法，由地方政府

倡导，市银行按资金情况，对小本工商

业采取合贷(即由市银行统一贷放，然

后将贷款按协商比例分摊给各家。如

成都市银行即与中央信托局、交通银

行、四川省银行四家联合承贷)或独家

承贷(如重庆市银行拨专款 1 亿元为

基金进行试办)方式放款。每户贷款金

额，重庆订为 50 万元，成都 10 万元，

期限仍为 1～3 个月，利率照银行普通

放款利率低 15～40 % 。成都市银行在

民国 33 年统一向皮革、靴鞋、染织、铜

器、制茶、新衣、皂烛、棕刷、竹器、织

袜、刀剪、制伞、棉布、油绸布等行业

300 余家发放贷款金额 1250 万元。

(其中市银行承贷 550 万元，其他三家

分摊 700 万元。)重庆市银行在民国

35 年 9 月，发放给土陶、碾米、炭薪、

印刷、针织、服装等行业共 39 家。贷款

203 万元。

(三)同业拆借

省、市银行经过中央银行的特许，

对本省市金融行庄可做不超过三天期

限的拆放。县银行缺乏资金时，经省银

行总行核准，亦可向其发放部分贷款，

以示扶持。据民国 34 年 6月统计，四



川省银行拆放给商业行庄 8．37 亿元，

贷放县银行 1．67 亿元，共计 10 亿余

元。市银行多余资金亦向同业行庄拆

放。重庆市银行民国 35 年 9 月拆放同

业余额 85928 万元，占总额 43 % 。成

都市银行民国 33 年底，拆放同业余额

3035 万元，占总额 70．5 % 。自贡市银

行 民国 36 年 6 月，拆 放 同 业 余 额

29833 万元，占总额 23．7 % 。均起到了

活跃市场，稳定金融的作用。

(四)放款方式

地方银行放款的形式，有信用、抵

押、票据贴现等，以抵押放款居多。民

国 32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非常

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地方银行均

积极开展贴现放款业务。工商业主只

要开出期票，经过金融业或殷实企业、

商家承兑，即可向银行办理贴现。贴现

银行还可向中央银行办理转贴现。这

种贴现放款，期限较短，且预扣利息，

增加收益，各银行踊跃办放，大有取代

押抵放款的趋势。民国 35 年，四川省

银行办理的贴现放款，年底余额达

40．7 亿元，占贷款总额 38．7 % 。重庆

市银行在民国 35 年 9 月贴现放款余

额 55953 万元，占贷款总额 28 % 。成

都市银行民国 33 年度贴现放款 528

万元，占总贷额 12．3 % 。

地方银行的放款，有许多被当权

者套用。潘昌猷主管四川省银行 8 年，

利用职权大量套用资金。据潘开设的

重庆银行报表统计，民国 27～34 年，

省银行存入重庆银行的“存放同业”

款，平均每月 300 余万元。其中民国

34 年 8～10 月，每天都达 3000 万元。

民国 30～35 年，省银行“存放”到重庆

银行所属成都、内江、宜宾、万县等 11

个行处的款项，平均每月 2336 万元，

其中以宜宾办事处为最多。重庆银行

运用省银行提供的低利资金高利贷

出，谋取了丰厚的利润。四川省银行的

各项放款，大多落入当权者私人经营

的企业。据该行民国 33 年 7月底《资

金平衡表》所记，贴现、定期放款、定期

质押 3 种放款科目的总额为 11022 万

元，其中放给当权者经营的企业达

6324 万元，占 57．4 % 。

二、财政性借垫与放款

地方银行为地方军政当局控制，

在授信业务上，经常受地方军政部门

的干预，常为政府和军队机关融通资

金，以辅助施政或支持军事行动。大凡

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军政部门，多采用

借垫、透支、强迫提用等方式大量挪用

银行资金，有时银行竟成了军政部门

的出纳机关。民国 25 年 5月，四川省

政府欠四川省银行债务达 900 余万

元，超过当时省银行资本额 3 倍以上。

省财政厅指令省银行代其向国家银行

担保或抵押款项，到期不能偿还，由省

银行代垫还本息。此类事竟屡见不鲜。

民 国 34 年，四 川 省 银 行 垫 款 达

2917．5 万元。重庆市银行在民国 35



年 1 月，一次垫款达 3 亿元。安岳县银

行在民国 34、35 两年垫款 7311 万元。

民国 32 年 10 月，西康省银行帐

上有省库透支款 143．5 万元，民食委

员会借款 6 万元，省参议会借款 1．9

万元，铨叙委员会借款 5000 元，省党

部调统室借款 4 万元，粮政局借款 5

万元，修建省府新厦借款 113 万元，本

省办理土地呈报借款 35 万元，共计

310 万 元，占 当 时 银 行 资 本 额 的

88．9 % 。民国 36 年自贡市银行公库透

支 18 笔共 32 万元。民国 35 年税收淡

季时，成 都市银行先后借给市政府

8000 万元。

民国初年，军政部门需用款项多

以直接支用或强迫提取的方式，向地

方银行勒索。如四川银行所发军用票

1500 余万元，铜元票 124．59 万串，全

部作为军政府支付军政费用。军队银

行所发钞票更是直接用于军费开支。

四川地方银行所发地钞 3723 万元，其

中有 60．44 % (2250 万元)为二十一军

以“领钞”方式提去作“剿赤”费用。民

国 2 年，四川军政府拨银 45 万两给浚

川源银行恢复营业，不久“二次革命”

爆发，各军向浚行提款 75 万两。民国

5 年护国之役，浚川源银行又被驻军

陈宦、周骏、刘存厚提款 149．3 万元，

以致浚行所发钞票不能兑现，在市场

上折扣行使，银行信誉大受损失。

民国 37 年，重庆物价飞腾，各类

私立学校的经费均严重短缺，陷于无

法维持之境地。各学校纷纷向市政府

申请救济，市政府财政枯窘，只好应允

以棉纱罚款拨充教育基金作担保，由

学校向市银行申请贴现。市银行则按

政府指令向 117 所学校发放了贷款。

这次由政府指定发放的放款，竟占当

年该行抵押放款的 80 % 。

第三节 私营银行工商放款

私营商业行庄的放款对象，均为

工商企业，且以商业为主。早期的钱庄

放款沿用票号旧习，经营短期信用放

款，尤以比期放款为主，长期放款一般

也以三个月为限。钱庄放款对象主要

是上下货帮。早期的银行业，也多采用

比期放款形式，对商业发放信用放款。

这种放款一般金额大，利率高，周转

快，成为金融业的主要放款形式。抗战

开始后，外省商业银行和企业大量迁

川，资金涌入，市场头寸充裕，各行庄

急于寻找资金出路，商业行庄放款数

额激增。民国 25 年底，“美丰”银行放

款余额 800 万元，至 31 年 3 月底，即

增为 5991 万元，增加 6 倍多。民国 30

年 1月，重庆的美丰、川盐、川康、聚兴



诚、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南、盐业、

通惠、大川、亚西、四川建设等 12 家银

行与和济等 24 家钱庄，总计发放比期

贷款余额 5100 万元。次年 2 月，增加

为 22700 万元，增长 3．5 倍。民国 31

年 3 月下旬，重庆 60 家银钱业自报放

款数额 22733 万元，其中商业 14318

万元，占总额的 52．19 % ；工矿、交通

事 业 3107 万 元，占 11．32 % ；同 业

5492 万元，占 20．02 % ；个人及其他放

款 4516 万元，占 15．93 % 。从民国 23

年起，聚兴诚银行即在内江等地开办

糖业放款，民国 25 年放款户达 145

家，金额 22 万元。民国 28 年，闽、粤等

沿海产糖区沦陷，四川内江等地由年

产糖 4000 万斤增至 15000 万斤，生产

和运销需要大量资金。聚兴诚银行在

民国 30 年 11 月，1 个月即发放糖业

贷款 773 万元，支持制糖业的发展。川

盐银行放款以扶持盐业生产、运销为

主，其放款总额由民国 20 年的 133 万

元，连 年 增 加，至 民 国 30 年 达 到

146392 万元，其中用于扶持盐业的贷

款，一般均占总贷额的 60 % 以上。该

行储蓄部在民国 22 年中 98 % 的放款

是贷给盐业的。不仅对盐商办理盐载

押汇和盐载抵押放款，还对盐船户发

放轻息贷款，利率比市面低 50 % 左

右。

抗战胜利后，私营银行对工商放

款，多采取稳慎方针，侧重抵押放款和

票据贴现，对贷款对象审查甚严，以防

发生倒帐事件。放款多以自身投资创

办或控股的商贸公司(即附业、“划

子”)为主要对象。民国 37 年 5 月，川

康银行一次放款 379 亿多元，其中放

给懋康公司 210 亿元，重庆猪鬃公司

92．2 亿元，和源猪鬃公司 14．7 亿元，

利济轮船公司 29．7 亿元，中复公司

13．6 亿元，四川旅行社 10 亿元。这 6

家由川康银行投资和控制的公司，就

占放款总额的 84．4 % 。贷款最多的懋

康公司就是专门经营棉花、棉纱、布

匹、盐和黄金、美钞以及从事从沦陷区

走私货物等投机性商贸活动。川帮私

营行庄，除放款支持从事生产、运销的

工商企业外，还大量放款支持贩卖鸦

片烟的活动。



投资是银行资金的长期运用，是

金融业支持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

公用事业等的重要方式；也是金融财

团自身生存发展、获取高额利润的手

段。投资的形式有银行出资开办企业；

有向企业入股或购买企业股票成为法

人股东等多种。国民政府在《银行法》、

《新银行法》以及核准的《专业银行条

例》、《商业银行章程》等法令、法规中，

对银行的投资规模、范围、数额等，都

有限制性条文规定。如规定各类银行

均不得直接经营工商业；不得买卖不

动产(自身营业必需的不动产不在此

限)；不得购买其他银行股票等。在民

国 26 年 4月公布的《新银行法》中，明

确规定：商业银行只能投资于农、工、

矿业和其他生产、公用、交通等事业。

分别限定商业银行与实业银行的投资

总额不得超过其存款总额的 20 % 和

40 % ；购买每一生产建设事业、有限责

任公司厂号的股票，不得超过存款总

额的 2 %和 4 % 。国家银行、地方银行

的投资业务比照实业银行办理。民国

31 年 3月，财政部明令限制银行投资

入股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的四分

之一，并须事先呈准。

第一节 国家银行投资业务

民国 24 年 5 月，国民政府颁布

《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经

营投资业务，允许中国、交通、农民、中

信局、中合库经营投资业务。



一、中国银行

1937 年，中国银行在全国各地投

资进出口贸易等生产事业达 45 家，金

额 4000 余万元。民国 28 年，总处迁重

庆，将原投资之厂矿企业，设法内迁恢

复建厂；或将原在沪、港等地的机器、

材料、技术人员，转移内地，另建新厂；

或与有关方面合作，共同投资，组建股

份制的新厂、新公司。截至民国 32 年

底，投资单位 达 92 家，总 金 额 达

24944 万元，投资的企事业单位，大都

设在四川(表 4－3)。

1943 年中国银行投资情况一览表

二、交通银行

民国 27～34 年，交通银行总管理

处迁渝时期，以工矿、交通、电力、建

筑、纺织等生产事业为投资重点兼及

金融、商业、新闻、出版等业。民国 34

年，投资单位 100 余家，总金额 51372

万元(表 4－4)。

抗战时期交通银行投资数额一览表



投在四川数额较大的单位有重庆

中国兴业公司 1400 万元，经纬纺织制

造公司 1000 万元，中国造纸厂 900 万

元，通济贸易公司、中国棉业公司、民

生实业公司各 500 万元，中国桥梁公

司、蜀余盐号各 400 万元。(蜀余盐号

后增加到 2000 万元，改名蜀余公司，

主要经营盐和桐油。)

三、中国农民银行

民国 34 年底，投资的农林企事业

有：中国农村水力实业公司 3000 万元

(在重庆南泉设堤坎水电厂、杨公桥设

水力工业厂等 9 所)；中国农业机械

公司 5000 万元，中国林业建设公司

500 万元，中国工艺产品公司 1000 万

元。投资自办的农村示范事业有：雅安

试验农场 200 万元；园艺推广示范场

2000 万元(总场设简阳，江津、金堂设

分场)；南川棓酸厂 50 万元。

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和中信局，

均在驻川时期投资创办保险公司、仓

储公司等企业。

国家银行对投资较多的工商企

业，多指派经、副、襄理担任企业的控

股董事，或派出人员担任企业的会计，

监督资金使用情况，以保证投资的安

全。

第二节 地方银行投资业务

一、四川省银行

省银行的投资业务有两种：一种

为生产实业投资，计有 16 个行业，金

额不大；一种为有价证券投资，多半是

购买本省的金融债券或建设债券，用

作发行辅币券及向国家银行领钞的保

证准备。该行民国 28～33 年各项投资

金额见表 4－5。



1939～1944 年四川省银 行投资金 额统计表

1944 年四川省银行投资行业分类及金额表



二、西康省银行

民国 30年以前，西康省银行直接

经营商业，大量囤积、买卖沙金、麝香、

食盐、茶叶及烟土等货物以牟利。民国

31 年 9 月，经董事会议决，投资设立

“利康商行”，并普设分号，由银行的分

支机构负责人兼任分号经理，从事商

贸活动，其获利超过银行收益。在企事

业方面的投资，据民国 32 年统计：有

通和公司 2 万元，土产贸易公司 2．3

万元，川康实业公司 3 万元，雅安水电

厂 10 万元，川康兴业公司 50 万元，盐

业合作社 2 万元，康裕公司 50 万元，

西宁公司 40 万元，共计 159．3 万元。

第三节 私营银行投资业务

四川的私营银行、钱庄大多经营

直接投资业务。一般是行庄出资设立

一二个公司或商号(俗称“拖划子”)，

从事商贸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这种

情况在抗战时期极为普遍。对生产企

业及事业的投资，多由一些实力较强

的银行经营。在川帮银行中有：

一、美丰银行

自民国 21 年起，先后投资 90 多

个单位。该行向重庆自来水公司初期

贷款和垫款 10 万余元，后便将借垫款

转为股本；对重庆电力及民生公司，也

采取同样方式分别投资 27 万元和 35

万元。民国 23 年，投资房地产 49 万

元，在重庆建美丰大楼。民国 28 年设

立“丰”字号子公司，投资竟占银行资

本总额 50 % 。到民国 38 年尚有投资

单位 66 个，其中工矿及公用事业 24

个，交通运输事业 4 个，商业企业 13

个，金融信托保险事业 16 个，文化新

闻事业 9 个。

二、川盐银行

从民国 22 年起，先后投资 72 家。

其中工矿和公用事业 27 家，商业公司

14 家，金融信托保险事业 17 家，新闻

事业 14 家。此外还投资房地产，修建

“川盐里”等住宅出租。



三、聚兴诚银行

该行投资业务地区范围较宽，民

国 21～36 年，共投资 59 个单位，分布

在重庆、成都、内江、汉口、上海、南京、

昆明等地。重点投资单位有两个：一是

川康毛纺厂(成立于民国 25 年)，聚行

投资占该厂资本 90 % ；一是兴华保险

公司(民国 26 年成立)，聚行投资占该

公司资本 28．5 % 。

四、和成银行

投资单位 56 个，其中工业 14 个，

商业 13 个，金融保险 14 个，文化事业

7 个，其他 6 个。

其他川帮商业银行多投资经营仓

储业。省外的商业银行如金城、上海商

业储蓄、永利等银行在四川亦有不少

投资项目。

各私营银行和地方银行除投资于

生产交通公用等事业外，还集体组织

财团，投资毒品运销，大量买卖烟土牟

利。民国26 年 1月，川盐、美丰、川康、

重庆、江海、四川商业、四川省银行等

7 家银行与四川禁烟总局合组“利济

财团”，资本 500 万元。禁烟总局认股

50 万元，其余 450 万元由各银行分别

投资。开设“烟土统收处”，负责收购鸦

片烟，实行垄断专卖，获利甚丰。此外

雅安的济康银行，重庆的新业银行等，

也都是投资毒品业的大户。



50～7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银行的工商贷款仅限于对企业发放

流动资金贷款。在 70 年代，曾对集体

工业、“五小”工业、黄金生产企业发放

少量的设备贷款。80 年代后，开始对

大中型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商业网

点设施、仓库设施、技术更新改造、新

产品试制、科技开发以及基本建设等

固定资产领域的贷款，改变了过去企

业增加固定资产完全靠财政拨给的状

况。

国家银行发放工商贷款均根据国

家批准的生产计划、商品流转计划、信

贷计划贷放，坚持“贷款必须按计划发

放和使用，贷款必须与物资保证相结

合，贷款必须按期归还”的原则；坚持

“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制

度；执行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流动资

金与基本建设资金“分别管理、分别使

用”的规定。

第一节 国营工业贷款

一、工业生产企业贷款

1949 年，四川的 国营 工 业产 值

(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折合人民

币 4900 万元，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

的 6．7 % 。1950 年，国民经济进人恢复

时期，到年底，全省工业贷款余额 593

万元。1951 年年末，贷款余额增加到

1671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1．82 倍。

1952 年，银行一面贷款支持工业

恢复生产，一面配合财政、主管部门，

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核定定额流动

资金。同时，改变流动资金供应形式，



定额流动资金的 80 % 由财政拨给，

20 % 由银行发放定额贷款，并发放季

节性超定额贷款。从 7 月份起，总、区

行将中央企业贷款下推，按借款计划，

由分行掌握发放，专款专用。到年末，

全省贷款余额达 3919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11 倍。

1953 年 1 月，人行总行颁发的

《国营工业短期贷款暂行办法》(草

案)，要求企业申请借款，必须编制借

款计划，并附送定额物资储备清单。由

于企业管理水平和信贷工作水平都跟

不上，执行困难。1954 年，省人行简化

了贷款办法。11 月，总行下达《国营工

业短期放款暂行办法》，企业定额流动

资金全部由财政拨足，银行停办定额

贷款。银行贷款分为计划内超定额、结

算、大修理、特种、临时 5 种。

“一五”期间，四川新建、扩建和改

建成一批大中型项目，地方新办的工

业项目也陆续建成投产，银行及时对

投产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予以支

持。到 1957 年末，贷款余额达 13013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近 2．7 倍。

1958 年 3 月，人民银行总行、财

政部颁发的《关于国营工业和公私合

营企业实行定额贷款的规定》，规定中

央企业流动资金定额内 70 % 由财政

拨给，30 % 由银行发放定额贷款；对季

节性生产的企业所需流动资金，按最

低需要核定，全部由财政拨给，银行不

放定额贷款。地方企业生产发展需要

增加资金，其增长部分的 30 % 由财政

拨给，70 % 由银行发放定额贷款。因财

政不再给企业拨四项费用，由企业用

利润留成解决，为解决企业先支后留

的困难，银行发放四项费用贷款，期限

一年。

是年，号召国民经济全面“大跃

进”，任意破除规章制度，银行下放了贷

款管理权限，规定在包干差额内，项目

之间可以流用，多存可以多贷，收回的

可以再贷；可发放一年内能收回的小

型工业设 备贷款；在贷 款余额的

1．5 % 额度内用以发放临时贷款。因敞

口供应资金，导致贷款猛增。年末贷款

余额达 54467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3．18 倍，大大超过工 业 产值增长

40．08 % 的速度。

1959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财政

部、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

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规定》，

规定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合营企业

的股金和公积金中的流动资金部分划

转银行作为信贷基金，企业流动资金

按信贷方式由银行统一供应(称“全额

信贷”)。全省国营和合营工交企业共

计划交银行的资金为 42629．1 万元。

银行对企业发放定额贷款，并实行“存

贷合一”，按月息 6 厘计收。同时还规

定办理超定额、结算、特种 3 种贷款。

对企业没有物资保证的流动资金贷

款，清出后全部转为特种贷款户，由银

行监督分期收回。执行“全额信贷”后，



资金供应不经过财政部门，管理更加

松弛。1959～1960 年两年间贷款急剧

膨胀，严重失控。1960 年末，贷款余额

279123 万 元，比 1958 年 增 长 4．12

倍。

1961 年 3 月，省人行发出《工业

贷款掌握办法》，开始收紧贷款。7 月 1

日，根据财政部、总行《关于改进国营

企业流动资金办法及其规定的报告》

精神，改变流动资金供应形式，企业定

额流动资金 80 % 由财政通过主管部

门拨给企业，作为自有流动资金；20％

由财政拨给银行，向企业发放定额贷

款。取消“存贷合一”，停止“全额信

贷”，贷款规模得到控制。

1962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下达《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

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

称《银行工作六条决定》)信贷高度集

中，管理进一步加强。银行停办定额贷

款，只发放超定额、结算、大修理、特种

4 种贷款，进一步收紧贷款。9 月，省人

行针对当时资金紧缺的状况，提出支

持农机工业、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资

金需要。年末，有关行业贷款的比重由

17．5 % 上升到 21．7 % 。从 1962 年起，

国营工业企业贷款逐年下降。1964 年

末，余额 36816 万元。

1964 年，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基

本完成。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探索性的

改革，工交系统相继组建全国性的托

拉斯企业公司 12 个，以加强专业化管

理；四川的 40 多个企业分别参加 8 个

托拉斯公司。同时四川也组建了省制

糖工业公司，统一管理该行业的生产

和建设。银行在信贷和结算工作上进

行相应的改革，以支持托拉斯企业的

发展和巩固。工业贷款开始回升，到

1965 年末，余额 4112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11．69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信贷管理

放松，企业要钱就给，贷款急剧上升。

1971 年末，贷款余额 21．39 亿元，比

1965 年增长 4．2 倍，百元产值占有流

动 资 金 达 42．76 元 (1965 年 为 24

元)。

1972 年 11 月 10 日，国家计委、

财政部、总行下达《关于切实加强流动

资金管理的通知》，省人行采取贷款按

计划严格控制，发放贷款时“区别对

待”的措施，控制流动资金贷款增长。

1973 年 7 月，省人行组织 200 多

名信贷干部，在成都、重庆、自贡、乐

山、绵阳 5 市地的机械、农机、电子仪

表行业中，选择 122 个生产企业进行

清仓挖潜工作。据统计，122 户企业积

压物资 14607 万元，占定额流动资金

的 22 % 。到 10 月底止，已处理 3414

万元，占清出数的 23．3 % 。1974 年，清

仓挖潜工作推广到冶金行业。1975

年，在所有企业中全面进行。在 1976

年“反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贷款管

理再度放松，贷款上 升。年末 余额

214767 万元，比 1965 年 增 加 4．22



倍。

当年，根据国务院清仓利库的指

示，银行对全省工业企业的物资和资

金进行了清理。清出被挤占、挪用的流

动资金达 34024 万元。1977～ 1979

年，银行继续帮助企业清仓利库，积极

督促和协助企业处理积压物资，归垫

流动资金，收回被挪用贷款。仅 1979

年，全省就处理积压物资 10．82 亿元。

占清出数的 60．6 % 。企业出现多增

产、少增资的好势头。当年，工业生产

增长 10．8 % ，贷款只增加 3．9 % 。百元

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 33．50 元，比

1978 年减少 3．32 元，资金使用渐趋

合理。同年，银行还对扩权试点企业的

贷款方式作了若干改进，实行“择优扶

植。”原则。企业以国家计划和市场结

合组织安排生产，银行按销售合同和

市场需要安排的季度生产计划及财务

收支计划，给予贷款支持；企业产品适

销对路，确需通过市场采购原材料者，

贷款予以支持；银行在贷款、帐户管理

上对扩权企业给予方便，以支持提高

经营水平，合理使用资金。

1980 年，经总行批准，四川省人

民银行系统进行体制改革的试点。在

贷款上，按照“压长线、上短线”的要

求，大力支持轻纺工业。到年末，全省

工业贷款 30．6 亿元，其中轻纺工业占

63．79 % ，贷款比重由上年的 34．44％

上升到 45．70 % 。轻纺工业产值在工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 42．80 % 上

升到 46．60 % 。1981 年，国务院公布

《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

币发行的决定》，银行开始收紧贷款。

但在工业贷款上继续支持日用消费品

的生产，当年轻纺工业贷款增加 3．2

亿元，占全省工业贷款增加额的一半，

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50．30 % ，轻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重

工业。

1982 年，为促进企业降低资金占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省人行改革流

动资金贷款作法，试行资金周转管理

贷款，实行浮动利率。在全省 164 个企

业试行，效果较好，总结制定了《四川

省国营工交生产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试

行办法》，于 1983 年在全省推行。当年

全省实行浮动利率贷款的企业达 447

户。同年 6 月，国务院规定，国营企业

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为

此，对企业的物资、资金进行了清理。

全省工交、物资供销企业(含预算外)

共计 4369 户企业于年底前办理完交

接手续，由银行统一管理。同时，结合

按周转管理贷款和浮动利率的办法，

建立企业自补流动资金的制度。

1984 年 7 月，工商银行四川省分

行，从省人民银行接办了城镇金融业

务，并开办了新的贷款业务，如科技开

发、新产品试制、卖方信贷等。由于全

国性经济过热和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

制不够完善，当年四季度特别是 12 月

下旬出现贷款失控。据对 2551 户国营



工业统计，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72682

万元，增长 32．75 % 。其中不合理的贷

款有 16111 万元，清理收回 11545 万

元，占 71．66 % 。1985 年，国务院公布

《关于控制信贷规模的若干规定》，实

行宏观控制，紧缩信贷。专业银行和企

业都出现资金偏紧局面。不少企业因

资金短缺无法正常生产。为此，省工行

向省人民政府写了《紧急报告》，提出

五条紧中求活的措施，得到省政府支

持并批转各地执行。这五条措施是：

(一)协助企业清仓挖潜，压缩储备资

金，及时处理积压，银行分期收回贷

款。(二)支持企业生产适销产品，千方

百计融通资金，及时解决这些厂的资

金需要。(三)协助企业清收结算资金。

(四)加强信贷管理，坚持企业贷款必

须有规定比例的自有资金，否则从严

管紧贷款。(五)坚持“区别对待、择优

扶持”的原则。成都、德阳等 7 市地排

出优先支持的企业 420 户，择优支持

的产品 375 个，不予支持的产品 237

个，全省抽活资金 4．87 亿元，支持了

大中型骨干企业、名优产品、出口创汇

产品、军工企业生产民品和收购农副

产品原料的资金需要。年末，对 2536

户生产企业统计，与上年比较，产值增

长 16．35 % ，销售收入增长 21．86 % ，

利润增长 13．85 % ，定额流动资金平

均 占 用 增 长 22 % ，贷 款 余 额 增 长

23．66 % ，企业 自 己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5701 万元。信贷总规模并未突破(表

4－7)。

1966～1985 年四川 省 国 营工 业 企 业流动 资 金 占用情 况表〔注〕



二、物资供销企业贷款

(一)中央物资供销企业贷款 50

～60 年代，中央在川物资供销企业的

借款计划均由中央各主管部、局向人

行总行编送，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内

平衡核定，由总行和主管部门联合下

达指标到省，由企业开户银行在下批

指标内掌握发放。执行中出现余缺，只

能由总行和主管部门调剂解决。1973

年，总行颁发《关于试行中央物资供销

企业贷款计划管理办法》，改由主管部

门和银行共同管理中央物资供销企业

的贷款计划。对企业要求临时调剂的

贷款，经开户银行审查同意，可用工业

贷款周转指标调剂解决，年末收回。

1979 年 1 月，中央各主管部门不再对

所属企业贷款指标的余缺进行调剂，

改由各级银行负责办理。银行贷款调

剂调度及时灵活，可保证企业的资金

需要。年末，贷款余额 49839 万元。

1959 年，中央物资供销企业的资

金由银行以信贷方式统一供应(即“全

额信贷”)。1962 年 3 月，财政部和总

行联合指示，按“四六”比例供应资金

(即根据批准企业的购销存计划核定

的所需资金总额，60 % 由财政拨给，

40 % 由银行贷款解决)。1983 年下半

年，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

管理。规定物资供销企业自有流动资

金，不得低于 50 % ，不足部分国家不

再拨补，由企业利润留成的发展基金

中逐步增足，其余 50 % 由银行贷款供

应。

贷款按用途分为 3 种：主要是对

计划内的资金需要发放物资供销企业

周转贷款，其次是超计划贷款和结算

贷款。对其长期储备物资、成套设备以

及为本部门基本建设储备的机器设备

不贷款。1985 年末，贷款余额 30033

万元。(表 4－8)



1972－1985 年中央物资企业贷款金额表

(二)地方物资供销企业贷款

1955 年，成立省物资供应局，办理部

份中转供应和小额物资储备业务，资

金全由财政拨给。1956 年，开始向银

行贷款。1958 年，成立省物资局，直接

经营物资购销存业务，贷款增多，银行

开始单列统计项目。

贷款计划由省和地区物资供销企

业主管部门提出，经省人行审查后编

全省的综合信贷计划上报总行。在总

行批准的工业贷款计划指标中分别核

批，对省属企业直接下达指标；市、地、

州属企业则分物资、供销两个系统下

达总数，由市、地、州批到县，县落实到

企业。开户银行在指标内发放贷款，执

行中的余缺调剂，均由当地银行办理，

季末或年末的调整数，报省分行批准。

1957 年 4 月，省人行与省财政厅

商定，对企业资金供应实行定额管理，

流动资金按最低季度需要核定。定额

内 50 % 由财政拨给，50 % 由银行贷

款。季末超过定额部分的需要，亦由银

行贷款解决。1959 年银行统管流动资

金后，资金供应实行“全额信贷”办法。

1962 年 3 月，银行停止执行“全

额信贷”。企业流动资金总额的 60％

由财政拨给企业作为自有资金，40 %

由银行贷款。1983 年下半年，国营企

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1984 年 3 月，中国工商银行规定，物

资供销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在核定的资

金计划占用额中的比例(国拨流动资

金加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之和)不得低

于 50 % ，不足部分由企业在利润留成



的发展基金中逐年增补。

50～60 年代，地方物资供销企业

应由财政拨给的自有资金到位较为正

常，后因地方财政困难，经常不能按比

例拨足。1975 年检查，企业自有资金

只占其资金占用额的 34．8 % ，其中物

资 企 业 为 26．9 % ，供 销 企 业 为

42．7 % 。1983 年，物资企业自有资金

占 34．43 % ，供 销 企 业 则 降 为

29．57 % 。

据 1973 年下半年调查，地方物资

供销企业存在的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物资库存大，资金占用

高，管理薄弱，经营不善。针对存在的

问题，省人行提出五条建议和意见：一

是明确划分物资和供销企业的任务，

做到各有专责，对超越各自经营范围

的资金需要银行不贷款。二是迅速改

变无计划、无库存定额的状况，各级企

业都应按年、按季编制供销存计划和

财务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银行按批

准的计划贷款。三是加强流动资金管

理，省属企业由财政、主管部门和银行

按供应任务和周转情况核定库存限

额，地县属企业按计委和上级的计划

作好供应及调剂工作，核定资金，定出

合理库存。四是资金供应坚决按财政

60 % 、银行 40 % 的比例执行。其中老

企业不足部分可逐年增补；1972 年 1

月以后建立的新企业，财政拨足后银

行才发放贷款。五是积极处理积压物

资，凡不适应生产建设需要者，应削价

处理；对不好处理的仪表、仪器削价或

无偿调给学校教学用；对不属经营范

围的五金、交电产品由商业门部统一

经营，发挥物资的效用。这些建议和意

见得到省革委的支持，银行据此加强

了对企业的贷款管理。

1975 年，总行公布新的《国营工

业贷款办法》，省人行对地方物资供销

企业使用贷款再次加强管理。规定：1、

贷款按计划管理；2、贷款范围除省、地

企业外，扩大到县级物资供销企业；3、

在批准经营范围内经营本地区、本系

统企业正常生产需要的物资，其所需

流动资金在核定的计划额内，按财政

60 %、银行 40 % 的比例贷款；4、年度

中间企业合理的需要，可以贷款支持；

5、企业销售物资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

式的，可办结算放款。

1980 年后，四川地方物资企业物

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有较大改革。

银行信贷方式相应改进。第一，在物资

购销存贷计划的基础上，按计划掌握

贷款；第二，为企业开户提供方便，凡

物资部门增设的供应网点均可在银行

开户存款；第三，扩大贷款对象和内

容，其独立核算的单位均可与银行建

立信贷关系，直接办理贷款，网点设施

可贷款添置；第四，作好结算，加强监

督，以加速贷款的收回。到 1982 年上

半年止，流动资金周转比 1979 年的

121 天加快 46 天，流动资金占用有所

减少，为国家节约资金 1．35 亿元(表



4－9)。

1983 年下半年，根据国务院的决

定，对企业自有资金不足 50 % 的，建

立自补流动资金的制度。当年物资供

销企业自补流动资金 107 万元。年末，

贷款余额 62837 万元。1984 年起，贷

款 增 幅加 大，1985 年 末，贷 款余 额

95622 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52 % 。

四川省地方物资供销企业流动资金占用情况统计表 ①

资料来源：《四川省金融统计资料提要》

①1、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相加不等于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合计数，因包括“其他往来款项”的占

用或被占用数。

2、1970 年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1975～1980 年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1981～1982 年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

第二节 国营商业贷款

一、国营商业企业贷款

1950～1952 年，国营商业企业的

资金和物资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调

拨，实行收入上缴，支出下拨 的“贸易

金库”制度。规定各专业总公司为经济

核算单位，向总行统一贷款，下拨使用

并负责归还。在此期间，全川各基层银

行对国营商业曾发放小额短期周转贷

款。到 1952 年末，小额贷款余额 1711

万元。



1953 年，改革国营商业企业经营

管理体制，取消“金库”制，建站、核资、

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在国家计划指

导下的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银

行贷款权限下放，按财务轧差由开户

银行直接向国营商业企业核贷。1953

年二季度，商业部门提出“泻肚子”的

口号，要求压库存，从速归还临时贷

款。加之各种贷款不能调剂使用，资金

紧张的企业靠压库存缓解资金困难，

市场一度出现部分商品脱销、零售比

重下降的局面。省人行从三季度起改

按企业财务收支轧差掌握贷款，系统

内资金可互相调剂，迅速改变了下降

的局面。1954 年初改进信贷管理，对

特殊情况的资金需要给予临时贷款，

对非独立核算单位的资金调拨，采取

全额或差额回笼办法解决，如贷款下

推，则按核资单位掌握贷款。这既适应

了银行和企业的管理水下，又支持了

收购，收到较好的效果。

1955 年，总行和商业部对《国营

商业短期放款暂行办法》作了修订，取

消财务收支差额包干贷款的办法，按

商品库存和资金用途，划分为六种贷

款。新办法从 1956 年开始分期分批在

全省各专业公司推行，1957 年末，贷

款余额达 60693 万元，比 1952 年末增

长 34．47 倍。资金使用较为合理。

1958 年，银行为配合“大跃进”，

层层放权，破除规章制度，以大量贷款

支持商业部门“大购大销”，信贷失控。

1959 年实行“全额信贷”办法，加强信

贷管理。省人行采取了废除农工商贷

款指标互相调剂使用的规定；停止商

业企业计划外商品的赊销、预付货款

的作法；商业贷款只能在各行业系统

核定计划指标内控制使用等项措施。

随后又加强对采购资金的管理，坚持

“钱出去货进来，货出去钱回来”的原

则。9 月初，省人行与商业厅联合指

示，对零售企业和基层批发企业实行

商品资金定额管理，按核定的定额编

制借款计划，掌握贷款。但信贷失控局

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转。1960 年末贷

款余额 281987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3．6 倍。

1961 年，省人行对商业贷款进行

检查，到 3月底，共查出全省商业(含

供销社)不合理占用贷款达 5．8 亿元，

占贷款余额的 17．58 % 。其中，未处理

的财产损失 1．6 亿元，垫付亏损和退

赔等财政性支出 0．3 亿元。在独立核

算的 3000 多个企业中，有 700 多个亏

损，占企业总额的 23 % 。

1962 年 3月，省人行根据全国统

一政策，开始紧缩贷款。对商业贷款确

定 6条原则：1、对收购一、二类及三类

农副产品中的主要品种和畅销的工业

品所需资金，按计划贷款支持。2、对

《银行工作六条决定》下达前的亏损，

超交税利，于 6月底前收回垫款；今后

发生的一律按总行规定执行，不按时

弥补的，不增加新贷。3、对饮食、服务、



贸易货栈不贷款，过去已贷的按期收

回。4、对仓储运输，待核拨资金后停止

贷款，并收回已放贷款。5、对商办工

业，经批准继续生产的，由商业核拨自

有资金，银行按地方国营农场贷款办

法管理。6、根据“紧中有活”的方针，确

定在有贷款指标、用于商品流通、符合

贷款条件又无挪用的原则下，给予贷

款支持，以保证市场供应。同时通过清

产核资，处理积压，清收财政性垫支，

核销“三查”损失，搞活了部分资金。到

11 月止，全省地方商业(含供销社)贷

款比年初下降 8 亿多元，其中正常周

转下降 5．5 亿元，减少 22 % ，待核销

损失等不合理占用下降 2．71 亿元，减

少 26．5 % 。1963 年，银行进一步严格

信贷管理，商业厅系统的贷款指标改

为以季度按公司系统管理，季中调剂

和周转指标改由当地商业局管理；二

级批发站贷款按进货计划掌握，如超

计划进货，在 5 % 以内，允许超过贷款

指标发放；对零售企业核定资金定额

并拨足自有资金，除节日增加供应发

放临时贷款外，一般不再贷款。到

1965 年末，百元销售额所占用的流动

资金，由 1964 年的 56 元下降为 45

元，下降 19．6 % 。1965 年末，国营商业

贷款余额 87028 万元，下降到 1960 年

的 30 % 。

1966 年开始，因受“文革”影响，

信贷管理再次出现失控，商业贷款连

年上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益很差。1970

年每百元销售额占用的流动资金上升

到 59．2 元，比 1965 年增加 31．56 % 。

1973 年 1 月，省人行提出加强信贷管

理的三条措施：一是认真贯彻国家计

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管

理》的通知，扭转管理偏松的状况，坚

持财经纪律。二是对挪用流动资金和

贷款搞基建及其他财政性开支的，限

期清理归垫。三是贷款坚持“按计划、

钱物结合、按期归还”的原则，同时严

格执行结算制度。此后虽连续抓了几

年，但未收到预期效果。1976 年末，贷

款余额 212078 万元，比 1965 年增长

1．4 倍。1978 年末，贷款余额 288744

万元，比 1976 年增长 36．15 % 。

1979 年，银行开始改变对商业营

运资金供给制式的办法，实行“择优扶

持”和“以销定贷”的原则，促进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并继续协助企业清仓挖

潜，增设网点，扩大销售。1981 年，省

人行改进流动资金贷款办法。对有条

件的商业二、三级批发和零售企业实

行“按资金周转期”掌握贷款，对实行

“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含商办工业、

集体商业、贸易货栈、商业信托公司以

及新开户的商业企业)的企业，一律实

行“存贷分户”管理，逐笔申请核贷。从

1982 年开始，在按资金周转掌握贷款

的基础上，以成都、重庆两市为重点，

选择商业企业进行浮动利率的试点，

促使企业重视资金使用，加速资金周

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当年就收到效



果。到 1983 年，参加浮动利率的企业

有 190 户。1982～1983 年，因企业资

金周 转加快，银行 少收贷款利 息

13．16 万元，企业却节约流动资金

1．41 亿元，社会效益显著。1983 年 9

月，全省开始对国营商业的物资和资

金进行全面清理，共清查 8898 个商业

企业(其中商业厅系统有 5512 户)，办

理了统一管理流动资金的交接手续，

建立起企业自补流动资金的制度。

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对

商业贷款进行改革。改变重生产、轻流

通的状况，开办新业务，支持第三产业

的发展。办法是：搞好开户和结算工

作，支持流通体制改革；放宽商业贷款

政策，对经营符合政策、经济效益好、

有还款保证的，都可以贷款支持；大力

支持商办工业、食品工业和饲料加工

工业、第三产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开

办商业网点设施、联营企业贷款；推行

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当年四季度，特

别是 12 月，由于信贷管理不严，贷款

增长过猛，放出部分不合理贷款，部分

贷款无法收回。

1984 年 2月、11月，根据商业部、

人民银行联合下达的“两棉”赊销指

标，银行开办专项无息贷款，以解决贫

困户棉被和衣着困难。1985 年 5 月，

赊销工作基本结束。45 个县共赊销金

额 32965 万 元，占 控 制 指 标 的

98．7 % 。其中，赊销棉布、布制成衣、纯

棉蚊帐等金额为 27372．2 万元，由工

商银行向百货公司办理了无息贷款；

棉花、棉絮赊销金额 5592．8 万元，由

农业银行向供销社的棉麻公司办理无

息贷款。

1985 年，国家紧缩银根，控制信

贷规模。全省对上年四季度发放贷款

进行反复检查，清理收回不合理贷款

3．2 亿元。到年末，贷款只增加 5．3 % ，

百元销售额占用流动资金为 38．74

元，比上年占用下降 3．12 元，资金使

用较前合理。年末，贷款余额 41474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43．6 % 。

1975～1985 年四川省商业厅系统流动资金年末占用情况统计表



二、粮食企业贷款

1950～1952 年，粮食公司向市场

收购粮食，所需资金由中央贸易部向

人行总行统一贷款，下拨支付，销售粮

食收入经银行逐级解缴“贸易金库”，

归还贷款。

1953 年，“中央贸易金库制”停止

执行，贷款由中央下放到省。省粮食厅

统一财务核算，继续实行地方“贸易金

库制”。基层银行对粮食企业在收购粮

油时可以发放贷款，还款资金则由省

粮食厅在成都贷款后下拨给企业，用

以归还当地银行的贷款，企业销售收

入经当地银行上划省贸易金库，由粮

食厅归还贷款。当年秋季，粮食实行统

购统销，由银行发放贷款支持统购。在

成都统一贷款的做法，不仅对经济核

算不利，而且多因下拨不及时，影响收

购。1954 年 9月，省粮食厅、省人行决

定次年停止贸易金库制，将贷款下放

到县，由县支行直接对粮食局及粮食

公司贷款。开始试行按批准的资金计

划掌握贷款，只办转帐，不付现金，归

还贷款的资金，由省粮食厅在月终后

一次下拨各县归还。对县以下收购点

的收购资金由银行营业所贷款，贷后

上划县支行(当时称“下贷上转”)的办

法解决。

1955 年，为扶植农业生产，国家

决定对粮食收购实行预购办法，银行

开办粮食预购定金贷款。预购定金贷

款比例按预购量的 8～10 % 掌握。省

人行根据各专区购粮数量，在总行下

达的指标内按比例分配额度，由县支

行统一贷款给县粮食局后预付给生产

队。银行实行专户管理，待粮食收购后

即行收回贷款。这个办法一直执行到

1983 年。1985 年 1 月，县以下农副产

品收购信贷业务划归农行作为自营业

务，粮油收购及预购定金贷款亦全部



划归农行经营。

1956 年，总行颁发《办理国营粮

食单位短期放款暂行办法》，贷款分为

预付贷款、粮食储备贷款、结算贷款、

特种贷款4种。省人行决定各种贷款

均由县粮食局向县支行统一办理，在

资金供应方面，根据收购进度大力支

持，不受计划指标限制；对预付款的掌

握，将原由县核定额度的作法，改由区

收购站与银行营业所比照农副产品收

购贷款办法甲户额度核定办法掌握；

对粮食加工企业贷款，如属土法、小规

模加工，均由购销企业以特种贷款解

决；属县粮食局所属独立核算的机器

加工企业，可逐步由银行直接发放贷

款，划分为定额与特种两种贷款掌握。

银行工作重点是配合粮食部门加强信

贷管理，根据批准的费用总额，按收购

价格划分一定的比例，银行按比例发

放粮食收购贷款，以控制费用支出。

1958 年，为配合“大跃进”，银行

破除规章制度，简化贷款办法，合并贷

款种类，对农副产品收购按实际需要

供应资金。1959 年，银行对粮食贷款

实行“全额信贷”、存贷 帐 户 合一的

管理方法。1962 年，取消“全额信贷”

办法，为制止无偿平调生产队资金，规

定收购生产队的农副产品一律付给现

金，不转帐，如有要求转帐时，在保证

谁的钱进谁的帐的条件下，方可办理；

银行不代任何单位和部门扣款，有效

地制止了乱“平调”的继续发生，调动

了社队卖粮的积极性，支持了收购。从

1963 年 4月起，根据粮食部、总行《关

于人民银行办理粮食商业贷款的规

定》，省人行与省粮食厅决定，实行存

贷分户管理，粮食企业在银行分别开

立农副产品采购贷款户、结算户、专用

基金存款户。粮食企业贷款计划，由省

厅、省行编制上报，经核准后，由省粮

食厅提出分配意见，省人行下达各市、

地、州，再分配到县，开户行据以发放

贷款。

1964 年 1 月，国家实行议价粮油

归口管理经营。根据粮食部、总行《关

于议价粮油贷款的暂行规定》，全省开

办议价粮油贷款。1965 年 9 月，省人

行将独立核算的区粮站贷款下放，由

当地银行办事处或营业所直接掌握。

同时，支持粮食部门实行统购加价的

超购和增购资金需要，以掌握更多的

粮油。年末，贷款余额 100979 万元。

1966 年下半年，贷款管理放松，

粮食商业贷款又恢复“存贷合一”的办

法。1972 年，银行协助粮食部门对粮

油加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加强资金

管理。1973 年 6月，对粮油经营企业

采取充分供应资金办法，借款单位根

据商品流转计划和财务计划，按季编

报借款计划，银行在批准的计划内贷

款，收购中如需超过，可边报边贷。粮

食贷款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1977 年 11 月，四川省停止国家

储备粮食的贷款，其储备所需资金，均



由财政、商业两部拨款解决。1978 年

末，粮食贷款余额 130775 万元。

1979 年 9月，银行恢复了一度停

办的议价粮油收购贷款。银行对统购

和议购所需资金，采取区别对待、分别

供应、专户管理的办法。1982 年 5月，

进一步加强议价粮油贷款管理，规定

议价粮油贷款，坚决按照贷款计划供

应资金，如需超过，必须报经批准；议

价粮油收购占用平价贷款的，一律按

月息 6 厘计息；议价粮油贷款单位必

须按月向银行报送有关会计、财务、统

计报表，不报送者银行不贷款。1984

年 5月，省工行加强对平价粮油转议

价销售的贷款管理。规定企业必须编

制月度划转计划，按月度划转计划额

向银行办理议价粮油贷款，银行同时

收回平价粮油贷款，如月末按实际销

售大于划转额时，银行收回超过部分

的平价粮油贷款，补办议价收购贷款，

其利率均按月息 6厘计收。

1984 年，四川省开办建筑简易粮

仓贷款。指标由人行总行下达，专款专

用。当年建成容积 7 亿斤的仓库，解决

了秋粮仓容不足的问题。1985 年，此

项贷款改由省工行统一在成都贷给省

粮食局，下拨给各建仓单位，当年又建

成一批粮仓投入使用。1985 年 11 月，

为支持粮 油企业由管理型向经营型

转化，银行改进粮食贷款管理。办法

是：支持粮食企业经营的合理资金需

要，对收购平价粮食继续充分供应资

金；对粮食购销走收购——加工——

销售新路子所需资金，给予支持；对议

价粮油企业开展农商联营、工商联营

以及城市和粮油集散地建立各种类型

的议价粮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粮油

货栈，都可给予贷款；对粮食部门开饭

馆、搞食品、酿造的经营，视同正常业

务给予支持。粮食企业贷款实行存款、

贷款分户管理，对不合理占用资金的

企业，必要时实行信贷制裁。对粮食工

业和商业企业间、平价和议价之间，都

要贯彻“钱货两清”的结算原则；对暂

不独立核算单位，则按购、销、存的一

定比例，合理计算平价、议价和工业、

商业的贷款利息，合理计收。

四川省粮食企业贷款，因受农业

生产丰欠的影响，年度之间贷款有升

有降，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增长。1950～

1985 年，贷款下降幅度较大的 1957

年、1960 年、1972 年、1976 年，分别比

上一年下降 20．4 % 、16．5 %、9．5 % 、

10．3 %。1978 年后，贷款上升较快。

1985 年末，贷款余额 337425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53 倍。

三、供销合作贷款

50 年代初，四川各地相继组建农

村供销合作社，并陆续与银行发生信

贷关系。1952 年，人行西南区行规定，

对基层供销社原则上不贷款，但为完

成国家农副产品的收购与推销，在加

工和收购业务中缺少短期周转资金



时，可予适当解决。由西南区行按季下

达贷款额度，贷给县联社办理小宗土

特产品的收购、原材料供应、工业品的

推销，以解决加工及业务经营资金的

不足；通过银行，对供销社发放收购农

产品铺底资金贷款。当年末贷款余额

为 2991 万元。1953 年 3 月 10 日，根

据货币管理规定，省人行与省供销合

作社签订“贯彻财务管理制度实施货

币管理协议书”，制订现金管理、结算

与信贷管理办法，使基层银行与供销

社普遍建立信贷关系。

1955 年 8 月。为适应供销社购销

业务的开展，省人行和省供销社规定，

对供销社发放商品流转贷款和临时放

款，采取由县支行直接贷放；条件不具

备者，可通过县社逐笔审核，并负保证

责任，但不通过县社转贷。1955 年 11

月 1 日，全省实行《基层供销社采购农

副产品放款暂行办法》，由银行直接对

基层单位发放预购定金放款和采购放

款。对一类物资充分供应资金，不受信

贷指标限制；对二类物资①，银行按批

准收购计划供应资金。1956 年 6月 5

日，按总行与全国供销社颁发的供应

业务放款办法，省人行对全省供销社

发放商品流转放款、临时放款和结算

放款三种贷款，供销社必须有一定比

例的自有流动资金，最低不得少于计

划季末库存额的 15 % 。1957 年 7月 1

日，省人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供

销社短期放款办法》，对供销社发放主

要农副产品放款、商品流转放款、预购

放款、临时放款、特种放款。取消结算

放款。至 1957 年底，全省供销社放款

余额为 38335 万元。比1952 年末增长

11．8 倍。1958 年，供销社与国营商业

机构合并，实行大购大销，提出“生产

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

少”的口号。银行提出“需多少，贷多

少；哪里需要，哪里贷款”口号相适应。

银 行 信 贷 失 控，年 末 贷 款 余 额 达

56058 万元，比上年增加 46．30 % 。供

销社库存不实，商品大量积压，资金呆

滞占用十分严重。后经清理，全省供销

社系统报损额达 30862 万元，占 1958

年银行贷款余额的 55．1 % 。

1962 年，省人行加强信贷计划管

理，紧缩贷款。1963 年末，全省供销社

贷款余额下降为 38363 万元，比 1962

年减少 25．68 % 。1965 年末，贷款余额

升至 63734 万元。

1966 年，银行对供销社贷款只保

留商品流转与农副产品预购贷款，收

① 1953 年，为保证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

展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根据各种物资对国计民

生的重要程度和产销条件，把计划管理的工、农业

物资各分为三大类(即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简称

一类物资；中央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简称为二类

物资；地方管理的物资，简称为三类物资)，并用物

资分配目录划分国家、部门和地方的管理权限。

1988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实行的计划管理方

式改为指令性计划分配、合同订购、产需衔接、市

场购销等 4 种方式。四川省于 1989 年开始按该分

类方法管理。



购农副产品贷款也改为就地贷款。当

年末贷款余额为 90762 万元，比 1965

年增加 42．41 % 。“文革”期间，农业生

产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银行对供销社

贷款上升幅度不大，1976 年末，贷款

余额 115982 万元，只比 1965 年增长

27．8 % 。1978 年，余额增至 158632 万

元，比 1976 年增加 36．77 % 。

1979 年，供销合作贷款改由农行

经办。银行开始陆续调整对供销社贷

款的政策、规定和办法。

1．实行贷款加息制度。从 1981

年 4 月 1 日起，凡逾期贷款均加收利

息 20 % 。对超过核定流动资金总额的

贷款，超过规定清产核资期限不进行

核资的企业，均加收利息 30 % 。对积

压物资和有问题商品占用贷款，加收

俐 息 30 % 。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加收

利息 50 % 。

2．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自 1980

年开 始，全 省 发放中 短期 设备 贷 款

252．7 万元，支持供销社添置棉花、废

品加工设备、改造酒厂设施、水果储藏

等 50 个项目。1982 年安排 830 万元，

用于生产性的挖、革、改和增添必要的

生产设备。1984 年发放 1600 万元，支

持 22 个供销社，修建柑桔储藏库 46

座，新增储藏能力 136400 吨；支持 40

多个企业引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

伤残次果的加工综合利用。

3．有控制地开放商业信用。1983

年 2 月，省农行和省供销社联合发出

《关于部分工业品开展“提前付货、分

期收款”业务的意见》，对一部分价格

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开展提前付货、分

期收款的业务。

4．对贫困地区发放“两棉”赊销

无息贷款。1984 年 2 月，对重庆、泸

州、涪陵、宜宾、乐山、绵阳、阿坝、雅

安、甘孜、凉山、渡口 11 个市、地各族

农牧民共 50 万人口的困难户，按人均

级内絮棉 3 公斤、棉布 23．33 米进行

赊销，5 年期满后还清赊销款。絮棉赊

销由供销社办理，占用的银行贷款，由

农业银行作为无息贷款处理。计赊销

絮棉 165 万公斤，折合金额 594 万元。

1984 年 11 月，经省委、省政府确定，

对万县、涪陵、达县、南充等七个地、市

所属 45 个县的贫困农民 1113 万人口

进行赊销，人均纯棉布 10 米，级内棉

花(包括絮棉)2 公斤。棉花赊销由供

销社办理，赊销期 5 年。赊销款仍由农

业银行发放无息贷款。计赊销棉花

2226 万公斤，折金额 8013．4 万元。

5．放宽信贷政策。1984 年 7 月，

银行规定今后除基本建设贷款应按计

划控制外，其他凡有利于发展商品生

产、搞活农村经济的各种资金需要，在

信贷资金可能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政

策，确有经济效益，不违反信贷原则，

能按期归还，都可贷款支持。规定：

(1)对供销社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领

域，以及兴办商品流转基础设施，给予

贷款支持。(2)实行存、贷分户管理的



县以上供销社农副产品采购批发企

业，可凭购销合同和发货凭证，向开户

银行申请办理结算贷款，利率按月息

3厘计收。(3)发放贷款的自有资金比

例，省农行不作统一规定。(4)放宽“商

业小型设备贷款”的额度和期限，一个

项目的贷款，从 2 万元放宽为 5 万元

以内，其期限不超过 2 年。

6．支持供销社体制改革。调整网

点，核算单位下放，银行对专业商店和

乡供销社，可按开户办法开户，直接向

银行申请贷款，办理核算；对以供销社

为依托的工商、商商、农商和农工商各

种联营企业，给予贷款支持；供销社在

完成国家规定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和

三类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后，开展议购

议销业务，以及其他当地政府批准经

营的业务所需资金，给予贷款；对供销

社所属商办工业，兴办各种食品和农

副产品加工的资金需要积极给予支

持；允许县联社在所辖基层与基层社

之间作流动资金有偿调剂，银行收取

一定的占用费。

1984 年，对供销社贷款增加较

快，年末余额上升到 291246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83．6 %。有的地区出现贷

款发放偏松、盲目贷款的情况，占压资

金比较严重，部分供销社资不抵债。

1984 年末，有问题商品和有问题资金

达 42099 万元，占贷款余额 14．42 % 。

1985 年初，省农行规定供销社流动资

金贷款，自有 资金 比例 必须达 到

30 %，发放中短期贷款和基础设施贷

款，自有资金必须占 投资总额的

30 %；实行以销(适销对路)定贷、以新

(技术先进)定贷、以优(质量好、效益

好)定贷的信贷政策；全面实行“存贷

分户”管理，制止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

固定资产投资，或抽走自有资金作其

他投资，已挪用部分银行不再发放贷

款填补；对国家规定的粮食、棉花、油

料、烤烟、糖料、黄红麻、天然橡胶、猪

牛羊肉、水产品、畜产品、茶叶和四川

规定的晒烟、柑桔等十三种农副产品

贷款，实行专项管理，收回再放，周转

使用。同时，从农村商业贷款增加的计

划数中，划出 5．6 亿元，作为收购农副

产品的指令性贷款指标，专项管理，不

准挪用。凡超计划发放贷款，必须经上

级批准，不允许先贷后报或边贷边报。

但贷款的发放仍呈上升趋势，年末余

额 为 322236 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

10．6 %。

四、其他国营商业贷款

50 年代以来，国家银行发放的国

营商业贷款还包括：新华书店、图片公

司、电影发行公司、木材公司、医药公

司、盐业运销公司、农机公司等国营商

业企业以及预算外地方国营商业和厂

办商业等的贷款。主要用于解决流动

资金及大修理基金的需要。

1956 年开始贷款，1957 年单设统

计项目。1957 年 4 月，贷款实行定额



管理。盐业运销、新华书店等公司按定

额的 30 % 由财政拨给自有资金，其余

70 % 和超过定额部分由银行办理商品

储备贷款；对铁路职工生活供应处等

厂矿办商业则以最低季度占用额为年

度定额，其自有资金由厂矿拨给，银行

发放超定额贷款。年末贷款余额 965

万元。1959 年，银行实行“全额信贷”

办法，1962 年停止。1964 年，省人行将

全部机动贷款指标下放给地州县银行

管理，由基层银行掌握贷放。年末，贷

款余额 4882 万元。

1966 年为支持农业机械化，全年

农机公司贷款余额增加 398 万元，支

持购进各种农机具价值 2830 万元。同

时支持新华书店出版和发行毛泽东著

作，对出版社、县以上新华书店、翻印

出版的印刷厂，凡为出版、发行毛主席

著作所占用的贷款，均免计利息。截至

1978 年末，银行发放其他国营商业贷

款余额 30890 万元，比 1964 年增长

5．3 倍。

1980 年，对全省新华书店到期不

能归还的临时贷款、挤占挪用的贷款，

实行加收利息的规定。1983 年下半

年，建立起企业自补流动资金的制度，

银行贷款执行“区别对待”和“以销定

贷”的原则，并恢复存款、贷款分户管

理。1984 年，工商银行颁发《商业、服

务业贷款试行办法》，放宽信贷政策，

除办理商品流转、临时、大修理三种贷

款外，还增办小额设备贷款、网点设施

贷款、联营贷款。为这些企业扩大购

销、改善经营设施、增强服务功能，提

供了重要条件。

1985 年，国家采取宏观控制措

施，工商银行贷款在“择优扶持”和“以

销定贷”的原则下，严格执行“三查”制

度，同时对紧急的资金需要给予大力

支持。7月间，省新华书店为准备秋季

开学的各类教材和课本，急需贷款

3000 万元。省工行紧急动员全省各级

行处，加强信贷资金调拨，及时解决了

新华书店的资金需要，保证了在秋季

开学前教材和课本到齐。年末，贷款余

额 10792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2．49
倍。

第三节 集体和个体工商业贷款

一、手工业和城镇集体工业贷款

1953 年，省人行按照总行《国营

企业、合作事业短期放款暂行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对组织起来的集体经

济组织发放定额、季节性、大修理、结

算、临时五种贷款。1954 年，银行对手

工业贷款重点转移到组织起来的社

(组)，同时对个体手工业户贷款提出



五条原则：对不与大厂争原料和市场，

与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有关的手工

业，在利用自有资金后仍有困难的，适

当支持；对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和独立

劳动者，优先于自产自销者和手工业

资本家；对投机倒把、拒受国家加工订

贷以及无发展前途者，一律不贷款；贷

款额度以困难程度和对国计民生影响

大小，在计划指标内适当确定，期限以

产销周期为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

款利率，对社(组)集体为月息 4．2‰，

对个体为月息 9～13．5‰。各地在执

行中，对找保困难的，采取集体签订契

约、共同担保、分户用款和归还的办

法。年末贷款余额 122 万元。

1955 年，人行总行颁发《手工业

合作组织短期贷款暂行办法》，确定贷

款分为补充定额流动资金、超定额、结

算、短期设备四种。省人行规定各地选

择部分厂社按新办法试行，其余均按

财务轧差办法执行；对联社的供销业

务，按批准的经营计划掌握贷款；对新

组织起来的社(组)，按逐笔申请核贷

的办法办理。从 10月份起，在成都、重

庆、遂宁、乐山、泸州、广汉等市县的手

工业合作组织中开办基本建设的长期

贷款，当年放出 50 万元，支持集体工

业机械化的建设。到 1956 年末，长期

贷款余额 160 余万元；短期贷款也较

上年增长 421．36 % 。

1957 年 4 月，省人行规定，贷款

支持厂社生产国家收购、市场需要的

产品，对盲目储备，生产质低和市场不

需要的产品、抽走自有资金搞基建者，

不予贷款；产品暂时滞销积压，继续生

产有困难者，适当支持；除试行新贷款

办法的厂社外，对产供销计划和制度

健全的厂社，可按一个季度的储备、生

产、成品三个环节确定贷款额度，必要

时核实贷放；收回的长期贷款和基建

削减后的贷款指标，可用于发放短期

贷款；将合营、专县地方国营工业、手

工业年度贷款指标下放给专、市、州银

行掌握调剂。年末贷款余额比上年末

下降 204 万元。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一部分

集体工业升级为地方国营工业，一部

分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一部分划归

城镇街道管理，专管手工业的行政领

导机构撤销。到 1959 年，集体工业由

1957 年的 12607 个减少到 7669 个

(包括街道工业 1205 个)。银行对原有

贷款对象作了调整，规定：只把属于手

工业部门的国营工厂、合作社(组)和

自负盈亏户作为贷款对象；属全民所

有制的手工业工厂，一律实行“全额信

贷”；属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社(组)，

流动资金不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用

于赊销、预付，流动资金和贷款，必须

按计划使用，能遵守者，自有流动资金

不足，可申请贷款；集体手工业贷款，

在年度和季度计划未下批前，按自编

计划执行。

1962 年 5 月，省人行决定对全省



集体所有制工业只发放季节性和临时

性贷款，其他种类贷款停止办理。同时

对集体手工业信贷资金进行清理。

1965 年，省人行停止手工业社(组)之

间的互相借贷，并对债权债务进行清

理。全省有 1957 户集体和个体手工业

的贷款 261．84 万元无法收回，占全部

手工业旧贷的 90 % 。1966 年 1 月作核

销处理。

1971 年 7 月，国家银行对集体工

业开办设备贷款。省人行对贷款的使

用、期限、计息等作了具体规定。到

1975 年 8 月，全省共发放设备贷款

1500 多万元。但由于这一时期手工业

管理水平低下，贷款管理松懈，效益不

佳。到 1976 年底，银行贷款余额达

16409 万元，比 1965 年增长 12．5 倍，

而同期集体工业产值仅增加 1．5 倍。

1979 年 10 月，省人行提出支持

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 5 条措施：贷款

对象扩大到国营单位办的大集体、“五

七”工厂和街道办工厂(生产组)以及

运输、服务、修理、建筑等方面的合作

组织；对集体工业生产或转产市场适

销产品需要增加必要设备，银行按条

件发放设备贷款，并将贷款额度由每

一个项目 1 万元扩大到 5 万元，期限

由 2 年改为 1～5 年；流动资金贷款指

标可以互相调剂使用，年末按实际贷

款余额调整；设备贷款指标下放到市、

地、州银行掌握安排；对新投产或新开

业的企业给予贷款支持，方便开户。

1980 年，又对集体工业开办结算贷

款。当年 9 月，省人行下发《城镇个体

经济贷款试行办法》，支持个体经济发

展。1981 年，为支持集体工业生产小

商品，银行对 9 类 45 种小商品的生产

厂、社，实行月息 4．8‰的优惠利率。

银行还在信贷资金供应上进一步放

宽。对集体企业不足 5 万元的单项工

程或设备购置，发放小额设备贷款，审

批权下放给县支行；对符合条件的集

体企业，发放大修理贷款；对集体供销

企业经营适销的外地产品给予适当贷

款支持；对小商品生产产值达全厂总

产值 70 % 的厂、社，其流动资金贷款

执行优惠利率，低于 70 % 的按小商品

产值比重计算优惠利率；集体企业的

工资、奖金不纳入工资基金管理，现金

库存限额和外出采购自带现金适当放

宽，并可坐支现金。年底，贷款余额

39861 万元，比 1976 年增加 1．4 倍。

1983 年 末，余 额 55738 万 元，又 比

1981 年增长 40 % 。1984 年末，余额

105931 万元，比上年再增长 90 % 。

1985 年，对集体工业贷款实行紧

缩。年底贷款余额 126739 万元，仍比

上年增长 19．6 % 。

二、个体和集体商业贷款

1951 年，按照总行颁发的《小额

贷款章程》的规定，各地人民银行划出

专项指标，开办了以小商贩为对象的

小额放款。每笔放款不超过 300 元，期



限 3 个月以内。1952 年初停办 5月，

为尽快活跃市场，发放临时性贷款，同

时降低贷款利率，政府也合理地调整

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个体商业恢

复活力。

1953 年，贷款重点逐步转移到集

体商业。1956 年初，省人行、省商业

厅、省供销社联合下发《对合作商店

(组)、小商贩实行定额放款办法》，规

定贷款申请由主管部门和中心店负责

审查介绍，如发生亏损无力偿还贷款

时，由主管部门负责偿还。个体小商贩

营业额缩小，困难突出。6月，中央召

开对私改造汇报会，决定组织合作小

组，指定中心商店负责安排对私改造，

实行销售分工，解决小商贩困难。银行

贷款，以“宽、简、快”的精神，实行由主

管部门负责“包贷包还”的办法，支持

小商贩的资金周转，小商贩营业额很

快回升。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全省集体

商业企业大批“升级”，对个体工商业

者逐步压缩，1959 年末，全省合作商

店 (组)仅 有 1．6 万个 (1957 年 为

328784 个)，从业人员 7 万余人(1957

年为 441414 人)。银行对“升级”为国

营企业的原合作商店(组)实行“全额

信贷”，对未“升级”的店(组)重新办理

贷款手续，要求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

商品流转和财务计划向银行编报借款

计划，逐笔核贷。对个体商贩贷款基本

停止。

1962 年 1 月，省人行下发《合作

店(组)、贸易货栈贷款掌握暂行规

定》，只对独立核算的中心店(组)发放

贷款，非独立核算的不直接贷款；对亏

损的店(组)和服务行业不贷款；重庆、

成都两市合作店贷款额限 5000 元以

内，市、地、州在 3000 元以内，合作小

组一律 200 元以内；贷款一律由借款

单位申请，归口部门提出意见，银行审

查决定；对贸易货栈集市服务部一律

不贷款，已贷的立即收回；成渝两市贸

易货栈进行自营业务活动，经商业部

批准的，银行才贷款；外地采购、代客

采购、非商品资金的代垫运杂费等，一

律不贷款。1962 年 4 季度，紧缩集体

商业信贷。合作商店所需资金原则上

不贷；对经营亏损及非商品资金不贷；

对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个

体商贩不贷，同时对合作店(组)、个体

商贩历年的旧贷进行清理。1963 年 9

月，全省到期未收回的贷款共计 2113

万元，其中有 599 户小商贩贷款95000

元无法收回，作核销处理。从 1965 年

起，银行对集体店(组)只在节日增加

商品供应时才给予小额短期的临时贷

款，对合作小组、个体小商贩停止贷

款。“文革”时期，集体商业遭受重创。

1965 年，由国营商业归口管理的集体

商业店、组 有 13081 个，从 业 人员

119889 人。到 1977 年仅存 9461 个，

94022 人。银行贷款继续紧缩，并逐步

收回旧贷款。到 1976 年末，贷款余额



仅 231 万元，较 1965 年减少 688 万

元。

1979 年 10 月，省人行将集体商

业贷款对象扩大到合作商店(组)和运

输、建筑、修理、服务等集体经济组织。

只要有营业执照，独立核算、有一定的

自有资金，均可申请贷款；对店(组)根

据市场需要扩大经营，其购进适销商

品资金困难时，给予必要的流动资金

贷款，期限按实际需要确定；对饮食、

服务、修理业，除流动资金困难可适当

支持外，其改善服务设施需要购置简

单设备、工具，亦给予一次性临时贷款

支持；方便开户。年末，集体商业贷款

余额达 2629 万元，比 1976 年增 长

10．38 倍。1980 年，对城镇集体商业贷

款对象、范围、条件、开户以及办理结

算和现金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流动

资 金贷款，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

持”，同时将信贷范围扩大到企业的固

定资产领域。年末，全省贷款余 额

13174 万元，比上年增长 4 倍。集体商

业迅速发展。1981 年，商业厅归口管

理的集体商业已发展到 15397 个，从

业人员 126824 人，营业额 127595 万

元。1984 年，国民经济发展过热，年

底，集体商业贷款猛增至 51237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9 倍。

1980 年 8 月，省人行制定《城镇

个体经济贷款办法》，恢复对个体工商

业者贷款。到 1982 年 9月底，全省城

镇个体工商业共 109438 户，银行累计

发放贷款 520 万元。年底贷款余额

296 万元。1984 年 8 月，中国工商银行

总行下发《城镇个体经济贷款办法》，

四川省将贷款对象扩大到修缮、教育、

文化、卫生、科技、旅游、养殖等行业的

个体经营或专业户，进一步放宽贷款

政策。对自营、联营、合作经营、联购分

销或零售，长、短途贩运等业主，银行

均予以贷款支持。到年末，贷款余额达

6389 万元，比 1982 年末增长 20．58

倍。1985 年初，集体商业和个体经济

贷款，继续增长。5 月，省工行认为城

镇集体商业贷款增加过快，开始紧缩

贷款。对集体和个体贷款进行清理，收

回不合理的贷款；停止发放购置汽车

贷款，已贷的到期收回；集体和个体经

营重要的生产资料及紧俏耐用消费品

批发业务，一律不贷款；从事不正当经

营者，银行不办理结算或贷款；在信贷

规模内放好用好集体商业贷款。6月，

集中部分贷款的审批权限，超过 50 万

元一律报省工行审批。8 月底，集体商

业贷款余额比 3 月减少 15951 万元，

其中清理 903 户，就收回不合理贷款

11732 万元。年底，集体商业贷款余额

50449 万元，个体经济贷款余额 6290

万元，贷款猛增的势头得到控制。



1976～1985 年四川省城镇集体商业、个体经济贷款余额统计表

第四节 私营工商业贷款

1950 年初，人民银行开始对私营

工商业发放贷款。重庆、成都两分行在

一季度对 255 户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的 私 营 (含 合 营) 工 业 发 放 贷 款

187．72 万元，支持其恢复生产，对私

营商业办理了押汇，以沟通城乡物资

交流。5月，各分行自行制定了对私放

款办法或章程。7 月，各分行扩大放

款，以经营埠际运销贸易的为主要贷

款对象，对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发展前

途的工业、手工业继续扶持。9 月 15

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市场动荡，市民

争购市场短缺物资，人民银行于 11 月

采取紧急紧缩措施，抽紧银根。月末对

私放款余额比 9 月末减少 370 万元。

12 月，全省开始农村土地改革运动，

部分工商业者抽资退押，市场资金紧

缺。部分分行开办专项贷款，以解除私

营工商业者的资金困难。年底贷款余

额 825．86 万元。



1951 年，人民银行贯彻“公私兼

顾”政策，在充分支持国营经济的同

时，把开展对私业务、大力扶持城乡物

资交流列为一项中心任务。各分行都

设置对私业务机构，扩大小型工商户

的小额贷款，有较多的私营小型工商

业者得到贷款扶持。下半年，根据总、

区行对私业务工作会议决定，各分行

推行“广泛开展，深入联系，大出大进，

公私两利”的对私业务方针，发展生

产，促进城乡贸易，扩大对正当经营的

工商业者的放款。到 10月底，组织起

来的私营存款仅 774 万元，而同期放

出的贷款达 4690 万元，是存款的 6

倍。为控制市场物价，各分行在年底都

收紧贷款。12 月，总行提出“以私养

私”的原则，年末贷款余额 1581．8 万

元。1952 年初，全川开展“三反”、“五

反”运动，人民银行又一次采取紧缩对

私金融的政策。限制资本家的抽资活

动，贷款只收不放，或只少量放出。1～

4月，全川各行放出贷款仅 833 万元，

其中大部分是转期的，到 4月底贷款

余额比年初下降 253 万元。私营工商

业资金紧缺，营业萎缩，市场出现萧

条，一般营业额下降 50 % 以上。5月，

运动结束。6月 25 日，银行普遍降低

对私贷款利率。7月，各地银行参与物

资交流，设立银行服务站(组)，帮助私

营工商业合理使用资金。

1950～1952 年末，银行对私营工

商业共计发放贷款 13773 万元，其中

私营工业(含合营)为 4005 万元，私营

商业(含合营)为 7190 万元，私营手工

业为 1840 万元，私营交通运输业为

738 万元。迅速恢复了生产和交通运

输，带动了一般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

提高了资本家的经营信心。据成都、泸

州、内江、宜宾、遂宁、绵阳等地统计，

资本家自动增加投资计有黄金 200

两，银元 1．2 万圆、人民币 149 万元。

银行贷款的私贷比重逐年下降，由 1950

年的占 80 % 降到 1952 年的 51．7 % 。

1953 年，由于国营商业加工订货

逐季增加，私营工业生产较好；私营商

业交易活跃，批发业务发展较快。部分

国营商业企业因定额流动资金核得

低，临时贷款数额大，采取“压库存，挤

资金”(当时称“泻肚子”)的办法归还

贷款。国营商业零售比重下降，市场出

现脱销。6月，银行加强了对私营贷款

的管理。积极组织存款，吸收游资存入

银行；调整放款对象，明确以手工业、

工业和土特产的运销为主要扶持对

象；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贷款额与自有

资金的比例；紧缩贷款，清收旧贷，压

缩贷款余额；在财委领导下同国营和

合作商业、财税部门组成贷款审查小

组，把对私放款与国营商业收购计划、

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和包销产品结合

起来，控制贷款用途，促其接受加工订

货任务；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排队摸底，

弄清生产、经营和资产负债情况，监督

使用资金。停止对绸布、百货、粮食、药



材和食糖业的私营商业贷款。到 11月

底，私营工商业存款额达 29929 万元，

占其营业额的 50．5 %，比 1952 年增

长 29．8 % ，贷款余额则下降 64．58 % ，

改变了放大于存的情况。

1954 年，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

排”的政策，对贷款办法作了修改。对

私营工业贷款仍以加工订货为主，对

私营商业贷款适当放宽。1955 年，对

公私合营工业试行《国营工业贷款办

法》；对私营商业放款与改造私营商业

结合起来。四季度，根据“停止退让，着

重改造”的政策，银行进一步采取控制

对私贷款政策，配合对私改造。年末合

营和私营贷款余额 1894 万元。

1956 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

银行对合营企业的贷款，基本上视同

国营企业。原有私营工商业贷款，全部

转为合营企业贷款。私营工商业全行

业的公私合营完成后，省人行对旧贷

作了合理的处理，先后两次报经总行

批准，对部分私营工商户减收贷款本

息 61．4 万元。

1953～1955 年，银行共发放贷款

达 16084．1 万元，其中合营企业占贷

款发 放额的 50．1 %，私营 工 业 占

21．7 % ，私营商业占 18．9 % ，手工业

占 9．4 % 。为支持国家控制主要农工

产品货源，实行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和

包销等政策措施，银行适时调整贷款

重 点。1952 年 私 营 商 业 贷 款 占

59．9 % ，工业占 40．1 % ，到 1955 年商

业 降 到 29．59 %，工 业 上 升 到

70．41 %。同时，银行四次降低对私贷

款利率。从 1953 年初最高月息 2．15

分，最低 1．05 分，降到 1956 年的最高

月息 1．35 分，最低 7．2 厘的水平，降

低 31．4～37．2 % 。

第五节 结算贷款

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实行定额

管理后，在核定的流动资金定额中未

包括在途资金。1952 年，为解决工商

企业销售产品、采购物资过程中在途

资金的占用需要，开办结算贷款。当年

冬，对国营批发商业试办结算贷款。

1953 年，对国营工业开办结算贷款；

随后又对供销合作社的批发商业开办

结算贷款。1962 年，对商办工业企业

开办结算贷款。1979 年 11月，改进城

镇集体工业结算工作，1980 年，对生

产经营正常、信誉好、购销关系稳定并

与对方签订合同、按规定办理托收承

付结算的集体企业，亦办理在途资金

结算贷款。

1958 年，为支持“大跃进”，银行

简化结算方式，合并贷款种类，商业实

行“存贷合一”，停办结算贷款。1959



年，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以

信贷方式供应，实行“全额信贷”，工业

贷款不分种类，统称为“生产贷款”，全

部停办结算贷款。1962 年，重新开办

结算贷款。

1969 年，再次停办结算 贷款。

1973 年恢复。1977 年以后，银行结算

贷款逐年增长，最多余额达 1．1 亿元。

1952 年冬，总行颁发《中国人民

银行办理国营商业短期放款暂行办

法》，全省对销货单位试办托收承付结

算贷款。对到异地采购单位试办信用

证结算贷款。1955 年，总行颁发《中国

人民银行结算放款暂行办法》，结算贷

款分为托收承付、信用证、特种帐户、

限额支票四种形式。

结算贷款指标由银行管理，企业

不编制借款计划，由银行根据本地区

工业产品销售额和商业二级批发站商

品销售额计算，编入银行综合信贷计

划上报总行平衡，省在总行批准的信

贷计划指标内掌握使用。企业需要办

理结算贷款时，由开户银行根据实际

需要发放，不受信贷计划指标的限制。

1956 年，为推行新的工业放款办

法，省人行决定对工业结算贷款实行

指标管理。在执行中按实际需要发放，

如指标不足可报请追加。从 1957 年开

始单设统计项目。商业结算贷款一直

未单设统计项目。

1983 年，省人行规定对国营工业

(含交通、物资供销)企业、石油一级站

及符合办理托收承付结算条件的城镇

集体工业，在发货后三天(特殊情况最

长为五天)之内办理托收承付结算的，

可以发放结算贷款。但对盲目发货、推

销积压商品以及分期分批收款的不发

放结算贷款；对托收款项发生延付、拒

付或托收凭证传递期满而未收到付款

单位开户银行通知时，立即收回结算

贷款；企业结算户无存款或存款不足

而影响结算贷款收回的，其未收回部

分转入“逾期结算贷款户”，按罚息规

定加收利息，即在原息 6 厘的基础上

再收 20 % ，并停止发放新的结算贷

款。

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分类统计表(1950～1985)





注：1．本表根据《四川金融统计资料提要》整理。

2．外贸贷款从 1979 年开始主要由中国银行贷放，在《国际金融篇》中记述。

3．集体和个体工商业贷款中，包含集体工业设备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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