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 24 年，中国农民银行在四川

建立机构，开办农业贷款业务。这是国

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在四川举办农贷的

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中信局、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及农本局也先后发放农

贷，农民银行所占贷放额度比重最大。

民国 28 年，四联总处确定四川为农贷

中心地区，重点扶持粮食生产和农田

水利建设。民国 34 年，四川农贷已占

全国农贷总额的 31 % ，居首位。民国

26～36 年，农民银行在川、康等地发

放贷款兴办农田水利工程并取得实效

者有 20 项，受益农田 14764．2 公顷。

民国 25 年，省、县(市)合作金库

相继成立，国家行局的农贷多通过合

作金库发放，以农村各种合作社为主

要发放对象。民国 27～29 年，发放的

农业合作贷款占全省各种农贷总额的

一半以上，对全省农业合作事业的发

展有推动作用。民国 37 年，中央合作

金库四川分库成立，参与四川的农贷

业务。民国 37～38 年，国民政府法币

崩溃，两次“币改”失败，生产萎缩，经

济混乱，物价狂涨，时局动荡。国家行

库的农贷业务逐步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业贷

款成为国家银行农村金融工作的主体

内容。1950～1952 年，银行发放以农

户贷款为主的各种农业贷款 6230 万

元。1953～1957 年，随着农业合作化

的实现，集体农业贷款成为农业贷款

的重点。1958～1962 年，为支持农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银行发放

集体农业贷款 163655 万元，但效益甚

差。1963～1965 年，为支持全省农业

迅速恢复，3 年共发放农业贷款 69080

万元，重点支持困难队、户。“文化大革

命”中，农业贷款的使用处于自流状



态，以致每年放出额还不到可用资金

的一半。1976 年，全省发放农业贷款

56935 万元，是 1971 年的 2．8 倍。

1980 年，贯彻“因地制宜地支持农村

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讲求经济效

益”的农贷指导方针，金融部门及时调

整信贷结构，制订相应的农贷政策，并

逐步扩大信贷规模，支持和促进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 年，全省农业

生产的商品率上升到 36 % 。

1950～1985 年，全省累计发放农

业贷款 2648747 万元。1985 年底余额

为 524436 万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205311 万 元，集 体 农 业 贷 款 余 额

24374 万 元，乡 镇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280031 万 元，国 营 农 业 贷 款 余 额

14720 万元。农业贷款的结构发生了

重大变化。同期银行对信用社发放周

转贷款累计 428912 万元，1985 年底

余额 41239 万元。



第一节 农业生产与农田水利放款

一、农业生产放款

民国 24 年，中国农民银行开始在

四川农村开展农贷业务。民国 25 年，

中国银行亦呈准在内江、资中产糖区

放款。抗日战争中，中信局、交通银行

及农本局也先后在四川农村发放农

贷，其中以农民银行放款额度所占比

重最大。民国 29 年，农行在四川放款

3233 万元，占当年全国农业放款总额

9674 万元的 33．42 % 。农业放款强调

办理抵押放款。办理抵押放款须先建

立农仓。民国 27 年，成都、华阳两县农

仓放款累计为 4．2 万元。至民国 28

年，扩大到成都附近 11 县，累计放款

金额为 22．4 万元。

民国 28 年，四联总处确定农贷以

四川为中心地区。四川农村放款，逐渐

转为以粮食生产为重点，凡能促进粮

食生产者均增加放款额度。推广与运

销亦加注意。放款对象主要是合作社，

农民个人则以佃农、自耕农为主，对农

业技术改进机关也发放贷款。放款采

取联合办理与分区办理两种形式。联

合放款由四联总处核定金额，按比例

由各行局分摊。民国 31 年，四行业务

专业化，各行局经营的农贷业务，全部

划归农民银行经营。由四川省政府与

各行局商定分区贷放的范围，并强调

贷放额度应予提高以适应当地农民生

产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联总处

的农贷方针是“紧缩放款”、把贷款用

于“直接增加农业生产”。四川的农业

放款以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为中

心，并逐年增加。民国 32 年，四川农贷

余额达到 38830 万元(占全国农贷总

额的 27 % )，其中农业生产放款占

46 % 。民国 34 年，四川农贷占全国总

额的 31．8 % ，居首位。抗战结束后，四

川农贷数额逐年下降。民国 35 年占

9．74 %，居 第 二 位；民 国 36 年 占



5．45 % ，居第五位。

民国 37 年 2 月，中央合作金库四

川分库在重庆成立，将农民银行在泸

县、江津、巴县的粮食生产放款，在简

阳、资阳、宜宾、南溪的食糖生产放款

业务划归中央合作金库办理。中央合

作金库农贷，以蔗糖生产为重点。

民国 37 年 7 月，中央合作金库在

四川发放农贷 1334．4 亿元，其中粮食

放款 233 亿元，占总额的 17．46 % ；棉

花 放 款 245．8 亿 元，占 总 额 的

18．42 % ；蔗糖放款 885．6 亿元，占总

额的 64．12 % 。9 月，发行金元券后，中

合库在四川农贷总额为 53715 元，其

中 粮 食 放 款 14844 元，占 总 额 的

27．63 % ；棉花放款 8193 元，占总额的

15．25 % ；蔗糖放款 30678 元，占总额

的 57．11 % 。

民国 38 年，农民银行渝行曾按总

处指示，发放农贷倾向易于控制的地

区，不论贷实或贷现均以收实为主。时

四川临近解放，农贷业务实际上已停

废不举。

二、农田水利放款

农田水利放款是国家行局仅次于

农业生产放款的放款业务。民国 32 年

的 四川农贷(38830 万元)中，农田水

利放款即占 28 % 。

据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统

计：抗战时期该行在川康两省发放的

农田水利放款，自民国 28～36 年已报

完工有收益的小型工程 20 项，共贷款

26634 万元，受益农田 14764．2 公顷，

可增产稻麦 1292．03 万公斤(详见表

5－1)。至 1946 年底尚有在建的大型

农 田水利工程 5 处，贷款 118956 万

元。但也有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因设计

和施工存在问题，贷款未收到实际效

益。

中国农民银行在川康办理农田水利贷款效益情况统计表



第二节 农村合作与扶持自耕农放款

一、农村合作放款

农村合作放款是省合作金库及各

县市合作金库在农村开展的一项融资

业务，以调剂全省合作资金，发展合作

事业，增进农业生产为宗旨。其业务范

围以专营或兼营的各级合作社、合作

社团、合作业务机关为限。其融资活动

主要是办理农业合作放款，初期着重



活跃农村金融，以贷款扶持贫困农民

恢复生产。抗日战争开始后，侧重增加

粮食生产。贷款对象只限于呈准登记

的各种合作社或合作预备社，而以信

用合作社为最多。初期发放的救济性

贷款，也放给 了不少假登记社。贷款

种类有农业生产贷款、工业生产物料

及工资贷款、运销业务贷款、消费供给

业务贷款、公用业务贷款、保险业务贷

款 6 种。贷款利率，初期月息 8 厘，后

增至 9 厘。转放利率不超过月息 1 分

3 厘。

省县合作金库发放的贷款中，信

用放款占 90 % 以上，储押放款不到

10 % 。民国 27～29 年，贷款数占全省

合作农贷一半以上。

省、县合作金库发放农贷的资金

来源，除少数股金及存款外，大部分是

向辅导银行借来的。民国 30 年，省库

与农民、交通两行签订协议，向两行分

别借款 3000 万元和 500 万元。由省分

配给各县库，作为透支额度。合库发放

的贷款，还可向农民银行办理转抵押

透支。

1936～1943 年四川省县(市)合作金库发放贷款数额及年末余额统计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农贷资金大

量紧缩，合作金库的放款业务逐渐停

滞而衰落。抗战以后开业的新制县合

库，在民国 37 年的币改后，原有资金

所剩无几，多又无力增资，不得不自行

停业。



二、扶持自耕农放款

民国 31 年，中国农民银行曾在四

川北碚等地划定扶持自耕农示范区，

办理土地金融业务。即由国家银行供

应资金，收购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领

耕，再由农民摊还银行贷款。四川各地

共贷款 195 万元，因无法推广，未产生

实际影响。

1942 年中国农民银行发放川康两省农贷余额统计表

注；本年度中国、交通、中信局移交给农民银行的农贷余额共计 31938 万元未统计在内。计有普通农贷

29611 万元，战边区农贷 1697 万元，农村合作工业 630 万元。



第一节 农户 贷款

1950 年初，人民银行开始办理农

户贷款，重点支持传统农业的恢复和

发展。川北区、川南区、重庆市、川东

区、川西区和西康省的 6 个分行，3～

10 月份发放农业生产的种子、肥料、

农具、水利和副业、土产运销、稻谷储

押、农民生活贷款共计 393 万元。川

北、川南分行，还采用折米办法，发放

实物贷款，支持桐油、食糖等经济作物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2 年，全省农村互助合作逐步

发展，已有互助组 81 万多个，参加农

户占总农户的 42．6 % 。全年发放农户

贷款 4031 万元，半数以上贷给了组织

起来的农民。1953 年，全省发放农户

贷款 5457 万元，帮助农民购买水车

110600 架，耕牛 4500 头，各种 种子

600 多万斤，新式农具 1200 多件，喷

雾器 7100 件。1954 年，全省互助组发

展到 93 万多个，并建立农业生产合作

社。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70 % 左右。总行指示原则上组织起来

的农民有优先贷款权。在贷款分配上，

省人行布置在贷款指标的总额内，先

提出 20～30 % ，作为组织起来农民的

增加部分，然后再按组织起来与单干

户各占比重适当分配。贷款以困难户

为重点，扶持贫雇农，适当照顾有困难

的中农。每户不超过其常年总收入的

10～20 % ，着重发放水利和肥料贷款。

全年发放农户贷款 4229 万元，用于

牛、猪、水、肥的占 72．7 % 。据江津、万

县两专区统计，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贷

款，占贷款总额的 78 % 。

1955 年，全省基本实现农业合作

化。农户贷款主要是帮助农民购买小

农具，发展家庭副业和解决生活困难，

重点是扶持困难户和支持贫下中农养

猪。当年，除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

外，并发放农户生产、生活贷款 8089



万元。1956 年，省农行从农贷指标中

划出扶持占总农户 2 % 的极贫户专项

贷款 750 万元，以支持其发展生产，摆

脱贫困。

1958 年下半年，农村实现人民公

社化。农村取消自留地、自留山，养殖

业和家庭副业萎缩。1959～1961 年，

农户贷款业务基本停顿。1962 年末，

行、社农户贷款余额仅有 5478 万元，

比 1957 年减少 3184 万元。1962 年 12

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人行分党组

《关于绵竹县齐天、富新两个信用社的

调查报告》，肯定齐天信用社扶持困难

户发展家庭副业的重大作用。1963

年，省人行从短期农贷指标中划出专

款支持农村养猪。全年银行发放特贫

户贷款 1366 万元，信用社发放社员个

人贷款 3168 万元，帮助 336 万户(占

总农户 23 % )喂养生猪 240 多万头，

购买小农具 165 万件，帮助约占总农

户 10 % 的贫困社员购买返销口粮。

1964 年 1～9 月，发放贷款 5088 万

元，其中用于养猪的约占 60 % 。1966

年初，省人行用设备性贷款指标安排

搞“四清”运动的地区发放贫下中农困

难户一次性无息贷款，每个公社 3000

元，一 般 不 超 过 贫 下 中 农 总 户 的

20 % 。

1966～1970 年，信用社的个人贷

款，除 1966、1967 两年各发放 6000 多

万元外，其余 3 年每年发放都不到

3000 万元。全省可用于发放农贷的资

金，有一半放不出去。每年只发放 1 亿

多元。每亩耕地平均仅 1 元左右。银

行的个人贷款金额从 1965 年的 3054

万元下降到 1970 年的 1218 万元。在

1976～1979 年，农户贷款每年都只发

放 2000 多万元，工作没有大的进展。

1980 年，省农行调整农户贷款方针，

重点支持养殖、种植及家庭副业。全年

发放社员个人贷款 17442 万元，比上

年增加 5．75 倍，开始改变了历年社员

贷款中生活贷款比重大的状况。

1981 年，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

生产责任制，银行对社员经营“双包”

地和发展家庭副业的资金需要给予了

积极支持，社员个人贷款累计放出

22884 万元，比上年增长 31．2 % 。

1982 年，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

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普

及和完善。年初，全省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已占总农户的 98 % ，同时涌现

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

合体。省农行及时调整信贷政策，予以

支持。全年发放社员贷款 64371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8 倍，占集体、个体农贷

发放总额的 60 % 。还将上年利润留成

的 1054 万元信贷基金拨给 38 个山区

县，发放期长、利低的开发性设备贷

款。

1983 年，农业生产由队营转变为

户营为主，承包户、专业户已成为农贷

主要对象。全年农户贷款累计发放

17622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7 倍，贷



款面达 70 % 左右，农户贷款在农贷总

额中的 比重由上年的 60 % 上 升到

94．1 % 。

1984 年 8 月，省农行发出《关于

进一步做好农村信贷工作的通知》，提

出“扩展信贷领域，扩大信贷规模”，

“不论农业、工业、商业、运输、服务业

及科学技术等事业，不论是短期或长

期，在信贷资金可能的情况下⋯⋯都

可以贷款支持。自有资金的比例也可

灵活变通，不要死卡比例。”于是农贷

发放偏松，农户贷款大幅度增加，到年

底共放出 284360 万元，其中买汽车、

船舶的贷款 2．75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 多倍。农贷收回率降低，大量资金

沉淀，经济效益下降。

1985 年，省农行停止发放汽车和

高档消费品贷款，积极支持农村产业

结构的调整。对 18 个地、市、州共 5．4

万户科技专业户发放贷款 488 万元，

并对农户推广杂交水稻、半旱式栽培、

地膜复盖、配方施肥等增产措施所需

资金给予积极支持。全省发放支持经

济作物及林牧副渔业发展的贷款 1．8

亿元。在涪陵、达县、万县三个地区发

放种草养畜开发性贷款 1366 万元。万

县、达县两地区共有 2．3 万余户农民

实现收入 123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向农、工、商、建、运、服务业发

放贷款 36736 万元，支持发展加工、运

输和第三产业。农户贷款数额虽比上

年减少，但经济效益有明显提高。

1980～1985 年，全省累计发放农

户 贷 款 747341 万 元，1985 年 余 额

205311 万 元，占 当 年 农 贷 余 额

40．28 % ，比 1980 年 增 加 178666 万

元，增长 5．7 倍。

第二节 集体农业贷款

1953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要求银行

发放低利贷款，为农业生产服务，促进

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1954 年，四川

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建立，银行开始

对农业社发放生产设备和生产费用贷

款。1955 年，全省已建立初级农业社

17．3 万个、高级社 663 个。农贷工作

的重点逐步转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支持，当年发放集体农业贷款 2696 万

元。1956 年，省农行、信用社用于支持

农业社农业生产费用和购置耕牛、新

式农具、副业工具以及必须兴修的小

型农田水利等项贷款共 11400 万元，

当年全省粮食增产 9．1 % ，农业总产

值增长 9．36 % 。但是，由于部分地区

贷款偏松，在生产资料供应不足的情

况下，发放基本建设贷款过多，全年收



回贷款只占发放数的 55 % 。1957 年，

发放贷款 5389 万元，比上年减少

53．8 %。资金集中用于生产，全省农业

总产值比上年增加 3．45 亿元。同时，

加强了收贷工作，年末集体贷款余额

下降 1871 万元。

1958 年春，省人行提出农贷的多

数仍应用于农业社生产费用的需要

上，对兴修水利开发山区也必须大力

支持，并强调农贷资金应贯彻“有借有

还，保持合理周转”的方针。上半年，农

贷的发放工作基本正常。10月，全省

实现“人民公社化”。工农业生产出现

“全面大跃进”。农村“大办钢铁”，“大

战四秋”，县县建公路网，搞“车子化”，

集体农业贷款猛增，到年底累计发放

2．9 亿元，比1957 年增加 4．38倍。

1958～1961 年，为支持“农业大

跃进”，全省累计发放集体农贷 12 亿

多元。由于大量贷款用于支持“大办钢

铁”、大办“四化”、大搞“丰产路”、“丰

产片”，办“公共食堂”，资金效益很差，

有 25972 万元贷款难于收回，被迫全

部作了豁免。

1962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资金问题的通

知》，决定由国家财政出钱，委托银行

发放长期无息贷款。社队设备性资金

困难、生产费用困难，由银行发放短期

农贷解决；对特殊困难，确实没有偿还

能力的，由财政拨付无偿投资。同时强

调了农业资金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

主，国家支援为辅”和“确有物资，物资

适用，群众欢迎”、“财政资金和信贷资

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等原则，纠正

“大跃进”中盲目发放贷款的问题。

1963 年，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

的方针，发放集体农贷 1．73 亿元，效

果较好。据检查达县、宜宾、乐山等专、

市 10 万个生产队上半年发放的贷款，

90 % 以上都及时买到物资投入了生

产。同时，全省对困难队发放长期无息

贷款和拨付无偿投资 4961 万元，结合

自有资金，帮助困难队购买耕牛 6．6

万头，排灌机械 2800 匹马力，添置中

型农具 30 多万件，副业设备 1900 多

套；使用短期农贷买回化肥 6．5 万吨，

农药 530 多吨，种子 8790 万斤。1964

年，各地贯彻执行中共四川省委提出

的“以机电提灌为主，提蓄结合，综合

利用”的水利建设方针，省农行从农贷

指标中划出 250 万元，用于解决机电

提灌站综合利用加工设备的困难。

1965 年 1～10月上旬，全省对社队发

放贷款 17396 万元，其中，生产设备贷

款 4027 万元。困难队得到的贷款比一

般队平均多 40 % 以上。

1967～1970 年，由于“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银行、信用社的正常工作

秩序受到干扰。全省每年平均发放集

体农贷仅 1．4 亿元，比 1966 年放出数

少 30 %。

1972 年，省人行着手整顿金融工

作。12月，提出农贷工作的目标是大



力支援抗灾斗争、支援农田基本建设、

支援穷队和狠抓粮食生产。1973 年，

全省农贷大力支持 131 个旱灾县抗旱

夺丰收，取得了较好效果。6 月，省人

行转发了总行《农村人民公社贷款办

法》(试行草案)，提出农贷工作的任务

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支持社

队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加速农业机械

化和农田水利建设，扩大高产稳产田

面积。1974 年，省人行先后制定了《关

于农业机械贷款的意见》和《进一步做

好社队农田水利贷款工作的意见》，全

年发放集体贷款 13572 万元。1975 年

7 月，省委批转省人行党委《关于农贷

资金使用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当

年对资金使用率不高的问题有所改

变。1975 年社队集体贷款发放数超过

3 亿元，1976 年达到 4 亿元，设备和农

机贷款占到三分之一。

1977 年，省人行提出农贷工作的

任务是大力支持小型水利建设和喷

灌。1978、1979 两年，全省发放大量农

机专项无息贷款和一般农机贷款，两

年农机贷款余额净增加 1．3 亿元，相

当 于 1972 ～ 1977 年 净 增 余 额 的

70．65 % 。

1980 年，农贷工作重点开始向支

持商品经济转变。全年发放集体贷款

99540 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商品生产

占 60 % 左右。1981 年，农行总行分配

给四川商品生产基地贷款指标 3500

万元，用于支持 113 个商品生产基地

的建设，发展传统名、特产品和市场急

需、出口创汇的商品。省农行积极支持

社队发展科学种田。凡是社队在自愿

互利原则下与科研及农技部门签订合

同，因推广有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缺

乏资金的予以贷款支持；对有经营收

入，有可靠还款来源的科研部门在推

广农业技术中要求临时周转性贷款的

予以贷款支持。1982 年，农贷工作的

重点转移到支持承包户、专业户、重点

户及各种经济联合体，集体贷款只放

出 41801 万元，比上年减少 50 % ，占

农业贷款总数的 40 % ，改变了 26 年

来以集体农贷为主的结构。1983～

1985 年，集体农贷 所占比重逐年下

降。1983 年放出 10918 万元，占集体、

个体贷款总数的 5．9 % ；1984 年放出

8870 万元，占集体、个人贷款总数的

3．02 % ；1985 年放出 7804 万元，占集

体、个体贷款总数的 3．76 % 。



1950～1985 年四川省农户贷款、集体农业贷款余额统计表

第三节 乡镇企业贷款

乡镇企业曾称为社办工业、社队

企业、农村工业。1984 年起始称现名。

乡镇企业贷款，始于 50 年代中

期。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农具修造和农

副产品加工。“大跃进”时期，发放大量

贷款支持社队“土法炼铁、炼钢”。1962



年 1 月控制货币投放，将社办工业贷

款指标控制在 1961 年底余额的基础

上。社办工业需要的贷款，依靠收回周

转使用。1962 年 5 月，中央决定农村

社办工业基本停办。贷款余额和指标，

并入一般农贷。

1975 年，省人行派出调查组到大

邑县，对社办企业的作用以及在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调查，并写出《社办

企业大有作为，非办不可》的调查报

告。1976 年初，省人行在全省财贸工

作会议上提出支持社办企业。同年 9

月，又在简阳县召开全省银行支持社

队企业发展的经验交流会，推动全省

社队企业信贷工作的开展。当年余额

即达 12756 万元。

1978 年 4 季度，省人行派出工作

组到荣县，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和贷款

的使用情况，逐个进行调查。发现企业

普遍存在资金使用不当、贷款呆滞、逾

期比例大等情况。为加强管理，省人行

与省社队企业管理局、省财政局联合

制发《四川省社队企业财务管理、会计

制度》，并于 10 月与省社队企业管理

局联合举办训练班，培训全省市、地、

州、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和银行主管财

会辅导的骨干 450 名，为管好用好企

业资金打下了基础。

1979 年 4 季度，为促进社队企业

合理布局，提高效益，省农行与温江地

区中心支行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新都

县 58 个有贷款关系的新建骨干企业

进行调查，发现一些贷款支持了安排

不当的项目，购买了一些不适用、不配

套的设备，支持了一些亏损无弥补来

源和建厂自有资金不落实的企业。有

的贷款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

损，无法按期还款。同年11月，省人行

在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上，提出银

行贷款要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

原则。

1980 年，省计经委规划全省改

造、续建和新建社队联办丝厂 26 个，

新增缫丝能力 3 万绪。省农行把支持

社办缫丝厂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与有关部门一起统筹安排

了建厂所需资金和贷款，将所需贷款

从农贷指标中划出，作为支持社队商

品性生产的一次性专项指标，单独考

核。但在贷款时，盲目支持了一些计划

外兴办的缫丝厂，以致生产能力过大，

原料不足，质量下降，企业亏损增加。

1981 年，调整贷款方针。省农行

要求各行对社队企业信贷工作，要从

过去注重支持新建社办企业的发展，

转到促进现有企业搞好产、供、销平

衡，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经营管理上

来，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对设备贷款，

除支持确有发展前途的种养业、能源

工业和产品为国内外市场所需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外，一般不支持铺新摊子。

对在建项目，不够续建条件的要立即

停止贷款。同年 8月，省农行又在德阳

县召开各市、地、州和部分县支行参加



的社队企业信贷工作会议，认真总结

加强信贷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

经验，研究进一步做好社队企业信贷

工作的措施。根据国务院《关于社队企

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若干规定》

的精神，全省从三季度起，积极协同企

业主管部门，在社队企业中普遍开展

“三清”(清理积压物资、应收款、贷款

使用情况和到期不能归还的原因)、

“两整顿”(整顿企业信用和财务)工

作，收到明显效果。1981 年全省社队

企业实现产值和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增

长 20．74 % 和 27．8 % ；盲目发展，重复

建设的项目得到控制；贷款收回占放

出的比例由上年的 52．3 % 上升到

89．1 %；贷款结构趋于合理。

1983 年 5 月上旬，省农行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信贷工作，促进社队企

业落实和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通

知》，要求各行切实清理落实承包企业

的贷款债务，做好新贷款的发放工作。

为维护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后的集体所

有制性质，规定凡实行承包的企业所

需设备贷款，一律由企业承贷承还。生

产周转贷款，则可由企业统一承贷承

还，也可经企业担保，由企业内部实行

承包的生产经营组织、专业户或个人

直接承贷承还。从而使全省的社队企

业信贷工作，较好地适应了企业实行

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新形势。

1984 年 6 月 1 日，省农行下发了

《关于做好信贷工作，积极支持乡镇企

业发展的通知》，要求各行把积极支持

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作为落实省委

提出的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并

相应地对贷款使用范围、信贷计划管

理、生产设备贷款的审批权限等，作了

调整、放宽。3 季度，省农行又会同省

乡镇企业管理局、省税务局联合召开

了全省乡镇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会议，

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乡镇企业财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10月 29 日，省农行

又下发《关于做好乡镇企业贷款经济

效益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行对乡

镇企业贷款的经济效益，进行一次认

真的检查。后由于四季度出现了全国

性的信贷失控，不仅使检查乡镇企业

贷款经济效益的工作未能落到实处，

相反却出现了不坚持贷款原则，盲目

支持新办项目的非正常现象。年底，贷

款余额 255587 万元，比上年猛增 1．2

倍。

1985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

控制乡镇企业贷款的通知》，省农行在

一季度派出工作组，对江油县在建的

贷款项目进行调查。并根据资金是否

落实与建设条件和经济效益好坏的不

同情况，分别对有关项目提出了停止

贷款、暂停贷款、停止新增贷款、继续

支持贷款、推迟贷款等不同处理意见，

并要求全省各行对贷款支持的在建项

目，进行一次检查，区别对待。当年全

省乡镇企业的逾期贷款比例高。全省

农行(不含重庆市，下同)乡镇企业贷



款 18．4 亿元中，逾期贷款 6．6 亿元，

占 36．6 % 。亏损、关停企业占用额大。

亏 损 企 业 占 用 贷 款 2．8 亿 元，占

15．6 % ；关停企业占用贷款 1．7 亿元，

占 9．3 % 。

1976～1985 年，全省对乡镇 企业

的贷 款增 长很 快。1976 年 贷 款余 额

1．2 亿元，到 1985 年增加到 28 亿元，

增 长 20．95 倍。 10 年 间 累 计 贷 出

90．43 亿元，收回 63．04 亿元。乡镇企

业 贷款余 额占 农村 贷 款 总 余 额 的 比

重，1976 年为 17．2 % ，1985 年增 加为

54．9 % 。乡镇企业贷款主要投向建筑

材 料、轻纺、能源、农副 产品加工、食

品、商业服务 6 大行业。1980 年，6 大

行 业 占 用 贷 款 5．08 亿 元，占

60．28 % ；到 1985 年，占用贷款 15．54

亿元，占 77．55 % 。 1980 年，盈利企业

贷款占 80 % ，亏损企业占 17．3 % ，关

停企业占 2．7 % ；1985 年盈利企业贷

款占 75．5 % ，亏损企业占 18．4 % ，关

停企业贷款占 6．1 % 。1985 年，全省乡

镇企业总产值已达 144 亿元，比 1976

年增长 24 倍多。



四川省银行、信用社乡镇企业贷款放出、收回、余额情况统计表［注］



注：1．“企业农机贷款”，是在 1977～1982 年期间，为考核对农机的贷款情况，专门设置的科目。

2．“农村电力工业贷款”，因贷款对象原来主要是农村 500 千瓦以下的小水电站，故列入乡镇企业

贷款内考核。



四川省行、社乡镇企业贷款结构统计表

注：

①1979 年前的乡镇企业贷款情况因尚未建立统计制度，故缺。

②1985 年起，因对信用社的乡镇企业贷款情况，不再要求填制统一的报表，有关数据不含信用社。

③表内各年的统计项目，由于总行在统一制定的报表中前后有所变更，故不完全一致。1983 年度，因表内

无各类投产企业占用贷款情况，故缺。同时对项目归属由于项目的变更，也相应有所调整。

④项目中的行业结构，只反映乡镇企业局系统的企业。

⑤表内年末贷款余额，与《全省银行、信用社乡镇企业贷款放出、收回、余额情况统计表》的数表不太一

致，主要是两表的做表时间不一致形成的。

⑥“能源工业”项目中包括农村电力工业贷款。



第四节 小水电贷款

1956 年后银行即以一般农贷指

标贷款支持社队发展小水电。1976 年

4 月，全国中、小电站建设经验交流会

对小水电建设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新规

定，装机容量 500～12000 千瓦的小水

电站列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划，500 千

瓦以下的小水电补助资金在农田水利

事业费中安排。据此，人民银行总行规

定，银行农贷支持社队办小水电，掌握

在总装机容量 500 千瓦以内。1977 年

7 月，省人行和省水电厅联合拟定《关

于大力支持社队小水电建设中有关几

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小水电贷款的用

途，主要用于购置机电设备、工具材料

和大修理费用，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兴

建福利设施和其他非生产性开支。对

个别装机总量略超 500 千瓦，能自筹

解决大部分资金的社队小水电站，银

行也给予少量贷款支持。到 1978 年

末，万县、涪陵、达县、宜宾、温江 5 个

地区用一般农贷指标发放支持的社队

小水电贷款余额已达 5475 万元。

1978 年 12 月，水利电力部、人民

银行总行制订《关于小水电建设若干

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加强

社 队小水 电贷款工作的意 见》。从

1979 年起，银行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

小水电专项贷款，支持社队小水电建

设，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资金使

用顺序：一是社队自筹；二是财政补

助；三是银行贷款。当年人民银行总行

下达 四川省小水 电专项 贷款指标

3450 万元，贷款期限 1～5 年，利率月

息 1．8‰。省人行将此专项贷款指标

有重点地分配到有关地、市行，并制定

《社队小水电贷款试行办法》。规定小

水电贷款必须坚持按批准的计划发

放；钱物结合、物资适用；有借有还，到

期归还；小水电贷款，限于社办、队办

或社队、队队、社社联办的独立核算电

站。县办或县社合办的电站，不属于社

队小水电贷款范围。贷款主要用于购

买国家计划供应(包括按合同供应)的

机组设备、材料，不得用于非生产性开

支。当年全省兴办小水电 18 万千瓦，

其中社办电站 15 万千瓦，发放小水电

贷款 5250 万元。每千瓦投资 1085 元，

其中贷款占 350 元。

1979 年 8 月，省人行规定县办小

水电设备贷款由工业贷款指标改为农

业贷款专用指标；新建的县办小水电

设备贷款，在投产后 3 个月付清前段

的利息，投产后按季计收利息。

1980 年 1 月 1 日，县办小水电设

备贷款改由人民银行办理，社队办的

小水电站设备贷款由农业银行以社队



小水电贷款解决。对于1979 年底以前

由农贷发放的县办小水电设备贷款

(包括县社联办)，仍由农业银行负责

管理、收回。截至 1979 年，全省贷款支

持的地方小水电装机总量 316142 千

瓦，小水电贷款余额已达 1．1 亿元。

1980 年，全省小水电发展速度加

快，但有的地区在建项目多。摊子大，

所需财力、物力大大超过本地的实际

情况，效益不好，达不到预期要求。

1981 年 4月，省农行和四川省水电厅

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小水电建

设和贷款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

新、扩建项目贷款，促进在建工程按计

划竣工投产。对新、扩建电站贷款，每

千瓦贷款控制在 400～500 元左右，主

要用于机组设备和输变电设备，土建

工程所需资金应由社队自筹和国家补

助解决；小水电专项贷款指标不准突

破。对收回的小水电专项贷款可再安

排使用，但须报省分行同意。实行贷款

合同制，各地银行与贷款单位签订的

合同，要明确规定贷款金额、用途、利

率、结算方法、还款期限和资金来源，

以及各自的经济责任。单机 500 千瓦

以上和 35 千伏线路的贷款，由省农行

直接审批后，按工程项目戴帽下达，单

机 500 千瓦以下和 10 千伏线路的贷

款，分别根据各地新增装机计划，将贷

款指标切块下达到各地，由地区负责

审查具体项目后，再戴帽下达贷款指

标。1982 年，对经省计经委和主管部

门同意列入当年基建计划的单机 500

千瓦以上，计划贷款 1400 万元的 9 个

项目，逐个进行审查，对经济效益好、

符合贷款条件的 5 个项目安排了贷款

760 万元。

1983 年 8 月，省农行规定对新建

电站贷款额度一般应控制在电站总投

资的 50 % 左右。对小水电贷款对象，

凡是单机 6000 千瓦，总装机 12000 千

瓦以下的小水电站，只要在农业银行

开立结算户，实行独立核算，都可以受

理贷款事宜。社队小水电贷款利率按

开发性贷款计收，月息 3．6‰，县办及

县社联办电站利率按月息 4．2‰计

收。当年省农行对小水电贷款的方针

作了适当调整，即重点支持骨干电站，

取得良好的效果。1983～1985 年，全

省发放的 9645 万元小水电贷款中，用

于骨干电站的贷款为 5478 万元。对

老、少、边、穷地区的开江、万源、宣汉、

平昌、巴中、通江、南江、大竹、达县 9

个县，均贷款支持建了骨干电站，装机

容量达 32550 千瓦。

小水电贷款已成为农村信贷的重

要组成部分。1979～1985 年的 7 年

间，全省累计发放小水电专项贷款

2．7 亿元，共支持投产电站 2203 处，

装机容量 55．75 万千瓦。截至 1985 年

末，全省农行小水电贷款余额 2．34 亿

元(包括 1978 年前用一般农贷指标发

放的小水电贷款余额 3924 万元)，占

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 9．33 % 。



1983～1985 年，全省每年平均新

增装机容量达 10 万千瓦。据对 11 个

地区 29 个县建设的小水电站统计，平

均每千瓦造价由 1980 年的 1586 元上

升到 1985 年的 2880 元；银行贷款也

由 400～500 元增加到 1114 元。一般

办电单位只能自筹 20 % 左右，财政拨

款约占 20 % 左右，银行贷款则占 60％

左右。1983～1985 年，银行贷款支持

的小水电站，贷款额度占投资总额的

62．8 % 。1981 年 4 季度，万县地区对

149 个电站调查中，发现 88 个电站乱

借、乱挪、乱垫、乱用资金；75 个电站

搞计划外基建。贷款收回差、周转慢。

第五节 农业专项贷款

50 年代以来，银行先后发放了 19

种农业专项贷款。中央或人、农两总行

下达指标布置发放的 6 种，由人、农两

省分行在农贷指标中划出专款布置发

放的 13 种。贷款指标均戴帽下达，专

项管理，专款专用。

一、中央和人、农两总行安排发放

的专项贷款

(一)贫农合作基金贷款 为了帮

助贫农解决交纳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生产费用股份基金和公有化股份基

金的困难，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党中央

的决定，于 1955 年 5月布置发放此项

贷款。掌握的原则是多缺多贷，少缺少

贷、不缺不贷。平均每户以 20 元为度，

最高不超过 30 元。期限最长五年，月

息 4‰，分户立据，由社统一使用。至

1956 年末，全省共计发放 4605 万元。

1961 年 5 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

豁免尚未收回的此项贷款，由财政报

销；过去已收回的一律不退。全省共豁

免 3168 万元。

(二)灾区口粮无息贷款 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农业生

产资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个别灾

区返销粮多，群众购买口粮有困难的，

除了使用社会救济外，由财政方面拿

出一定专款，通过人民银行委托信用

社有控制地对社员个人发放一部分生

活贷款，不计利息。”当年，开始由银行

设置专项科目，代财政发放。1964 年，

改用银行资金发放，代财政发放款收

回部分并入银行指标。此项贷款在县

或专区范围发放，须分别报经专区或

省批准。全省在 1963～1985 年的 23

年中，有 14 年发放了此项贷款，除陆

续收回部分外，到 1984 年底，尚有余

额 2196 万元。

(三)长期无息贷款 1962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拨出

专款委托银行发放购买耕牛、中型农



具和小型排灌机械无息贷款。贷款对

象限于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期限 1

～5 年。1962、1963 两年全省共发放

10364 万元，有 18 万个生产队(占总

队数 1／3)获贷，购买耕牛 18 万多头，

添置中型农具 86 万件，小型排灌机械

2．6 万匹马力。1964 年，农行总行指示

停放剩余指标和收回的贷款，并入银

行生产设备贷款指标继续使用。

(四)贫下中农困难户无息贷款

1966 年，省人行根据总行部署，安排

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发放贫下中农

困难户一次性无息贷款。每个公社

3000 元，用设备性贷款指标，扶持面

一般不超过贫下中农总户数的 20 % ，

期限 1～3 年。1966 年下半年，停止

“四清”，贷款也停止发放。到 1969 年

底，尚有 763 万元没有收回。

(五)农机专项无息贷款 人行总

行开办。1978～1979 年，全省安排指

标 8500 万元。贷款用途限于购买计划

供应的各种农用机械和半机械化农

具，专款专用。还款期限不超过 15 年。

到 1979 年末，全省贷款余额 6134 万

元。1980 年，农行总行决定停办此项

贷款，发放农机贷款按社队生产设备

贷款处理。

(六)商品生产基地贷款 1981

年，农行总行安排四川肯 3500 万元指

标发放此项贷款，用以支持 113 个商

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发展传统名、特产

品和市场急需、出口创汇产品。贷款利

率、期限分别按生产队和社队企业生

产费用和设备贷款办法办理。1982 年

末，贷款余额 1409 万元。

二、人、农两省分行安排发放的主

要专项贷款

(一)极贫户(特贫户)贷款 1956

年，省农行专项安排发放极贫户贷款

750 万元，用途以扶持生产为主，同时

解决生活困难。贷款期限 3～5 年，到

期有困难的，还可延期。

(二)柑桔贷款 1964～1966 年，

省农行每年拨出 130～160 万元发放
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对象是柑桔生产

比较集中，商品率高的老产区，有发展

前途的分散产区和新产区的生产队、

独立核算的大队、专业队。贷款用于抚

育幼苗树、培养优良苗木、实生幼树改

接良种、新栽树、改造衰老树五个技改

方向，购买所需种苗、肥料、接穗、农药

等生产资料。用于发展柑桔树和改接

良种的贷款，从有收入后分 3 年偿还，

其他用途的贷款从发放后第三年起归

还，月息 8‰。

(三)小型排灌机械贷款 1962

年 2 月，省人行安排发放小型排灌机

械贷款 1000 万元。用途限于解决社队

向农机供销部门购买小型排灌机械、

配件、配套设备以及大、中修理资金不

足的困难。钱物结合，转帐结算。贷款

期限 1～2 年，最长不超过 3 年。

(四)水轮泵贷款 1964 年，中共



四川省委提出“以机电排灌为主，提蓄

结合，综合利用”的水利建设方针，要

求在 1965 年春灌前完成安装水轮泵

4000 台。为此，财政拨款 400 万元，省

农行安排专项贷款 500 万元。因工程

进 展缓慢，当 年 10 月，全 省仅 放 出

176 万元，连同社队自筹资金、财政补

助共建水轮泵站 570 处，装机 600 台。

(五)灾区养猪无息贷款 1975

年，全省有 40 多个县遭受重灾。为了

支援灾区恢复养猪生产，省人行一次

性安排发放此项贷款 750 万元，贷款

对象限于社队集体购买生猪和饲料，

还款期限 1～3 年。

(六)灾区社员建房专项贷款

1981 年，全省 12 个地、市遭受特大洪

灾。省农行安排建房贷款 5000 万元，

用于解决重灾区农民重建住房的资金

困难。每户贷款额度掌握在100～200元

以内，期限 1～2 年，个别特殊情况不

超过 3 年，月息 3．6‰。

(七)商品生产贷款 1980 年，省

农行从农贷指标划出 4000 万元发放

此项贷款，用于支持 1．8 万个生产队

发挥优势 ，增加骨干商品生产。利率、

期限按社队一般贷款办理。1981 年

末，贷款余额 1935 万元。

(八)山区开发性贴息贷款 为支

持涪陵、万县、达县 3 地区大幅度调整

产业结构，种草牧畜，省农行从 1984

年起，在 3 年时间内，对 3 个地区所属

21 个山区县发放贴息贷款 9000 万

元。贷款对象主要是海拔 800 米以上

地区的承包户、畜产加工、购销、运输

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用途限于开发

荒山资源，停耕种草，发展食草牲畜的

生产开支。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

到 1985 年 9 月，已发放 867 万元。

第六节 国营农业贷款

国营农业贷款，是银行对独立核

算的国营农业企业及所属职工家庭农

场发放的专项贷款。

1953 年，全省建立各种农场 168

个，拥有耕地 4．5 万亩，当年发放贷款

49．3 万元。支持农场生产和繁殖粮、

棉、畜、蚕等良种。其贷款项目，有生产

贷款与设备贷款。1953 年以后，设备

贷款停办。1955 年，根据中财委和农

业部决定，对专、县农场进行清产核

资，实行企业经营，改变资金供给制和

差额补助办法。年末贷款余额 65 万

元。

1956 年，全省有中央及地方国营

农业企业 1203 户，国营农业企业贷款

已成为国家银行农业信贷的重要组成

部份。同年省农行实施《四川省专、县

农场短期贷款暂行办法》，对贷款对象



和使用范围，作了统一规定，财政资金

与信贷资金，实行分口管理，分别使

用；坚持有计划、钱物结合、有借有还、

到期归还等基本原则。这一时期，贷款

政策指导波动，有时规定原则上不放

定额贷款；有时又规定银行参与定额

贷款；有时银行奉命停止对农场贷款。

1976 年末，贷款余额 404 万元。由于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银行对信贷

管理监督差，场、站亏损严重，贷款被

基建超支等占用、信贷资金效益不高。

1976 年，全省有农垦、农业、拖拉机等

场、站 618 户，国拨流动资金 6031 万

元，其中亏损的达 568 户。亏损 2022

万元，到期贷款无法收回。国务院、省

政府前后 3 次决定，由财政拨款清偿

国营农场、拖拉机站无力偿还的贷款

480．8 万元，银行核销呆帐 7．2万元。

1977～1985 年，全省农业信贷逐

步实现了由支持产品经济到支持商品

经济的转变，促进国营农、林、牧、渔业

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发展。银行对国

营农业贷款有明显变化：一是由过去

支持“扭亏增盈”转变到“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支持“一业为主，综合经

营，”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建设各

种商品生产基地，促进农办工、商、建

筑、运输、服务等事业的发展；二是把

支持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普及、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巩固发展农场

职工农庭农场作为信贷工作的重点。

改变过去只对农场一家贷款的做法，

对签订承包合同、具备条件的队、组、

户也直接发放贷款；三是从 1977 年

起，试办“更新改造基金贷款”，银行对

企业可发放各种设备性贷款，支持企

业兴办一些工副业项目，支持农场设

备更新,技术进步。1985 年末，贷款余

额 14563 万元，比1976 年增长 35倍。

一、流动资金贷款

(一)定额贷款 1955～1956 年，

四川省国营农场均核定了流动资金定

额。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主要由财政拨

给，银行原则上不贷放定额贷款。1958

年，银行参予定额贷款，以弥补核资拨

款方面的缺陷。1959 年，各地奉令停

止对农场发放一切贷款。1960 年，省

人行从严控制了定额贷款。1964 年，

部分基层行为了解决正常牲畜转群、

幼树抚育等长期占用流动资金等问

题，又开始发放定额贷款，后被人行

总、分行明令禁止。1984 年，银行统一

管理流动资金后，财政不再向企业拨

付流动资金。企业增加的流动资金主

要靠自身积累，在利润留成中补充，银

行亦给予少量贷款。

(二)超定额贷款 自 1957 年起，

银行向国营农场发放超定额储备贷

款。用于季节性生产所需超定额材料

储备资金的需要，以及季节性生产过

程中生产费用超过在产品、产成品资

金定额时的需要。发放的重点是支持

商品粮、经济作物、外贸出口产品及其



他农副产品基地生产的发展。1985

年，全省发放 23486 万元。

(三)临时贷款 用于防灾、抗灾

或救灾；抢种抢收；物资集中进货；特

殊情况影响产品及时出售；多种经营

的短期周转资金。贷款期限不得超过

一年。

(四)固定资产大修理贷款 用于

固定设备的大修理。贷款数额以大修

理基金应提未提的额度为限，期限不

超过一年。

(五)结算贷款 用于企业向各地

销售产品，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

所需的在途资金。于 1979 年开始发

放。

二、设备贷款

1950～ 1952 年，按照人 行总行

《农业生产放款章程》(草案)的有关规

定贷放，用于农场购置力畜、胶轮大车

和棉、麻、丝、渔等生产、加工设备，以

及国家机关、企业兴修大中型水利工

程。1953～1976 年，银行不准再发放

设备贷款。1977 年以后，根据人行总

行制订的办法，全省安排发放了多种

设备贷款。

(一)更新改造基金贷款 用于企

业更新改造基金先支后提所需的资

金，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设备贷款(含技术改造贷款)

用于企业更新改造、革新挖潜，以及

购置填平补齐的机具设备。其重点用

于支持种养业、能源及商品粮基地建

设、开荒农机具配套等方面。对场办工

业的贷款，主要用于企业提高生产能

力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填平补齐的项

目。贷款期限一般为 1～3 年，种植业

不超过 7 年。自 1982 年起，设备贷款

与种养业投资性贷款分离。1980～

1985 年，全省累计发放设备贷款 3860

万元。

(三)种养业投资性贷款 用于农

机设备更新、配套发展水果、茶叶等经

济林木和畜、禽、鱼等生产。未实行专

项管理，只在流动资金贷款内划出限

额。1985 年末贷款余额为 240 万元。

(四)技 术 改 造 贴 息 贷 款 于

1985 年开始办理，分半贴息和全贴息

两种。半贴息贷款由银行向承担利息

的部门和贷款企业各收取应付利息的

一半；全贴息贷款由承担利息的部门

支付全部利息。1985 年，中央安排四

川全贴息贷款 194 万元，半贴息贷款

50 万元。

三、技术开发项目贷款

1985 年开始发放，用于农村技术

开发项目所需购置仪器设备、原材料、

技术引进和技术服务开支，其自有资

金必须达到 30 % 以上。贷款方式采用

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其期限一般为

1～3 年，最长不超过 4 年。1985 年安

排南充、灌县、三台、南江等县的贷款

指标 117 万元。



第七节 农村信用社贷款

1952 年，全省试办信用社，省人

行即要求所在地区的银行对新办社加

以扶持，调剂资金维持其信用。银行对

信用社贷款，按短期周转放款利率减

10 %。1954 年，省人行规定：对山区、

贫困区、灾区或新建社在春耕生产季

节，信用社资金周转困难时，银行可给

以较长期低利贷款，期限一年，利率

7．5‰。对资金来源多，经营基础好的

社，可用经常性业务往来办法，利息采

取存、放一致原则，按月息一分计算。

银行对信用社的放款一般不应超过其

存款，但在农业生产季节，大量提存和

大量贷放时，银行对信用社的支持，可

以超过其存款的 1～2倍。1957 年末，

全省信用社贷款余款 248 万元。1958

年，信用社资金管理混乱，贷款盲目发

放，在一些地区，银行也把自身应放的

农贷推给信用社，致使信用社发放的

农贷超过自身资金能力，全赖银行支

持。1962 年末，银行对信用社贷款余

额达 2962 万元，比 1957 年增加 11

倍。1962 年后，虽对行、社发放农贷的

分工作过规定，但未能严格执行，仍不

注意发挥信用社自身组织资金、运用

资金的积极性。到 1980年底，银行对

信用社贷款余额已达 21639 万元，部

分信用社完全依靠银行贷款生存。

1981 年，省农行重新明确行、社农贷

分工范围，规定信用社只准发放社员、

生产队、大队三级贷款；如果资金有

余，也可以贷给社办企业、集镇集体，

银行对发放信用社贷款进行控制。

1981～1982 年，银行对信用社的贷款

均比1980 年有较大减少。1982 年末，

贷款余额 15213 万元，比 1980 年减少

30 % 。

1983 年，信用社进行管理体制改

革，规定银行对信用社的支持款，作为

业务往来关系，只限于解决贫困地区

信用社支持农民生产、生活资金不足

和信用社资金短期周转的需要；信用

社转存银行款和银行贷给信用社的支

持款，实行差别利率。但实际收效不

大，银行对信用社支持款仍继续增加。

1984 年底，支持款余额达 43550 万

元。1985 年 4月底又猛增至 63355 万

元。1985 年，农行总行下达全省该项

贷款计划只比 1984 年余额增加 2000

万元，而 4月底就已超过近 2 亿元。省

农行要求各地切实采取措施，要求贷

款大于存款余额的信用社，逐月压缩

贷款余额，归还银行借款；改变承包

户、专业户贷款都由信用社“一口出”

的作法，凡银行能直接发放的，由银行

发放，或委托信用社代银行发放。同时



帮助盆周边穷地区信用社组织存款，

逐步改变靠银行支持款过日子的状

况。到年底，银行对信用社支持款余额

降到 41942 万元。

1950～ 1985 年 四 川 省 农 行、信 用 社 农 业 贷 款 统 计 表



注：①本表数字包括集体、农户及乡镇企业贷款；不包括国营农业贷款。②行、社农贷合计数已减去银

行对信用社贷款数。③1971 年行、社农贷合计余额少 23321 万元，系上划 1961 年以前农贷豁免数。

④本表取材于《四川省情》。个别年份的数字与《四川金融统计提要》略有出入。

1980～1985 年四川省银行、信用社农业贷款结构统计表



第八节 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业务

农村信用社的放款，主要是解决

信用社社员生产及生活上的资金需

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 年，西

南区行规定农村信用社的放款种类

为：农业放款(包括肥料、种籽、农具、

耕畜、农药以及小型农田水利等项目

的贷款)；副业放款(包括小手工业、饲

养、作坊和运销等项目的贷款)；其他

放款(包括婚丧、疾病、修房、打坝、口

粮、商贩等项贷款)。放款期限，以短期

性放款(3 个月以内)为主，有少量长

期性放款(3～12 个月)。如信用社资

金充裕，在满足社员的贷款需求后，可

酌量对非社员放款，但须银行核准。放

款利息，农业放款比照银行对商业押

放息，不设期限利差；副业放款及其他

放款比照银行对商业押放息酌量提高

10～20 % ，并设期限利差，以季差为

限，每季递加利率不超过 10 % 。

1951 年 9月～1953 年 9月，全省

已建 51 个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

746020 元，限制了农村高利贷活动。

1954 年，长期贷款原则上由国家

银行发放，信用社对社员和非社员发

放短期贷款。对额度较大的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贷款，需要技术指导和物资

供应衔接的贷款，直接由国家银行办

理。不需要技术指导的长期贷款(如耕

牛贷款)，由信用社介绍到银行去贷，

或由银行委托信用社代办。信用社资

金充裕的，可以办理一年以内的耕牛

贷款和小型水利贷款(如修埝、塘、水

车贷款等)。短期贷款则统一由信用社

发放。信用社资金不足的则由国家银

行根据信用社的具体情况，或发放支

持款，或委托信用社代放。

1955 年，全省基本实现农业合作

化。除专项贷款和特定需要的贷款由

银行发放或委托信用社发放外，社员

贷款主要是由信用社办理。当年全省

信用社发放贷款达 9442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 倍。其中集体贷款占

33 % ，个人贷款占 64 % 。由于贷款过

多，管理不善，当年发放的贷款大部份
没有收回。

1957 年，信用社进行整顿。当年

发放贷款 6343 万元，收回 7573 万元，

年末贷款余额 4559 万元，占全省农业

贷款余额(12447 万元)的 36．62 % 。

1958 年，由于“大跃进”、“瞎指

挥”的影响，盲目发放贷款，效益甚差。

1959 年初，银行对信用社实行资金差

额包干，把全部农村贷款交由信用社

贷放。4月即停止执行。但有的地区没

有把应由银行发放的贷款转归银行，

1960 年末信用社农贷余额达到 15377



万元，较 1957 年增加 2．37 倍，其中大

部份是历年发放而未收回的旧贷，致

使信用社资金周转困难，不少信用社

依靠银行支持款过日子。

1962 年，信用社发放的贷款，主

要用于帮助困难队改变面貌，扶持贫

苦社员发展副业生产，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1963～1964 年，全省信用社发

放社员贷款 8838 万元，其中 70 % 用

于养猪、购置小农具和其他副业生产，

20 % 用于购买口粮、治病等生活需要。

1966～1976 年，全省信用社累计

发放各项贷款 178532 万元，累计收回

各项贷款 153604 万元。其中，累计发

放社员贷款 33149 万元，累计收回社

员贷款 28223 万元。1976 年末，贷款

余额 34242 万元，比 1965 年增长 2．5

倍。

1977 年，省人行规定对当年的生

产费用贷款，一般增产和正常年景的

队都应收回。如受灾减产，则根据实际

情况少收或缓收。到期设备贷款，应坚

持从历年结余和当年提留的公积金中

收回，不能从其他资金中收回。对生产

收入多的队，所欠的历年旧贷，应在不

影响增产增收的前提下协商收回一部

分。1978 年 8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决定：对人均收入不到 50 元的队，初

步改变面貌的穷队，以及因灾减产、增

产减收的队，都缓收旧贷；对增产增收

较大，分配水平较高的队，可收回一

些，收回金额一般掌握在当年收入比

上年增加数的 10 % 左右，最多不超过

15 % 。当年的生产费用贷款，原则上应

当收回，不能把贷款作为分配收入分

给社员。1980 年末，贷款余额 82495

万元，比1976 年增长 1．4倍。

1981 年，四川省农行对行、社贷

款分工重新规定，信用社一般只发放

大队企业、生产队和社员(包括场镇个

体工商户)贷款。个别资金充裕的信用

社，经营管理好，经县农行批准，可发

放部分公社企业的生产周转贷款。

1982 年 12 月，扩大信用社的贷

款范围。专业户、重点户的贷款，各种

形式的协作和联合体的贷款，农民经

营农副产品运销的贷款，农业开发性

贷款，农民购农机具的贷款，农村小集

镇建设贷款，农民建房贷款等项贷款，

均由信用社发放。社队集体和社员个

人的小额农业贷款，如耕牛、农具、小

型农具、种籽、肥料、农药等贷款，由信

用社掌握发放；贷款超过 1000 元的，

由信用社报请营业所审批发放；超过

5000 元的贷款，由营业所报县支行审

查批准后发放。

1984 年，信用社盲目发放了一部

分汽车贷款和农民建房贷款。1985 年

6月，省农行规定贷款审批制度：信用

社信贷员审批贷款的权限，由信用社

主任视其水平高低分别确定；信用社

主任审批贷款的权限，由县联社视各

社资金情况和主任政策水平的高低分

别核定；额度较大的贷款，信用社主任



必须向银行营业所或县支行咨询。经

论证可行的，仍由信用社主任审批。到

1985 年末，全省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

为 271435 万元，较 1980 年增长 2．29

倍。其中集体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余

额 202234 万元，占银行、信用社集体

农 业 贷 款 和 农 户 贷 款 总 余 额 的

87．95 % ，信用社发放的农户贷款已占

行、社农户贷款总余额的 91．12 % 。

第九节 农业贷款的减缓免

50 年代以来，农业贷款由于自然

灾害、工作指导、环境条件、信贷管理、

干部素质诸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失误，效益不

佳，造成了大量信贷资金呆滞。为了实

事求是地处理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所

造成的损失，根据国务院、人、农两总

行有关规定和要求，1952～1983 年，

全省先后 5 次进行农贷清理，分别实

行减、缓、免。

一、第一次清理

1952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发出《关于清理各年农贷及

时收回到期贷粮的指示》，对 1950～

1952 年 8 月发放的农贷进行了清理。

此期各级干部普遍存在重贷轻收

的恩赐思想，农贷资金周转滞缓。加之

缺乏经验，缺少专业干部，多由各级政

府机构承贷转放，贷款帐据错乱严重。

清理工作规定：在必须收回的原

则下，对有还款能力的及时收回。对确

有困难，暂时无法全部收回的，订立还

款计划，分期归还；对个别贷户已死亡

或遭受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困难不

能收回的，交由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

见，经过逐级审核批准，作呆帐处理。

由于清理工作进度缓慢，呆帐部分尚

未正式处理，就转入第二次清理。

二、第二次清理

1953、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连续发出《关于清理农贷中若干

问题的指示》、《关于执行清理农业贷

款中若干问题的内部通知》，人民银行

发出《灾区到期农贷减免缓收办法》，

省人行依此发出《四川省农村呆滞放

款清理实施办法》，对 1953 年到期的

农贷进行清理。重点清理灾区到期农

贷，由于实物发放和技术指导错误，未

能及时收回，造成历年农贷呆帐以及

农贷帐务错乱等问题。

灾区到期农贷，原则上是轻灾缓

收，重灾部分减免，部分缓收，特重全

免。农村呆滞贷款原则上是贯彻爱护

国家财产和照顾农民实际困难相结



合，能收回的必须收回，国家不应受损

失的不能报损。

1954 年 3 月～1955 年末，各地银

行对 1953 年以前到期的贷款报经市、

专 财 委 批 准 核 销 的 呆 滞 损 失 为

243236 元，其中水利贷款 146278 元，

生产 贷 款 67024 元，农业长期贷款

29934 元；灾区减免 11377 户，148474

元。

三、第三次清理

1956 年 11 月，农业银行总行发

出《关于清理农贷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的 指示》，1956～1958 年，四川省以

1955 年前发放的旧贷为重点，进行清

理。

1956 年，绝大部分农民入社，合

作社大量并社、转社，农贷的债权债务

不清。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贯彻“有

借有还”原则，对能收的一定要收回；

归还有困难的，可缓期或分期归还；确

实无法收回的，报呆帐损失。

1956～1957 年，全省批作呆帐核

销的 1953 年底以前贷款 17006 元。

四、第四次清理

1962 年 11 月，国务院财办、农林

办批转人行总行《关于清理历年农业

贷款的办法》，布置对 1961 年底以前

社队、社员个人及其他部门所欠国家

的农业贷款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农村

信用，并促进社队加强经济核算。

规定可作豁免处理的 贷款有：

1958～1961 年发放的、社队用于举办

各项事业，花了钱没有受益的贷款，包

括用于几项“大办”的贷款和用贷款方

式推销不适用的生产资料的贷款；集

体或社员个人遭受严重灾害或其他事

故，无力偿还的贷款，包括连年受灾的

生产队和穷队的贷款，以及死亡绝户、

五保户、找不到下落的移民户的贷款；

群众办水利和移民新村欠的贷款，有

一部分组织已不存在，以及由于历年

体制变动不落实的贷款；原来初级社、

高级社欠的贷款转给了人民公社，再

加上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欠的贷款都

要转给生产队而生产队又不愿承担的

贷款。

这次清贷工作从 1962 年开始，历

时近 10 年，直到 1971 年 8 月将应予

豁免的贷款处理、上划，才告结束。总

计全省批准豁免 1961 年底以前放出

未收回的贷款共 25972 万元，其中银

行豁免 18987 万元，信用社豁免 6985

万元。信用社豁免数中，用本身积累核

销 1971 万元，由银行弥补 5014 万元。

银行本身豁免，连同弥补信用社豁免

共 24001 万元，于 1971 年 8 月上划国

务院财政部，予以核销(表 5——9)。

五、第五次清理

1981 年 3 月，国务院批转农业银

行《关于处理农贷积欠，加强农贷管理

的报告》，7月，农行下达《关于处理农



贷积欠实施办法》，布置对 1978 年以

前的农贷进行清理，整顿信用，搞活信

贷资金，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信贷管

理。

1982 年 6 月，省农行组织各地、

市行和少数县支行的干部在资中县进

行试点，提出贯彻意见。省政府召开清

理农贷积欠工作会议后，逐步开展。到

1986 年，除信用社用 1983 年底公积

金、信贷基金核销贷款 1253131 元外，

银行核销 24569254 元，其中银行发放

的各种贷款 20905708．6 元，信用社发

放由银行核销的报废农田水利贷款

1956856 元，银行补助信用社减积累

后不足部分 1706669 元。行、社共计免

息 36532842 元，其 中 银 行 免 息

17989203 元(表 5－10、表 5－11)。

四川省豁免 1961 年底前农贷情况统计表

四川省核销 1978 年底前农业贷款情况统计表



四川省 1978 年底前农业贷款免息情况统计表





农业拨款是国家通过财政预算支

出安排的支农资金。长时期是采用无

偿支援形式。1982 年起逐步改为有偿

的借贷形式。1950～1963 年，由财政

部门管理，1963 年，农业基本建设拨

款改由建设银行办理。1964 年，国务

院决定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

资金，对农业拨款进行监督拨付。

第一节  农业拨款拨付

1964 年 7 月 1 日，各地农业银行

接办了地方级国营农业企事业 2695

个单位的拨款监督工作。同年 10月 1

日，又接办了原建设银行经办的地方

农业基本建设拨款的监督拨付。接办

的项目共 1024 个。1965 年，水库移民

安置经费由农业银行监督拨付，不再

拨交行政部门或采取以领代报办法，

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杜绝挪用贪污、

挥霍浪费等漏洞。同年 7月 6 日，规定

下乡知青安置经费由农业银行监督支

付。7月 26 日，由农业银行对国家用

于农村的烈军属补助费、复员军人补

助费、残废抚恤费和退休金进行监督

支付。

1979 年，中国农业银行再次恢复

后，全面加强农业拨款的监督拨付工

作，积极组建农业拨款的专管机构，充

实专管人员。1980 年，省和市、地、州

两级分别集中培训了拨款干部 700 多

人，至 1980 年底，已有温江、渡口、绵

阳、内江、凉山五个市、地、州中心支行

建立农业拨款科，有 30 个县支行建立

拨款股。全省先后调配拨款干部 948



人，其 中专职 355 人，兼职 593 人。

1982 年，省农行颁发《农业拨款工作

人员岗位责任制试行办法》，本着责、

权、利相结合的精神，鼓励拨款工作人

员 积极做好监督拨付工作。1980～

1985 年，全省由农行监督拨付的国家

财政支农资金共 32 亿多元。

第二节 农业拨款改贷款

1982 年 5 月，省财政厅、省农行

联合制订《四川省财政支农周转金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决定从财政支农资

金中划出一部分，以有偿无息方式，作

为扶持农村社队发展生产的专项基

金，周转基金，除直接用于农村社队

外，还用于农业企事业开展综合经营。

周转金采用有借有还、收回再放的方

式周转使用，由各级农业银行管理和

监督。

1984 年，财政体制和对农业资金

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发生变化，有相当

一部分资金直接用于支援各种承包

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有偿周转使

用的范围扩大，数额增多；部分地方的

财政支农资金，由县财政直接拨给社

(乡)财政所管理。农业银行的拨款监

督工作，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中心，

加强柜台监督；根据不同的使用对象，

采取不同的监督拨付方式；对财政支

农资金采取有偿方式的，财政部门愿

委托农行作为贷款代为发放，农行受

理，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责任、收

取手续费，并由银行协助收回。如由财

政部门自己办理发放与收回的，农业

银行对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行使

拨款监督的职能。对财政直接用于承

包户、专业户(重点户)的，在县农行领

导下，发挥营业所、信用社作用，做到

和贷款统筹安排，按计划、按合同监督

支付。

1985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使用

世 界 银 行—国 际 开 发 协 会 提 供 的

8000 万美元无息贷款用于辽宁、陕

西、四川、浙江、北京五省市农村改水

项目，经世界银行评估通过，由中国农

业银行监督拨款。四川省农村改水项

目总投资为 10835 万元，其中世界银

行贷款 4416 万元 (折合 1840 万美

元)，占 40 %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占

10 % ，群众自筹资金占 50 % 。用于支

持中江、崇庆、垫江县和绵阳市、成都

市金牛区的改水项目。1985 年 1 月 23

日，有关地区农行均指定专人负责监

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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