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的贸易

外汇结算业务多为洋行和外国银行经

营，设在口岸的中国钱庄只经营一些

外币兑换业务。四川在重庆开埠后，始

有外汇结算业务。

民国 17 年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

行，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经

营外汇业务。民国 19 年，因国际市场

上出现金贵银贱风潮，国民政府规定

以“关金”代替银洋征收关税，中央银

行据此间接控制外汇价格。民国 23

年，国民政府为控制白银大量外流，开

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并由中、中、

交三大银行组成外汇平市委员会，调

控外汇市价。民国 24 年。实施法币政

策，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

汇，以维持外汇价格稳定。民国 27 年，

国民政府相继颁布《外汇请核办法》、

《商人运货出口售结外汇办法》。因受

通货膨胀和香港外汇市场投机风的影

响，内地城市亦出现外汇黑市。形成了

法价、商价、市价“三元汇率”。民国 24

～30 年，国家掌握的外汇是售出多，

购进少，收不敷支。

民国 35 年 3 月：国民政府公布

《管理外汇暂行办法》，改定外汇法价，

指定 29 家中外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川

帮聚兴诚、和成银行为指定银行。民国

36 年 8 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

管理外汇办法》，设置外汇平衡基金

会，按弹性汇率，调节外汇供应，但仍

无法解决外汇支出多、收入少的问题。

黑市日益猖獗，国民政府的外汇管理

政策，事实上已无法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

外汇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方针。中国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仅在成都、重庆

两地设立专柜办理侨汇的转汇解付业



务，进出口贸易结汇业务均由口岸的

中国银行办理，总行则直接管理和审

批外汇，省、地、市银行基本不经营国

际金融业务。1977 年，四川开始试办

直接对港、澳地区进出口结算业务。80

年代中央允许地方自营进出口贸易，

并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四川的进出口

贸易结汇和外汇收支不断增加，结算

的外币币种从 1 种增加到 18 种，中国

银行的信用证结算、押汇、侨汇、外币

存贷、外币收兑、外汇调剂、调汇、国际

信托、咨询、租赁等国际融资业务不断

发展。1980～1985 年，全省外汇收入

82129 万美元(其中侨汇收入 1184 万

美元)，外汇支出 56058 万美元。外汇

存款币种增多，1985 年底外汇存款有

美元、英镑、日元、马克、港元等多种，

其中美元 2587 万元。 1980～1985 年

共发放各种外币贷款 20540 万美元，

1985 年底余额为 15487 万美元，重点

支持了出口创汇企业的发展。



第一节 进出口贸易结汇

鸦片战争前，我国的对外贸易，长

期采用以银易货或以货易货方式，没

有结售外汇的问题。清道光二十三年

(公元 1843 年)，五口通商，对外贸易

骤增，款项收交与结算渐具外汇性质。

外汇的售结多由洋行和外商银行经

营，华商设在口岸的钱庄，仅做兑换外

币的业务。

民国初期，一些朝野人士对我国

外汇业务完全操之于外商的情况深感

不安，主张筹设自己的外汇银行。欧战

期中，外商银行业务一度衰落，我国银

行业兴起，一些资力较雄厚的商业银

行，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当时还仅限于

买卖汇票和电汇，而对押汇、信用证等

业务则很少经营。民国 12 年，一些经

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开始在国外设立

代理处所，外汇业务逐步转向以押汇、

信用证为主。这时的外汇业务多属商

业银行自主经营，政府未加管理。民国

17 年，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该行

先后在伦敦、纽约、大阪设立分支机

构，推动外汇业务的开展。民国 19 年，

国际市场发生金贵银贱风潮，我国以

白银对外收付损失颇大。当年 2月，政

府规定以“关金”代替银洋收关税和办

理外债收支，凡以英镑、美金购买关金

者，均按中央银行牌价折算。中央银行

亦积极买进英镑、美金和标金，以抵补

关金之出售。5月，政府又授权中央银

行管理金银输出。中央银行对关金之

买卖及价格决定，既直接控制金价，又

间接影响外汇价格之稳定。民国 22 年

6 月，美国实施白银国有政策，世界银

价暴涨，国内白银大量外流。政府遂于

次年 4 月、10 月相继征收白银出口税

和平衡税，税率之高低，由中央银行视

上海外汇市价之升降而订定。与此同

时，由中、中、交三行共同组成外汇平



市委员会，通过买卖外汇和金银以调

控外汇市场价格。

民国 24 年 11 月，实施法币政策，

为维持币值及外汇价之稳定，由中、

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民国 27

年 3 月，为防止国内资金外流和敌伪

套购外汇，国民政府颁布《外汇请核办

法》、《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凡向国家

银行购买外汇者，需填具申请书，集中

由中央银行总行及其香港通讯处核定

售给。中央银行为及时收购出口外汇，

特 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售结外汇办

法》，凡运货出口首先应向中国银行或

交通银行取得“承购外汇证明书”，再

提交海关查验，领取“报关单”后，才能

向交通部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申请办

理托运。最初规定办理结汇的出口货

物有桐油、猪鬃、皮革、肠衣、矿砂、茶、

丝等大宗商品 24 种，后减为 13 种，其

他出口货物，不必结汇。抗战期间，重

庆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和结汇中心。

因当时对外贸易进口多、出口少，外汇

入不敷出，中央银行对核售外汇限制

较严，加上法币发行量的激增，以及香

港等地市场外汇买卖投机盛行等因素

影响，内地出现外汇黑市。至民国 27、

年底，外汇市价法币 1 元只折合英镑

8 便士。当时四川土货出口系按法价

向重庆中国银行结汇，而在云南则可

按市价结汇，故四川的出口商多将货

物运往云南转口外销，在云南办理结

汇。民国 27 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外销

货品限制报运转口办法》，并在川滇交

界地区设立外汇管理机构，四川出口

货物经云南转口外销的情况，始渐减

少。民国 28 年 3月，外汇市价继续上

扬，政府决定成立中英平准基金委员

会，由中国、交通、汇丰、麦加利 4 银行

共出资 1000 万英镑，作平准基金，由

汇丰银行挂牌，稳定汇价于 8．25 便

士。这一措施虽有一定成效，但却给敌

伪套购外汇提供了便利。嗣后，由于战

事的失利和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平准

基金会无力长期维持汇价之稳定，当

年 6 月，基金会对外汇市价的维持改

为时行时歇政策，并随市价之跌落而

变动牌价。至 8月中旬，市价法币 1元

购英汇 3 便士，法币 100 元购美汇

6．5 元。以后随欧战形势之发展，法币

对外汇比价曾有短时回升。

民国 28 年 7月，国民政府为控制

外汇支出和鼓励出口结汇，责令中国

银行挂出商汇牌价，作为贸易结汇的

公开汇率。外汇管理实际上形成了法

定汇价、商汇牌价、市价的“三元汇

率”，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汇价差额制

度，即进口商购买外汇，须按法价与商

汇牌价差额缴纳平衡费；出口商结售

外汇，可按结算凭证向结汇银行领取

法价与商汇牌价之差额。商汇牌价最

初定为英镑 7 便士。次年 8月，即改为

4．5 便士。同时宣布取消 13 种出口货

物结汇的规定，改为由政府统筹运销

桐油、猪鬃、茶叶、矿产 4 类货物，其他



一切出口货物均须结售外汇于中、交

两行。民国 29 年 3月，国民政府以全

部出口货物结汇办法手续繁琐，又规

定除 4 类货物仍由政府统筹运销之

外，另定 14 种货物应行结汇，并改按

外销后实售货价证明书所填数额的八

成结售外汇(原定九成)，免缴手续费，

以资鼓励。民国 30 年 3月，财政部曾

令重庆中央银行照市价出售外汇，以

期建立内地外汇市场，供应正当的进

口商之需求，增加物资内运、平抑物

价。同年 4月，国民政府与美、英分别

签定平准基金协定，由美国拨款 5000

万元美金，巩固中国法币。由英国增拨

对华信用贷款 500 万英镑，以稳定外

汇。中、交两行也增拨平准基金 2000

万美元。8月，平准基金委员会重新开

始平准汇价，汇丰银行挂牌汇价为法

币 1 元英汇 3．15625 便士；法币 100

元美汇 5．3125 美元，并在行政院设立

外汇管理委员会。10月，宣布取消商

汇牌价，以中央银行挂牌汇率为核算

之唯一标准，上海的外商银行亦答允

停止供给黑市外汇。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国际通道受阻，对外贸易停滞，结

汇业务很少，外汇黑市亦一度消失。民

国 31 年 2 月，国民政府获得美、英贷

给的 5 亿美元和 5000 万英镑的巨额

外汇，政府动用 2 亿美元向美国购买

黄金 27 吨，用于稳定法币币值。当时

中央银行外汇牌价为 1 美元合法币

20 元，1 英镑合法币 80 元。这一法价

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后期因通

货持续膨胀，法币币值不断跌落，重

庆、成都等地，驻四川的美国军人以及

其他持有外汇者，多不愿以法价结售

外汇给中央银行，而国人又多愿保留

外币追求保值，外汇黑市再次兴起。抗

战胜利前夕，外汇市价 1 美元合法币

500～600 元。经国民政府默许，驻华

美军总部以 1美元兑换法币 500 元的

比率，作为计算美军在华用费的标准。

民国 35 年，海运渐通，进出口贸

易逐渐恢复和发展。2月 25 日，国防

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提

案”，相继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

法》、《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3 月 4

日，改外汇法价为 1 美元合法币 2020

元。对进出口货物划分特许出口类、禁

止进口类、禁止出口类、自由进出口

类，实施分类管制。指定 29 家中外银

行经营外汇业务，必要时由中央银行

供给或收买指定银行的外汇；远期外

汇限定 3 个月，只能掉期 1 次。聚兴

诚、和成两家川帮银行，被核准为经营

外汇的指定银行。两行除在国内增设

国外业务部外，并在香港及纽约、伦敦

等地设立办事处、代理处，积极从事外

汇买卖、代理收交、汇票承兑、进出口

押汇等外汇业务，积累外汇资金。聚兴

诚银行在民国 35 年利用中央银行允

许指定银行承做 3 个月期内外汇掉期

买卖的条件，买卖外汇总额竟达 1700

万美元，相当于其外汇基金总额的 17



倍。和成银行在民国 37 年外汇资金积

累达 118．7 万美元。由于国内通货膨

胀日益加剧，法币购买力急速跌落，物

价高涨不已，进口外汇支出数额巨大。

民国 35 年 8 月 19 日，国民政府改订

美汇法价为 3350 元，并于 11 月 7 日

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对进口

实行许可证制度。从民国 36 年 2 月 6

日起，对出口结汇照规定汇率给予

100 % 补贴。进口结汇，则增加 50 % 附

加税。2 月 17 日，又改订美汇法价为

12000 元，废止出口补助和进口附加

办法。该外汇汇率旋即失时效。8 月 17

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

办法》、《进出口贸易办法》，设置外汇

平衡基金委员会，调节外汇供应，实行

弹性汇率。由中央银行公布的 12000

元美汇法价，其适用范围遵政府法令

办理，仅供给棉花、米、麦、面粉、煤、焦

煤六种日用必需品的限额进口外汇。

由平衡基金委员会逐日公布随时变动

的外汇基准市价，作为一般进出口货

物结汇的汇价。8月 19 日第一次公布

的基准汇价为 39000 元，以后又连续

改为 73000 元、89000 元、149000 元、

474000 元。民国 37 年 8月为 7850000

元。在实行外汇基准汇价期中，因物价

上涨至钜，出口成本增加，进口获利过

高，中央银行曾通知各指定银行，对出

口商结汇除照基准汇价给予法币外，

另开给结汇证明书一纸，可按市价售

给需要结汇的进口商，进口商于取得

输入许可证后，必须购得与输入货物

同值的结汇证明书，方可请购外汇。此

项结汇证明书价格，由市场决定，中央

银行不予干涉，以鼓励出口。金元券发

行后，外汇黑市日益猖獗，政府所定进

出口贸易结汇力、法，实际上已无法实行。

第二节 非贸易外汇管理

一、侨汇

抗日战争前，中国侨汇每年平均

约有 3 亿元。侨汇的解付大半由当地

侨批局或民信局代办。各地侨胞将各

种外币向外国银行购入港单寄香港，

再由广州、汕头、厦门侨批局卖出，取

得国内通货，直接解回四川。抗战前各

地侨汇均向上海集中，上海沦陷后即

移至香港中国银行办理。抗战时期，侨

胞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汇款支援抗战，

侨汇显著增加。民国 27 年，侨汇为 6

亿元；民国 28 年为 12 亿元；民国 29

年为 18 亿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各地为日

本占领，侨汇受阻。美、英等地侨汇大

多由中国银行迳汇国内，尤以汇往广

东四邑为数较多。四邑沦陷后，侨汇遂

呈下降趋势。民国 32 年为 12 亿元，民



国 33 年为 7．4 亿元。香港沦陷后，大

部分侨汇移至重庆中国银行解付。亦

有少数侨胞购买外商银行汇票直寄重

庆中国银行，重庆遂成为吸收侨汇的

中心。民国 34 年抗战胜利，侨汇大幅

度增加，同时由于外汇法价提高，当年

侨汇收入达到 119．62 亿元。民国 35

年中国银行总处迁沪，全国各地分支

行处均恢复营业，侨汇亦改为直接汇划。

二、其他结汇

民国 27 年 3 月，国民政府对外汇

实行管制，个人其他用汇限于赡养家

属、自费留学、临时出国人员生活、医

药、旅费等项，并须持有关证明文件向

中央银行申请，经审核后购买外汇。限

定每人每周(后改为每月)申请一次，

每次最多购买 10英镑。民国 34年 4

月，规定保险业涉外业务用外汇，可具

证件向中央银行申请购汇；但其在国

外的保险费收入，须全部向中央银行

售结。政府机关和公营事业单位用外

汇，则由财政部、行政院、中央银行的

外汇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由中央

银行按法价售汇。



第一节 国际贸易结算

一、出口贸易结算

50～70 年代初，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地方外贸一般

是收购出口产品，调拨给口岸专业进

出口公司，统一对外成交并办理结算。

1958 年 11 月，四川开办对前苏联、东

欧等国家的记帐贸易结汇业务。四川

省出口货物的各项结算单证均分寄进

口国银行和中国银行总行，由总行统

一对外清算。至 1963 年 8 月，全省共

办理该项业务 1452 笔，其中前苏联

1348 笔。1964 年，重庆市开始办理此

项业务，至 1980 年共办理 1761 笔，均

以瑞士法郎计价清算。从 1977 年 1 月

起，四川试办直接对港澳地区出口业

务(共 9 种商品)，由中国银行成都支

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80 年代国际结

算业务迅速增长。1980 年，中国银行

成都分行开办远洋贸易的结算业务。

结算的货币种类从港元 1 种增加到

18 种，其中港币、美元占 80 % 以上。远

洋来证(信用证)笔数占来证总笔数的

比重，由 1980 年 5 % 升到 1985 年的

65 % 。1984 年，成都分行试办出口押

汇业务。1977～1985 年，成都分行出

口来证笔数、出口收汇笔数和收汇金

额，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2 % 、60％

和 108 % 。1980～1985 年，收汇总额达

66919 万美元。其中 1985 年为 27040

万美元。

二、进口贸易结算

1958 年，国家实行侨汇、外汇的

留成制，四川省开始拥有部分地方外

汇。但动用地方外汇必须通过广东省

外贸公司办理，省上无权直接经营进

口贸易业务。1980 年，四川获准自营

进口贸易业务。中国银行成都分行于

1980 年正式开办进口开证(信用证)、

付汇结算业务。当年全省进口开证 48



笔。1985 年，增加到 1409 笔，结算币

种达 15 种，其中港币、美元、日元占付

汇总额的 70 % 。1979～1985 年，进口

开证笔数、付汇笔数和总金额，年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 156 % 、132 % 和 127 % 。

1981 ～ 1985 年，进 口 付 汇 总 额 达

40508 万美元。其中 1985 年 23700 万

美元。

1977 年起，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同

港、澳地区 14 家银行建立港元、外汇

人民币的帐户关系，又陆续同伦敦、纽

约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建立英镑、美

元的帐户关系。至 1985 年末，中行成

都分行已同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7

家银行的 486 个分支机构建立了代理

行关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亦同 41 个

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的 345 个分支机构

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第二节 非贸易结汇

一、侨汇

1979 年以前，四川省侨汇主要来

自港、澳地区和英国伦敦，以后增加到

美国、日本、加拿大等 17 个国家和地

区。货币种类也相应增加。1953 年，侨

汇共 454 笔，以后逐年增加。1981～

1985 年，每年平均达 1 万笔以上。四

川侨汇解付主要集中于成、渝两地。50

年代初，重庆是西南侨汇通汇点之一，

与香港、东南亚等地商业银行建立有

直接通汇关系。四川、西康、甘肃、青海

等省的侨汇均经由重庆转汇解付，四

川和贵州的侨汇财务由重庆集中清

算。国内其他省、市转汇四川原币侨

汇，一律由人民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

折合人民币后转委各地解付。1977

年，四川省内侨汇分别经成都、重庆两

地转委和解付。1979 年，中国银行成

都分行亦成为西南各省、市侨汇中转

委托行之一。

1960 年，为争取侨汇，四川省对

侨汇实行优待供应紧俏商品的特殊政

策。规定对有侨汇收入的侨户，凭银行

签发的购物证增供粮食、食油、糖、布、

糕点等，受到广大侨胞、侨眷的欢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侨汇政策的执

行受到冲击和干扰，甚至出现了侨眷

拒收侨汇的现象。1978 年国务院规定

除经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批准，并书

面通知银行冻结或没收侨汇外，其他

任何人均不得决定冻结、扣压、没收侨

汇，并恢复了中断 12 年之久的侨汇物

资供应政策。侨汇逐年大幅度增加。

1985 年达到 233 万美元，是 1977 年

的 3．7 倍。1981～1985 年，共收入侨

汇 1193 万美元(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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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币收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规

定一切外国或外地发行的各种货币及

其他支付工具，都不得在我国内地自

由流通，必须统一由人民银行兑换。

1950 年，川西、川北、川南、川东行署

区及重庆市各银行均收兑外币。1951

年 6月，西南区行通知停止收兑外币。

1952 年，人行总行通知恢复收兑美

钞、港币。四个行署区分行撤销后，仅

在重庆市分行继续挂牌收兑外币。

1958 年，为来华参观访问、旅游的外

国客人支付方便，开办人民币旅行支

票的发行和兑换业务。省人民银行确

定成都人行春熙路办事处和重庆市分

行为人民币旅行支票的兑换点。

1979 年，中国银行成渝分行开始

办理国外旅行支票兑换业务。1983

年，办理 10 种货币的国外旅行支票兑

换，并在旅游点、机场、涉外宾馆设立

兑换点。

1980 年 4 月 1 日，国务院授权中

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发行外汇兑换券。

成都、重庆的中国银行即日开始办理

发行。

1961 年，全省收兑外币 2263 美

元，1962 年 7523 美元，1963 年 855 美

元，1964 年 2000 美元，1974 年 3 万美



元，1975 年 5 万美元。80 年代外币收

兑数量有显著增加。1981～1985 年，

除侨汇外，全 省共收入非贸 易外汇

3809 万美元。其中 1985 年为 1368 万

美元。

三、非贸易外汇支出

50 年代初，国家统一管理外汇使

用。对经贸商谈、留学、探亲、考察、科

学文化交流等出国人员需用外汇，凭

有关部门批准的证明，经银行审核，配

售必需的外汇，数额甚少。80 年代逐

年增加。1981～1985 年支出总额 317

万美元。

1981～1985 年四川省外汇收支统计表

第三节 外汇存款与贷款

一、外汇存款

50年代初，国家对外汇实行集中

管理，不允许单位、个人保存外汇。80

年代后，国家逐步扩大外汇存款的范

围。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有外汇留成

的单位和有侨汇收入的个人，可将外

汇存储到中国银行。存款种类分甲、

乙、丙 3 种。甲种存款对象为机关、企

业、单位、团体。乙种存款对象为个人，

指居住在国内的外国人、华侨、归侨等

以及按规定允许保留外汇的中国人。

丙种存款对象为国内公民，不论外汇

来源如何，均可在中国银行办理外汇

存款。外汇存款的币种有美元、港币、



英镑、日元、西德马克、法国法郎、加拿

大元 7 种以及外汇人民币。其他货币

必须折算成上述货币中的一种，才能

办理存储。外汇存款有定期与活期两

种，定期外汇存款分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二年四个档次。1985 年末，中国

银行成都分行办理了对单位的定、活

期外汇存款和对个人的定期外汇存款

(表 7－3)。

1979～1985 年四川省外汇存款统计表

二、外汇贷款

申请外汇贷款的企业，必须具备

的条件是：①经济效益明显。花钱少，

收益大，创汇多，充分发挥引进技术设

备原材料的作用，促进企业技术改造。

②还款确有保证，提出归还贷款本息

的计划。③国内配套措施落实。水、电、

气、燃料等供应纳入主管部门和计委

经济计划。1973 年 9 月，四川发放第

一笔短期外汇贷款。



(一)短期外汇贷款 贷款期限 1

～3 年，年息 6～7 厘。1980 年实行浮

动利率，定期调整。此项贷款由使用单

位同外贸分公司共同研究，向当地人

民银行申请，经省分行和省外贸局审

核后报总行与外贸部审批。贷款经批

准后，将外汇额度调给口岸外贸公司

对外订货，由外贸部门负责向银行归

还贷款。使用范围主要为用于进口国

内短缺的原材料，利用现有生产能力

加工制成出口产品。其次用于进口某

些关键设备，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

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1973 年 9 月，

经总行批准，对重庆皮革公司发放 7

万美元短期外汇贷款用以进口皮鞋楦

机 (1974 年放出)。1978 年，先后将贷

款使用范围扩大到生产经营农副土特

产、畜产品、海产品的出口企业。凡生

产出口商品，有偿还外汇能力的企业

和使用单位，可供其生产出口工业品、

农副产品、水产品需要进口国内短缺

的原料、材料和某些先进设备的外汇

资金需要。1974～1978 年，全省共发

放短期外汇贷款 494 万美元。1979 年

10 月，制定《四川省地方短期外汇贷

款试行办法》，确定外汇贷款发放对象

主要是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贷款只

能用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和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等；必须是投

资少、见效快、盈利多、创汇多、纳入地

方经济计划的项目，并须有具备偿还

外汇能力和有外汇收入的单位作担

保。1980 年，国务院批转中国银行的

《短期外汇贷款办法》，贷款对象及使

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为引进

先进技术；进口设备、材料、原料；辅料

加工出口；交通运输、旅游业、对外承

包工程；对外加工装配、补偿贸易等。

实行浮动利率。1983 年 9 月，四川发

放第一笔 1 万美元浮动利率贷款。至

1985 年末，短期外汇贷款余额 3636

万美元。

(二)优惠利率外汇贷款 1982

年，中国银行在全国推行以低于伦敦

市场银行同业拆放利率的优惠利率外

汇贷款。年利率为 10～12 % 。1985 年

6 月，利率降至 8．5～9．5 % 。利率间的

差额，由中国银行外汇利润补贴。1983

年 8 月，四川发放第一笔美元优惠利

率外汇贷款。至 1985 年末，累计发放

3777 万美元，余额 2136 万美元。

(三)买方信贷 1980 年 7 月，经

总行批准，四川办理第一笔买方信贷

业务，为四川化工厂引进生产三聚氰

胺成套设备，金额为 2589 万美元，是

当时全国买方信贷数额最大项目。到

1985 年末，全省共批准买方信贷项目

4 个，总计金额 2735 万美元，分别使

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银行

贷款。年末贷款余额 2104 万美元。

(四)特种外汇贷款 分甲、乙两

类。甲类：对有外汇收入或有外汇来源

需使用人民币的企业发放，企业借外

汇，用人民币；还外汇，额度归银行所



有。乙类：对没有外汇来源，但具有人

民币偿还能力需使用外汇贷款的企业

发放，企业借外汇，用外汇，还人民币。

四川自 1982 年 8 月试办。1983～1985

年间各年度发放此项贷款分别为 888

万美元、2984 万美元、4451 万美元，分

别占当年外汇贷款发放数的 53 % 、

50 % 、41 % 。贷款效益好。1985 年末，

贷款余额 6976 万美元。

(五)贴息外汇贷款 用于引进技

术、设备、扶持和发展轻纺、机电产品

出口创汇能力而发放的一种特别优惠

的外汇贷款，年利率为 4 % ，贴息部分

由中国银行总行按损益处理。此项贷

款由国家经委会同总行，组织有关部

门审定，综合平衡后，下达项目计划和

贷款指标。1985 年总行下达给四川

2000 万美元指标，当年只发放 545 万

美元。年末，余额 594 万美元。

(六)投资贷款 1983 年，财政部

颁发《中国投资银行贷款试行办法》，

规定银行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其他

途径向国外筹集的外汇资金，以及由

国家拨给的人民币资金，对全民所有

制企业、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

更新改造的中小型项目和中外合资企

业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外汇投资贷款

主要用于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

及有关费用的所需外汇，人民币贷款

主要用于国内配套设备和工程所需费

用。外汇贷款的支付和结算由总行集

中管理，人民币贷款的支付和结算由

分行办理。投资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七年。外汇贷款年利率 8 % ，人民币贷

款年利率 3．6 % 。1985 年，中国投资银

行四川省分行先后向投资银行总行上

报贷款项目 32 个，由总行承诺 8 个项

目，外汇贷款额 440 万美元。对成都造

币公司、宜宾造纸厂、什邡印制厂、南

充丝绸厂、蓬安果品加工厂 5 个项目

发放外汇贷款 368．6 万美元，配套人

民币贷款 648 万元。1985 年末，贷款

余额 474 万美元。

(七)外贸人民币贷款 1977 年，

四川省外贸公司试办直接出口贸易，

银行即从过去单一支持外贸商品收购

的资金供应，转移到对出口商品生产、

收购、储运等多方面的支持。1981 年，

四川获得外贸进出口的直接经营权。

中国银行积极发放外贸人民币贷款，

解决外贸公司出口商品收购、储运等

资金需要。截至 1985 年底，外贸人民

币贷款余额 171200 万元。

从 1979 年开始，中国银行还发放

进口设备利税贷款、进出口配套贷款、

出口商品中短期专项贷款、外事企业

贷款、机械设备中长期贷款、中外合资

企业贷款等专项人民币贷款。1985 年

底，专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307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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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前，企业使用外汇贷

款，与外贸公司共同申请，由省人行与

外贸局审查，转报总行与外贸部批准。

1978 年，规定 5 万美元以下外汇贷

款，由省人行及外贸局批准，外汇贷款

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申请外汇贷款环

节多，手续繁琐，费时费力，时效性差，

贷出数额不大。1979 年，国家批准四

川 30 万美元外汇贷款指标，全省仅使

用 22 万美元。1979 年下半年，制订

《四川省地方短期外汇贷款试行办

法》，规定外汇贷款由计委立项，银行

自主批贷。1980 年，国务院规定，企业

需用外汇直接向中国银行办理申请。

中国银行分行在总行分配贷款指标

内，按管理权限，审批发放。四川省外

汇贷款重点支持出口创汇多的丝绸、

罐头、能源、交通旅游等行业，1985 年

批准各种外汇贷款项目就有 96 个，金

额 15000 多万美元。1973～1985 年，

全省获得外汇贷款的企业达百余家。

1981～1985 年，使用外汇贷款，已建

成投产的项目经济效益明显。1981 年

累计增加产值 2400 万元，新增税利

480 万元，创汇 240 万美元；1983 年累

计 增 加 产 值 5602 万 元，新 增 税 利

1327 万元，创汇 929 万美元。平均 1

美元外汇贷款，增加产值 12 元，新增

税利 3 元，创汇 2 美元。至 1985 年末，

已建成投产的 50 个项目中，年增加产

值达 2．2 亿元，新增税利 2000 多万

元。



第四节 外汇调剂与调汇

一、外汇调剂

1980 年 11 月，中国银行成都分

行开始办理外汇调剂业务。重庆分行

于 1981 年办理此项业务。调剂外汇主

要用于引进技术、设备、发展科研文教

事业、购买科技图书技术资料等，经济

效益显著。成都电焊厂调剂外汇 11．4

万美元，引进关键设备，生产出电焊机

新产品，具有功能多、焊接质量高的特

点，填补汽车工业设备的一项空白。成

都电缆厂调剂外汇 4．96 万美元，引进

技术资料，改进关键技术，生产全型通

讯电缆，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出

口国外。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研

究所调剂外汇 2 万美元，引进一套“实

验数据获取系统”，在国际尖端科研课

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表 7－5)。

1979～1985 年四川省调剂外汇、调汇统计表

二、个人调汇

1979 年，中美建交，两国政府签

订解除双方冻结资产协议。中国银行

按国务院指示，协助国内公民向美方

有关当局办理调回被冻结资产。1979

年，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向社会各界发

出公告，凡有在国外被冻结资产的公

民，政府鼓励他们将其资产调回，调回

的资产，不论金额大小，属调款人所

有，视同侨汇对待。客户熊璧双其夫杨



嘉良 1947 年在花旗银行存款 2100 美

元，存折已遗失，杨本人已病故，熊以

杨的名义，由中行担保，向美方索偿。

经交涉，调回资产 2207 美元。客户李

伟成在汉口花旗银行的储蓄存款调回

时，少付 1938～1979 年的利息，中行

受客户委托，向花旗银行索偿，美方最

后同意偿付 41 年的利息 269美元，维

护了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表 7－5)。

第五节 国际信托与咨询

一、信托投资

投资对象主要是创汇企业。成都、

重庆两地中国银行于 1984 年办理该

项业务。到 1985 年共批准 15 个信托

投资合营项目，大多数项目达到预期

目标，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华信大理石有限公司利用信托投资引

进先进设备，加工出优质大理石产品

出口，既利用了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又

增加了外贸出口创汇。重庆“康福来”

公司利用信托投资进口大轿车，促进

了旅游事业的发展。1985 年，奉令停

批新的信托投资项目。

二、国际咨询

1980 年 4 月，中国银行成都分行

办理该项业务。主要是受客户委托，调

查中外客商的资信，了解技术设备的

性能和国际市场行情等。1981 年，成

都分行直接通过海外联行开展咨询业

务，到 1985 年末，共办理国际咨询业

务达 273 笔。1981 年，成都饭店进口

中央空调设备，委托中国银行向国外

咨询价格、质量等，在谈判中促使外商

的报价由 15151 万日元，降到 2814 万

日元，比原报价下降 81 %，节省外汇

4．8 万美元。

三、租赁业务

1980 年，中国银行成都分行为成

都无线电七厂办理四川省第一笔国际

租赁业务，从日本引进全套磁头生产

线，租赁费 2．45 亿日元，租期 5 年。从

第 2 年开始，半年偿还一次租赁费，共

分 8 次四年还完。1981 年 9 月正式签

约，1982 年 6月正式投产，仅用 10 个

月时间，生产出自动转向立体声磁头，

填补国内空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3

年创汇 1．2 亿日元，内销供应全国 27

个省市 130 家厂商。创利润 400 多万

元，经济效益显著。该厂由亏损转产企

业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磁头生产厂家。

四、对外担保

1979 年，中国银行成渝两分行开

始开出银行保函。至 1985 年末，共为



四川省企业开出投标、资信、租赁等各

项保函 42 笔。其中为四川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公司在国外承包工程投标，提

供 2000 万美元的资信担保，为该公司

顺利中标提供了条件。

第六节 外汇管理

从 50 年代起，国家长期对进出口

贸易和外汇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人

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只在成渝两地设立

专柜，办理侨汇、外币收兑和其他非贸

易外汇的收付业务。未成立专门管理

外汇业务的机构。1977 年，四川开始

办理对港澳地区的直接出口贸易。

1979 年，国务院下达《关于大力发展

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收汇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通知》，决定对出口商品实行分级

管理，并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各地区、

各部门供应出口商品，比上年增长的

外汇，属 中 央 部 管 商 品 外 汇 留 成

20 % ；地方管理商品留成 40 % 。中央

留成外汇分给主管部、地方、企业各三

分之一。地方留成外汇也适当分配给

地、县和企业一部分。1980 年，国家外

汇管理总局、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财政

部联合制订《非贸易外汇留成实施细

则》，规定各种非贸易外汇的留成比

例，四川省外汇收支开始增多。1980

年 4 月，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四川分局

成立。12 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全省外汇管

理工作步入正规化轨道。1981～1985

年，四川继续扩大对港澳地区直接出

口业务，对西方国家也开办自营出口、

结汇。非贸易外汇收入，从单一侨汇扩

大到旅游、劳务、民航、铁路、保险等方

面。同时，还开办自营进口业务，外汇

管理的范围和内容逐年增多。

一、进出口贸易外汇结算管理

由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国际结算科

集中办理全省各外贸公司的出口收汇

和进口付汇业务。中国银行在严格审

查进口商开户银行提交的信用证之

后，始通知外贸公司发运出口货物。中

国银行向开证银行收汇后，按牌价将

外汇收归国家，结汇的人民币收入外

贸公司帐户。对逾期未收到的外汇，银

行配合外贸公司向外商催收。进口用

汇必须先由外汇管理分局严格审查进

口批件、外汇来源、进口商品用途说明

等文件，由中国银行向出口方银行开

出信用证，并于外贸公司收到货物后

付汇。

二、外汇额度管理

1979 年，国家规定经外贸部和国



家外汇管理总局联合下拨的外汇留成

额度，由省经贸厅和外汇管理分局分

拨到各地、市、企业单位。分得外汇留

成额度的单位，必须在中国银行开立

贸易外汇额度帐户。用汇须由银行外

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向中国银行

买成现汇支付。

由中央拨给省内各部门的专项外

汇额度均属中央外汇，都规定了特定

的用途。收到中央专项外汇的单位必

须在中国银行开立中央外汇额度帐

户，由外汇管理分局按照规定用途监

督支付。

由国家拨给各省、市、自治区用于

进口生产性物资，经国家批准采用“以

出顶进”办法拨给，以及因超计划上缴

糖、棉等的外汇额度，统称为地方外

汇，由省计委分配给地方的各用汇单

位，亦须在中国银行开立地方外汇额

度帐户。用汇须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

向中国银行买成现汇支付。

非贸易创汇单位所收外汇全部向

中国银行结汇。然后凭结汇凭证向外

汇管理分局办理外汇留成手续，由中

国银行为创汇单位开立外汇额度帐

户。这些外汇不论自用或调剂，均须经

外汇管理分局批准，由中国银行办理

付汇(表 7－6)。

1983 年底四川省外汇额度统计表

三、非贸易外汇支出管理

50 年代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对

各部门、各单位申请使用外汇，严格进

行计划管理。规定各地区、各部门都要

严格执行国家批准的用汇指标，不得

突破。各种外汇额度，未经省计委和外

汇管理分局批准和下拨用汇指标，不

得调拨或买成现汇。对各种非贸易外

汇支出，严格按各项费用的预算标准，

批给所需外汇。任务完成后，限期到外

汇管理局进行核销。

未经国家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单



位，不得从事买卖外汇。严格禁止一切

单位和个人进行逃汇、套汇和非法买

卖外汇。1985 年，省外汇管理局先后

查处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的案件 18 起，

违法金额达 291 万美元，处以罚款和

没收非法收入人民币 5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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