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兑是银行为客户在异地间转移

资金、清算债务的行为，是融通资金的

一种重要形式。旧式融资业中的票号，

即以主营汇兑而盈利。民国时期，汇兑

仍是现代银行三大业务(存、放、汇)之

一。实行法币政策前，四川政局多变，

币种杂乱，市场汇率涨落起伏，变化无

常，银钱业多通过买汇卖汇谋取厚利，

特别是买卖“申票”、“渝票”，赌汇之风

盛行。申汇汇率涨落，常导致金融市场

动荡，引发金融风潮，影响社会经济生

活。实行法币政策后，国家银行控制汇

兑，抑制市场汇率，汇率趋于稳定。抗

战胜利后，受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市场

汇率呈持续高涨之势。商业行庄为加

快异地间资金调拨，缩短汇兑款项解

付期，开办电汇业务。金元券发行后，

金融市场逐步崩溃，汇兑业务步入停

滞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汇兑已不

是国家银行获取利润的手段，成为银

行为客户进行异地间资金划拨清算的

一种结算方式，称作电信拨结算，属转

帐结算的范围。

1950 年 4 月，全国实行现金管

理，银行成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之间资金划拨清算的中心。1953 年全

国开始推行 8 种结算方式，后又增加

付款委托书方式。四川还制订适应本

省具体情况的结算办法，如汇兑加监

督结算、城乡限额结算、委托收款结算

等。特别是委托收款结算，手续简便，

适应面广，效益显著，后被总行作为全

国统一的一种结算办法，加以推广。

1984 年，结算业务由各专业银行办

理。同时，各级人民银行建立票据交换

所办理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

1951～1985 年，全省通过银行收付的



货币资金中，转帐结算通常占 95 % 左

右。

信托是融资业务的一种。民国时

期，各类银行均开展这项业务。四川因

地处内陆，商品经济发展低于沿海地

区，信托业务的发展也大大落后于沿

海城市。民国 24 年中央银行直接投资

成立中央信托局，中国、交通、农民 3

行均设有信托部或代理部，专营信托

业务，四川省的地方银行、私营商业银

行也多兼营信托业务，还有专营信托

业务的经营公司。信托业务主要有：信

托存、放款和信托投资；经租仓库、堆

栈、保险箱；代理买卖货物、房地产、有

价证券；代办保险、运输、报关；拍卖、

租赁、代理收交等。抗日战争爆发后，

因战争风险，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信

托业多以代理购销货物为主要业务，

有的甚至借代客买卖货物之名，长期

从事商贸投机和走私活动。信托存款

放款、信托投资等融资业务较为清淡。

1980 年，省内各专业银行在大、中城

市试办了一批信托投资公司，经办信

托存、放款、信托投资、代发企业债券、

股票等货币资金的融通业务。其中以

建设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数量最

多。1980～1985 年，因受经济过热，宏

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信托业务的发

展时快时慢，但总规模有了较大的发

展。1985 年末，全省信托存款余额

94838 万元，信托贷款余额 140069 万

元，发行企业债券 6000 多万元。

清末各地方银行都被赋予代理国

库职责。民国 28 年 6月，国民政府正

式实施《公库法》，中央银行统一经理

国库。民国 31 年，国库、省库合并，全

国公库收支由中央统一管理。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中央金

库条例》，嗣后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金库条例》，明确规定由中国人

民银行经理国库。办理国家预算收入

的收纳、划分和留解，以及国家预算支

出的拨付，代理发行政府公债、国库

券。



第一节 国内 汇兑

一、票号、民信局汇兑业务务

清末，四川经营国内汇兑业务的

主要是票号、民信局(麻乡约)，钱庄也

经营少量的汇兑业务。因票号资力雄

厚，机构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故有

“一纸之信传，百万之款立集，全国财

政赖以灌输”之说。

(一)票号汇兑

票号汇兑方式，以票汇为主，所使

用的汇票概用上好纸张，也有用布制

作的。汇票均编有字号，金额书写较独

特，加盖骑缝图章，设有暗记，并涂上

一层桐油，以防水渍。有的还使用一种

金属制成的类似古代虎符一类的信

物，随票送达汇入分号核对支付后，再

退还汇出分号，处理汇款方式相当严

密。信汇则只限于往来密切的大商号

和客户使用。清代邮局未成立前，重庆

的票号收交川滇黔 3 省的信件多半交

由重庆麻乡约大帮信轿行递送，有时

票号承兑这 3 省中未设有分号的地方

的汇款，也有委托麻乡约直接运送现

银解付的。票号使用电汇款项，始于清

光绪十二年重庆电报局成立时，而最

早使用密码电汇款项的为源丰玖票

号。

汇费的收取，各票号并无明确的、

统一的汇率，全由汇款者与票号当面

议定，汇费的多寡往往因人而异。一般

是以两地银平的高低、期口的旺淡、银

根的松紧和路途的远近作为估定汇费

的依据。最少的每千两只需汇费二三

两，交通不便的地区，每千两需二三十

两，遇有紧急汇款时，每千两也有收取

七八十两汇费的。汇费是票号汇兑的

主要收入，但各地银两的平色差，也是

票号汇兑的重要收益。

票号十分重视信誉，支付汇款非

常谨慎，一般虽是凭票付款，但遇有不

熟悉的客户，也有取保支付的情况。对



于公款的解付，还要收款单位出具领

款收据以昭信实。西帮票号历年承汇

公款的金额，除散见于各个专著中的

一些片断外，并无全面完整的统计资

料可考。据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

四年川督骆秉璋奏称：定陵工程银 4

万两，京饷 6 万两，分别交源丰玖、蔚丰

厚、天成亨票号汇兑赴京。光绪元年川

督吴棠折：奉拨京饷 10 万两，捐输 2

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解。在《山西票

庄考略》136～139 页中列有光绪十七

年至宣统三年的 21 年间四川票号汇

兑金额的记载，这段时期共承汇公款

15400 余万两，年平均约 700 万两左

右，其中以光绪二十八、二十九两年为

最多，分别为 2000 余万两和 1900 余

万两。这两年汇款数额巨大的原因，主

要是辛丑赔款的关系，其余年份最少

也有 100～300 余万两。诸如光绪二十

一年四川拨甘肃协饷银 98 万两，即由

天成亨承汇，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分担

庚子赔款，第一次解京银 220 万两则

由“协同庆”承汇。南帮票号中的“天顺

祥”也是承汇公款的大户。清代，滇省

绿营官兵俸饷，常年需银 64 万余两，

闰年则需 70 余万两。滇省远外边陲，

丁赋课厘收入有限、所短兵饷均赖川

楚等省协拨。如江苏每年济滇协饷银

10 万两，即由“天顺祥”派管事赴江苏

坐收，先留存沪号，再陆续汇解到滇。

如光绪三十年上海汇川帐款 5 万两、

宣统元年四川汇京修建崇陵工款 5 万

两，以及宣统二年摊解北京农工商部

经费等款，无一不由“天顺祥”承汇。四

川济黔协饷也多由天顺祥承汇。宣统

二年的《四川官报》载四川总督关于拨

解是年春夏二季协饷折称：“⋯⋯再查

川省滇黔官运局每年拨解贵州协饷抵

捐银 16．6 万两，税厘银 18 万两均解

至上年(宣统元年)冬月止。又据布政

使王人文、总办滇黔官运局盐茶道尹

良呈称：本年春夏两季拨黔协饷抵捐

银 8．3 万两，又代征厘税银 9 万两，均

经如数提拨，分次发交‘天顺祥，票号

汇解贵州藩库⋯⋯。”至于历年票号承

汇官吏、士绅等私人以及商号的汇款，

因无统计资料，无法精确统计。但从四

川将军崇实将其贪污款项汇往京城

时、票号从汇水中获利竟高达 13 万

两，可知汇款数额之巨大。安徽芜湖道

童瑶圃卸任返川，将其搜刮的 10 万两

银子交“蔚丰厚”秘密汇回重庆。从以

上情况看，票号为官吏汇款的数额也

是可观的。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清

末，四川票号的汇兑业务，年达二三千

万两之多。

(二)民信局汇兑

民信局(麻乡约)的汇兑业务分两

种，一是相互兑用，即是在同一时期

内，有重庆委托交付昆明的，也有昆明

委托交付重庆的，即可在两地分别办

理收付，不再直接运送银子。这种办

法，多用于商业范围，当时盐号、票号

所汇的银子常作如此处理。二是直接



运现，这种方式多用于官方盐务、饷银

的现银汇款。汇费面议，汇票按票面值

和途程计算收费，现银按途程、重量和

价值计算收费。光绪初年，由重庆汇成

都、嘉定、叙府等地，每千两银子的汇

票，收汇费六两左右；每千两现银，收

汇费十二两左右。由重庆汇昆明、贵阳

等地，每千两银子的汇票，收汇费八两

左右；每千两现银，收汇费十六两左

右。麻乡约对汇款、现金和包裹均实行

责任赔偿办法，凡人力不可挽救的火

烧、水淹以及信伕头被杀死所遭受的

损失，不予赔偿；遭盗匪抢劫所受损

失，赔偿一半；其他事故损失，则全数

赔偿。麻乡约除了有官方的支持外，与

地方上各种政治势力、帮派团伙也有

交往。同时，选用的伕头大都是身强

力壮、熟悉路线、在民间有联系、重信

守的人物。因此，麻乡约的邮件汇款很

少遭到损失。麻乡约还与外省的民信

局协议交换互寄办法，使麻乡约的信

汇业务远达上海、天津、汉口、陕西、河

南、甘肃等地。由于麻乡约的邮路广、

信用强、资力厚、管理得当，又获官方

支持，因此，每年承做的邮递、汇兑业

务远比其他民信局为多。清同治末年

至光绪初年间，麻乡约每年为票号、盐

号、商号所经汇的汇票和现银数额，最

高时曾达 300 万两。光绪中叶清政府

设立邮政后，重庆有了官办的邮政局。

清政府对于各省的民信局，乃实行限

制和逐步取缔的方针。麻乡约虽被允

许与四川邮局同时存在相辅而行，但

因受到各种限制，业务范围逐渐缩小，

业务量日益减少。川滇黔 3 省军阀混

战时期，邮路时常阻断，信佚头也常

被拉去当差或当兵，在这种情况下，麻

乡约的业务几乎完全陷于停顿。后来，

时局虽然好转，但民信局的业务已无

利润可言。民国 24 年，国民政府勒令

各省民信局限期歇业，重庆麻乡约民

信总局乃宣告结束。

二、国家行局的国内汇兑业务

“废两改元”以后至实行法币政策

前，各地通货繁杂紊乱，银两平色差异

甚大，银元兑换券之实值也不尽相同。

重庆是四川进出口货物集散的重要城

市，与沪、汉、穗、津等外埠城市，交易

往来密切。汇兑业务历来发达。但汇

率起落无常，银钱业多从事买汇卖汇

以谋厚利，特别是买卖申汇，形同赌

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风潮迭起。民

国 24 年，中央银行在重庆设分行，即

以抑制申汇汇率为首要任务。规定以

地钞交汇，每 1000 元收费 70 元，渝钞

收 50 元。申钞免费平过。实施法币政

策后，中央银行重庆分行逐步控制了

重庆和四川的货币流通，平抑了渝申

间汇率，抑制了赌汇之风。抗战期间，

军政汇款繁多，重庆与外埠城市间商

务汇兑亦迅速增加。民国 27 年，国民

政府规定各国家行局由重庆汇往口岸

的汇款限额，控制资金外流。次年制定



《便利内汇暂行办法》，对外地资金内

调、物资内运、采购战区物资等汇款手

续之审核，均有详细规定。民国 29 年，

又制定《中中交农四行钞券集中运存

及改善军政汇款实施办法》、《统一国

内汇款收费标准》，规定全国 19 处为

四行钞券运存站，军政巨额汇款以在

此 19 处解付为原则，并对军政及国营

事业汇款从优照顾。为保证及时解汇，

对中中交农按比例摊汇，央行 40 % 、

中国 30 % 、交通 20 % 、农民 10 % 。农

民银行实际担负的汇兑任务，大大超

过规定的摊汇比例。对汇往口岸的商

业汇兑，限于购买日用品及抗战必需

物品，并由财政部提出物品清单。民国

3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内地与沪港等

口岸间汇款基本停止。

中国银行是在四川经营汇兑较早

的国家银行，以军政汇兑为多。抗战时

期为及时解付巨额军汇急需，常以飞

机运济法币。专业化后，军政汇款集中

于中央银行，中行商业汇兑增加。民国

31～33 年，汇款总额中军政汇款由

30 % 下降为 19 % ；商业汇款由 45 % 上

升到 72 % 。为求资金灵活调拨，中行

在重庆等重点行处均有专用电台，举

办电报汇款，联行之间上午交汇，下午

即可在异地抵用。还举办电话汇款，无

须等待票根寄到，就可先向客户支付

汇款，国内汇兑总额逐年成倍增加。民

国 30～34 年，每年汇兑总额分别为

35亿、67亿、213亿、623亿、2767亿

元。

农民银行历来把承做军政款项的

存汇列为首要任务。为招揽军政款项，

不惜采用请客送礼、减免汇费、帮军官

做生意等手法。军政汇款在其汇款总

额中，常占三分之二左右。专业化后，

仍在继续招揽军政汇款。

邮政储金汇业局亦是经营汇兑业

务较早的国家金融机构。光绪二十四

年，邮政局即在少数通都大邑兼办汇

兑业务。民国 19 年，成立邮政储金汇

业局，利用邮政局机构大力开展汇兑

业务。抗战时期，邮汇总局迁渝，陆续

在后方城市和工商繁盛之地增设分

局、办事处、分理处。至民国 34 年，直

接经营汇兑业务的局、处达 81 处，兼

办汇兑业务的邮政局所全国有 17713

所。同时在 12 个分局设置了存汇业务

推动网。先后开办有小额汇票、定额汇

票、电报汇票、航空汇票、代收货价汇

票、特种定额汇票等，还自设电台七

处，拓展电汇业务。民国 27 年，汇款总

额 2 亿余元，至民国 34 年，增至 667

亿元。

抗战胜利后，重庆发生申汇求过

于供现象。民国 35 年 5月，申汇汇率

涨至 1056 元。承做申汇的国家行局和

商业银行，须提出需用说明，由中央银

行重庆分行汇总呈报总行核定数额予

以供应。次年 2 月，中央银行限制汇

兑。规定每周汇平、津 4000 万，汇京、

沪 5000 万，其他各地 3000 万。财政部



并规定停做香港国币汇款。同年 4月，

重庆各国家行局头寸外溢严重，市面

资金枯竭，汇率持续高涨，调拨广州款

项汇率提高 20 元。嗣后法币迅速贬

值，汇率继续增长。民国 37 年发行金

元券，中央银行规定各地汇率依照 8

月 19 日汇率降低一半。由于金元券贬

值更快，市场汇率实际上无法稳定。

三、地方金融机构汇兑业务

清末，川省设立浚川源银行，以经

营地方公款汇兑为主要融资业务，在

章程中明确规定汇兑业务原则：(一)

川省每年汇出京协赔款各饷，以三成

归官银行，七成归票号承汇；(二)川省

派员在上海购货，所需款项，先归银行

分领，汇存上海分行，随时领用；(三)

凡官家汇兑各处款项，均应按商号行

市公平商议，不得以官商合办，以官势

压制。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规定，公款由

公立银行承汇。地方公款汇兑为地方

金融机构独揽。四川省银行在省内各

市、县及重要集镇，均设有分支行处，

并在上海、南京、昆明、香港等设有机

构，其汇兑业务，特别是省内汇兑发展

极快。民国 28～33 年 6月，汇出总金

额 35．5 亿元，最低 2169 万元(民国

28 年)，最高 947710 万元 (民国 33

年)。为便于各分支行处问资金的灵活

调拨，省银行按各地水陆交通状况，将

全省分为成都、万县、内江、合川、遂

宁、绵阳、自贡、乐山、宜宾 9 个组，指

定调剂行，负责该组各行处间资金调

剂。民国 27 年，为便利川陕、川黔之间

商务往来，省行还与陕西省银行订约，

与其所属西安、安康、宝鸡等 9 行处直

接通汇，其他各地由陕西省银行转汇。

省行綦江办事处与美丰银行遵义、贵

阳办事处订立通汇合约。省银行灵活

掌握汇率，凡地区交通方便，银行较

多，多款码头汇价较低，交通困难，银

行较少，差款码头汇价较高。汇率最低

为 2‰，最高为 40‰。如遇调款急需，

汇率平过，甚至倒贴汇水。

省内各市、县银行，多互相订立通

汇合约，协商资金承受额度，彼此开展

汇兑业务。重庆市银行与合川等 11 个

县银行，成都市银行与绵竹等 12 个县

银行，自贡市银行与泸县等 21 个县银

行，均订有通汇合约。自贡市银行的汇

兑业务常占其营业额 10 % 左右。民国

33 年，成都市银行汇入款 24000 万

元，汇出款 5600 万元；年底外埠同业

透 支 1700 万 元，占 贷 款 总 额 的

39．5 % 。抗战时期外省在川的地方银

行，国民政府只允许办理与本身有关

的军政款汇拨。

民国时期，还有一种汇兑与放款

相结合的融资形式，称买入汇款。即银

行买进异地商业期汇票，预扣汇水和

利息，近似贴现放款。这种汇兑方式，

多用于内地土特产收购转运的短期资

金需要。银行资金投入期限短，周转



快，安全可靠，银行既能获取收益，又

可借此调拨资金，故各行皆大力开展。

省银行将其列为全行主要业务之一。

民国 28～33 年，该行买入汇款总额达

75 亿多元，最低 2349 万元 (民国 28

年)，最高 484052 万元(民国 33 年)。

民国 36 年，全年买入汇款达 320 亿

元，占放款总额的 48．9 % 。改金圆券

时，全行买入汇款折合金圆券 35．9 万

元，占当时放款总额的 87．6 % 。省内

土特产品较丰富的地区的县银行亦开

展此项业务。

四、私营商业行庄汇兑业务

票号衰败后，主要由新兴起的钱

庄、银行承办国内汇兑业务。早先的钱

铺也经营少量的汇兑业务。开初钱铺

遇有往来的商家需要汇出款项时，即

转介给素有往来的票号承办，钱铺从

中收取少数手续费。以后，汇款者增

多，便改向票号赊进迟期(1～3月)汇

票，进行转卖转汇。

重庆开埠后，市场更见活跃，商家

都需要上海的汇票。当时的票号主要

办理政府及地方官吏的巨额公私汇

款，一般不再重视与货帮往来，所以货

帮所需的申票，多赖钱铺转手。随着货

帮需求的不断增长，早期出现的钱庄

便另行开拓自己的汇兑业务，先是委

托货帮的外庄庄家代办收交；辛亥革

命前夕，钱庄更进一步直接与上海的

钱庄挂钩开户往来，既能取得银根上

的周转，也利于自己开立汇票。从而脱

离了对票号的依赖，步入了独自经营

汇兑业务的阶段。

钱庄汇款以国内为限。如汇入地

方无分庄者，则转托当地同业或银行

办理。种类有：即期电汇、对期电汇、信

汇和票汇 4 种。重庆钱庄存放汇业务

的主要对象为上、下货帮，且随货帮业

务的淡旺而消长的。商业银行大量发

展后，国内商务款项的汇兑多由商业

银行承办。汇兑业务的经营方式则更

加多样化。

法币政策实施前，私营银行可在

金融市场自由买卖各地汇款，汇价多

由资金需求、商品流转、交通条件、时

局演变等因素而定。四川以重庆为中

心市场，同省内外各地发展汇兑业务。

当时，以买卖申汇最为风行。各私营行

庄多通过“套汇”(翻码头)、赚平水(即

银两的平差、色差)、做关头(即赌期

汇)等方式获取高额利息。实行法币政

策后，国家银行控制全国汇兑，平抑各

地汇价，商业行庄则采取薄利多做，提

高付现比例(现钞紧缺时)揽收汇款。

各行庄对承做省内各地期汇票兴趣特

浓。抗战胜利后，申汇交易一度活跃，

旋因通货恶性膨胀趋向衰落。

川帮银行对经营汇兑业务历来比

较重视，聚兴诚银行在存、放、汇三项主

要业务中强调汇兑是第一位，提出存

放业务服务于汇兑。通过“套汇”(翻码

头)赚取高额汇费，并举办“节约汇



款”，为批发商代收异地零售商的货

款，积存一定数量后，以优惠汇率汇交

批发商，从增加的存款中获取好处。民

国 17～21 年，其汇费收入居全国 20

家主要公私银行的第 4 位，仅次于中、

中、交三行。美丰银行凭恃刘湘势力，

从钱帮手中夺得对重庆交易所的控制

权后，操纵申汇买卖，取得巨额收益。

川盐银行汇兑业务初不发达，民国 34

年制订翻汇办法，举办定额对期汇兑

和超额即期汇兑，当年汇水净收益即

达 4196 万元，比上年(352 万元)增加

10．9倍，比前 5 年总额(606 万元)增

加 5．9 倍。川康商业银行利用军政方

面的人事关系，用减免汇费等办法，揽

做军政汇款。经该行汇川、康两省的军

政款项每年达四五百万元，有时甚至

超过千万元。如民国 31 年揽汇资中、

自流井购粮款 2000 万元；并将重庆绥

靖公署汇往成都的款项和资源委员会

汇往内江、资中的采购款全部承揽。对

一般性商业汇款，则紧紧抓住盐、糖、

纱、布等主要商货帮，尤其是盐帮。和

成银行在抗战中呈准在安徽屯溪设办

事处，揽汇后方人士的赡家汇款，从民

国 31 年 3 月～34 年，承做赡家汇款 3

万余笔，占私营各行庄同类汇款一半

以上。“和成”还确定由陈诗可经理亲

自主持“套汇”业务。重庆商业银行在

经营川北期汇票业务中，获利甚丰。民

国 32 年上半年，是私营商业行庄汇兑

业务最发达时期。和成汇兑总额达

61466 万元，居各行之首；重庆 58509

万元；聚兴诚 32693 万元；亚西 23027

万元；金城 19850 万元；美丰 18357 万

元；川盐 12683 万元；川 康 12163 万

元；四川农工 11801 万元。

五、人民银行汇兑业务

1950 年，四川省中国人民银行县

以上行处，即同全国各地普遍建立通

汇关系，先后开办票汇、信汇、电汇(电

报、电话)业务，并委托邮局代办个人

汇款，还在 45 个行处开办押汇业务。

1951 年 4 月，总行颁发《中国人民银

行国内汇兑章程》，规定汇款种类为票

汇、信汇、电报汇、电话汇 4 种。电话汇

款适用于私营工商业和个人。1952

年，全省汇出款总额 254204 万元，为

1950 年的 7．6 倍。1953 年 3月，总行

在全国推行 8 种结算方式。改汇兑业

务为异地之间资金划拨清算的一种方

式，称电信拨结算。

第二节 同城票据交换

民国时期，省内成渝两地银钱业 比较集中，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比较



发达，银行票据等有价证券可进入流

通领域。为及时清算债权债务，专门成

立票据交换所，办理同业间同城结算。

民国 22 年，驻重庆的二十一军为

了活跃渝市金融和便于筹款起见，命

令银钱业共同组织重庆市银钱业同业

公会联合公库。该公库于当年 5月 30

日在下陕西街钱业公会内成立，并在

公库内附设票据交换所，办理会员行

庄的票据交换。这是重庆银钱业第一

次正式创建的票据交换机构。当时因

市场现金奇缺，联合公库决定发行定

期公单。办法是由需款行庄提交担保

品于联合公库，向公库领用公单，加利

行使，以代替现金作为行庄交换抵解

之用。

民国 23 年，联合公库发行的公单

多达 800 万元之巨，导致金融恐慌，后

经地方当局策划，将公单全部收回，联

合公库亦于民国 24 年 4月宣告结束。

其所属票据交换所同时改组，只专办

抵解事宜，不再兼负转帐之责。于是银

行与钱庄的转帐机构一分为二。银行

公会另组银行联合库为转帐机关，钱

业则公推义丰钱庄办理同业的转帐工

作，分别担负银钱两业的抵解责任。同

年 7月又因承兑券汇划证等的相继发

行，遂另设银钱业联合办事处，兼负银

钱业转帐之责。于是两者又合二为一。

民国 25 年，经银钱业各行庄多次

会商，并取得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的同

意，于同年 10月 15 日起改由该行承

担重庆银钱业的票据交换事宜。交换

所仍设在下陕西街钱业公会内。参加

行庄有 22 家，其中银行 10 家，钱庄

12 家。中国银行承办票据交换工作

后，规定参加交换的行庄须交保证金，

差款向中国银行拆借、限定交换票据

的种类等。交换制度趋向完善。

中国银行承办票据交换初期，工

作较为顺利，业务日益发达。后因部分

行庄信用不固，差额无力清算而牵连

到其他行庄蒙受损失，中国银行拆款

无法收回，证券保证一时无法变现。该

行遂于民国 26 年 10月停止办理。当

时重庆地方政府出面设法维持局面，

另行组织“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

行保证代现券，准许差款行庄以财产

担保，领作解付差额之用。银钱两业的

转帐工作则由四川省银行和同生福钱

庄分别担任。后因领用代现券之担保

品不易变现，代现券的价值下降，贴水

渐多，信用动摇。民国 28 年 1月代现

券停止发行。票据交换因差额抵解困

难，后亦随之停顿。



民国 22～27 年重庆银钱业票据交换数额统计表

票据交换工作中断后，使金融界

的收交抵解非常困难。银钱业多在中

中交农四行开立存款户，以四行支票

互相办理收交，形成以四行为结算中

心。四行间的收解极为频繁，故于民国

29 年 10 月实行了四行轧现制度，以

中央银行为总轧算机关。

民国 30 年 12 月，四联总处和财

政部建议中央银行筹办票据交换机

构。央行据此拟定了《中央银行办理票

据交换办法》及《中央银行附设票据交

换行庄保证准备估价委员会办事规

程》，并在央行业务局内设票据交换

科，主办银钱业的票据交换。原订于民

国 31 年 1 月 5 日开始实行新的交换

办法，后因故推迟到 6 月 1 日起才正

式实施。

中央银行主持票据交换工作，使

行庄之间的交换、转帐、退票后的应收

应付款项的冲转等，完全由央行居间

办理，拆款期限以一日为限，保证准备

之品种限制为易于变现者，并增加交

换票据种类。

中央银行主持票据交换，最初参

加的行庄 79 家，年底即增至 96 家，加

上一些行庄近郊的分支处，参加交换

的单位共 118 家。工作推行顺利，成效

显著。至民国 32 年 12 月，交换票据达

89000 多张，日平均 2000－3000 张；

交换金额 229 亿元，日均 7～9 亿元。

同年 5 月，成都中央银行也开办了票

据交换业务，参加的行庄 28 家，交换

票据和金额均与重庆相差甚远。在中

央银行主持票据交换工作阶段制度完

善、管理严格。在币值相对稳定的条件

下，市场上银行票据畅通无阻，持票人

视票据较现金尤为便捷，乐于使用，改

善了信用制度，加速了资金周转，发展



了金融市场。

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总行东迁，

票据交换业务于民国 35 年 1 月 1 日

起由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接办。此后因

内战爆发，通货膨胀贬值，物价飞跃上

升，市场现钞奇缺，央行原对各私营行

庄每日票据交换后的抵解差额供给现

金的作法无法保证，反而限制行庄取

现，后来连取百分之十的规定也取消。

至此，各行庄之间 的清算差额，都以

开发本票解付。一时本票泛滥，贴水现

象严重。央行为了限制本票的发行，于

民国 37 年规定各行庄当日开发本票，

应按当日本票科目余额，存放十足头

寸于中央银行，作为抵解交换差额的

准备。以后法币恶性膨胀，各行庄的交

换票据金额大得惊人、票据数量也急

剧增加，致使央行无法应付。乃于同年

5 月拟订直接交换票据办法实施细

则，改代理交换制为直接交换制。由参

加交换的行庄自行计算交换票据的张

数、金额，直接与对方进行清算，央行

仅负责总结算工作。此办法当月未实

行，6 月底，交换票据达十几万张，金

额 16 万亿元，而退票金额竟达三分之

一以上。7月 17 日，正式实行直接交

换办法。

中央银行票据交换数额统计表

民国 37 年 8 月 19 日发行金圆

券，重庆、成都票据交换张数有所减

少，每日约数千张。至民国 38 年，金圆

券贬值加速，物物交换增多，交换票据



大为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银行

票据的流通实行严格限制。50年代初

期，在成渝等大城市由市人民银行营

业部承担同城票据的交换清算任务。

1956 年后，各大、中城市的同城票据

交换，一律通过联行往来进行划拨清

算。1985 年，四川省各市、地人民银行

先后建立起票据交换所，集中办理同

城票据交换业务。

第三节 转 帐 结 算

1950 年 4月，政务院决定在全国

实行现金管理，规定一切机关、部队、

公营企业、合作社等单位相互间的资

金往来，必须经人民银行汇划，除必要

的现金支付外，一律实行转帐结算。中

国人民银行对推行转帐结算制度，实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结算原则、结

算纪律、异地结算方式以及需要统一

的一般规定，由总行制订，各省、市、自

治区分行可以制订适应本省具体情况

的同城和县辖结算办法。1984 年，人

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负责结算

制度的制订和组织管理，具体结算业

务由各专业银行办理。人民银行和各

专业银行通过各级联行往来，形成统

一的结算网络，保证了融资渠道的畅

通和结算资金的安全。

一、结算方式

1950 年，转帐结算多沿用旧银行

的方式，同城结算有支票、本票两种，

异地结算有汇兑和押汇。1951 年 9月

停止使用本票，1954 年 3 月停办押

汇。1953 年，总行在全国各地普遍开

展结算业务，制订全国统一的《一般结

算方式》。同城有支票结算、保付结算、

托收(无承付)结算、计划结算四种；异

地有电信拨结算(即汇兑)、托收承付

结算、特种帐户结算、信用证结算 4

种。1955 年，总行重新制订《国营企

业、供销合作社、国家机关、部队、团体

间非现金结算暂行办法》，在同城结算

中增加了付款委托书结算方式。因《暂

行办法》规定的结算手续繁杂，执行困

难，总行先后于 1956 年、1957 年作了

两次较大的修改和简化。托收承付结

算逐渐成为异地商品交易结算的主要

方式。1957 年，总行将同城结算的部

分管理权限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分

行。四川省人行制订《同城结算办法补

充规定》，以支票和付款委托书为主，

适当开展托收无承付结算。据 1982 年

结算年报统计，全省同城结算中支票

和付款委托书的结算笔数，分别占

83．6 % 和 14 % ；异地结算中托收承付

和汇兑结算的笔数，分别为 31 % 和



48 % 。

按照总行制订的结算原则和职权

范围，四川还先后创办适应县区间、县

县间的几种新的结算方式，在全省范

围内推行。

(一)汇兑监督结算

县区间企业交易往来，其货款收

付原多采用汇兑或托收承付结算方

式。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间，货款结算

常不及时，矛盾纠纷也多。为此，省人

行制订汇兑加监督结算方式，先在灌

县支行试点，1964 年 4 月起在全省推

行。对基层供销社上调农副产品，采取

汇兑加监督的办法。收货单位在货到

三天内应验收完毕，并将应付款主动

汇出，银行凭“结算清单”监督执行。逾

期每天加收万分之三的滞纳金。实行

这种办法后，货款收回时期普遍加快。

温江地区还把这种结算办法推广到县

与县之间的货款结算中。

(二)限额结算

1971 年，乐山市支行为适应农村

社队和社办企业与县城国营企业交易

频繁的需要，举办城乡限额托收结算。

1975 年 5 月，省人行在 16 个市、地、

州 65 个支行扩大试行《城乡限额结算

试行办法》。1976 年 7月，总行要求全

国各地推行《城乡限额结算办法》。

1978 年，停止凭“提货收据”办托收，

省人行为疏通本省结算渠道，决定将

此《城乡限额结算办法》推广到全省范

围内参加省辖往来的行处使用，并制

订《省内异县限额结算办法》，从 1979

年 4月 10 日起执行。

(三)委托收款结算

1980 年，省人行拟订《省内异地

委托收款结算办法》，报经总行同意，

于当年 6 月在省内试行。这种结算方

式由收款单位提供收款依据，委托银

行向省内异地付款单位收款，银行不

负担审查拒付理由和无限期扣款的责

任；凡在银行开户的全民、集体单位的

各种款项均可委托办理；无起点金额

限制；承付期为 3 天，如无款支付可延

期 10 天，也可分次扣收，但每天要按

金额计收万分之二的罚金；过期即撤

销委托，退回凭证。1980 年 10 月 1

日，总行颁发《委托收款结算办法》，在

全国试行。四川省从 1984 年 2 月起改

按全国统一办法执行。这种结算办法

手续简便，适应面广，收款率较高。

1980 年 6 月～1981 年 9 月，全省共办

理 91 万多笔，金额 302602 万元。省内

13 个重点行按期收回款项的笔数达

95 % 。

结算制度在四川省的推行和确

立，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1958 年，一

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被任意取消和修

改，导致结算秩序混乱。1959 年总行

整顿结算工作，修改制订《中国人民银

行非现金结算暂行办法》，要求对违反

制度的错误做法立即纠正。省人行于

1962 年～1965 年间多次重申和补充

有关结算制度，整顿结算纪律，加强结



算管理，并改进县区结算，使结算工作

逐步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松了结

算的管理和监督，错、慢、乱、压 不断

发生，并出现滥用单位的提货收据办

理托收的做法，结算工作又陷入混乱

之中。1972 年底总行再次进行整顿，

修订结算办法，重新规定了三条结算

原则，对结算方式的具体做法有所简

化，规定“提货收据”原则上不办托收，

但在执行中很难落实。1977 年 10月，

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凭“提货收据”

办理托收。同年，总行又重新颁发结算

办法和帐户管理办法。本省立即组织

全省清理帐户，整顿结算，进一步加强

了结算和帐户管理，使结算秩序趋于

正常。

1978 年底，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

的需要，对结算业务进行初步改革。

1979 年 4月，将本省在各县范围内办

理的《农村限额结算办法》推广到全省

异县之间使用，次年 6月，试行《省内

异地委托收款结算办法》，以适应多种

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变化的需要。

1981 年和 1984 年，总行两次对托收

承付结算方式进行改革，缩小使用范

围，提高结算起点，改银行扣款无限期

为有限期等。1984 年 3 月，总行在参

加全国联行往来的行处间开办票汇结

算。四川省工商银行则在参加省辖往

来的行处中均办理票据结算。

二、帐户管理

50 年代初期，人民银行总行对帐

户管理无明确规定，各地银行多沿袭

旧制，实行自由开户，无任何限制，一

单位多户的现象较为普遍。1977 年，

总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帐户管理办

法》，要求贯彻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

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分别核算原

则，在银行开立帐户分为基本帐户、专

用帐户、补助帐户 3 种，对开户办法、

手续等也有明确规定。对外地汇入的

采购款，规定开立临时性帐户，由银行

协同市场管理部门监督支付。单位开

立基本帐户必须是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有核定的流动资金、独自编制财务

报表的单位。从严掌握开补助帐户。临

时性采购帐户要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审查签证监督支付。重申单位只能

在所在地银行开户。银行对单位开户

要严格审查，主要审查资金收付是否

正常，是否符合业务经营范围，有无出

借出租帐户行为。1983 年，省人行颁

发《开户结算的补充规定》，适当放宽

开户条件。对于核算单位划小的小型

企业或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只凭营

业执照和户口簿即可在银行开户，个

体工商户也可在储蓄所开立存折户。

国营工商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集体或

个人承包”的单位或个人，只要签订承

包合同，有工商行政部门的营业执照，

即可在银行开立存款户，对外地出售

商品的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具



备开立一般存款户条件的，可凭原地

工商管理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开立临

时存款户。

三、汇差清算

转帐结算制度的实施使人民银行

成为全国的结算中心。各部门异地结

算资金和现金差额，都需由银行调拨

平衡。银行根据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要

求，制订了联行往来资金清算办法，又

称汇差清算。联行往来分为全国、省、

县三级，汇差清算只在全国和省辖两

级进行。

1950 年，全国银行实行统一联行

制度。县支行以上行处均参加全国联

行往来，其汇差清算采取两级负责制。

当时发行库一般只设在省一级，异省

行处间汇差，由总行负责清算，或由各

省分行通过发行库运送现金向总行办

理资金调拨。分行所属省内各行间的

汇差，由分行负责清算，市县行多以运

送现金方式调拨资金。上下级行间资

金存欠一律计付利息。1950 年 4 月，

总行颁发《统一资金与调拨制度》，规

定汇差清算仍实行总、分行两级负责

制，但扩大了总行清算的范围。凡各分

行所属设有发行库行处之间的汇差，

均由总行负责清算，一律通过发行库

调拨资金。未设发行库行处以及有发

行库行处与无发行库行处之间的汇

差，由分行负责清算。1951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的汇差清算办法，实行总行

集中清算，统一运用资金。凡设有发行

库的行处，其汇差每天通过发行库调

拨；少数未设发行库的行处，其汇差则

在规定额度足额时向附近的发行库或

保管点办理出入库。1953 年，总行制

订《发行——现金调剂试行办法》，决

定取消通过发行库清算汇差办法，联

行间往来只结清帐务，相互占用的资

金不再进行汇差清算。四川省人行系

统自 1954 年 7月至 1983 年底执行此

办法。1984 年起，各专业银行陆续建

立各自的联行核算体系，自行进行汇

差清算。

(一)各银行间跨系统往来清算

1981 年，人、农、中三总行联合颁

发《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往来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农、中两行的联行

汇差，每天向人民银行办理清算。四川

省当时没有执行。1984 年，成立工商

银行，该行从当年 1 月 1 日起向人行

清算各级联行汇差。3月，人行总行指

示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各自建立独立

联行系统，分别清算各行的往来资金。

四川省制订省内清算办法，从 1984 年

4 月起，各专业银行向人行每天清算

全国联行和省辖往来汇差。工、农两行

分别主办的支辖和县辖往来，跨系统

发生的汇差向主办行清算。5月 1 日，

人行停办省辖往来，工、农两行各自建

立系统内的省辖往来。各专业银行只

向人行清算全国联行汇差。中行参加

工行省辖和支辖往来，向其清算汇差。



农行主办的县辖往来，工行不再参加。

从 1985 年 4月 1 日起，全国联行往来

改为“自成联行系统，跨行直接通汇，

相互发报移卡，及时清算资金”的办

法。各家银行建立了独立的全国联行

核算系统，各自进行汇差清算。各专业

银行之间跨系统的汇划款项，通过人

行存款帐户进行清算。

1984 年后，同城各家银行机构增

多，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业务增

多。1985 年 12月，省人行在各地区人

行建立“票据交换所”，办理同城票据

交换和资金清算。

(二)各银行系统内的汇差清算

1、人行系统 联行间不进行汇差

清算，但联行存欠要按季计息。

2、工行系统 联行、省辖汇差实行

总、分行两级管理，统一调度，汇差与

信贷计划统一管理，根据各行存差或

借差计划执行情况，定期通过人行存

款帐户，逐级进行资金调拨，上下级联

行往来计息。

3、农行系统 联行、省辖汇差纳入

信贷计划，各级主办行统一管理运用。

根据信贷计划，通过人行存款帐户进

行资金调拨，其联行往来资金按规定

计息。

4、中行系统 对联行人民币资金

往来实行总行和管辖行两级管理和调

拨。省内汇差资金平时集中在管辖分

行，每月由总分行通过人行存款帐户

电汇清算一次。各行如遇大额收汇，超

过规定限额，即逐级上报。

5、建行系统 联行往来资金与业

务资金实行统一计划，分级调拨。由上

级行按月通过开户行汇拨资金，年终

结算。上下级联行占用资金按规定计

息。



信托，是指金融机构被信任委托

代人(含法人)管理、营运、处理财产，

维护委托人之利益。与银行、保险、储

蓄并列为现代金融业四大支柱，有金

融百货公司之称。信托业务的经营项

目主要有信托存、放款，信托投资，经

租仓库、堆栈、保险箱，代客买卖货物、

房地产、证券，代办保险、运输、报关、

代理收交款，以及拍卖、租赁和其他特

约业务等。民国时期，除专营信托业务

的中央信托局和信托公司外，国家银

行、地方银行、一般商业银行多兼营信

托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

银行未经营信托业务。1980 年，国务

院要求银行试办各种信托业务。四川

省各地银行开始组建信托投资公司，

开办信托存款、委托贷款、委托投资、

出租保险箱等信托业务。

第一节 民国时期信托业务

一、国家行局信托业务

民国 24 年 10 月，中央银行投资

1000 万元，成立中央信托局，专营信

托业务。中信局主要经营国营事业和

国家机关委托代办事项，以信托存

(放)款、信托投资、代理买卖证券、代

理买卖货物、运输、印刷等业务发展最

快。其中信托存款、信托放款、信托投

资总额当年分别为 605 万元、13 万

元、9 万元。民国 33 年即分别增至 30

亿元、31 亿元、5 亿元。民国 35 年又增

至 170 亿元、45 亿元、12 亿元。此外，

民国 33 年 1 月，经财政部批准，还发

行信托投资证券 1 亿元。



抗战时期，购料和易货业务是中

信局的重要业务。国民政府为了能迅

速采购到各类急需物资，凡军政机关、

国营事业在国内外采购物料，均交由

中信局集中统筹办理。抗战初期以向

国外采购军需用品为主，大多为兵工

器材制成品和交通工业器材。民国 29

年以后，采购物资大部分为机器原料。

太平洋战争之后，外货来源锐减，汽油

供应无继。为应付急需，中信局在渝、

蓉、滇、桂等地收购五金、电讯、交通器

材，金额达 6000 余万元。同时办理拨

售各机关油料、酒精及酒精原料的价

款收付，金额达 48936 万元。民国 31

年，代粮食部从缅甸抢购大米 16348

包，供中国入缅部队军需。民国 35 年，

重庆中信分局受苏、浙、皖区敌伪财产

处理局委托，在渝平价配售给公教人

员各种色布 2 万匹。次年，又代总局购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券 732350 美元。民

国 35～37 年，先后代政府和总局收购

桐油 24251512 市担；代四联总处和总

局购生丝 1580 关担；代央行购头等面

粉 12550 袋；代总局购猪鬃 1680 关

担。

民国 27 年开始，中信局举办易货

贸易业务，从国内收购桐油、猪鬃、茶

叶等政府指定的 7 种出口土产品，供

给出口易货或换购外汇。民国 27～31

年，先后从浙江购运桐油 30 余万担，

茶叶 20 万箱，从汉口抢购出口物资

2000 余吨，在沦陷区抢购了 1450 万

元的棉纱、五金等物资。

民国 28 年，中信局自购卡车，组

建车队，经营代理运输物资的业务。主

要路线是昆明、贵阳、重庆线，后又延

长至畹町、仰光等地。内运物资以中央

银行券料和自用油料器材为主，外运

以出口桐油为大宗，并代经济部运输

钨、锑等出口物资。民国 31 年，滇缅公

路关闭，运输业务转向内运，主要运送

中央银行、中信局所需各种材料。

中信局还受财政部委托，统筹印

制银行钞券。民国 30 年，中信局在重

庆成立印制处，承印 10 元、20 元、100

元法币和粮食库券、特种有奖储蓄券、

节约建国储蓄券、美金节约储蓄券、公

债票、邮票、印花税票、专卖凭证等有

价证券。

中、中、交、农四行实行专业化后，

农行不能靠发行钞票筹资，军政存款

亦减少。农行除大量发放商业性贷款

外，转以信托业务为重点，办理川盐运

销、购办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代办运

输保险等信托业务。农行自备重型汽

车 400 余辆，配员 1000余人。还成立

农业供销公司和盐业公司，从事商品

贸易活动。信托业务成为该行获利最

多的部门。

二、地方银行信托业务

民国 25 年，四川省银行拨资本

20 万元(后增到 50 万元)，成立信托

部，专营信托业务，会计独立。民国 29



年，信托存、放款分别为 84 万元、94

万元；30 年为 292 万元、206 万元；31

年为 283 万元、400 万元；32 年为 468

万元、2400 万元；33 年为 880 万元、

11100 万元。民国 29～30 年，该行在

31 个行处建立仓库 59 所，除供客商

寄存货物外，还出租一部分供粮政机

构存储粮食。自备卡车 7 辆，行驶渝、

蓉、昆、宝、畹(町)之间，除自运货物现

钞外，并代军政和客商运输货物。同兴

华、华安、太平、安平、天一等保险公司

签有代办保险合约，举办代客买卖、代

理收交、经理房产等代理业务，并设有

商事顾问、会计顾问，提供咨询服务。

民国 30 年，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

粮食部在四川委托四川省银行和农民

银行代理购粮财务，代付粮食价款和

粮食库券。该行负责的区域共 67 县，

除设立各县的办事处外，并在各县乡

镇增设分理处 83 处，总共在 150 个地

点代办购粮财务。当年共购粮 380 余

万市担。

民国 28 年，西康省银行受中央银

行委托，办理收购砂金和白银信托业

务。一年多时间即运交中央银行砂金

1580 两。

在川帮商业银行中，聚兴诚、美

丰、川盐、川康、和成等，均设有信托部

或代理部，经营信托业务。民国 20 年，

聚兴诚在一些分支行处自建仓库，承

办堆栈、保管、保险、报关、转运以及代

客买卖等信托业务。民国 25 年，总计

代客买卖 4117 笔；报关进出口货物

12 万多笔，货值约 1240 万元。代办纯

收益 14 万元，占银行全部纯收益的

2／3。美丰银行从民国 23 年起，先后在

重庆、成都、南充、泸县、遂宁、合川和

遵义等地经营仓库业务，仓租成为该

行巨额收入之一。还投资组建“丰”字

号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货

物运销等商业活动。川盐银行从民国

22 年开始，陆续在重庆、成都、万县、

自流井等地经营房地产业。该行在重

庆修建的川盐一、二、三、四、五等高级

住宅及川盐大楼，招佃出租后，不仅获

得大量收益，而且提高了川盐的知名

度和信誉。川康银行的代理部则以经

营进出口货物为主，曾代上海申新和

大有纱厂包销棉纱，代理中国植物油

公司购运桐油，并自购卡车 10 辆，代

客运输。和成银行早期即设有代理部，

既代客买卖，又自营商业。如买卖金

银，内销布匹棉纱，外销桐油、生丝等。

抗战时期曾在二十四军设防的各县设

立康宁公司，向少数民族地区运送茶

叶、盐巴，收购皮革、药材、砂金等，远

销省外。民国 29 年，国民政府规定银

行不得设代理部经营商业，该行另组

和益字号(后改和彝公司)，继续经营

桐油购销。

民国时期，先后在川成立的私营

信托投资公司有重庆、新业、中华实

业、上海、互利、大道、达中、中孚企业、

华丰等公司，其业务经营除代理买卖



公债、库券、公司债、股票等有价证券，

代理房地产买卖、典租等一般信托业

务外，还经办储蓄、存款和抵押放款业

务，有的还直接从事证券交易、买卖金

银、外币和物资采购等商业投机活动。

因其资本实力不如银行，故信托业务

无大的发展。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川各

地银行均未开办信托业务。

1980 年，四川先后试办一批信托

投资机构，开展信托存放款业务。当年

吸收信托存款余额 1872 万元，信托贷

款余额 763 万元，其中，建设银行的信

托业务发展较快，发放贷款 695 万元。

1981 年 7月，省建行规定吸收信托存

款的范围是：部门和单位暂时不用的

专项基金，如企业基金、生产发展基

金、固定资产变价收入、集体企业的税

后积累等。信托存款按期计付利息。对

信托贷款，只能用于技术措施贷款。

1982 年 6月，人行总行根据国务院指

示，整顿国内信托资金业务。1983 年，

全省信托业务处于停顿状态。1984 年

8 月，省建行恢复信托业务。工行、农

行的信托业务也有较大发展。1985 年

4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信贷

规模的加急电报，要求各信托投资公

司和专业银行信托部暂停办理信托贷

款和投资业务。全省信托业务再次处

于停顿状态。1985 年，全省各专业银

行信托存款余额 94833 万元，贷款余

额 1．4 亿元，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50

倍和 170 倍。

1980 年，建设银行受地方财政委

托，开办委托贷款业务。1980 年上半

年，渡口、威远等 7 个支行接受发放委

托贷款 179 万元。1984 年，建行总行

明确规定：财政委托贷款是指地方财

政拿钱，交由建行办理的除基本建设

“拨改贷”以外的全部专项贷款；部门

企业委托贷款则指中央和地方主管部

门、企业单位以自有资金，委托建行按

照指定项目或用途发放的贷款。对委

托贷款，银行一般不承担经济责任。

1984 年，全省委托技措贷款余额 2．32

亿元；1985 年，委托技 措 贷 款余 额

4．05 亿元，比 1984 年增加 75 % 以上。

1985 年，银行各信托机构为 20

多户企业代理发行股票、债券，向社会

集资 6000 多万元。



清末，由官府创办的大清银行、浚

川源银行即在其《则例》、《章程》中，明

确规定有经理国库之职责。民国 2 年，

北京政府颁布《金库条例(草案)》，规

定由中国银行掌握全国的总、分、支金

库，因事属初创，法令不严，当时国内

政治经济情况又呈涣散状态，所谓经

理国库也只是收转一部分税款而已。

民国 27 年，国民政府公布公库法，对

银行经理国库始有严密规定。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中央

金库条例》，按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分级

设置国库，由人民银行经理。办理收纳

预算、发行政府债券等业务。

第一节 民国时期公库业务

一、中央银行统一经理国库

民国初年，四川未明确划分国税

与地方税的税源，公库业务先后由四

川省银行和浚川源银行办理。民国 4

年，奉命将公库移交中国银行。当时国

库业务主要是经收税款(主要是盐税)

和拨付军政经费。

民国 23 年，中央银行总行设国库

局，经理国库业务。民国 24 年 5 月，国

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法》，明确规定

中央银行代理国库。但实际上当时的

中央银行仅能作各省收支机关会计上

的承转，除经付国债本息外，现金收付

寥寥无几。全部国库业务并未实现集

中管理，各地库款收支仍很混乱，征收

机关多自收自用，或握存生息、挪用营

私。国库拨款常有扣减和迟延交付情

况。国家机关的财物、证券契约、票据



等，均未按规定转入公库保管。

民国 28 年 6月，国民政府正式实

施《公库法》，规定国家的一切税收，须

由纳税人迳缴代理国库的银行；国家

的一切经费支出，须由代理国库的银

行凭支出机关签发的公库支票，直接

付给债权人。凡国库现金、票据、证券

的出纳、保管、移转以及财产契约或收

据的保管事宜，一律由中央银行代理。

国库组织系统分总库、分库、支库和收

支处。总库业务由央行总行国库局办

理；各省省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分

行代理各省国库分库；各地支库和收

支处也由该行各办事处代理；无中央

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由总行委托当

地其他国家银行或邮政机关代理国库

业务。公库分国库、省库、县库。四川

省库由四川省银行代理，县库由县银

行代理。民国 30 年，全国财政会议决

定各省收支划归中央统一管理，省库

归并于国库。次年，改订财政收支系

统，省级财政划国库统一处理，省库取

消。同年，海关税收也按《公库法》有关

规定解交国库。四行实行专业划分后，

财政部还授权中央银行国库局统一经

理内外公债发行事务，亦可由国库局

转委其他行局代理。

中央银行统一经理国库后，亦只

能控制国库款项的十之四五，余多流

入各专业行局和商业银行。民国35 年

9 月，政府颁布《军政机关公款存汇办

法》，规定国库款项必须存入中央银

行。民国 36 年 8月，规定凡百元以上

的税款迳解国库。民国 37 年 2月，改

为 1000 元以上税款迳解国库，重庆、

成都等大城市必须执行。

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改国库集

中转帐为分区转帐。全国分 19 个区，

四川地区分川西、川东两个区分库。川

西区分库在成都，代理行为成都中央

银行，辖分支库 93 处；川东区分库在

重庆，代理行为重庆中央银行，辖分支

库 71 处。

二、地方银行代理公库业务

民国元年，四川军政府财政司制

定金库收支程序及办法，指定四川省

银行代办，并在收支较大的重庆设立

分金库，掌握全省岁入岁出款项及出

纳保管事宜。民国 28 年 6月颁布《公

库法》，赋予各级地方金融机构代理金

库权。

(一)代理国库 民国元年初设金

库时，未划分国税及地方税税款，一律

由政府令四川银行代办收支。同年 11

月，四川银行奉令撤销，金库业务一律

改由浚川源银行代办。民国 2 年，四川

国税厅筹备处成立，制订《四川暂设国

家金库条例》，确定国家收支由国税厅

办理，地方收支由财政司办理。民国 3

年 6月，改设省财政厅，国税、地方税

统归财政厅办理，其出纳保管等金库

收支业务，仍委托浚川源银行代理。属

于国税的盐税(包括全省 29 个县盐厂



的存盐税)，分别由成都、重庆、自流

井、五通桥等地的浚川源银行代收上

解。民国 4 年，重庆中国银行成立后，

财政厅决定，从 4 月份起将代收盐税

业务陆续移交给重庆、成都、五通桥、

自流井、万县等地中国银行代收。民国

7 年 3 月，中国银行歇业，又改令浚川

源银行代理。此后，四川军队防区制逐

渐形成，防区内军政费用等开支，以当

地所收税款就地指拨，金库形同虚设。

民国 15 年，浚川源银行解体，金库亦

随之撤销。

民国 31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及中

央银行委托四川省银行代理国库业

务。初期有 41 个县成立国库支库，后

增至 53 个县。总的情况是收大于支。

如 代 理 国 库 第 一 年，国 库 收 入 为

12000 万元，支出为 1600 万元。次年

收入 44000 万元，支出 5500 万元。其

结余金额按约定时间上解，增加了银

行营运资金的来源。

民国 32 年，西康省银行代理国

库。在当地无国家银行机构的理化(理

塘)、巴安(巴塘)、甘孜、会理，荥经、天

全等县成立国库支库。

(二)省库 民国 15 年以前，四川

省库基本是由浚川源银行代理。防区

制时期，四川无统一的财政，亦无省库

之设。民国 24 年，财政税收归财政厅

办理。民国 26 年，省政府委托四川省

银行代收全省营业税。次年，省政府指

令省银行代理省金库。总行设总库，分

支行处设分支金库 86 处，后增至 101

处。民国 29 年，全年共收税款 6500 余

万元，支付后浮存银行帐上尚未划分

解拨款项达 600 余万元，增加了省银

行的资金实力。

民国 28 年 1 月，西康省政府成

立，即指令西康省银行代理省库，其分

支行处，均代省库收支款项，辅助省政

府集中财权，统一收支。西康僻处边

隅，地瘠民贫，税收不裕，省库常有透

支银行款项情事。

(三)县库 民国 29 年 1 月，国民

政府公布《县银行法》，规定县银行得

代理县以下之公库。民国 32 年底，四

川全省有 91 家县银行代理县库。西康

省的县银行建立较晚，公库存款是县

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但许多县财政

都不宽裕，财政收入又有淡旺季之分，

经常是入不敷出，需靠县银行垫付经

费。县银行资力有限，代理县库反成负担。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业务

一、人民银行经理国库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发布《中央金库条例》，中央金库由

中国人民银行经理。1985 年 7 月，国



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

条例》，国库机构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

制设置，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

库。各级国库既是中央国库的分支机

构，也是地方国库。各级人民银行经理

各级国库，不设人民银行机构的地方，

由人民银行委托各专业银行的基层机

构代理。1984 年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

行职能后，四川省国库机构有省分库

1 个，中心支库 19 个，县(市)支库 194

个，县支库以下的经收处由工商银行

和农业银行的基层处、所代理。

国库收纳的预算收入，根据财政

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分清预算级次，

分别中央、省、地(市)、县各级的改入，

按照上级规定的收入分成比例，计算

划分出自留和上解款额总数进行核

算，并编制预算收入统计表，通过银行

联行往来逐级上划转入财政存款户。

各级库款的支拨，一般由有支配

权的财政机关使用同城或异地结算方

式签发拨款凭证办理。采用限额拨款

办法的主要是财政部直接办理的中央

级的行政、事业、教育部门。这些部门

的经费拨款。由财政部按核定年度预

算分期给其下属单位下达用款额度。

用款单位在其限额内随时从其开户银

行支拨。

二、发行政府债券

(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公债以实物

为单位计算，单位定名为“分”。每分值

以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

6 大城市的大米、面粉、煤、布(西南区

规定为：大米、菜油、盐、布、煤)等一定

数量实物的平均价格计算，以此作为

计收债券款的标准。债券有 1 分、10

分、100 分、500 分 4 种，年息 5 厘，从

1951 年 3 月 31 日起抽签还本付息，5

年还清。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全

国总发行额为 1 亿分，西南 区分配

700 万分任务，四川省(包括原西康

省)摊销任务为 615 万分，实际完成

6183209 分。

(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54～1958 年，连续五年发行国

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对象主要是机

关、企业、团体、学校的职工、城市居

民、农民和私营工商业者。利息均为年

息四厘。全国发行公债总额除 1958 年

为 6．3 亿元外，1954～1957 年，每年

均为 6 亿元。四川省(包括原西康省)

1954～1957 年推销公债任务共计为

18928 万 元，实 际 认 购 交 款 数 共计

22537 万元。1958 年公债实际认购交

款数 6440 万元，均超额完成任务。

(三)四川省 1959 年地方经济建

设公债

1959 年，在中央不统一发行国家

公债的情况下，四川省发行“四川省

1959 年地方经济建设公债”，计划总

额 5000 万元，推销方式是按系统或单



位分摊。实际发行数为 59829815 元，

公债面额为 1 元、2 元、5 元、10 元和

50 元 5 种，利率为年息二厘，自 1960

年起分五年抽签还本付息。

(四)国库券

1981 年，四川开始发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国营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

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

农村富裕的社队、城乡居民、个体工商

业户。(1981 年国库券主要向单位分

配发行)。

1981～1984 年国库券的还本付

息期为 10 年，自发行后的第六年起开

始偿还。个人购买的，一次抽签，按发

行额分五年作五次偿还，每次偿还总

数的 20 % ；单位购买的，不举行抽签，

按单位认购总额平均分 5 年作 5 次偿

还。1985 年国库券本金的偿还期改为

5 年，在发行后的第 6 年一次偿还本

息。单位购买的，可以在银行抵押贷

款，个人认购的，可以在银行贴现。

1981 年～1985 年全国每年发行

国库券总额为 40 亿元，分配四川省推

销国库券的 任务数：1981 年为 2 亿

元，1982 年～1984 年 每年为 2．1 亿

元，1985 年为 3．4 亿元。实际完成数：

1981 年 为 20735 万 元；1982 年 为

26567 万元；1983 年 为 24719 万元；

1984 年 为 26567 万 元；1985 年 为

35600 万元，每年均超额完成任务。

(五)农村退赔期票

1958～1960 年，全省农村普遍发

生无偿平调社、队资财和劳动力，以及

农民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现象，引

起农民群众的不满。1961 年，中共中

央要求各地认真进行纠正，彻底退赔。

决定由国家拿出 25 亿元偿还农村社

队的劳动力和物资损失。由于当时正

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故采取财政先

拿 15 亿元，由银行代发行期票 10 亿

元，退赔给农村社队和社员。退赔期票

不得流通、转让。

至 1961 年底，全省退赔给社队和

农民的实物及现金，共计折合 2．89 亿

元。其中由银行代财政发行 1962 年兑

现期票 2500 万元。面额有 1 元、2 元、

5 元、10 元、50 元 五 种，不计利 息。

1962 年初，又陆续发行兑现期票 222

万元，共计实发 2722 万元。原定 1962

年春耕前兑付，后中央决定推迟 3 年

兑付。省人民银行按总行通知，向全省

发出《关于暂缓兑付退赔期票的紧急

通知》。这一措施曾一度引起部分农民

群众的误解和不满，对此，省人民银行

除积极向群众宣传解释、说明道理外，

并坚决纠正了南充、金堂等地基层行、

社擅自兑现退赔期票的做法。1962～

1964 年，省人、农两行根据国务院指

示精神，规定：对“四清”地区社队和社

员的期票兑现；一般 地区则按“谁的

期票抵谁的旧欠”的原则，抵缴 1961

年底以前的农业贷款和赊销预付、预

购定金、贷种等项欠款，尽可能地多收



回期票，减少以后兑付时授放现金。

1964 年 3 月，财政部向国务院报告，

请求兑现退赔期票。国务院同意，并批

转各地“研究执行”。1970 年，四川省

发出《关于收兑农村退赔期票的通

知》。1972 年，全省兑现工作基本结

束。1985 年，全 省 尚 有 退 赔 期 票

162423 元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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