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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解放以后，上海依旧是中国的

重要贸易港口。与此之前所不同的是，上海的对外贸易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上海对外贸易的主体——进出口商的格局有所演变；上海对外贸易的主要

对象从资本主义国家变为苏新国家；上海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从易货贸易变为结汇贸易

再变为易货贸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对外贸易；变化

1949—1952年上海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

● 庞思娇

进出口商是进行对外贸易的主体。上海的进出

口商主要有：进出口洋行、华商私营进出口企业和

国营外贸企业。解放后，上海的进出口商格局发生

了变化。面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进出口洋行数量

迅速地减少。同时，华商进出口企业的数量也在逐

渐地减少。解放后，政府充分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

要性，并认为应该对其进行外贸管制。由于政府对

国营外贸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国营外贸企业的数

量呈增长趋势，其规模和质量也不断提升。

（一）进出口洋行。抗战胜利后外资企业有

�800家，而到上海解放时已经减少到9�0家[�]，�949

年6月为376家，到�955年底已经锐减为22家。解放

后上海外资企业减少，为外资企业服务的进出口洋

行的业务也随之减少。与对外资银行的态度有些相

似，政府对洋行实行的也是“管理”与“利用”的

方针。由于建设的需要和洋行先天的优越条件（国

外关系一般比国内的贸易商好），洋商如果能遵守

政府的法令，政府不但不歧视反而欢迎他们。不少

组织健全的洋商机构仍在做业务，而且非常蓬勃，

利润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洋行数量减少，进出口

业务的比重也减少了。因此洋行呈衰落的趋势，其

衰落的原因：一是洋行不肯积极开展业务；二是一

些洋行还像过去一样进行不公平贸易，即出口商品

压低价格，进口商品抬高价格；三是由于美国的禁

运政策，洋行多难以进口我国市场需要的物资；四

是解放后洋行失去特权。之前洋行业务繁荣是因为

利用政治力量并建筑在特权的基础之上，上海解放

后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取消了央行拥有的特

权，这对洋行的业务也造成了一定冲击。[2]除了以

上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后进出口洋行大多

亏损。据《�949—�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料选编（对外贸易卷）》显示，以解放前进出口业

外资企业的资产为基点，从�949年开始进出口外资

企业资产在不断减少，特别是�95�年已经减少到解

放前资产的四分之一。显然，进出口业外资企业整

体上是处于亏损状态的。外商在中国开办洋行是为了

盈利，当无利可图时洋行自然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二）华商私营进出口企业。华商进出口企业

可以分为民营企业和官办企业。解放后，国家对待

民营企业和之前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采取了不同的

政策。市军管会对上海的官办企业进行了接管，而

对私商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解放以后，上海华商私营进出口企业的数量有

逐年减少的趋势。据《上海对外贸易局关于国际贸

易业私营进出口商行业的概况》显示，华商私营进

出口商每年都在减少。通过《上海对外经济贸易

一、上海进出口商格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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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可以发现私营进出口商户的从业人员也在减

少，�950年私营进出口商为�025户，比上一年骤然

减少了596户，�95�年又减少了�23户，为902户，速

度有放缓的趋势，到�953年为738户，在上一年的基

础上再减少了47户，这种放缓的趋势愈加明显。至

�952年，上海的华商私营进出口企业数量已经基本

保持稳定。

�952年与�949年相比，华商进出口企业减少了

一半以上。华商进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是有原因

的：一是一部分过去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进出口商，解放以后自然无法再存在；二是不

肯积极开展业务或不遵守政府法令政策；三是个别

的进出口商，他的国外关系只有美国一国的，因

为美国实施禁运政策，国内的进出口商无法展开业

务，自然趋于被淘汰。[3]虽然华商私营进出口商数

量减少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华

商进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的压缩。《解放以来我国

对外贸易概况》的数据显示：除了�953年以外，从

�950年到�954年几乎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私营进出

口商处于亏损的状态。无利可图甚至连年亏损的私

营进出口商自然会退出这一行业，华商进出口商的

减少也就成为必然。虽然华商进出口商的数量在减

少，但因其基数大，因此数量还是很多的，且在进

出口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国营外贸企业。中共很早就认识到对外

贸易的重要性。�949年3月�3日，毛泽东在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就指出：“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

政策是不可能的。”[4]�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在其6、7月份的综合报告中也指出：“新民

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管制对外贸易，才能促进国

民经济之恢复和发展，以达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自

主。”[5]政府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的一个方法就是

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另一个方法就是对私营进出

口企业进行管理并壮大国营外贸企业的力量。

�949年，我国在所接管的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

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国营企业。�949年成立的华

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

司、中粮上海油粮进出口分公司等5家国营公司基

本都是以这种方式成立的。国营外贸企业不如华商

进出口企业数量多，到�953年上海成立的国营外贸

企业只有9家，但是国营外贸企业的规模和质量是

华商进出口企业难以企及的。如：华东区国外贸易

总公司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家国营进出口企业，它是

集团外贸公司，其下有中国汽车公司、中国石油运

销公司、中国蚕丝公司等��个子公司，且这��家子

公司都是在接管国民政府的官营企业的基础上改组

而成的。“华东外贸总公司及其下属的��个子公司

共接受官僚资产总计3�8.58亿元。据8月底华东外贸

总会计室报告：华东区贸易处正式调拨华东外贸总

资产总计372.59亿元。”[6]不了解解放后人民币的

购买力，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根

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数据，上海私营进出口商

6�3家的资产才��55.5亿元，而华东区贸易总公司一

家国营外贸企业就达到6�3家上海私营进出口商总资

产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国营外贸企业资本的雄厚。

此外，国家对国营外贸企业的态度和华商私营

进出口企业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商品经营公私要

有分工。主要商品仍由国营公司掌握；不能全部掌

握经营者，公私共同经营或采取委托方式；次要商

品放手由私商经营。”由此可见，国营外贸企业在

进出口商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综上，上海解放后，进出口商中洋行的数量逐

年减少，到�952年洋行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两位数，

其在进出口商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华商进出

口企业的数量虽然也在减少，但是由于其基数大，

在进出口商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49年到

�952年，我国建立的国营外贸企业数量并不多，但

是因资金雄厚、规模大和政府的支持等优势，其在

进出口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换言之，国营外贸企

业在对外贸易的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等国

对我国实施全面经济封锁，并对我国进行外汇冻

结。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我国积极应对，在对外

贸易上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主要对外贸易对象的

转变。对外贸易对象由原来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为

主，变为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

为主。作为中国主要贸易港口的上海的主要对外贸

易对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早在�949年2月�6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

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我国就提出：“我国对外贸

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

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

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提供给我们的货物，

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

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

二、1949—1952年初期上海对外贸易对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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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7]显然，我国很早就

有把苏新国家作为主要贸易对象的设想。但是，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

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8]可以看出，

我国希望与各国恢复之前的贸易关系。由于解放前

各进出口商多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业务联系，我国

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虽说我国想

要积极地与苏新国家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但是当

时的贸易现状导致需要恢复之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

贸易关系。�949年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

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并且这种经济封锁不仅没有

随时间而逐渐放松，反而愈来愈严厉。为了扩大出

口，获得外汇收入，进而进口经济建设必需的工业

器材和物资，我国开始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

式继续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但对资本主义国

家的贸易难免要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了减

少对外贸易损失，我国只有逐渐地转变对外贸易的

对象。同样地，“�950年�2月，美国对中国实行封

锁禁运，上海出口贸易转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

国家，并积极打开欧洲市场”。[9]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逐步地扩大对苏新国

家的贸易，特别是在�95�年，这一贸易方针得到进

一步贯彻落实。据《�949—�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显示，在我国进

口贸易的国别方面，�950年，我国由苏新国家进口

货物占我国总进口额的33.2%，由资本主义国家进口

货物占总进口额的66.8%。�95�年，我国由苏新国家

进口货物占我国总进口额的74.8%，由资本主义国家

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25.2%。�952年，我国由苏新

国家进口货物占我国总进口额的80.�%，而由资本主

义国家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9.9%。在我国出口贸

易的国别方面，�950年，我国向苏新国家出口货物

占我国总出口额的33.8%，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货物

占总出口额的66.2%。�95�年，我国向苏新国家出口

货物占我国总出口额的58.9%，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货物占出口总额的4�.�%。�952年，我国向苏新国家

出口货物占我国总出口额的82.�%，而向资本主义

国家出口货物占出口总额的�7.9%。总之，�950年—

�952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国家的比重发生了巨大

变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苏联和

人民民主国家。

与此同时，当时作为我国重要通商口岸的上海

的进出口贸易状况与全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大体是相

同的。“整个50年代，苏联成为上海的主要出口市

场。�95�年上海对苏联出口货值5354.9万美元，占

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的53.59%。”[�0]“从�950年起，

上海开拓了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进口贸易。当时，

上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贸易刚起步，数额、品种

较少。�950年上海从苏联、东欧输入商品仅占上海

进口总值比重的0.09%，�95�年略有增加，但也仅占

0.�4%。�952年起，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进口贸易，

多系政府间协定贸易，所需进口物资都由中央统一

挑拨分配。”[��] 

我国与苏新国家贸易有一种特殊的结算方式，

即贸易双方建立一个特殊的账户，贸易双方定期结

算（一般为半年），彼此不等时用黄金、美元、英

镑偿付账目上的结欠。这种结算方式实际上是一种

易货贸易的结算方法。这种结算方式大大减少了贸

易双方用汇的数量，对于当时外汇比较紧缺的我国

是一种十分有利的结算方式。与此同时，自由外汇

市场也日渐萎缩。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的主要对外贸

易方式发生了反复，分别是�949年的变易货贸易为

结汇贸易，�950年底变结汇贸易为易货贸易，上海

的主要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与整个中国的状况大致

相同。

�949年，因国际汇兑和通信的限制，我国在对

外贸易中主要采取易货贸易，这种易货贸易确实对

开展与恢复我国的对外贸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外汇牌价与市场自然价格相

差很大、我国对外贸易缺乏计划等原因，我国的对

外贸易表现为：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过

大，有些地区甚至高达70%，这使我国难以掌握大量

的外汇；进出口商为套取外汇，致使出口货的价格

在国内市场上升在国外市场下降；由于大量易货贸

易进行的结果，使得我国的出口所得，不能有计划

地分别缓急来办理进口。为了今后有计划地开展进

出口贸易，稳定我国出口货物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

及国家银行控制外汇，我国决定：取消对外贸易中

的易货贸易制度，一切进出口货物，皆应办理结汇

手续。[�2]

没过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自一九四九

年起，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结汇为主的贸

易，一般停止了易货贸易，这种措施，曾促进了我

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扩大了对外贸易的

数量。但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以前，由于采取了出

口宽进口紧的政策，使我国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后积

三、1949—1951年上海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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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大量外汇，在帝国主义备战，外汇贬值的情形

下，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由于

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外汇冻结，也受到相当大的

损失。”[�3]因此，我国决定今后对外贸易主要还

是采取易货的方式。对外贸易方式由结汇转变为易

货，进出口商必然会一时难以适应，特别是私营进

出口商。对此，我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扶植，如：

资金资助、协助私商组织联营等。为了易货贸易更

加规范，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易货贸易相关的规章

制度，如《中国银行办理易货贸易清算规则》《易

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易货贸易出口权利义务

异地让受暂行处理办法》等。此外，为了促进易货

贸易的发展，当时我国还设立了易货交易所。通过

国家的积极支持，我国的易货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一九五一年地方公私营进出口总值中易货占

百分之四三·七，一九五二年一至九月份地方公私

营进出口总值中易货占百分之三四·一。”[�4]

由《上海中国实业银行�95�年度经营外汇业务

总结》可知，上海中国实业银行进出口业务易货数

量在�95�年4月之前是没有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有：一是中央做出对外贸易主要采取易货方式

的决定，到地方具体落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二

是各进出口商行对易货贸易不了解，因而不敢轻易

尝试；三是面对易货贸易难以开展的局面，�95�年

3月�3日国家明确提出：银行要扶植易货贸易。在

�95�年4月之后，上海中国实业银行的易货贸易占进

出口贸易中的百分比越来越高，至�95�年�2月易货

贸易已占进口贸易总额的�00%，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85.54%。由此可见，上海与全国的形势是相同的，

�950年国家确定对外贸易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

�95�年易货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易货贸易确实减少了因外币贬值而导致我国外

汇缩水的损失，同时也是我国为应对“封锁”“禁

运”的情况的无奈选择。不可否认，�950年后易货

贸易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许多贡献。

综上，�949—�952年上海的对外贸易主体——

进出口商的格局逐渐演变，国营外贸企业在其中居

于主导地位；上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资本主义

国家变为苏新国家；上海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变为

易货贸易。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与当时的国内状况有

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需要尽快恢复国民经

济，并进行经济建设。而这又离不开能够给国内提

供工业机器和工业原料的对外贸易。因此，国家需

要把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抓在手里。其次，这些转变

与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以美国为首的资

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国不得不采取

一些不同于之前的贸易方法。最后，这种转变还与

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虽然我

国的经济体制转变是从�953年开始的，但是这只是

就国家整体而言，金融领域的这种转变在�952年已

经基本完成。对外贸易与金融领域密切相关，因而

难免会受到影响。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所导致的结

果是外汇市场的逐渐萎缩。国营外贸企业在我国对

外贸易中掌握着主动权，这便于利用国外资源进行

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但是不利于华商进出口企业

发挥积极性。此外，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和方

式的转变有一定的同步性，�95�年，我国的主要对

外贸易对象由资本主义国家变为苏联和人民民主国

家，贸易的主要方式也由结汇贸易变为易货贸易。

我国与苏新国家贸易本来就基本不需要外汇，与资

本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同样也基本不需要外汇。这

三者中的任意一点都会对外汇市场造成一定的影

响，当这两重因素相互叠加，对外汇市场所造成的

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外汇市场的逐渐萎缩也

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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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