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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政府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整顿与改造，然而侨批业由于

行业特殊性，成为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特例。为了保证侨汇收入，政府对侨批业的管理与改造采取

了较为灵活、务实的政策，有海外业务关系的承转局保留私人名义继续经营，派送侨汇的解付局则成立集体所

有制的派送公司。政府最终实现了对侨批业的控制，侨批业的行业特色也随着改造而消失，成为国家银行的

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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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业是指为华侨、侨眷汇款送信的特殊行业。①福建省侨批业主要分布于闽南地区。近

代以来，侨汇投资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区域特色，同时侨汇也是当地两百多万侨眷

的主要生活来源。抗战前福建省侨汇年平均达五千万美元左右，居全国第二位。②1950 年福建

省经营侨批业务的私营机构共 185 家，所经收侨汇占侨汇总收入的 80% 以上。③新中国成立初

期，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因此外汇需求量大，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与限制，国家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所获得外汇便极为

有限，因而侨汇成为另一种取得外汇的可能途径。故侨批业能否正常营运关系着福建省几百

万人民的生计，也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侨批业的恢复与发展成为新政府的重

要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国家外汇收入，福建省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并结合行业特色

对侨批业采取相应的管理与改造措施，并最终实现对侨批业的管控，侨批业产生了质的变化。
然而目前学界对福建省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尚未有系统的研究，④故本文拟在福建省档

案馆馆藏相关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考察这一改造过程，并进一步探讨政府规范与改造这一行业

的特殊性及其内在逻辑。

一、建国初期规范侨批业经营

1949 年下半年，受解放战争波及福建省侨汇中断，大部分侨批局处于歇业状态，侨汇断绝

造成了侨眷生活的艰困。10 月，全省沿海侨区相继解放，海内外侨胞渴望通汇，但国内外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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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者对新中国的工商业政策与侨汇政策怀疑观望，因此不敢公开经营。部分侨批局更趁

国内物价未稳、人民币信用尚未建立之机，经营外汇黑市，从事金融投机以牟取暴利，严重扰乱

外汇市场。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3 月，通过官方侨汇经营机构汇入的侨汇仅 266 万余美元，

只占实际汇入侨汇的四分之一，而通过外汇黑市汇入的则占到四分之三，⑤给政府造成巨额外

汇损失，侨眷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如何在符合新政权性质的前提下，恢复侨批业的正

常经营并规范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议题。
1949 年 8 月福建省政府副主席方毅即提出“以公私兼顾精神，团结私营银钱业，特别是民

信局，以争取侨汇有计划的运用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去”⑥的方针。11 月中国人民银行福

建省分行为了统一管理全省侨汇工作，在福州召开侨汇工作( 扩大) 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团结

与管理相结合”的侨批业管理政策，即团结其遵循合法途径沟通侨汇、服务侨胞的一面，打击

其投机倒把损害国家和侨胞侨眷利益的行为。福建甫一解放，政府就迫不及待的提出有关管

理侨批业的方针，主要目的在于安抚侨批界人士，尽快实现侨批业的正常营业，足见侨批业对

国民经济恢复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及福建省政府的务实精神。
随着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规范侨汇业的相关管理制度也陆续颁布实施。1950 年 1 月 15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福建省侨汇暂行处理办法》和《福建省管理侨汇业暂行办法》，两

则暂行办法主要内容如下:

( 一) 明确侨批业的领导机构: 办法规定“中国银行管理收解侨汇与办理代收代付侨

汇机构之洽订及管理事宜”，即中国银行为侨批业的领导机构，对侨批业进行直接管理。
( 二) 办理侨批业登记: 侨批业必须依法办理登记，按照规定申报企业经营业务情况，

经批准后方得营业。
( 三) 规定业务内容: 侨批业经收侨汇须全部结缴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按收汇金额给

以 7． 5‰的人民币手续费，允许侨汇为原币汇入，并签发原币存单解付侨汇，以达外汇收

归国家，侨批业有一定合法利润。
( 四) 建立每日申报制度: 办法规定侨批业应逐日将经收及经解侨汇，分别币名、数

目、地区及解付情况，列表报告中国银行备查，中国银行可随时派人检查侨批局业务及

帐簿。
( 五) 依法追究、惩处侨批业违法行为。⑦

侨批局除经营侨汇业务外还经营信件业务，民国时期邮政部门亦参与侨批业的管理，但从

两则办法看，中国银行已成为侨批业的主管部门，可见新政府更加重视其汇款业务。由于侨批

业经营规模较小，机构灵活，易于从事地下交易，如何让侨批业从秘密状态变为公开，以便于管

理，成为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重大问题。新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督促批局进行登记，对其营业的执

照的发放也相当宽松，这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侨批业执照的发放是截然不同的。⑧两则办法对

侨批局的业务亦有明确的限定，侨批局所收侨汇均需缴交国家银行，国家银行给予一定手续费

保证营业收入。此外，为了防止信局逃避侨汇，信局必须每日登记经解侨汇的具体信息，以便

银行查询。政府采取以上措施主要目的在于让侨汇“点滴来去均入国家银行”，侨汇必须收归

政府所有。
为了配合两则办法的实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打击侨批业违法活动。从解放

初期到 1950 年底止，各地单破获侨批业承转局黑汇案就达 49 件，涉案人民币 3443000 元，破

获解付局积压、挪用、克扣侨汇案件达 141 件，涉案金额达人民币 1014689 元。⑨

然而政府在执行相关政策的时候也存在一定偏差，比如一味强调争取侨汇，漠视侨批业的

合法利益。据马尼拉一位华侨反映: “中国银行在办理侨汇的问题上没有顾到海外和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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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只是一味强调‘争取侨汇’和‘照顾侨胞利益’，自办信局( 合昌信局) 与民信局竞争，进

而打击民信局，以国营银行兼营侨汇。”这引起侨批业普遍抵制，“厦门民信局和海外信局宁愿

改业或转入地下，也不肯与国家银行合作”。据统计，“解放后比解放前侨汇的数量减少了差

不多七成，侨汇已恢复半数的地区很少，个别地方反映解放到现在侨汇始终还没有恢复”。⑩

除了侨汇的恢复差强人意外，侨汇黑市仍屡禁不止，据厦门、福州两地统计，新中国成立至

1950 年 8 月，侨批业逃套汇金额高达 376 万美元。瑏瑡当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币值不稳，

银行牌价与黑市牌价存在较大差距，“( 外汇市场) 美市牌价仅 26500 元，而泉、厦一带美钞黑

市，则高至 40000 元左右”。瑏瑢如果侨批业按照银行的牌价汇入，侨批业根本无利可图。在一次

鼓浪屿侨眷座谈会上侨眷坦白讲道: “如果不是禁止使用外币，我们还是要美钞，因黑市比挂

牌高一点。”瑏瑣可见导致外汇黑市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由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的汇率失衡，如果

这一根本原因没有解决，而一味采取行政手段打击，就试图实现侨汇“点滴来去均入国家银

行”是不现实的。
解放初期政府对侨批业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很快对

相关政策进行调整。1950 年 8 月 15 日，中侨委在北京召开华侨眷属福利会议( 又称“全国侨

汇会议”) ，会议上提出“外汇归公、利益归私”的方针，明确表示保障侨批业的合法利润。为配

合此项政策，政府出台一系列便利侨批业的措施，如侨批业所经营信件在国内免邮资，邮资由

中国人民银行代垫; 减轻侨批业工商业税，仅按 3%计征; 允许侨批业兼营进口业务。会后，福

建省政府遵照会议精神，很快在全省贯彻这一新的侨批业政策。
此外，政府还纠正之前只顾一味争取侨汇、严厉打击侨批业的做法，试图通过参与侨批业

内部经营事务来规范侨批业。1950 年底，政府组织侨批业成立公会，组织信局职员进行政治

学习，培养积极分子。1951 年 6 月，政府组织各地成立侨汇业研究小组，借助研究小组参与订

立业务生产计划，并督促计划实行，实现对侨批业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为了便于检查，政府

还组织信局职员学习新的会计簿记，加强对侨批业的账务管理。通过以上措施，政府对侨汇业

的领导能力明显增强。
在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同侨批业关系的同时，宏观经济条件也逐步改善。1950 年 3 月，全

国财经统一，物价日趋稳定，银行外汇牌价日益合理，黑市逐渐无利可图。合理的管理措施与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政府基本实现对侨汇的有效控制，据中国银行厦门支行 1950 年业务总结

报告:“一年来共吸收侨汇达 2328 万美元，而十一月份的侨汇比三月份则增加 215%，在全部

侨汇的汇入中我们占 73%，黑市占 27% ( 用于自备外汇占 14%，其他部份占 13% ) 。”瑏瑤显然，

侨汇已渐次恢复并逐渐为国家银行所掌握，侨汇黑市日趋消灭。
新中国初期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侨批业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由于侨批业的行

业特色，有承转局和解付局之区别，承转局直接沟通海外侨汇，而解付局只负责派送侨汇，对侨

汇的争取不起主要作用。新政府又急需外汇以恢复国民经济，故以上措施亦主要针对对象为

承转局，政府主要力量亦在规范承转局的经营，而对解付局则主要打击其积压、挪用、克扣侨汇

的行为，对其内部事务干预较少，且解付局的规模小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直至“五反”运动以

后政府控制了承转局，才逐渐把管理重点放在解付局上。

二、“五反”运动与侨批业“三权”的丧失

195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

示》，随即“五反”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全国开展。“五反”运动是党和政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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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顿私营经济，侨批业也被迫卷入这场运动。
当时在“五反”工作队领导下，全省各地组织积极分子组成打虎队，开展坦白检举会、小组

说理谈判会等，对侨批业资本家进行猛烈的斗争。侨批局构建大多是基于血缘关系，资本家与

员工多数是宗亲，关系融洽，然而经过动员后店员开始积极检举、批判资本家。福州泰记庄职

工杨入玉检举侄儿走私杉木资敌; 厦门南兴信局职工黄祖定公开检举自己姐夫，动员胞姐搜出

黑汇物证 27 万美元; 等等。经营者在运动中受到批斗，被要求反复坦白、写悔过书。资本家在

运动中被斗臭，有的员工甚至认为与资本家多接触就是落后，泉州光大、金淘信局有些职工长

期不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讲话，个别员工甚至出现蔑视和谩骂资本家的现象。各地工商界坦

白大会召开时，侨批业资本家及代理人经常被点名参加，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惶惶不可

终日。当时金淘信局经理侯斌元参会必携带西洋参、万金油入场以备不虞; 大有信局林荣昌临

时换新内衣，借外套，准备受扣押。“五反”运动给侨批业资本家造成了极大震慑，一些工作偏

差甚至导致“个别信局因经不起运动考验以及其他原因自杀了”。瑏瑥很多资方普遍认为侨批业

工作压力大，对前途心灰意冷，因而要求改行或转业，如厦门南通和记和涵江建隆两家信局资

方经理，分别辞职当教员和升学去。瑏瑦

运动中员工对侨批业资本家的批斗，使资本家“威信扫地”，企业经营者不敢管理员工，所

拥有的人事管理权受到削弱。泉州一些信局职工不遵守请假制度，有的看到侨批多，就请假，

或看某一路侨批多，就不愿派送该路，资方无可奈何，只能用抽签方法来决定; 有的员工无病长

期休息在家领干薪，资方不敢提意见，怕提了要写悔过书。瑏瑧1951 年各地工会组织逐渐健全，

“五反”运动期间工人参加党、团、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如福州侨批业职工“五反”前只有 4 个

人参加工会，“五反”后全体 25 人都加入工会。企业雇用或解雇职工都要通过外汇管理部门、
工会同意及劳动局批准后方为有效。瑏瑨从上述可见，资方人事管理权削弱，侨批局的正常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
“五反”运动后企业经营者不仅人事管理权受到削弱，其财权和经营权也受到限制。经营

者对员工工资的决定权变得很小，侨批业员工工资不仅大大高于当地其他行业职工工资水平，

甚至不少批局还出现资方人员工资低于员工工资的情况。企业利润的分配政府也“控制较

紧”，银行奖励金即手续费在侨批业的收入比重中逐渐增加，由 1950 年的 20． 55%上升到 1953
年的 37． 71%，瑏瑩批佣占收入的比重逐年下滑，政府手续费成为侨批业收入的重要来源。1952
年全行业实行统一会计制度，以便政府对侨批业帐目进行管理。此外，政府继续通过侨汇业研

究小组中的积极分子及派干部驻店办公等一些措施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
由上可见，“五反”运动之后，政府实现了对侨批业全面渗透，工会逐渐成为企业运转的主

导力量，职工中积极分子成为国家管理企业和督促资本家改造的重要力量，批局的人事管理

权、财权和经营权逐渐从经营者手中转移到工会、积极分子及政府派的驻店干部中去。
侨批业国有化程度的加强是采用群众运动这种暴风骤雨的方式，不可避免的存在工作偏

差而影响侨批业的经营绩效，1952 年侨汇数额 45776169 美元，1953 年即骤降到 36739708 美

元，瑐瑠“五反”运动对侨批业的冲击可见一斑。运动结束后政府开始进行纠偏。针对“五反”运

动中出现的员工不合理工资、怠工等问题，政府以“劳资两利”为方针，鼓励批局与员工签订劳

资协议集体合同，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五反”后侨批业劳动力过剩问题突出，

一方面资本家因怕背“劳资包袱”，宁愿少做业务也不愿多雇职工，像泉州的金淘信局、福州福

通和南华庄都出现类似情况; 另一方面，批局资方无权自由解雇员工，因此冗员现象严重，厦门

地区甚至出现“平均每人每天不上两个钟头”的不正常现象。瑐瑡企业人力成本过高，入不敷出，

亏损严重。面对这种情况，福建省第一届侨汇业代表会议明确规定“允许个别业务小、无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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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开支而亏损很大者，可提请政府解雇职工，国家银行对于解雇职工条件适合者可酌予吸

收”。瑐瑢然而这仅是杯水车薪，无助于整个行业劳动力过剩的改善。“五反”运动中对侨批业高

额征税，1951 年上半年厦门、泉州地区课征侨汇业税款偏高 2． 5%，福州所征税额亦高于平常

十倍，因而部分侨批业认为“多收汇，多背包袱”，瑐瑣“五反”运动后各地银行配合税务部门对侨

批业征税偏高部分进行评议退税，以减轻侨批业的税负。
1952 年“五反”运动以后，全国私营金融业普遍亏损，中央政府决定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

方式，对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工作于 1952 底全部完成，金融业成为全

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行业。侨批业本属金融业，“五反”运动后政府却未将其收归国有，而

是进行纠偏以恢复侨汇。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侨批业特殊的业务对象，侨批业主要业务对象是

海外华侨，很多侨批局是国外信局分支机构，如果侨汇业改为“国营”或“公私合营”，政府认为

这会引起“侨居地政府认为侨汇业是共产党国家经营或和共产党合营，使国外庄的地位更加

复杂化”，瑐瑤不利于争取侨汇，因此在私营金融业改造大潮中仍保持私营批局的存在。从此处

可见政府因对侨汇的现实需求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
“五反”运动彻底改造了资本家，促进侨批业者的守法经营，运动后批局的违法经营行为

基本消灭，1957 年走私套汇案件中，除福州如意、恒兴、南丰三家有以物代汇的逃汇行为外，其

余信局均未再发现黑汇违法活动，瑐瑥确保了侨汇“点滴来去均入国家银行”，可以说意义重大。
“五反”后经营者独立的经营权、财权、人事权等受到严重的削弱，政府更多的参与到批局的管

理，基本控制了侨批业承转局，承转流程是侨批业经营的主要流程，从此信局作为独立的企业

名存实亡，无怪乎政府在总路线宣布后，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修德就表明“目前侨汇业的资

本主义国家形式既便于国家管理，也是最适宜对敌斗争，因此毋须再改变形式”。瑐瑦

三、整顿侨批业解付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急于利用侨汇恢复国民经济，因此集中主要力量管理负有沟通国外

侨汇职责的承转局，对于内地解付局较为放任。随着侨汇的恢复，各地解付机构数量剧增，由

于缺乏管理，问题渐渐凸显。1952 年“五反”运动结束后，承转局已为政府所控制，于是解付局

的规范问题便摆上议事日程。
( 一) 组织侨批业业务派送联营

各地私营工商业出现组织业务联营的热潮出现在 1951 年，侨批业对业务联营亦颇为积

极。9 月，侨批界先后成立“安联”“晋联”“二联”等一批解付业务联营组织。侨批业对联营如

此积极有其自身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力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各信局，而信局又无权随意解

雇员工，因此各信局试图以联营的名义成立新的三盘局以甩掉“工人包袱”。然而政府对派送

联营的态度却与侨批界相异，政府仅是承认联营是在原有组织基础上部分业务的联合经营，无

法与取消原有组织机构的“合营”相比，因此并不具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点。1952 年 1 月成

立的“晋联”在其组织章程中写明成立董事会，实行独立核算，成立后就向泉州劳动局提出遣

散 20 多个职工的要求，然而省人民银行裁定“晋联”是联营性质，并非独立企业，联营职工的

劳资关系仍建立在原信局上，各信局不得遣散职工。
成立业务联营处并没有达到侨批界预期目的，而新成立的派送联营处却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联营处内部盈亏开支分担不明确，业务方针不同，人事复杂，矛盾重重，许多联营处长

期亏损经营，被政府称为“三盘局改造的一面旗帜”的“晋联”，得到政府奖金、业务大量扶持

后，盈余率仍只徘徊在 0． 75‰左右，仅是勉强维持经营，更遑论其他联营处。然而政府对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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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始终持肯定态度，除了政府一贯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促进生产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

认为派送联营的成立有利于健全侨汇解付网，便于政府统筹侨汇派送，控制解付流程。
( 二) 统一解付局批佣率瑐瑧

1952 年 10 月，福建省第一届侨汇业代表会议规定批佣率统一标准，即菲帮 3‰和洋帮

6‰。瑐瑨1953 年 2 月，厦门和泉州等地侨批业同业组织制订《统一批佣规定处理办法》，以制裁违

反统一批佣行为。之后，政府虽对批佣率有多次调整，但始终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统一批

佣率后三盘局多处亏损状态，政府承认“主要是由于国内批佣偏低”。政府采取如此措施显然

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有其政治考量，政府认为“统一批佣是对侨汇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

和调整公私、私私、劳资关系的重要工具”，瑐瑩低批佣率可以减少承转局的解付成本，以实现“团

结内部，一致对外”，集中最大力量对外争取侨汇。批佣是解付局的主要收入来源，统一批佣

完全限制了解付局的经营自主性，各局无法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合理调整批佣率，利润的大小也

受制于政府。此外，批佣率的统一不仅便于政府控制解付流程，也可进一步管理头二盘局的

经营。
( 三) 取消代理店和特临差制度

建国后，侨汇正常流通，促进了派送业务的繁荣，侨汇派送机构纷纷成立。一些非正式派

送机构也逐渐增多，此种机构主要指代理店、特种信差及其雇佣的临时差。瑑瑠据调查，1952 年闽

南地区有非正试派送机构 36 家，从业人员共 195 人。瑑瑡非正式派送机构并未向国家银行登记注

册，分散侨乡，处于地下经营的状态，“没有组织和教育，在结合宣传服务工作上效率很低，我

们的意图经过层层转接，很难贯彻下去”，瑑瑢不能贯彻政府意志成为整顿非正式派送机构的主

要原因。缺少政府监管的非正式派送机构还容易滋生派送黑汇和积压、侵吞侨汇等问题，损害

国家和侨眷的利益。另外，非正式的的派送机构为了争取业务削价同三盘局竞争，成为三盘机

构普遍亏损的原因之一; 临时差由于没有工资或只有少量工资经常向侨眷勒索小费，让侨眷不

胜烦忧。面对这些问题，政府于 1953 年 4 月运用行政正式进行整顿，整个过程历时二年零四

个月，1955 年全部工作结束，整顿后非正式派送机构基本消失。
代理店和特临差制度的消灭使解付流程更加专业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解付流程无序经

营的局面，便于国家统筹侨汇派送，对外争取侨汇，也提高了部分劳动者待遇，有利于保障劳动

者权利。但是代理店和特临差制度的消灭也存在着很大弊端，侨批业代理店和特临差制度的

消灭使信局组织规模小、经营机动灵活、严格控制劳动成本的经营特色丧失，批局失去了活力。
解付局原本专营侨汇派送，业务有旺季与淡季之分，批局根据业务情况灵活调整员工多寡，以

利成本节约。然而整改后在政府的要求下，原本独立的三盘机构不得不与失业的临时差、特差

建立固定劳资关系; 代理店要么不能兼营派送业务，要么成立独立三盘机构; 特种信差要么与

批局建立劳资关系，要么成立独立三盘机构。整改后侨批淡季时，批局事少人多，员工坐领薪

水，增加了批局的经营成本。
政府对解付局采取组织派送联营、统一批佣、取消代理店和特临差制度等一系列改造措

施，完成了对侨批业解付流程的控制。政府对解付局的改造力度明显大于头二盘局，改造的目

的也是出于服务头二盘局，当时“晋联”资方李斯默就抱怨说: “头二盘局是‘美帝’，三盘是殖

民地。”瑑瑣笔者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二者业务经营范围的不同，头二盘局主要是代理海外

侨批业务，同国外进行直接业务往来，承担着沟通海内外的职责，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政府无

法在海外开展侨汇业务，故对其采取团结、教育为主的措施; 解付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派送信

款，一般与国外不产生直接业务联系，政府对之进行改造受到的阻力较小。再者随着“土改”
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人民政府实现了对乡村基层的控制，与国民政府一直无法解决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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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局派送信款问题相比，瑑瑤人民政府的邮局基本具备解付局的派送职能，因此政府对解付局的

改造更为直接与彻底。头二盘局在争取侨汇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解付局在政府看来在

于服务头二盘局以对外争取侨汇，故而不难理解政府抑制解付局而扶持头二盘局了。

四、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955 年 10 月，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虽说政府在总路线宣布后就表

明“目前侨汇业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既便于国家管理，也是最适宜对敌斗争，因此毋须再改变

形式”，瑑瑥进而提出“维持、保护，长期利用”的管理方针，但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汹涌浪潮，政府

对侨批业的管理政策也做出相应调整。
1956 年 2 月，中侨委召开全国侨务会议，会议明确表示“可向侨批业劳资双方宣布，侨批

业全行业已进入社会主义”，但“为适应反限制斗争的需要，侨批业仍应维持以私营名义，沿用

原牌号继续分散经营”。瑑瑦3 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召开全省侨汇业专业会议，会上传达

中央政府改造侨批业的精神，并根据福建省实际情况提出“统一领导、分散收汇、独立核算、联
合派送、同业互助、多收汇多奖励”的具体改造原则。会后各地银行先后向侨批业宣布进入社

会主义，同时省人行制订《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初稿) 》，并于 11 月下达全省各侨

区执行。全省各地按《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初稿) 》开始对侨批业进行改造。
( 一) 对头二盘局的改造

第一，头二盘局的组织形式保持原状不变，仍“沿用原牌号，以私营名义，分散经营，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头二盘局所兼办的解付业务，一般采取以下两种做法: 一是头二盘局所兼

办的三盘业务划归集体所有制的联合派送机构; 二是继续兼营三盘业务，但对本身不能直接派

送的侨汇，可委托联合派送处或当地其他同业解付。
第二，头二盘局的盈余分配: 免征头二盘局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盈利各地参照如下比例进

行分配: 收汇奖金 40%—60%，公益金瑑瑧30%—40%，公积金 10%—20%。瑑瑨

( 二) 对解付局的改造

第一，改变解付局组织形式。闽南地区在“晋联”“安联”“惠侨”等联合派送机构的基础

上，联合其他独立三盘局或头二盘局的派送分支机构，成立集体所制的联合派送组织。福州、
兴化、闽西三系侨批业因解付局家数少、业务量不多，故不予变动，仍保持私人经营。

第二，资财处理。联合派送处成立之后，对原头二盘的派送分支机及原独立三盘局的固定

资产，根据联合派送处的需要，与原批局所有者协商，可算为资方在联合派送处的投资，按年息

入股计付利息。原合作社改组的派送处，比如“晋联”“惠侨”，原有企业固定资产归联合派处

所有，不予计息。
第三，盈余分配。联合派送机构在盈余中不必拨出收汇奖金，一般按以下比例分配，

60%—70%为公益金，30%—40%为公积金。
第四，对原批局所有者及职员的安置。批局所有者中熟悉业务者，选任为业务改造委员会

委员、副主任委员或聘用为联合派送机构的负责人，职员一般仍留任。瑑瑩

由上述措施可见，政府采取的措施仍然比较缓和，以不影响侨汇为前提，为保持侨汇稳定，

头二盘局依然保持私营名义，而解付局则变更所有制形式以服务头二盘局。同时为了鼓励批

局多争取侨汇，利润分配中收汇奖金占了将近一半比例，并以对外争取侨汇的作用大小为参照

原则。
1956 年政府胜利完成对侨批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过程波澜不惊，固然同大形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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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得益之前政府对侨批业有效的管理与改造措施。“五反”运动后承转局作为独立的机构

已名存实亡，而解付局力量小、组织结构简单，也逐渐为政府所控制，故而政府可以用“宣布”
的形式告知侨批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后侨批业成为国家银行领导下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一种吸收外汇的机构，信局的经营行为转变为一种政治行为，对外争取侨汇成为一项不得不完

成的政治任务，批局的经营利益服从国家争取侨汇的大局，批局即使亏本经营，政府为保存其

海外的收汇关系也会勉力维持。建国后福建省的侨汇一直相对稳定，除了 1952 年因“五反”
运动的影响而严重下降外，其他年份侨汇基本保持在三千五百万美元左右，瑒瑠得益于政府侨批

业改造政策的务实与灵活。

五、结 语

通过对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考察可以看出，政府对承转局和解付局采取了相异的

改造措施，原因在于二者在争取侨汇上的不同作用，转承局负责对外争取侨汇，而解付局专司

派送业务，对外争取侨汇作用不大。为了保证侨汇收入，政府牺牲解付局的利益以利承转局的

经营，同时利用对解付流程的控制去管理承转局。承转局由于业务关系在海外，所有制的变革

必然引起海外的反弹，进而影响侨汇，因而政府做了妥协，在名义上保持其私人名义。虽然承

转局和解付局改造后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却是殊途同归，二者争取侨汇的经营活动变成不得不

完成的政治任务，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 二者都为政府所控制，成为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为

国家争取侨汇服务。
增加侨批业国有成分和提高其吸汇能力，是政府改造侨批业的两大目的。政府一向认为

侨批业国有成分的增加必然提高侨批业吸汇能力，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激进的国有化措施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侨汇的下降。在改造过程中二者互相博弈、互相妥协，当激进的改造措施影响了

侨汇的收入，政府能立马进行纠偏，当侨汇收入稳定时，政府又试图进一步提升其国有化程度。
但出于现实考虑，政府在二者上有所侧重，政府对侨汇的现实需求是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上

的目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即使在全国各地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也未改变，固然与侨

批业行业的特殊性有关，但也反映了政府意识形态上的可妥协性。
福建省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性提示我们，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极其复杂的，即使在高度统合的社会中，由中央统一部署，政策仍有其变动的空间，不同行

业，不同区域在改造运动中仍有其各自的特征。因此对 1949 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研

究，既要重视全国层面的研究和普遍规律的总结，对于区域、行业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亦不能

忽视。

注释:

①李小燕:《中国官方行局经营侨汇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第 27 页。1949 年以后，侨批业改称侨

汇业，但习惯上仍称为侨批业，因此本文仍按习惯统一使用为侨批业。经营侨批业务的私营商业机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

法，如“信局”“批局”“批馆”“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侨信局”“汇兑庄”等等，笔者在行文中有时会用到不同的名称，

但指的都是同一种机构。侨批业作为兼具有邮政和金融双重功能的特殊行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业务流

程: 收汇、头寸调拨、承转、解付等四个环节。根据业务流程不同，侨批业形成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在侨居地一般设有收集信、

款的收汇总局( 包括其分支机构) ; 在侨区口岸设有海外局的直属分局或联号，称为头盘局; 代理海外局业务，算收批佣的信

局称为二盘局，头盘局和二盘局统称为承转局; 在内地侨乡设有派送机构，专为头二盘局分发信、款并收取回文，包括独立的

三盘局、国内承转局的分支机构、代理店和特临差，这些统称为解付局。

②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2 － 0574 － 0001，《关于本省 6 年来贯彻保护侨汇政策、争取侨汇工作总结报告》。

③⑤⑨瑏瑡瑏瑦瑐瑢瑐瑥瑐瑩瑑瑡瑑瑣福建省档案馆存: 政府 5354，《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 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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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现今侨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时期，对新中国侨批业学术界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有关福建

省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学术成果就更为稀少，就笔者所见，目前学界仅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是黄清海、周荣贵撰写的《维持

保护 长期利用———泉州私营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文是黄渊泽等撰写的《厦门对私营侨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文

均见于 1992 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福建卷) 》一书。两文对泉、厦两地侨批业的改造政策、措施进行了介绍，

为我们了解侨批业的改造运动提供重要参考。然而笔者认为两文失之在简，首先，两文仅介绍了政府对侨批业所采取的政

策措施，缺乏对改造的内在动因、效果等的分析和论证; 其次，两文均未涉及造成侨批业改造转折的“五反”运动; 再次，两文

对政府根据侨批业的不同组织机构而采取相异的改造措施仅是简单提及且未分析其背后动因所在。最后，两文均未有文献

资料引用来源。

⑥福建省图书馆存:《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行举行建行典礼，省府方毅副主席指示目前银行工作》，《福建日报》1949 年

10 月 6 日。

⑦《福建省人民政府公报》1950 年第 1 期。

⑧国民政府只发放一定数量的营业执照，且规定不得转让，批局破产后执照收归政府。国民政府试图借此消灭侨批局，

然而这反而造成了大量秘密信局的存在。

⑩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7 － 0002 － 0129，《福建省 1950 年上半年侨汇概况》。

瑏瑢福建省档案馆存: 0230 － 001 － 0050 － 0034，《侨汇工作总结》。

瑏瑣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7 － 0011 － 0057，《厦门侨汇材料及意见》。

瑏瑤中国银行福建分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厦门支行一九五〇年度业务总结》，《中国银行福建行史资料汇编( 1949 ～
1990) 》，海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2 页。

瑏瑥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2 － 0460 － 0102，《福建省侨汇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

瑏瑧福建省档案馆存: 0230 － 001 － 0250 － 0015，《关于当前侨汇减少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材料》。

瑏瑨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工作回忆录》，《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1 页。

瑏瑩福建省档案馆存: 政府 5354，《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 初稿) 》附录表十一。

瑐瑠瑒瑠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2 － 1670 － 0001，《福建省历年来侨汇收入统计》。

瑐瑡瑑瑢《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关于整顿内地侨批业的意见》，《中国银行厦门

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 1950 ～ 1978)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6 页。

瑐瑣福建省档案馆存: 0200 － 003 － 2522 － 0078，《省分行 1953 年侨汇工作基本总结》。

瑐瑤福建省档案馆存: 0218 － 001 － 0024 － 0025，《关于侨汇业的性质及几个存在问题的解决意见》。

瑐瑦瑑瑥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2 － 0497 － 0014，《林修德在省侨汇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瑐瑧批佣是指侨批业承转或解付过程中下游机构向上游机构收取的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即佣金，批佣可分为国外批佣和国

内批佣，对于解付局而言是在派送侨汇中向承转局收取的一定比例的佣金，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瑐瑨福建省档案馆存: 政府 5354，《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 初稿) 》。宋帮也称菲帮，即菲律宾地区的侨汇

业务; 洋帮指菲律宾以外南洋各地区的侨汇业务。

瑑瑠代理店一般主商业兼办派送侨汇，大多接受洋帮侨批业的委托; 特种信差，一般简称为特差，是由头二盘局在侨区特

约的派送员，没有固定的工资或由头二盘局给予一定津贴，或算收少量批佣; 特差亦自雇临时信差协助派送。

瑑瑤国民政府官营行局始终无法解决华侨信款的收集和投递问题，因为出国的华侨大多来自社会贫苦阶层，很多人不识

字，汇款时往往只写其父母或兄弟收，且华侨分散在南洋各处，多为远离市镇的偏僻之地，因此侨批的收集和分发全靠族亲、

乡亲及相识。私营批信局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原则构建和拓展起来，因而能够收集投递批信并代书回批，而这恰是官营行

局无法做到。

瑑瑦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49—1992( 上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7 页。

瑑瑧公益金主要用于全行业对亏损局的补助、国外侨批局从业人员在国内的家属的救济、侨汇业下乡宣传访问费用等，由

当地侨汇业业务改进委员会掌握使用。

瑑瑨瑑瑩福建省档案馆存: 0148 － 001 － 0074 － 0055，《福建省侨汇业改造方案( 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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