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亚洲金融、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分组
10 月 11 日（星期六）
分组讨论第一场 14:00-15:40
主持人 1：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报告人 1：松村史穗（流通经济大学教育学习支援中心）shisui1978@hotmail.com
报告题目：八大前后中共对粮食工作的认识变迁
内容摘要：1953 年，在陈云的强力指导之下，中国政府开始粮食统购统销。但是中共领导当
中有不少人反对统购粮食。他们认为，统购粮食使粮价压低，引起农户收入的相对减少，所
以不能实行对农民不利的政策。这件事意味着，当时中共党内关于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剩余积
累的苏联模式工业化没有达成大家的同意。1956 年在八全大会，中共决定了一些脱离苏联模
式的经济政策。这时候，领导们也对粮食工作特别是粮食价格进行了很多的争论。本文详细
考察这时的争论。１
报告人 2：张馨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leileijp@gmail.com
报告题目：短缺经济中的中国粮食进出口
内容摘要：1950 年代以后，我国曾长期通过粮食出口取得外汇并将从粮食贸易中获得的利益
投入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国家经济建设之中。本文的目的是阐明 1950 年代以后我国粮食进出口
和国内粮食贸易的关系，即在各种物资极度短缺和粮食产量绝对不足的情况下，粮食进出口
与国内粮食流通如何衔接，粮食的国内需求和国际贸易需求按照怎样的标准平衡其利弊？本
文通过整理 1950 年代初以来我国粮食进出口以及各省粮食调运统计数据概述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我国的粮食贸易概况，并从宏观经济学角度阐述短缺经济中我国的粮食进出口方式
及其对国内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影响。
报告人 3：刘凤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fhua-liu@163.com
报告题目：制度、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以天津红小豆的兴衰为例
内容摘要：天津红小豆是在卫河（又称漳卫河、南运河）流域、主要是现在的天津市武清区
和河北省廊坊市为主要耕种区域的红小豆品种的总称。中华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主要种植绿
豆，红豆的种植和出口量均较少。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在对
外贸易、土地经营以及粮食流通等领域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体制。在上述体制之下，政府在
外贸政策导向上倡导杂豆出口以获得外汇，天津红小豆的种植和出口迅速发展，并被称为“天
津红”闻名于国际。1980 年代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上述贸易体制、土地经营体制等均进
行了改革，天津红小豆原有的体制优势和政策优势丧失，在自由市场条件下逐渐走向衰落。
本文对探讨制度、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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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 1：门闯（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点评人 2: 皇甫秋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茶歇 15:40-15:50
分组讨论第二场 15:50-17:30
主持人 2：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报告人 4：林蘭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lflin@ncnu.edu.tw
报告题目：大倉商事與臺灣
内容摘要：主要探討大倉財閥商業部門的經營，從外貿角度思考日本與臺灣的殖民地經營關
係。
报告人 5：洪紹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syhong@ym.edu.tw
报告题目： 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1945-1949)
内容摘要：1945 年 8 月日本敗戰後，同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脫離日本經濟
圈的束縛，轉與中國大陸經濟圈相接軌。自此時起至 1949 年底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為止，兩
岸間的經濟交流可說相當活絡。若從臺灣經濟史的進程來看待此段時期，不論是內部結構或
對外關係，有別於殖民地期與 1950 年後的發展。然而，過去對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重編，多
關注臺灣內部經濟的轉換，往往忽略殖民地時期建構的兩岸物資往來基礎，對戰後經濟交流
所帶來的影響。
本稿認為，戰後臺灣與中國華南地區間的經濟交流，部分可追溯自殖民地期所奠定的基
礎，並可從華南經濟圈的觀點進行討論，而非一刀兩斷地直接從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談起。
亦即，不論臺灣在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的過程中，或是戰後國民政府經濟體中，均儘可能的以
地域資源開發為考量。為此，若要對戰後初期海峽兩岸的貿易構造進行瞭解，除了需對 1945
年兩岸經濟制度予以瞭解外，還需定置在殖民地域統合地的延長線上。基於上述的理解，本
稿將分別從物資往來、官民二重貿易等不同面向出發，瞭解 1945-1949 年間兩岸經貿的交流。
报告人 6：门闯（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menyongtai@gmail.com
报告题目：改革开放前的小城镇与城市信用社
内容提要：一直以来，二元结构理论支配了改革开放前城市与农村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城
市被冠以大工业化和国家金融垄断的发展模式。农村则以农村工业化和集体合作金融的自发
运动方式不断发展演进。这种对立分割式的理论方法，很难理解农村与城市过渡类型的市郊
和小城镇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 1966 年成立的河南省汲县城市信用社为实例，再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地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为更好理解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的历史巨变和集体、个
体经济蓬勃兴起的前期条件，寻找更为坚实的微观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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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 3：峰毅（东亚经济史研究会）
点评人 4：朱佩禧（上海同济大学马列学院）
10 月 12 日（星期日）
分组讨论第三场 8:30-10:10
主持人 3：刘凤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报告人 7：峰毅（东亚经济史研究会） tedmine@proof.ocn.ne.jp
报告题目：小型氮肥的技术开发和发展
内容摘要：看世界肥料工业，中国开发的小型氮肥即碳铵是罕见的。碳铵不是效能好肥料，
但工厂建设周期短，设备容易制造，投资少。加之碳氨厂一般属县管辖，自产自用，因而各
县办厂的积极性很高。1960 年代后期以后碳铵厂迅猛发展。1978 年全国碳铵厂总数到 1533
个。
运送中和仓库中的损耗是碳铵的大缺陷。
可是散开的工厂减少了运送中和仓库中的损耗。
碳铵的原料是小型氨。过了三年复兴和一五时期新中国自主开发设计了中型年产 5 万吨氨制
造厂。但是中国自主开发了年产 800 吨或 2000 吨小型氨制造厂，这样开发的小型氨成为碳铵
原料。1958 年开发的小型氨迅猛发展 1960 年代以后，因为毛泽东想象苏联和美国可能攻击
中国。毛泽东的方针下中国建设了每个县一个小型氨和碳铵工厂。1972 年毛泽东和尼克松会
谈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好转。1973 年以后中国开始引进大型氨成套设备，碳铵生产份额越来越
少，但碳氨是生产最多氮肥至 1996 年。
报告人 8：田岛俊雄（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 tttajima@b-star.jp
报告题目：东亚地区的水泥工业发展和衰退：体制变迁与产业组织变化
内容摘要：日本在 1884 年把官营深川制造所改制为民营企业后，水泥行业一直靠民间企业而
发展，其产量高峰为 1996 年的 9927 万吨。在日本目前有水泥企业 17 家，2012 年的产量为
5949 万吨。
在台湾光复后的 1946 年资源委员会接管三家日资企业而建立公营台湾水泥公司。为了推
行土地改革，美援运用委员会、经济安定委员会和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在 1954 年把公营台湾水
泥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
以后台湾水泥行业靠民间企业发展，其高峰为 1993 年的 2397 万吨。
目前在台湾水泥企业有 10 家，在 2012 年一共生产 1581 万吨水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 1956 年，为了掌握经济管制高地，中央建立建筑材料工业部，
把原来的敌产和公私合营后的民间企业编制为〈中央企业〉或〈统配企业〉，建立高度集中的
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当年中国生产水泥一共有 639 万吨，其中 20 家中央企业生产 598 万吨
水泥。中国 19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到现在，水泥行业先中央和地方并举，后来主要靠地
方或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水泥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走外缘发展的道路。到 2012 年，规
模以上的企业一共有 4774 家，水泥产量为 22 亿 1000 万吨。
我们在报告里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水泥行业发展的特点，同时一起讨论东亚
地区水泥行业共同面临的产量过剩、结构调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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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 9：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liyi_iwep@cass.org.cn
报告题目：从日本企业史的微观比较看经济转型中的发展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对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进一步探讨，以及基于中国改革面临的课题与问题意识，
使得微观层面的比较研究呈现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索尼轨迹的比较分析为重点，探
讨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成长路径选择，便于我们把技术、市场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结合，来讨论
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出路；同时有助于我们认识发掘和利用自身优势，来有效融合外部有用知
识的重要性，以得出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微观思路。索尼轨迹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时刻，
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的成长路径选择恰当与否，是它和经济体成功与失败的分界
点。恰当的选择所带来的是新的发展契机；反之，则会成为它们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所以，
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重视从企业成长的恰当路径选择做起。一个没有强大稳
固的企业发展基础的民族，将没有未来。
点评人 5：卢征良（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点评人 6：张馨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茶歇 10:10-10:20
分组讨论第四场 10:20-12:30
主持人 4：林蘭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报告人 10：皇甫秋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huangfuqiushi@gmail.com
报告题目：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卷烟市场（1931-1936 年）
内容摘要：在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卷烟市场的供需双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购
买力大幅衰退，卷烟消费者主要采取了两种危机应对策略：其一，减少机制卷烟的消费量，
甚至彻底戒吸机制卷烟，受此影响，1930 年代中期浙江等卷烟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广泛爆发了
禁吸卷烟运动；其二，转而消费更为廉价的机制卷烟或替代品，这种低廉化的消费趋势在挑
战英美烟公司在华产品销量与市场占有率的同时，也给具有价格优势的华资卷烟厂商创造了
发展机遇。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卷烟统税制度和限定卷烟业设厂地点的规定，制约了华资
机制卷烟企业的利润空间。当机制卷烟碍于税制的束缚，无法满足消费者对次级廉价卷烟的
需求时，不受统税约束且技术和资本门坎较低的手工土制卷烟业趁势而起，填补了机制卷烟
业留下的市场真空。正因为卷烟的供需双方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了及时调适，中国的卷
烟消费总量在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依然居高不下。
报告人 11：卢征良（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luzhengliang888666@126.com
报告题目：省营企业、省区企业还是国营企业？----近代中国省营企业公司性质初探
内容摘要：省营企业是指近代中国出现的由省政府投资并以省政府为经营主体的一种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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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省营企业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在 20 世纪 30 年代省营企
业的发展在有些省区如山西、广东、广西、四川及东北地区均有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省
营企业的发展更是获得迅猛的发展，当时抗战后方的主要省份都将省营企业的发展作为省政
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省营企业成为支持抗战后方的重要经济力量，但抗战结束后，各省的省
营经济迅速走向衰退。那么省营企业到底是属于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还是从属于国营企业呢？
如何划分更为科学呢？对此，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省营企业的分类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将省营企业纳入国营企业范畴进行研究。
二、将省营企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形式。
三、近代有些专家学者还提出了省区企业的概念，如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彭湖认为，在
抗战时期各省发展起来的企业公司不应称之为省营企业，而应称之为省区企业。
报告人 12 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研究所）jiaqinhan_sjtu@126.com
报告题目：蒋介石与 1935 年法币改革新探——以“兑现”问题为中心
内容摘要：国民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颁布施行的法币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
影响。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的历史意义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这场金融根本
制度的大变革，适应了世界货币制度发展的潮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决策者，始终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币制、整理
金融的必要性。1928 年中央银行的建立、1933 年实行的废两改元，为国民政府进一步实施法
币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先行条件，而 1934-1935 年的白银风潮则更促使国民党高层在统一币制
问题上达成共识。由于在知识背景、经验阅历、性格特质上的差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
文等曾就如何推行币制改革产生了很大分歧，尤其是对于“货币本位”、
“法币兑现”等关键
金融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与接受过系统西方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孔宋相比，
有着较大差距，这也导致他们之间时常产生误解甚或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币改革的进
程。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在政府、军队中特殊的身份地位，则决定了他思考与决策国家财
政金融事务的独特方式。
报告人 13：朱佩禧（上海同济大学马列学院）zhupeixi_1981@hotmail.com
报告题目：
“同业互存”
：横滨正金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日本加紧对华中地区的金融掠夺。通
过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的同业互存关系，作为华中军费的临时透支的工具。特
别在 1943 年 4 月 1 日停止军票发行之后，中储行和横滨正金银行订立互存契约实际上就是透
支中储券，用来帮助日本掠夺上海及华中各地的物资、劳力以及其他资源，为日本的侵略战
争服务。此时，汪伪政权因为同业互存关系日益沦为日本的傀儡政府，为日本侵略战争埋单。
点评人 7：洪紹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点评人 8：蕭明禮（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客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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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第五场 14:00-15:40
主持人 5：田岛俊雄（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
报告人 14：柯伟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kwm_2006@yahoo.com.cn
报告题目：论民国时期营业税的税率与税负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
率的转变。在南京政府时期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的比
例税率两种模式。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和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税负随之
而不断加重，加之受商业环境恶化、免征额过低、重复课税和税负转嫁等非税率因素的影响，
营业税实际税负远远超过法定税率。民国时期营业税经历了一个税率由低到高、税负由轻到
重的发展演变进程。
报告人 15：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ygzhu@263.net
报告题目：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
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会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在于农村。因而
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
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国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收藏的资料为中心，特别
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对 1939 年至 1944 年间国统
区十五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
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及特点，以及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
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报告人 16：蕭明禮（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客員研究員）d93123006@ntu.edu.tw
报告题目：戰後日本對華物資賠償及其經濟復興政策：以造船與電力工業為例
摘要：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依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日本需交付其工業設備以賠償同盟國的
戰時損失。中國國民政府亦制定了「中國要求日本賠償計畫」
，準備將日本工廠設備運回中國
以發展各項重化工業。然而，日本對盟國的賠償規模卻大幅縮減，國民政府利用大量賠償設
施以建設中國工業的構想也幾乎化為幻影。
歷來關於戰後初期日本對華賠償的研究多半強調其大幅轉變，與 1947 年之後的東亞及國
際局勢轉趨緊張，促使美國決定修正對日佔領政策有關。但本論文使用經濟安定本部、國民
經濟研究協會等戰後日本政府的經濟計畫部門與研究機關檔案文獻，以及盟軍總部（GQH）檔
案，配合收藏於台灣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外交部等中文檔案，針對造船與電力工業賠償
拆遷計劃的演變進行三方比對。發現影響日本對華賠償政策的因素，不僅僅包括了冷戰體制
的形成，還必須注意日本戰後經濟重建的實際需求，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國陣營決定賠償
政策走向時所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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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人 9：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研究所）
点评人 10：松村史穗（流通经济大学教育学习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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