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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與中央的對立 (1928一 1945)

一 雲南與國民政府關係絕裂的財經面觀察*

賴 淙 誠

摘 要

國民政府建立以後有關各項中央財經政策的推行 ,都以全國的 「統一化」

為考里 ,未特別顧及各省原有的背景 ,甚至彼此多有脫節之處 ,進而引起地方

的猜忌與抵制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互相制約 。尤其對日戰

爭爆發後 ,中央實行戰時體制 ,各項政策 「統一化」的情形更為明顯 ,雖然因

對日戰爭 ;全國上下一致對外 ,中央與地方的歧異一時被冷凍 ,但祗是問題暫

時被擱置 ,並未完全解決 。以雲南為例 ,國民政府中央權力雖不斷的擴大 ,但

雲南地方政府的權力卻未必因受到壓制而減弱 ,反而也在同時增強其 「自主

性」 ;戰時中央勢力深入西南後 ,未必表示中央勢力凌駕地方之上 ,相對的地

方政府也在擴大其自主性 ,因此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在累積與增加 ,雙方同時

對權力的爭奪也越強烈 ,在財經權力的爭奪中 ,彼此的 「自主」權都在增強 。

也因為地方政府握有財經資源 ,以致在政局變動的關鍵時刻 ,地方政府會選擇

脫離中央 ,以期自我保護 。雲南與國民政府關係的絕裂 ,部分種因於此 。

關鍵字 :中央 、國民政府 、雲南 、地方政府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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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雲南為國民政府在大陸淪陷前的最後一反攻防線 ,雲南在緊要關鍵轉向中

共 ,以往學者在探討的角度上多採軍事部署錯誤 ,或政治權力爭奪的失敗來分

析 ;其實雲南與國民政府之分合緣由 ,也可由地方與中央對財經權之糾葛關係

中觀察到其中明顯變化 。又對國民政府北伐統一後的論著 ,也多偏重在全國性

質及中央政策的探討 ,對以地方政府的角度加以研究者較少 ,因此本文擬就國

民政府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至抗戰結束 ,中央對收掌全國地方的財經權上 ,與

雲南地方政府發生衝突過程 ,來探討其兩者關係絕裂的另一種原因 。

本文所使用有關雲南方面資料 ,有 《雲南省志》 、《雲南行政紀實》 、

《雲南省政府整理內政會議報告書》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雲南民政月

刊》 、《雲南公報》 、《雲南省政府公報》 、《雲南省政府工作報告》 、《雲

南檔案史料》等
1,而

有關中央部份 ,則參考 :《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舛-

1949)》 、《革命文獻》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四聯總處史料》等 ,

並引用已有之研究成果 。

十本文的撰寫承林滿紅教授的指替而完成 ,於此謹致敬謝之意 .

l 
《雲南省政協文史資料選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昆

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雲南公報》:縮影資料I,雲南省公署樞要處公報所編 (昆明 :雲南省公

署樞要處公報所,民 12年Il夗到):(雲南檔案》 ,(昆明 :雲南省檔案局 ,雲南省檔案學會編);
《雲南檔案史料》 (昆明 :雲南省檔案館 );《雲南民政月刊》I縮影資料〕,(雲南民政月刊編輯

室 ,雲南省民政廳,民 2｝ ):雲南省地方志編蒆委員會總築 ,《雲南省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

社,1992:民 81】 ):《雲南省政府公報》I縮影資料︳,(雲南省 :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民 留 年

【19竻I-);《雲南省政府秘書處雲南省政府工作報告》 ,雲南省政府秘書處編 (昆明 :雲南省政府

秘書處,民 3U年 Il舛 l〕 );(雲南省政府整理內政會議報告書》 I縮影資料〕(民 17年 );龍雲 ,

《雲南行政紀實》:縮影資料I,(雲南 :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l與6年 ):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

室編 ,《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舛-I與9)》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羅家倫主

編 ,《革命文獄》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無史史料編輯委員);澎明主編 ,《 中國現代史

資料選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19” 年);《 四聯總處史料》 (北京 :檔案出版社 ,19SS

年 )。



地方與 中央的對立(19芻.l”5)——壞 南與 國民政府 關係絕 裂的財經 面觀察

貳 、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年 (1928-19釘 ):雲南地方政府的自

我整頓與中央的 「統一化」政策

民國以來 ,雲南財政入不敷出 。清末有四川 、湖北 、湖南等省的協餉 ,使

雲南財政勉強維持 。進入民國以後 ,在民初年幾年 ,雖然協餉停止 ,但省內比

較安定 ,收支大體平衡
2。

民國五年 (1916)護國之役後 ,省內戰事頻繁 ,加以

唐繼堯對外擴張 ,多次用兵 ,軍用浩繁 ,支出驟增 ;造成雲南地方政府財政拮

据 ,便以雲南富滇銀行發行貨幣以為支應 ,而導致通貨膨脹 ,物價高昂 ,幣制

貶值 ,到民國十六年 (19η )龍雲等人倒唐為止 ,幣值跌落到每十元只抵國幣

一元 ,財政系統紊亂 ,稅收銳減 。據富滇銀行報告 ,民國十八年 (1929)八

月 ,省政府積欠富滇銀行四千一百六十二萬元 。為此 ,龍雲祇得成立整頓財政

金融委員會 ,進行整頓和改革
3。

屬於雲南地方政府的銀行是創立於民國元年 (1912)的 富滇銀行 ,該行

「直轄於雲南政府 ,而以調劑全省金融 、獎勵儲蓄 、維持實業為主要業務
.。

民

國四年 (1915)以前 ,富滇銀行貨幣發行不多 ,滇幣幣值與國幣大體相等 ,地

方財政對富滇銀行沒有出現拖欠現象 ,信用尚稱穩定 。但是唐繼堯主政時期雲

南政府在這幾年中的軍政費用增大 ,如對黔用兵 、入川之役 、滇桂戰爭以及不

斷購買外國軍械等 。財政上的入不敷出 ,及大量印刷 、濫發鈔票 ,唐繼堯下臺

前的民國十五年 (19%),紙幣發行到三千多萬元 。民國十六至十九年 (19” -

193U),雲南省內軍系胡若愚與龍雲等的混戰 ,富滇銀行的紙幣再增發至九千

多萬元 ,幣值之低已達極點
5。

其中 ,唐繼堯政府對富滇銀行的借支 ,民國十年

(1921)後占該行紙幣發行數的 3U-9U%之間 ,而該行的準備金銀元不過一百五

2雲
南省地方志編寨委員會總寨 ;《 雲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

1992:民 81年︳),頁 161。

J 
《雲南省政府整理內政會議報告書》 (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縮影資料 :MCO2918,民 17年 ),未

註頁碼 。
.張

維翰修 ,《昆明市誌》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9年 ,民國 13年初版),頁 21U-2lI。

’
郭榮生編 ,《 中國省銀行史略》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綏編 ,第十九輯 (台北 :文海

出版社 ),頁 l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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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而已 。可見此時 ,雲南地方政府把富滇銀行的擴大發行貨幣當成是金融

財政的來源 ,而在大量通貨下 ,造成滇幣嚴重的貶值 。而該行在省內和港 、滬

等地設分行或匯兌處 ,分支機構最多時有五十餘處
°
。

民國十七年 (19%)一月 ,龍雲在各軍系中取得主政地位 ,被任命為雲南

省政府主席後 ,積極進行整頓財政 。於五月二十一 日召開了 「內政改革會

議 」 ,其中決議了包括財政改革在內的議題 。龍雲首先委派陸崇仁為代理財政

廳長 ,進行財政整理 。但富滇銀行因財政廳借款過多 ,不願再借 。陸無法解

決 ,只得辭職 。龍雲另派其機要秘書朱景喧接任財政廳長 ,仍然一篝莫展 。至

年底 ,龍雲再派盧漢以軍職師長身分 ,兼任財政廳長 ,表明了以軍整政的強力

手段 。盧漢到任後 ,成立 「設計委員會 」作為諮詢機構 ,並決定收回徵收權 ,

將菸酒 、厘金等稅一律招商投標承辦 ,即所謂 「財政商業化」 。把全省徵收機

關 ,委給商人辦理 ,由商人投標 ,標額最高的即為中標 ,對中標者限期交保證

金 ,否則取消中標資格 。如此一來 ,稅收大增 ,雲南財政乃趨於穩定
’
。

與此同時 ,在龍雲主持下 ,召集全省 「整理財政 、金融會議 」
8,搜

集各方

建議 ,成立審查委員會 。後提出整理方案 :(一 )舊銀行紙幣 ,既無力維持使

恢復固有價格 ,即應確定紙幣與銀行之比率 ,為紙幣五元 ,折合銀幣一元 ,以

後不使暴漲暴跌 。 (二 )政府收入 ,以銀幣為本位 。如用舊銀行紙幣交納 ,照

比率折收 ,則財政收入即可增加五倍 ,不致再感不足 ,再向銀行借墊 。 (三 )

銀行基金 ,既已全數無存 ,政府收入 ,驟加五倍 ,除必要支出外 ,剩餘之數 ,

即還銀行欠款 。一面另籌特捐 ,購銀鼓鑄 ,充實銀行準備基金 ,維持發行費

用 ,使不致再影響財政 。從民國十八年 (19妙 )十一月起實施整頓 ,到隔年七

‘
郭榮生編 :《 中國省銀行史略》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綏編 ,第十九輯 (台北 :文海

出版社 ),頁 147-l∫U。

’
孫東明 ,<龍雲統治雲南時期的財政>,《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昆明 :雲南人民 .

19“ 年),頁 5;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築 ,《雲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昆明 :雲南

人民出版社 ,I992【民 81年︳),頁 179。

8郭
榮生編 ,《 中國省銀行史略》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繽編 ,第十九輯 (台北 :文海

出版社),頁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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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大體就緒 。經此次財政整頓 ,並改組了富滇銀行 ,使雲南財政狀況大為改

觀
9。

民國十九年 (193U)九月 ,龍雲再度任用陸崇仁為財政廳長 。陸復任廳長

後 ,以取消苛捐雜稅為名 ,實行刪繁就簡 ,另立新稅 。提出 「以財政扶持金

融 ,發展生產 ,以金融充裕財政 ,支持生產 ,以生產鞏固財政 ,充實金融」的

主張 ,得到龍雲的支持 。民國二十一年 (1932)七月 ,並改組原富滇銀行成立

富滇新銀行 ,等獲基金滇鑄銀幣一千六百萬元 ,先後委派李培炎 ,繆嘉銘 (雲

台 )做行長 ,發行兌現的新滇票 ,逐年收回舊滇票 ,幣值逐漸趨於穩定
m°

又通

過富滇新銀行辦理雲南大錫出口的跟擔押匯 ,實行統制外匯 。據統計 ,雲南從

民國二十二年 (1933)起成為出超省份 。民國二十四年 (19竻 )雲南入口貨值

國幣九百餘萬元 ,出口貨值兩千○二十萬元 ,出超一千一百二十萬元
ll。

此外 ,雲南因財政長期失衡 ,需要由其他地方開闢稅源 。依雲南禁煙公所

於民國十八年所訂 「禁煙處罰暫行章程」 ,對煙地徵有 「煙畝罰金」及 「禁運

稅 」
趁
。歸納雲南在唐繼堯統治時期 (191σ l兜8),及龍雲主治初期 (1928-

19M),煙稅所占雲南財政收入的 加-ω%之間 ,歷年平均也占 們%以上 ,比重

相當大 (見表一 ).

’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雲南省農村調查》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外年),頁 η。

m雲
南省地方志編簽委員會總寨 ,《 雲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昆明 :雪南人民出版社 ,

I99班民 81年I),頁 19;郭榮生編 ,《中國省銀行史略》 ,收入沈雲龍磊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綏

編 ,第十輯 (台北 :文海出版社),頁 I48。
Ⅱ
國史館 ,《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絲冊》 (台北 :國史館 ,民國 71年重印),蒙自關歷年統計 ;

及賴淙誠 ,<雲南對外貿易的發展 (l路 9-l舛U)——以蒙自海關為中心之分析>,<東海學報》 ,

第三十八卷 (一 ),民國跖年 7月 ,頁 1餌-l06。

η
馬模真主編 ,《 中國禁毒史資料 (17” .l舛9)》 (天津 :天津人民 ,199B年 ),頁 9Ul-9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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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I雲南煙稅與其他稅入比較表 (單位 :滇幣千元 )

年份(民國)

煙 稅 收 入
其他稅 總 計 煙稅所占%

畝罰稅 禁運稅 合計

lU年
l1年
12年
13年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19年
∞ 年
21年
幼 年
竻 年

72U
l;2UU

2,UUU

2,2UU

2,2UU
2,2UU

2,2UU

9,63U
27,UUU

27,UUU

27,UUU
27,UUU

27.UUU

8UU
l,UUU

l,5UU

3,8UU

5,UUU

5,UUU
5,5UU

6,95U
14,4UU

24,UUU

16,UUU

l°,UUU
16,UUU

16.UUU

l,52U

2,2UU

3,5UU

6,UUU

7,UUU

7,2UU
7,7UU

6,95U

24,U3U

51,UUU
43,UUU

43,UUU
43,UUU

43.UUU

5,272
3,975

4,414

3,728

9,61l

lU,3U5

8,456
lU,U69

16,237

41,718

51,485
lUU,UUU

19U,UUU
16U.UUU

6,792
6,175

7,914

9,728

16,61l

17,5U5

16,156

17,Ul9

4U,267

92,718

94,485
143,UUU

I93,UUU
2U3.UUU

眳眻眥眳眳紬硒紬眲眻眵絇眳紬眳眽眥∟

眥眥眥眥眻眻眥眽眳眳

資料來源 :轉引自 ,雲南近代史編寫組 ,《雲南近代史》 ,雲南人民 ,1993年 ,

頁 194。

雖然 ,民國二十四 (19“ )年起 ,因全國又推行另一波禁煙政策 ,且由蔣

中正兼全國禁煙總監 ,在統一職權下 ,包括取締 、禁罰及稅捐的收入皆轉由中

央承辦 ,但雲南各地方種 、運 、吸食鴉片仍未禁絕
‘,不過也可以明顯看出這是

中央向地方進一步擴權的例子 。

又雲南也進行耕地清文 ,改田賦為耕地稅 ,以便從中增加財政收入 。據民

國二十四年 (19竻 )的調查 ,昆明等三十三縣 ,原有田地只兩百三十六萬多

畝 ,清丈後增為五百八十九萬多畝 ;昆明等四十八縣 ,原有田賦稅額八十萬餘

元 (新滇幣 ),清丈後增為一百二十五萬餘元 。全省田畝稅款 ,則由一百三十

多萬元 ,增至兩百八十多萬元 ,增加一倍以上
Ⅱ
。從增加財稅收入上看出 ,雲南

地方政府整頓後的成效 。

°
龍雲 ,之 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 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七輯 (北京 :中華書局 ,196I

年),頁” 。
Ⅱ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 ,《雲南省農村調查》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外年),頁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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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經濟的發展也促使財稅收入的增加 。民國主十年代前期 ,雲南對於

正業經濟的發展並無明顯的改變 ,民國二十三年 (19鉼 )三月 ,雲南省政府設

立雲南省經濟委員會 ,作為管理雲南經濟企業的機構 ,任用繆嘉銘為主任委員
‘
。繆嘉銘是三○年代龍雲統治雲南時期 ,復甦雲南經濟的關鍵人物 。繆早年留

學美國 ,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與企業管理 ,並獲得礦業正程師的頭銜 。繆嘉銘

回滇後首先對箇舊錫礦的生產和經營進行改革
怕°錫礦在雲南的經濟與出口貿易

中一直佔有特殊的地位 。據估計 ,從民國十八至二十六年 (19”-19田 ),經由

蒙自海關出口的商品中 ,錫平均佔總額的 86%,而雲南省有三個海關 ,蒙 自關

是其中最車要的一個 。錫是雲南出口商品中比較穩定的部分 ,在雲南出口商品

的總額中 ,錫從民國十三年 (1924)一九二四年的 8U%上升到民國主十五年

(1936)的 明%,錫的出口額 ,民國十六年 (1927)是 一千四百萬元 (國

幣 ),到民國二十六年 (1939)達兩千九百萬元
口
。繆嘉銘並且透過經濟委員

會 ,掌握了雲南的經濟企業 ;也透過富滇新銀行 ,掌握了雲南的通貨發行 。經

濟委員會與富滇新銀行相依為用 ,經濟發展與財稅相輔相成 ;使雲南財經步入

常軌 。

民國以來因政局不定 ,中央與地方財政甚為紊亂 ,地方財經能有效整頓 ,

極為難得 ;龍雲於主政後對雲南的財經改革 ,深獲蔣中正的讚揚
珞,但也有學者

對陸崇仁與繆嘉銘長期主掌雲南財經大權有所指責
妙,不過龍雲因此建立起自己

在雲南長期的主導地位 ,卻是不爭的事實
∞
。

再觀察中央的情況 ,也可以明顯的看出 ,中央同時致力於財經政策的大整

頓 。民國十七年 (19芻 )底 ,張學良通電宣布 「東北易幟」 ,至此中國基本已

‘
龍雲 ,《雲南行政紀責》 ,經濟 ,第十三冊 (雲南: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19吒 年),頁二 。

怕
繆雲台 ,<關於雲南的經濟財政金融和工商業概況>,《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千八輯 (雲南

人民 ,19跖 年),頁 lη-1● l。

口
賴淙誠 ,<滇越鐵路通車後雲南之經濟發展 (I91｝ l舛U)>,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鼢年 I2月 ,頁 99-78。
磚謝本書:(龍雲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I9路 年),頁 lIl-l12。
η
李珪 ,《雲南地方官僚資本簡史》 (昆明 :雲南民族 ,1991年 ),頁 93-9B。

∞
易勞逸 (LlUYdE.Ea$tman),<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 :雲南與重慶>,薛光前編 ,《八年對日抗戰

中之國民政府》 (台北 :臺瀚商務印書館 ,民國“年),頁 “9-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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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統一 。但民國初年以來 ,連年不斷的內戰 ,也成為國民政府在財政上極大

的負擔 ,同時也緩慢了經濟的發展 。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 ,面對此

種境況 ,以為國家若要恢復經濟建設 ,首先應該從整理財政入手 。於是 ,稍皁

當北伐軍控制長江以南後 ,於民國十七年 (1928)六月初 ,便籌備召集解決國

家財政經濟方面的會議 。「全國經濟會議」於六月下旬在上海召開 ,這次全國

經濟會議的主要目的 ,是要研究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的措施與計劃 ‘會中所提出

的方案包括有 :限制軍費開支 、編制預算 、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 、取消銀兩

制 、建立中央造幣廠和裁撤厘金等
加°這顯示出剛完成全國統一的南京國民政府

欲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 ,掌控全國的財經體系 。唯全國經濟會議 ,祇是財政

部與金融工商各界磋商討論全國財政經濟計劃的一次會議 ,它所形成的決議其

實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

國民政府財政部緊接著又於七月上旬 ,在南京召開了 「全國財政會議」 ,

這次參加者主要是全國各省市的財政廳長及負責執行財政計劃職責的國家與地

方官員 。會中也歸結了 :限制軍費開支 、編制全國預算的方案
η
。也就是顯示出

統一全國財政 ,控制支出 ,改革稅收制度 ,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 ,統一幣

制 ,及成立有發行通貨權的全國性中央銀行等 ,基本的 「統
一

化」政策
”
。

全國經濟會議與財政會議 ,都是一種諮詢性的會議 ,按照國民政府訓政時

期 「以黨治國」的方式 ,會議所通過的議案 ,都要經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全體會議通過後 ,才具有法律效力 ,後再交由政府有關部門執行 。因此同年八

月 ,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 ,宋子文向全會提出了 《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

稅收案》 ;五中全會對這個提案所形成的決議是 :「 財政部長宋子文關於財政

a全
國經濟會議秘書處編 ,《全國經濟會議專刊》 (台北 :學海出版社 ,民 61年 ,影印本),序頁

l;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舛-l舛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1年),頁兒-59。

η
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

二輯 (台北 :文海出版社 ),不分頁 ,議案索引 。
”

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留 -l舛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1年 ),頁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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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案 ,大會認為其原則甚為妥當 ,交國民政府查照 ,詳細規劃 ,妥慎施

行」
留
。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財政政策 ,其主要內容包括 :統一財政 ,畫分國家地方

兩稅 。規定國 、地兩稅劃分標準 ,其中國家所收為 :鹽稅 、海關稅 、內地稅 、

常關稅 、湮酒稅 、捲煙稅 、煤油稅 、厘金及一切類似厘金之通過稅(指厘金未裁

撤前)、 郵包稅 、印花稅 、交易所稅 、公司及商標註冊稅 、洽海漁業稅 、所得

稅 、遺產稅等和國有財產收入 、國有營業收入 、中央行政收入及其它屬於國家

性質之現有收入 ;而地方所收為 :田賦契稅 、牙稅 、當稅 、屠宰稅 、內地漁業

稅 、營業稅 、市地稅 、所得稅之附加稅 、船捐 、房捐等和地方財政收入 、地方

營業收入 、地方行政收入及其它屬於地方性質之現有收入 。國
一
地兩稅劃分

後 ,關於國之稅章 、用人 、行政 、收入四項 ,也應由財政部主持辦理 ,以明統

一財政之責任
”
。國民政府早於民國十六年 (19η )七月二十三日便公布 「實行

裁撤厘金 、關稅自主」 ,向中外宣示厘金將於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相繼裁撤 .

關稅自主權亦從民國十七年 (19芻 )開始逐步收回 ;再則是整理鹽稅 ,關稅自

主前 ,鹽稅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另有確定預算 ;限制軍費支出 ;整理債務

等一連串的改革政策 。

在裁撤厘金方面 。因自清末以來中國境內戰亂不斷 ,厘金成為補充政府軍

費的重要稅源 ,行之諸年 ,且多由各地方政府所徵收 ,故拖延未予裁撤 。民國

二十年 (1931)一 月一日 ,國民政府正式頒令廢止厘金 ,規定全國厘金以及由

厘金而變名的統稅 、統捐 、專稅 、貨物稅 、鐵路貨捐 、郵包稅 、落地稅與正雜

各稅捐中含有厘金者 ,全部裁撤
節°如此一來地方財源即有被切斷的情況 。雖然

羽
宋子文 ,<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樹立財政基礎而利民生建議案

>,見羅家倫主編 ,《革命文獻》 ,第二十六輯 (台北 :中國國民無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輯委

員),頁 l-8,總 兒81樹路 。
平宋子文 ,<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交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樹立財政基礎而利民生建議案

>,見羅家倫主編 ,<革命文球》 ,第二十六輯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輯委

員),頁 7。

%郭
廷以編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三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93年 ),頁

l。



史耘 第五期

後來沒有全部實施 ,但雲南地方政府即以改徵收 「特種消費稅」 ,以為因應 ,

以昆明局為例 ,該年所徵稅額有滇幣三百四十萬餘元 ,以後逐年皆有增加 ,而

中央的財政部亦無可管制
η
。

根據上述標準與各自整頓的精神 ,國民政府對國家稅收及其制度 ,作了一

系列改革 ,整頓與改革的情況另有 :鹽稅改革 。當國定稅則實施以後 ,民國二

十年 (1931)三月
Ⅲ,國民政府首次宣布對鹽稅制度進行改革 ,規定將各省鹽稅

附加一律畫歸財政部統一核收整理 。《鹽法》公布後 ,國民政府於同年七月制

定出分期改革方案 。為貫徹第一步整理計畫 ,由 財政部於民國二十一年

(1932)六月專門召開鹽稅整理會議 。民國二十二年 (1933)十月 ,國民政府

實行第二步整理計畫 ,此後 ,財政部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 ,全國鹽稅的整理與

改革工作仍在進行中 。

國民政府整理稅收 ‵改革稅制的前提是根據中央稅和地方稅劃分的標準 ,

按各自劃分的收入範圍 ,各自整頓 。也就是 ,財政部負責整理和改革國家稅收

及其制度 ;各省市負責各地方的稅收整頓與改革 。為了防止中央與地方發生衝

突 ,國民政府按照國民黨五中全會通過的決議 ,於民國二十三年 (19鉼 )十一

月間正式公布了劃分國家收入與地方收入的標準
砂°該標準對中央與地方收入的

權限作了細部的規定 。

歸納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十年稅制改革 ,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增加中央財政

收入 。據統計 ,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在一般情況下 9U%以上是靠稅收 ,而稅項

收入的 95%左右又依賴著關稅 、鹽稅 、統稅的收入 。因此 ,國民政府稅收的支

柱 ,就是這被稱作 「三大稅源」的關 、鹽 、統稅 。在抗戰的前十年期間 ,其所

進行的所謂稅制整理與改革活動 ,都是以關 ‵鹽 、統三稅為中心來進行 。通過

稅制改革 ,增加了財政收入 ,緩解了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危機 。在民國十七年

η
孫東明 ,<龍雲統治雲南時期的財政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昆明 :雲南人民 ,

Ⅲ弘),頁 I7。

m郭
廷以編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三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73年 ),頁

2I。

”
郭廷以編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二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93年 ),頁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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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十四年 (19困 -19“ )期間 ,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據統

計此期間 ,關稅收入增加了兩倍 ,鹽稅收入增加了五倍 .統稅收入增加了三

倍 ,財稅總收入平均增加了兩倍多
∞
。再則 ,通過整理財政 ,劃分國 、地收入 ,

規定廢除各種田賦附加 。如此 ,當然國民政府在財政上有相當的成效 ,使 「統

一化」的政策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這對促進中國各項產業也有影響 。

又民國二十三年 (19鉼 )五月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閉幕之後 ,限制與減

輕田賦附加捐的工作即已開始進行尹。國民政府仍採一貫的 「統一化」原則 ,只

是這個政策到了地方政府卻不能貫徹執行 ;其不能落實的原因在 ,減輕田賦和

廢除雜捐的損失 ,全部改由地方政府負擔 ,這使得地方政府面對困窘的財政 ,

更加無法維持 ,因而地方政府當然不願意很好地去貫徹落實 ;再則是在各地軍

系割據的局面還未完全消滅的當時 ,這種政策的實施無疑會被視為是中央以強

力摧毀地方政權的存在的 「野心」 。所以 ,在那些試圖仍以獨立自居的各地方

軍系勢力控制的區域 ,便抵制而不去貫徹執行 ,雲南即是其中之一 。

國民政府在整理財政 、實行稅制改革的同時 ,也推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政

策 。抗戰前十年間 ,它不僅已初步建立起國家金融體制 ,也成功地實行了幣制

改革 。建立國家性質的金融機構 ,是國民政府初期金融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針 ,

因此通過國家所控制的金融機構 ,設立國家銀行 ,建立國家金融機構 ,組成國

家金融體系 ,這便是國民政府建立和鞏固統治的首要金融活動 。民國十七年

(1928)十一月一日設立的中央銀行 ,即是國民政府為健全國家金融機構的首

要步驟 .因為 「一國金融之控制 ,國家金融政策之運用 ,與夫斟酌通貨寬緊為

適度以吐納以事調節者 ,無不賴國家銀行負此艱巨之使命」
鉋
。

’°
AbiertFeurverker著 ,林載爵譯 ,《 中國近百年經濟史》 (台北 :華世出版社 ,1998年 ),頁 135。

班
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全國財政會議染編》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六十

二輯 (台北 :文海出版社 ),不分頁 ,議案索引 。
地

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舛 -l辦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1年 ),頁 74-77:孔 祥熙 ,<十年來的中國金融與財政>,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

《全國財政會議燊編》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三輯 (台北 :文海出版

社),頁 ∥3,總兒81-兒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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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國民政府將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也改造成國家專業銀行 。對於中央 、

中國 、交通三銀行的職能及其相互關係 ,國民政府早在民國十八年 (1929)

時 ,宋子文在向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報告中 ,就曾有過這樣的說明 :

「幣制之統一 ,金融之調劑 ,必須成立一個中央銀行 ,這個銀行便負責執行這

些任務 ,以達到
“
銀行之銀行

”
的目的 ,同時 ,並為整個金融體系奠定基礎 ;中

國銀行所負任務 ,為發展外匯業務 ,以求恢復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久已喪失的

權能 :鑒於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交通銀行將負責工業金融」
”
。

此後中央又將四省農民銀行改組成中國農民銀行
y,以

及設立中央信託局

和成立郵政儲金匯業局 。因此 ,當代表國家金融機構和上海錢莊的 「四行二

局」建立並控制了中國主要私人商業銀行和上海錢莊後 ,國民政府的國家金融

體制及其金融統治網就形成了 。中央銀行憑藉國家銀行的特殊地位 ,在經營銀

行業務的過程中 ,當然會排擠其他地方銀行原有的角色 ;而且中央銀行的發展

速度也是其他銀行無法比擬的 ,在其龐大資本的運作下 ,奠定了國民政府收掌

了全國金融業 。但是如果沒有中央銀行的迅速發展 ,要形成後來以 「四行二

局」為主幹的國家金融體系 ,則尚困難重重 。

當然建立全國性的中央銀行與控制通貨發行是一致的 。民國初年以來 ,實

行幣制改革原本已是中國經濟發展之趨勢 。但由於中國南北不能統┬ ,各省地

方軍系勢力擁兵自重 ,財政經濟四分五裂 ,情形極其混亂 。因此 ,幣制改革也

是國民政府擺脫政治經濟困難的出路 。當美國實施白銀政策的時候 ,也正是國

民政府陷於內外交困的時候 ,國民政府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 ,來擺脫國內的金

融危機 。民國二十四年 (19“ )十一月四日 ,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的形式 ,頒

布了 《財政部幣制改革令》 ;財政部長孔祥熙則另以布告方式 ,宣布實施法幣

政策
竻°

刃
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全國財政會議粱編》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七十

四輯 ,頁六三 。
“

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2-l外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1年 ),頁 9B-81。
那 <財政部施行

“
法幣

”
布告 (19竻 年 11月 3日 )>,收入澎明主編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

第四冊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19B9年 ),頁 177;中 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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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 ,國民政府規定只有中央

一

中國 、交通 、農民等國家銀行才享有法幣

發行權 ,其他所有銀行發行的紙幣必須限期收回 ,國內清末以來貨幣混亂的狀

況也宣告結束 ,如此可以根絕各種私票 、省票以及地方銀行流通券所借以存在

的地方軍系勢力 ,也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及經濟上的相互往來
x。

但是 ,由此所帶

來的影響卻也引起各省地方銀行的恐慌 ,由於發行權集中 ,國家金融壟斷地位

加強 ,國民政府便可以運用這種超經濟的力量 ,強制發行紙幣 ,掌控地方金

融 。

再從經濟面上來看 ,國民政府也借由國家金融體系的建立及貨幣政策的推

行 ,為鞏固國民政府 「統一化」的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 。抗戰前夕 ,國民政府

的一切國營工業建設活動 ,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精神去實行的 。國民政府的國

家經濟機構 ,性質相關的業務單位繁多 ,如實業部 、建設委員會 、經濟委員

會 、資源委員會等等 。這些機構 ,職能不一 ,有的是專職行政管理機構 ,如實

業部 ;有的是經濟建設的協調指導監督機構 ,但又兼有管理職能 ,如建設委員

會 、經濟委員會 ;有的是專職的建設和經營機構 ,如資源委員會 古但是 ,不管

是哪種機構 ,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管轄的企業 ,致使管轄的方式有所不同
’
。

在抗戰前十年中 ,實業部作為一個主持全國工商業發展的主管機關 ,所發

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它的許多職能已經被建設委曇會等其它國家經濟機構所取

代 。繼實業部之後 ,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六年 (19” )底至十七年 (1928)年初

又設立了基本建設委員會 ,後因全國經濟委員會 、資源委員會的設立 ,其職能

演變成專門進行國家能源重點工程建設的組職和經營機構 。另外還有全國經濟

委員會 ,該委員會於民國二十年 (1931)年十一月成立 ,其主要職能是為全國

的經濟開發與建設提供指導和發展規劃 ;資源委員會的前身是民國二十一年

(19笓 )年十月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 ,蔣中正自任委員長 ,隸屬於參謀本

部 。民國二十四年 (19“ )四月 ,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成資源委員會(隸屬軍事

史資料 (19舛-19●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頁 178-1%。
∞

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6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舛 -19●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1年 ),頁 20U-2“ .

”
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f(j三編 ,第二十
二輯 ,頁三六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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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仍由蔣中正直接掌管 。從這個時候起 ,該委員會就由調查研究階段轉

變為重工業建設的階段 ,成為國家重工業建設的經營管理機構
璐°不過中央與地

方有關經濟方面的關係 ,抗戰前並不密切 ,直到抗戰爆發洽海地區工業後移 ,

雲南與國府中央彼此才緊密聯繫 。

總之 ,民國初建以來 ,因政治體制未步入軌道 ,導致中央與地方在一般內

政事務上 ,功能區分十分混淆 ;因而國民政府中央在北伐完成後 ,透過 「統一

化」的政策 ,欲縱向的收掌地方的財經等職權 ,但地方財政的自主情形已行之

多年 ,受限於各省的歷史 、人文背景 ,實不能由中央藉修改法令 ,而獲得完全

解決 。不過 ,由北伐完成後至抗戰爆發此時期 ,也可看出中央與雲南雙方都致

力於財經的整頓 ,而且各有所成效 ;彼此的關係也由疏遠而親密的良性發展過

程 ,大體上兩者之間尚未有明顯的衝突 ,就算政策上有相互制約與抵觸所在 ,

也會透彼此協調而加以解決 ,當然其背後也隱藏著龍雲與蔣中正兩者之間關

係 ,由此而日漸的拉進 。但是就當時而論 ,中國的未來掌握在中央國民政府手

裡 ,而不在地方政府或軍系手中 ,已經是一個不變的趨勢了 。

參 ‵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1938一 1945):中央的戰時體制

與雲南的抵制

抗日戰爭爆發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 ,為爭取最後勝利 ,更制定了一系列

戰時經濟政策 ,於是形成了 「戰時經濟體制」
”
。從抗戰爆發至二十七年的一年

內 ,中國洽海地區多數淪陷日軍手中 ,而且多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俟國民政

府遷都重慶後 ,調整了經濟行政機關 。在未作調整之前 ,原國民政府的經濟行

政機關計有實業部 、建設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等 ,多頭領導的情況使國家經濟

笻
鄭友揆 ,(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一史實與評價》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年 ):頁 2-

3。

”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四編 ,戰時

建設 (一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民 99年 ),頁 ”-ω 、93-π 、H7;秦孝

儀主編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民國砲年 12月 ),頁 6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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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無計劃狀態 。經過此次調整之後 ,從而形成了經濟建設上的統一政策 ,經

濟行政機關調整的完成 ,也標誌著國民政府戰時經濟體制的形成 。經濟部所屬

資源委員會 ,是承擔戰時國家資本工礦業建設的主要經營機構 。在整個抗戰期

間 ,資源委員會主持興建的工礦業 ,都是國防需要迫切而私人資本又無力承擔

的一些大型企業 ,當然參與企業經營的還有地方政府
m°

因此 ,抗戰期間 ,地方

政府與中央政府合作成為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政府與資源委員會等經營機構的

緊密結合 ,在後方經濟中的比重 ,構成了抗戰期間國家戰時體制發展的特點 。

而雲南地方政府方面 ,於抗戰爆發後 ,因 日軍大舉攻佔我國洽海地區 ,國

民政府被迫將洽海工業西遷
m,並

動用財政 、經濟力量開發西南 ;加上雲南是西

南大後方僅次於四川的戰略基地 ,它是中央政府人力 、財力和物力的關鍵省

份 。又有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等國際通道與國外聯繫 ,後方進出口物資都集中

在昆明轉運 ,雲南已經是國民政府統治區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門戶 ,進而促進

了雲南的經濟與金融的發展 。此外 ,雲南也為發展戰時經濟 ,與中央儘量配合

興建各項新式工業 ,但也因此中央與地方權力行使重疊的情形 ,便突顯出來 ,

雲南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就發生了實質上的變化 。

如國民政府部署軍事工業及其有關工業的興建和生產 .是由資源委員會與

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民四大銀行 (四行總處 )等機構指揮的 。如前所述 ,資

源委員會由蔣中正本人擔任委員長 ,另有翁文灝為秘書長 ,錢昌照為副秘書

長 ,擔任實際工作 。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 (19%-1939)間 ,即派

遣錢昌照及中央級工業部門官員多人來到昆明 ,就開發雲南的破產資源與興建

新式工業廠礦問題 ,與雲南省主席龍雲及繆雲台商談
砲°

錢昌照等人奉命前來商談辦重工業礦廠 ,這是為配合抗戰的需要 。據錢昌

照記述 ,同雲南方面商量結果 ,雙方達成協議 ,由資源委員會同雲南省府在雲

南合辦廠礦工業 ,資源委員會負責出資金和人員 ,如有盈利則由雙方均分 ,如

m鄭
友揆 ,《舊中國的資源委員︼ 實與評價》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頁 51-

52。

∥
張朋園 、林泉 ,(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民國 η年 ),頁 15。

砲
龍雲 ,《雲南行政紀實》 ,經濟 ,第十三冊 (雲南: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l與6年 ),錫業 ,頁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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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虧損雲南方面不承擔責任 ,凡是資源委員會獨辦的廠礦 ,雲南省政府並不插

手 。資源委員會在昆明設有辦事處 ,當資源委員會需要雲南省政府協助時 ,即

由辦事處和雲南省政府聯繫 。抗戰初期在雲南興辦的這些重工業廠礦 ,雖然不

足十個 ,作為基礎工業來說 ,其產值產量都很小 ,但畢竟是
一

個新的起點 ,使

雲南的近代工業開始有了微弱的基礎
43。

據統計 ,抗戰初期 ,民國二十五至二

十六年 (19筘-19竹 )間 ,資源委員會在雲南開辦的廠礦工業有 :中央機器廠 、

中央電工器材廠 、昆湖電廠 、昆明煉銅廠 、昆明化工廠 、雲南鋼鐵廠 、宜良煤

礦 ‵東川銅礦等
“
。

此外 ,雲南省政府早在龍雲執政後 ,通過整頓財物金融 、擴大稅收 ,特別

是對精錫和其他農 ,礦產品的出口 ,賺取大量外匯 ,改善了雲南的財政體質

後 ,也仿效中央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 ,以發展實業 ,繆掌握了有發行特權並負

責調節雲南金融的省銀行 ,於是遂標榜
“
計劃經濟

” ,建議成立
“
雲南全省經

濟委員會
” ,委員會於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

巧
。另外 ,雲南省政府也

以經濟委員會與富滇新銀行的支持下 ,於民國二十四年 (19“ )與上海永安公

司 (華僑所經營 )合作創辦了雲南紡織廠
伯
。繆運用富滇新銀行的金融實力 ,

投資簧建有雲南紡織廠 、五金工具廠等企業 。因此也可說從民國二十四年

(19竻 )以來 ,雲南已朝向較為現代的工業時期發展 。

雲南省經濟委員會所投資企業有五十四個 ,其中直接管理有三十八個 ,總

投資額達滇幣三億五千餘萬元
η(參考 :附表二 、三 )。 此項經濟復興計劃 ,

對雲南的經濟情況與財政收入有明顯好的助益 。據統計 ,地方企業收入在民國

↑龍雲 ,《 雲南行政紀實》 ,經濟 ,第十三冊 (雲南: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19嗎 年),提要 ,頁

“
鄭友揆 ,《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一史實與評價》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年 ),頁 “-

59。
.s楊

克成 ,<雲南繆系地方官僚資本概述>,《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 2輯 (雲南人民 ,I%3

年),頁 跑 。
“

澎明主編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第五冊 (下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19粉 年),頁 312;

龍雲 ,《雲南行政紀貧》 ,經濟 ,第十三冊 (雲南: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l舛6年 ),紡織 ,頁五-

六 。
η

李珪 ,《雲南地方官僚資本簡史》 (昆明 :雲南民族 ,1991年 ),頁 1l&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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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 (19℅ )只佔全省總預算的 3%,到民國二十六年就上升到 35豸
8。

以

致 ,工業收入逐漸代替鴉片 (捐 )的收入 ,雲南的財政基礎逐漸改變 。雲南省

經濟委員會的經濟建設計劃與實施 ,在抗戰前就能兼顧地方與中央的情況並且

相互配合 ,抗戰爆發後 ,中央的國家金融與各事業單位 ,紛紛遷入雲南 ,這對

於雲南經濟以後的發展 ,有了重大的改變 ,這也是雲南能夠在一個較長時期保

持相對獨立的重要條件 。另外 ,以陸崇仁為主導的雲南省財政廳也興辦了東川

礦業公司 、鎢銻股份公司 、一平浪製鹽場等企業 ,在採運鎢沙原料出口和製鹽

專實方面 ,也有一些績效
的
。

表二 、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各事業單位 :

名 稱 (分類 ) 名 稱 (分類 ) 名  稱 (分類 )

雲南煉錫公司 (錫業 ) 海口機械廠 (機械工業 ) 雲南中國茶葉貿易公司

箇舊錫務公司 昆明水泥公司 (化學工業 ) 雲南合作事業委員會 (合

作 )

雲南煉錫公司 雲南酒精廠 雲南省合作金庫

雲南紡織廠 (紡織 ) 裕滇磷肥廠 合作物品供銷社

裕滇紡織公司 利滇化學工業公司中國 石佛鐵路等備委員會 (交通

與運輸 )

開蒙墾殖局 (墾殖與水利 ) 電力製鋼廠 (鋼鐵 ) 經濟委員會運輸處

省垣附近農田水利工程處 雲南鋼鐵廠 中國通運公司

賓川水利工程處 雲豊造紙廠 (造紙與印刷 ) 公米儲銷處 (社會服務 )

賓祥水利監督署 綷酒香 昌會 E● ill所 昆明營業公司

彌淔水利監督署 海源印刷廠 昆明建築事務所

耀龍電力公司 (電力 ) 雲南蠶業新村公司 (絲茶 ) 佛海服務社

騰衝水利發電廠工程處 雲南蠶絲公司 雲南進出口貿易管理委員會
(進出口貿易管理 )

雲南五金器具製造廠 (機械

工業 )

長坡蠶桑生產農場

雲南電氣製銅廠 蠶業推廣委員會

資料來源 :龍雲 ,《雲南行政紀實》 ,經濟 ,提要 (雲南: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 ,︳ 9化 ),附頁
-3。

佣
謝本書 ,《龍雲傳》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路 ),頁 lU8。

的
李珪 ,《雲南地方官僚資本簡史》 (昆明 :雲南民族 ,1991),頁 綠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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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各事業資金來源統計比較表 (單位 :國幣千元 ):

來 源 金   額 百 分 比 仍 )

經濟委員會 82,813 23.54

富滇新銀行 16U,969 45.75

省內其他銀行 4,191 1.19

中國銀行 28,55U
�祪
�祪

交通銀行 6,4UU 1.82

農民銀行 1,9UU U.54

其他銀行 7.36U 2.U9

資源委員會 (中央 ) 46,85U 13.32

中央其他機關 5,38U
眭秶�粣
羕

商股 7.4U6 2.ll

合   計 351.819 lUU.∞

資料來源 :同表二 。

雲南地方除錫礦外原無重工業 ,因抗戰工業內移 ,由資源委員會提供技術

與資金 ,同雲南地方合辦 ,還可分享盈利 。不過 ,雲南省政府因為錫出口有外

匯 ,對箇舊錫礦掌控極緊 ,由繆雲台親自兼任總經理
卵
。由此可知 ,雲南地方政

府是樂見中央在資本及技術上的幫助 ,但在管理與建設的權力上 ,則抱有應完

全由省方掌握的態度 。因此民國二十七.八年間 (1938-39),中 央與雲南地方

雙方的關係 ,已萌發出權力與矛盾重疊的現象 。

至民國三十年 (1941)國 民政府財政部決定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權限 ,要

各省地方政府交出應劃歸中央財政統管的全部財政資本及物資 ,雲南省政府即

於民國三十一年 (19親 )一月成立雲南省企業局 ,將其財政資本及新建設的約

三十個企業 ,及財政廳積存的銀元約兩千萬元 ,全部撥歸企業局 ,使其不再屬

於財政廳的資產 ,以免於被收管 ,中央亦無可奈何 。這也可說明雲南地方與國

民政府中央明顯出現爭奪利權的現象 。至此 ,中央勢力因抗戰後遷與雲南地方

勢力之間 ,在財政經濟方面 .出現了權力重疊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在銀行金

m錢
昌照 ,<資源委員會在雲南的活動情況>,《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 8輯 :頁 笓一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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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財政經濟和對外貿易等範圍內 ,摩擦也有增無減 。因為雲南不再僅是表面

屬於國民政府之一省 ,而是實質融進了國民政府的財經運作機制之中 。

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 ,因抗戰的需要 ,調整經濟行政機構 .民國二十六

年 (1939)底 ,成立了中 (國 )、 中 (央 )、 交 (通 )、 農 (民 )“四行聯合辦

事總處
”,民國二十八年 (19” )九月改組四行總處 ,由蔣中正本人兼任四行總

處理事會主席 ,行政院長孔祥熙兼任副主席 ,使四行總處成為國民政府戰時的

財政金融最高決策機構 ,把整個財政經濟納入戰時經濟體制
“
。經過此次擴權與

改組 ,四聯總處由原來一個純業務機構 ,變成為處於四行之上的國家金融決策

領導機構 ,雖然它在名義上仍處於財政部的領導之下 ,但蔣中正以兼任主席身

份 ,取代財政部全權統制與調動全國的金融貨幣 。從四聯總處的機構設置可

知 ,它的職務除了統制戰時財政金融外 ,還統制著戰時物資的管理與調撥 ,物

價的平抑及商品的管理等 ,將戰時財政金融與戰時經濟合而為一 。

實際上 ,四聯總處是戰時全國財政金融與戰時經濟的最高決策機關 ,並且

指定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總庫 ,各省分行代理國庫分庫 ;在未設中央銀行分支機

構的地方 ,即委託中國 、交通 、農民各銀行或郵政機關代辦 ,因此 ,就形成了

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庫網
”
。再則 ,是完成貨幣發行權的統一 ,即於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六月制定出 《統一發行實施辦法》 ,辦法規定 :自 該年七月一 日

起 ,所有法幣發行統歸中央銀行集中辦理 。七月十四日 ,財政部又發布 《中央

銀行接收省鈔辦法》 ,規定各省地方銀行存券和準備金 ,均須交歸中央銀行
“
。

此辦法實施後 ,各省地方銀行已完全受中央銀行掌控 ,發行權統一於中央銀

行 ,即標誌著戰時金融統制體制的最後形成 。這段時期 ,國民政府中央的勢力

也深入雲南 ,中央銀行逐漸取代富滇新銀行在雲南省內的金融領導權 ,如此當

“
李雲漢主編 ,(中國國民無一百週年大事年表》 (台北 :中國國民無中央委員會無史委員會 ,民

路年 ),頁 釘l。

瑰<四聯總處關於完成茜南西北金融網的報告>,(四聯絲處史料》

19路 年) ,頁 1舛-1%。

分<理事會關於統一發行實施辦法的決議 (19●2年 6月 18日 )>,
京 :檔案出版社 ,19昍 年),頁 37;中華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

l舛9)》 ,第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頁 犯9。

,上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

《四聯總處史料》 ,中冊 (北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 (1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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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影響雲南地方政府原有的經濟利益 ,不過雲南富滇新銀行則採取既不照辦 ,

也不向中央銀行繳存保證金的態度
“
。

由此觀察 ,抗戰時期中央財政金融政策的核心是穩定金融 ,維持財政支

出 ,提供對 日作戰需要 。首先 ,建立戰時財政金融統制體制 ,有利於統簍兼

顧 。四聯總處的設立與公庫制度的實行 ,將有限的財力統一集中於國民政府之

手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實施的財政收支系統改革 ,將分散於地方政府的財

政權收歸中央 。透過財政金融權的統一 ,可以避免資金分散 ,並且節約支出 。

戰時財政金融體制 ,保障了抗戰軍費的供給 ,也只有高度集中的戰時財政金融

體制 ,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抗 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

「統制 」 ,也就是 「統一化 」 ,從工業建設到財政金融 ,從物資管理到外貿出

口 ,幾乎在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實施了統制政策 。儘管戰時財政金融統制政

策仍是千端萬緒 ,但有一點卻是不容否認的 ,那就是通過公庫制度使國民政府

的財力免於分散 ,通過設立四聯總處控制了全國金融 ,通過發行權的統一集中

了貨幣 。這些財政金融的統制措施 ,使國家財力得以集中調撥使用 ,為龐大軍

費的支出 。

但雲南地方政權因其本身經過不斷整頓 ,已形成了比較穩定 、獨立的經濟

與金融體系 ,其發展與存在的事實也不容忽視 。由於雲南省政府具有堅實的經

濟實力 ,對國民政府中央的 「統一化 」政令 ,就有力量加以抵制與拒絕 。早在

民國十八年 〔19刀 ),當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使用國 (法 )幣時 ,雲南省政

府就以法幣比值太高 ,滇幣 (舊滇票 )需要十折一 ,財政無力負擔為理由 ,回

絕了中央政府的通令 ,仍維持雲南自己的滇幣為市場流通的貨幣 ,並於第二年

雲南省又鑄造 「半開」銀幣 ,作為雲南的本位貨幣 ,以保持自己的財政經濟獨

立
弱°雖然中央在民國二十四年 (19“ )年十一月頒發了幣制改革命令 ,宣布法

幣是流通國內市場唯一合法的貨幣
筘°可是 ,在雲南主要的媒介仍然是省政府 自

’
雲南省地方志編簽委員會絲華 ,《 雲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

1992I民 81年I),頁 m。
s‘

謝本書等編 ,《雲南近代史》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頁 芻3。

%郭
廷以編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73年 ),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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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富滇新銀行發行的鈔票 。民國二十五年 (19“ )五月 ,國民政府再通令全

國各省統一使用法幣 ,雲南政府表面上遵從中央 ,停止鑄造銀幣 ,但 「半開」

硬幣還在市場上流通 ,中央的法幣仍然打不進雲南 。甚至中央國軍因追剿共

軍 ,而帶進雲南來的法幣 ,都為商民拒絕收用 ,祇能由雲南省方銀行收兌
’
。於

此亦可見雲南的獨立性 ,使中央亦無可奈何 。雲南遲至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才開

始推行法幣 ,原富滇銀行發行的滇幣則由財政部預定於二十七年底由富滇銀行

回收完畢 ,但雲南仍以交通不便等理由 ,將最後期限延期至二十八年二月底
璐

,

但據擔任富滇新銀行行長的繆雲台回憶說 ,滇幣的回收一再延期 ,至抗戰後期

仍然沒有收完
”
。

在中央方面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中央銀行雖然在昆明開設了分行 ,但

業務經營也僅僅侷限於辦理個人存款和推銷軍費債券 ,這種情況中央是很難插

手富滇新銀行對全省金融與經濟的操控 ,所以 ,雲南地方初不以為中央有所干

遇之處
ω
。但是 ,至民國二十七年 (1938),中 央銀行藉昆明分行開始發行法

幣 ,這就影響到雲南自身的金融地位了。於是 ,富滇新銀行緊急公布雲南鈔票

與法幣的兌換率 ,欲以此堵住法幣的流入 。不過 ,最終因為法幣通過其他管道

源源不斷流入雲南 。在雲南 ,中央政府僱用的工作人員數目大幅度的上升 :像

國家資源委員會與其他中央單位所屬的企業 ,員工薪資都以法幣支付 。其後包

括中國銀行在內 ,都在昆明與其他城市開發了銀行業務 。雲南經濟由此產生的

大變化 ,使富滇新銀行根本無法應付資金增長的需要 ,以及外匯兌換業務 。因

此 ,中央政府各銀行的崛起 ,將無可挽回地削弱雲南方面對省內經濟的控制 。

至民國三十一年 (1942)時 ,法幣就已經支配了雲南的通貨 ,雲南方面再也無

力與中央抗爭了午。據中央銀行昆明分行的資料 ,民國主十四年 (19巧 )匯入雲

’
劉幼堂 ,<雲南財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審>,(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九輯 (雲南人民 ,19跖

年),頁 2UU-212;及雲南省檔案館編 ,《國民檔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一雲南部份》 (北
京 :檔案出版社 ,l兜7年 ).

就 《文獄》 (上海 :上海書店 ,複印本 ,民國銘年 2月 ),卷五 ,頁 C2U。
”
繆雲台 ,<關於雲南的經濟財政金融和工商業概況>,《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八輯 (雲南
人民 ,1986年 ),頁 139.

ω
李珪 ,《雲南地方官僚交本簡史》 (昆明 :雲南民族 ,1991),頁 93;1ll。

a易
勞逸 (Ll叫dE.Eastman),<地 方政治與中央政府 :雲南與重慶>,薛光前編 ,《八年對日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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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資金總額為法幣一千三百五十億 ,匯出有五百一十億元 ,尚餘八百四十多

億元 ,說明了至抗戰後期中央已在雲南實際掌握了貨幣的流通 ,有效的控制雲

南的地方財政與金融
θ
。

但雲南富滇新銀行在繆嘉銘的經營下 ,不但擺脫民初以來為雲南省政府所

拖累的財務狀況 ,在中央銀行未入滇之前 ,著寶扮演著省內重要金融及匯兌的

責任 。除總行在昆明 ,省內重要縣市設有分支行十一所外 ,另在香港 、上海 、

南寧等地皆設有分行 。抗戰後 ,為配合財政部訓令 「完成全省各縣分支行設

置」 ,自 二十八年 (1939)起至三十年 (1941)底止 ,已設置有分支行三十四

所 ,據估計所發行鈔票數額在二萬萬至三萬萬之間
“
。由此至抗日戰爭結束前 ,

雲南之所以能長期保持獨立 、自主的狀態 ,其因素在財經體系的之支撐 ;而富

滇新銀行則由此以發行紙幣 、管理外匯與白銀 ,成為雲南金融經濟的中心環

節 ‘

也因為雲南有自己的獨立金融系統 ,以致中央視雲南富滇新銀行始終是一

個難以掌控的焦點 。如其對 「法幣政策」的推行和抵制 ,如中央宣布實行 「法

幣政策」卻遲不執行 ,後雖以發行新滇幣為
“
法幣

”
在雲南境內流通 ,但其間

仍是不接受中央管理 ,在體制上長久維持其獨立的金融貨幣體制 。至二十六年

(1939)十二月 ,中央銀行至滇設立分行之後 ,中國 、交通 、農民銀行也相繼

在滇設立機構 ,才得以掌控雲南的金融貨幣 。接著 ,於民國二十八年 (19” )

中央又設立 「貿易委員會雲南分會」 ,在昆明設立辦事處 ,並訂有外匯管理辦

法 。於是 ,富滇新銀行管理白銀和外匯之情形才由四行與貿易委員會所取代
●●

中之國民政府》 (台北 :垂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θ年),頁 筘l。

φ
雲南省地方志編築委員會總攀 ,《雲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

1992〔民 81年〕),頁 犯 。
ω

郭榮生編 ,《中國省銀行史略》 ,收入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級編 ,第十九輯 (台北 :文海

出版社 ),頁 149。

“ <四聯總處關於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網的報告>,《四聯總處史料》 ,上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

19SS年 )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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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雲南地方政府為增加稅收 ,早於民國二十年 (1931)已徵收類似 「厘金

制」的商品過境捐 「特種消費稅」
“,抗戰初期 ,國民政府因洽海淪陷 ,大量

貨物改由滇越鐵路輸入 ,國民政府中央官員認為是關稅之外的重複徵稅 ,不願

交納 ,雲南各稅局以地方軍隊為後盾 ,不納稅即不准通過 ,有關當局無奈 ,只

得照納特稅 ,但不斷向中央控告雲南強徵 「龍雲稅」。經中央與雲南地方當局

反覆交涉 ,最後由國民政府財政部承擔雲南政府的全部軍政費後 ,才於民國二

十九年 (194U)六月停徵特種消費稅
“,但該稅也先後徵收了九年半 。中央與地

方政府在爭奪財稅權上日漸明顯 ,衝突日增 。又如抗戰初期 ,國民政府中央宣

布將接管所有由各省處理和掌握的 「國家」稅收項目 ,如鹽稅等等 。對此 ,雲

南省亦首先表示反對 。最後 ,經協調在中央政府允許雲南獲得相當於鹽稅收入

的補助數目後 ,彼此才化解了衝突 。即使這樣 ,財稅權的流失 ,對雲南的自主

性也是相當的影響 。中央與雲南之間的衝突並未稍有停歇 ,為了爭奪雲南因居

後方對外交通樞鈕位置 ,日 益增加的對外貿易控制權 ,新的衝突接連爆發 。

此外 ,雲南還以直轄的進出口貿易單位輸出茶 、生絲 、桐油 、皮毛 、豬鬃

與錫 。錫是雲南主要的出口商品 ,是省府稅收之大宗 ,也是雲南富滇新銀行主

要資金的來源 。因此 ,雲南在民國二十七年 (1938)年十月即規定控制所有錫

的出口 。結果 ,在中央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欲掌管所有金屬物資之前 ,雲南已

經先予掌控
θ
。如前所述 ,國民政府成立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在昆明設置辦事

處 ,交通部也通令雲南省政府除錫之外 ,將對所有出口物資執行檢查 ,至四

月 :中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對其他各省路經雲南出口的商品徵收特別損耗稅 。

七月 ,中央又宣佈將掌管全國所有的對外貿易項目
“
。如此 ,中央不僅取代雲

南省政府掌控了進出口關稅 ,而且進一步還要對全部出口物資 ,包括錫在內 ,

實行控制 。而雲南省方則隨及通令 ,任何雲南產品 ,未領有富滇新銀行許可

證 ,一律禁止出口 。這樣 ,只要雲南富滇新銀行拒絕發放許可證 ,出口物資即

“
嚴仁廣 ,《雲南之財政》 ,雲南經濟研究報告 ,21(昆明 :不註出版地 ,民 羽年),頁姆 。

“
李珪 ,《雲南地方官僚資本簡史》 (昆明 :雲南民族 ,1991年 ),頁 妁 。

“
謝本書 ,(龍雲倳》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SB年 ),頁 176。

就
郭廷以編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三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73年 ),頁
l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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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由雲南這條通道輸出 ,中央祇得透過協調與雲南地方政府於重慶會商 ,雙

方達成協議 ,雲南省全部出口貿易都由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昆明辦事處掌握 ,

但是 ,辦事處必須由雙方派出的代表聯合組成 ,錫 、桐油 、茶葉與豬鬃的出口

由中央政府管理 ,中央則每年付給雲南政府一百六十萬元的補貼費
θ,雖然這

項補貼超過雲南因為喪失出口權益 ,而獲得的代價 ,但至此已無自主權 。但中

央與雲南的裂痕則進一步加深 。

雲南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爭奪焦點還是集中在經濟問題上 。其中緣由當然因

國民政府必須在後方實施戰時經濟的政策 ,將雲南也納入此一體制之中 ,國民

政府為達到將雲南納入戰時經濟體制中的目標 ,唯有在財政方面給予補償 。事

實上 ,多次的衝突中央都以補貼的方式 ,為雲南省內經濟提供貸款 ,或以在省

屬企業中增設資金等方式加以補助 。但是 ,雲南地方政府對此經濟地位的變

化 ,卻是民國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 ,明顯感受到中央奪取地方的權力 ,侵及地

方政府經濟自主性 ,因此由龍雲所主政的雲南地方省政府 ,乃由原本支持中央

的立場轉變為抵制與排斥 。

對於龍雲主政下的雲南經濟與金融系統 ,國民政府中央及所屬四大銀行將

法幣引入雲南流通 ,將滇幣兌換收回 ,龍雲無法拒絕 ,但也公開表示其對中央

控制政策的不滿 ,對原來極為支持的蔣中正 ,私下也時常指陳 ,並採取了抵制

措施
η
。因為經濟是各地方軍系依賴之所在 ,沒有經費 ,軍費無著 ,地方政權

及軍隊則無法維持 ,龍雲在統治雲南之初 ,即著手整頓的地方財經 ,也是由此

而起 。經多年整頓成效 ,雖因抗戰之故而讓予中央 ,但絕非完全同心 ,抗戰期

間 ;雲南自主的地方金融經濟體系 ,逐漸被國民政府納入 「統一化」中 ,中央

與雲南地方政府在財經權力爭奪的演變過程中 ,利益衝突擴大 ,可窺見其一

斑 ,日 後其兩者之間的公開絕裂 ,是來自雙方在行使權力時 ,出現重疊制約的

現象而日益加深 。正如蔣中正與龍雲的關係 ,蔣在抗戰時期已成為全國性的領

ω
易勞逸 (LIUvdE.Eastman),<地 方政治與中央政府 :雲南與重慶>,薛光前編 ,《八年對日抗戰

中之國民政府》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θ 年),頁 筘l-鉑5;郭緒印主編 ,《國民黨派系

鬥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竻 年),頁 ”8。                  ﹉
m謝

本書 ,《龍雲倳》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SS年 ),頁 199-lSU。



地方與中央的對立(19田-∞碼卜一雲南與國民政府關係絕裂的財經面觀察

袖 ,與龍雲在雲南地方上的領導地位 ,彼此在後方行使權力時出現重疊進而衝

突 ,導至最後的決裂 。

肆 、結 論

國民政府建立以後有關各項中央財經政策的推行 ,表面上地方的省似乎與

中央頗為協調與配合 ,尤其如法幣的推行與四行二局對金融的管制 ,但國民政

府在推行財經政策時一般都以全國的 「統一化」為考量 ,未特別顧及各省原有

的背景 ,甚至彼此多有脫節之處 ,進而引起地方的猜忌與抵制
”,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互相制約 。北伐後中央與雲南的關係是由疏遠而密

切 ,至抗戰軍興卻又由密切轉變至最後的絕裂 。對日戰爭爆發後 ,中央實行戰

時體制 :各項政策 「統一化」的情形更為明顯 ,雖然因對日戰爭 ,全國上下一

致對外 ,中央與地方的歧異一時被冷凍 ,但祗是問題暫時被擱置 ,並未完全解

決 ,隨著抗戰的結束 ,中央與地方的衝突乃明顯呈現出來 ,及至國共內戰再

起 ,地方對國府中央的離心力加大 ,造成局勢的逆轉 。

可見 ,當國家由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時 ,地方政府力量的被削

弱 .或轉為增強以至與中央對抗 ,並不能一概而論 ,自 有其歷史的背景所演

成 。因此 ,抗戰前後國民政府中央權力雖不斷的擴大 ,但雲南地方政府的權力

卻未必因受到壓制而減弱 ,反而也在同時增強其 「自主性」 :戰時中央勢力深

入西南後 ,未必表示中央勢力凌駕地方之上 ,相對的地方政府也在擴大其自主

性 ,因此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在累積與增加 ,雙方同時對權力的爭奪也越強

烈 ,在財經權力的爭奪中 ,彼此的 「自主」權都在增強 ,而不僅祇是中央強勢

超越地方的發展過程 。也因為地方政府握有財經資源 ,以致在政局變動的關鍵

時刻 ,地方政府會選擇脫離中央 ,以期自我保護 。雲南與國民政府關係的絕

裂 ,部分種因於此 。

π
由附表山 「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雲南財經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出 ,抗戰前一些政策規畫或實行改

革 ,雲南地方政府的腳步也要早於中央。



8U 史耘 第五期

表四 :民國 17-鉼 年(19困-1945)國 民政府時期中央與雲南財經大事年表

年  代 大 事 言已

民國 19.5.刉 6雲南
、
龍雲召開內政改革會議 ,決議財政改革 。

I7.6.2U 國民政府於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 。

7.7.1 國民政府於南京召開全國財政會議雲南省政府成立 ,龍雲任主席 。

7.8 雲南省政府召開第二次整理財政金融會議 。

7.I1.I 中央銀行成立 。

7.Ⅱ 下旬 國民政府對中國 、教交通兩銀行進行改組 。

雲南省政府召開第三次整理財政金融會議 。

18.1︳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 ,改組雲南省政府 ,任龍雲為主席雲南省政府召開第四次整

理財政今融會議 。

2U.︳ 1 全國經濟委 員會成立 。

21.2.12 國民政府任宋子文為中央銀行總裁 。

21.4.6 國民政府下令廢兩改元 。

21.︳ U 成立資源委員會 。

22.4.6 國民政府任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 。

22.7.l 全鬫會行締一會計制 暗 。

23.5.2I 篱二屈全國財政會議 。

23. 國民政府稅制改革 、設立四行二局 。

23.12.1 雷南省綁濟委 員會成立 。

23.12.12 國民童五中全會通過 「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綱要案 I

24.︳ I.4 會協 洪 幣 。

25.lU.16 財政部公布 「省銀行或地方銀行印制輔幣券暫行規則」 ,對省地方銀行紙幣發
行進行管彈 。

26.8.16 財政部語十因行臨合辦喜威 。

29.6 財政部存漜 口召開 「第一次令鬫地方舍熱會議 i

28.3.6 財政部於重慶召開 「第二次全國地方金融會議」 .同意省地方銀行發行一元及

以下輔幣 。

28.6 財政部於重慶召開 「第三次全國地方金融會議」 ,批准加強省鈔發行 。

27.8 設
“
中中交農四行組織聯合辦事處

”
 (四聯總處)。

28.9.8 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改組四聯總處 ,由國民政府特派兼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

中下為四聯總虛幸席 .

3U.6 財政部制定 「統
一發行辦法」 ,由 中央銀行統一發行法幣 。

3U.7.14 國民政府公布 「中央銀行接收省鈔辦法」 ,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接收各省地方

銀行的發行業務 。

3U.9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 ,決議實施國家與自治地方兩級財政 。

34.1U.3 中央改組雲南省政府 ,調龍雲為中央軍事參議院院長 。

資料來源 :郭廷以編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73年 ):李雲

漢主編 ,《中國國民黨一百週年大事年表》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民 83年 );云南省地方志編築委員會總蒆 ,<云南省志》 ,卷八 ,經濟綜合志 、卷十
二 ,財政志 (昆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19” I民 81〕 ),附大事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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