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

陈 静

内容提要 北平沦陷后,伪华北临时政府对北平金融强行 统制 , 建立

了伪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后排挤中国法币,发行 联银券 统一华

北的货币市场。太平洋战争后,又掠夺滞留在平津租界内中国政府的巨额白

银,打击中国本土的民族金融资本, 整顿 北平的金融机构,实行严密的金融

垄断。日本统治者还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搜刮北平民众的大量资

金,以此支付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各种掠夺性经济开发公司的开办费

和伪政权的行政开销。为了加快金融资本的运作过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还在北平设立了票据交换所。这种统制和掠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

略和经济渗透,加剧了北平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 给北平人民生活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

关键词 沦陷 北平 金融统制 金融掠夺

1937年 7月底北平 ! 沦陷后, 日军在北平扶植、建立了华北

伪政权,并迅速成立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以下简称中联银行)。

中联银行总部设在北平,它发行联银券, 垄断华北地区金融, 实际

上是华北的伪中央银行。中国国民政府在北平的银行被武力劫夺

或改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又查封在北平英美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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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仅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及其控制的所谓 伞下 ! 银行银

号在日伪的金融统制下继续营业。金融业是日军侵占北平后率先

实行统制的行业,日伪政权利用金融统制在当地搜刮资金, 为日军

支撑侵略战争支付军费、掠夺资源服务, 金融业成为日军华北 后

方兵站基地 的重要经济支柱。

由于北平是日伪华北政权首府,沦陷时期华北重要金融机构

的驻地大部分在北平,伪政府的行政机关及华北的商社大都集中

于此;很多农村资金逃避在平, 加上北平拥有近 200万人口, 是传

统的消费城市等因素,日伪华北政权的许多金融政策和措施也以

北平为实施和示范地,因此,日伪政权对北平金融统制涉及的地域

比较宽泛,危害程度也十分严重。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沦陷时期日

伪北平的金融体系和活动, 从一个侧面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

的金融统制与掠夺。

一 建立以北平为中心的日伪北方金融体系

(一)排挤和统制北平原有的官、商银行

日伪政权在中国广大沦陷区实行的统制经济体制来源于日本

本土。统制经济是与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相对而言的,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以自由主义经济姿态登场。自由主义经济以个人主义、营

利主义、自由主义三大原则为支柱,这些原则三位一体, 构成自由

价格的机制及追求利润机制, 组成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统

制经济体制与自由主义经济的三大原则相对,分别转换为: 全体主

义、公益主义、统制主义, 在统制经济之下,国民经济主要在国家计

划指导下运行, 国家机关活动的范围大大扩展,这意味着以前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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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经营活动转入国家机关经营之下。这种体制在中国沦陷区内

的设立是在 1938年 10月以后, 即日本内阁第三委员会及阁议决

定国策公司设立之后,统制经济具有了较为完备的形态。! 具体

到金融统制则指通货统制、汇兑统制和信用统制。# 在日本侵华

战争的 14年中,统制经济在中国各沦陷区内广泛使用, 这是日本

侵略者统治中国沦陷区经济的重要策略。

从明清到近代, 北平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体系也比

较完备。早在清朝就有不少以经营存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私人

钱庄和银号。清末有了较为正规的新式银行, 外国银行纷纷进入

中国。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通过银行向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借

款,著名的 善后大借款 就是一例。列强通过银行染指中国的金
融业,进而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七七事变前,日本在我

国华北的金融势力已有相当基础, 日本银行在北平的发展也很快。

如横滨的正金银行是日本早期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 1893 年就

在上海设立分行,日俄战争后在华发展迅速, 先后在大连、沈阳、天

津等地设立分行, 正金银行北平支店是 1902年开业的。从 1906

年开始,正金银行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贷款,并在中国发行

日本的金券和银券。∃ 此外北平还有日商汇业银行北平分行、天

津银行北平分行等日本银行。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 北平仍是北方政治、文化和商业的中

心,属于国民政府官方系列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北平支行、中央

银行北平分行、交通银行北平分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北平分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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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主要有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北平分行、金城银行北平

分行、大陆银行北平分行、中国实业银行北平分行、大中银行北平

分行、四行信托部北平支部、中南银行北平分行等。北平地方金融

机构有北平银行、北平证券交易所等。其他旧式的典当铺、银号和

钱庄在北平也很多。

外国在北平的银行有长期垄断中国外汇市场的汇丰银行北平

分行、德华银行北平分行、麦加利银行北平分行、东方汇理银行北

平分行、花旗银行北平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平支店、天津银行北

平分行是日商开办的。

七七事变不久, 日伪华北中央银行中联银行在北平迅速成立,

北平原有的银行先后被暴力劫收、停办、外迁或改组。被暴力劫收

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中国国货银行北平分行、邮政储金汇业局

北平分局,永大银行北平分行等。被迫停办的有中国银行北平支

行、交通银行北平分行、天津银行北平分行、河北银行北平分行、北

京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北平分行迁往武汉。据目前的资料统

计,沦陷时期,在北平先后停业的银号有聚义银号总号、宝丰盛银

号等约 30多家。! 北平原来拥有的众多银号, 资本总额大多数在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符合北平手工业占主要成分的经济水平。

沦陷后停业的北平金融机构很多。据 1940年 10月 16日的%新民

报&报道: 有 400年历史的北京钱市,受淘汰而停市。去年临时政

府统一货币,废杂币,发行辅币,银圆在民间已不多见。钱市萧条。

已于前日停业。 经过太平洋战争后的所谓金融 整顿 ,日伪对金

融机关资金和经营方面的规定更加苛刻, 北平市原有 123家金融

机构(其中银行 20 家、银钱号 80 家、兑换所 23家) , 到 1943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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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仅剩 66家,其中银行 23 家、银号 43 家, 被迫停业的达一半以

上! ,北平的金融机构遭到重创。排除异己,建立便于日伪控制的

金融体系是日伪当局金融整顿的根本目的。

沦陷后日伪政权在华北率先实行的金融统制,割裂了中国统

一的金融体制, 中断了北平金融事业原来的发展轨迹。

(二)日伪华北中央银行 ∋ ∋ ∋ 中联银行的建立

1937年 9月,日本军部制定%华北金融对策纲要& # ,该纲要策

划:华北的货币金融 务必促使经济活动通畅,避免引起人心不安,

并须在事实上以及在事变后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因而必须

动员组织河北省银行,中国、交通两行以及其他重要银行参加的合

作,以树立华北金融的独立体系 。随着战争的发展, 日方认为:

有着如下使命的新中央银行的设立,已是在所必需和势所必然。

其使命是: (筹措现地军的军费;确立重建华北经济之基础的新通

货体系。)  ∃ 日伪的华北金融政策, 就是驱逐、摧垮中国国民政府

在华北的金融体系, 确立符合日方在华北利益的金融新格局。目

的是控制华北的金融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金融控制与掠夺,

在占领区就地筹措侵华战争所需的军费和 开发 华北的各种庞大

费用。中联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37年底, 在北平

郊区的军事进攻得手之后,由日本军部授意, 华北派遣军陆军特务

部部长喜多诚一、大藏省(财政部)派遣的毛里英于菟, 满洲铁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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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兼产业部长阪谷希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作为支

持华北伪政权和军事行动的伪中央银行。

在日方授意下, 1937 年 12月 24 日, 原国民政府中国银行沈

阳分行经理、汉奸汪时 到天津与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议定了中联银行成立方案。王克敏、汪时 、卞寿孙(中国

银行)、徐柏园(交通银行)、王孟钟(中南银行)、王振纲(河北省银

行)、王锡文(金城银行)、许汉卿(大陆银行)、岳荣 (盐业银行)、

夏连生(冀东银行) 10人为设立委员, 王克敏担任委员长。这 10

个设立委员中有不少是王克敏利用他在银行界的旧关系, 强行从

华北银行方面拉进来的代表。既为壮大声势, 更为了让各银行分

摊中联银行成立的准备资金。中联银行成立的资金确定为 5000

万元,实际结果是日方的正金、朝鲜、兴业三家银行提供了 1250万

元的贷款, 用于收购现银,充作政府的官股; 将平津现银保管委员

会手中华北方面的 1250万元白银充作发行准备金(实际上白银的

所有权仍属国民政府)。同时, 王克敏强令中国、交通等 8行经理

签字认交股款,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即卞寿孙)带头提

出分行经理无权认股,其他银行纷纷效法。但王不依不饶, 卞只好

写下: 卞白眉尽量筹集 7 字, 表示个人负责,与银行无关。实际

出资参股中联银行的只有河北、冀东两家被日方控制的银行,其他

几行都以各种借口逃避, 日方胁迫中国民族资本的企图落空了。!

1938年 1月 7日, 华北伪政权发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声

明书。2月伪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和%中国

联合准备银行章程&。1938年 2月 11日,伪中联银行在北平外交

大楼召开成立大会, 银行下有管理局、总务局、计算局、发行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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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局等六局及检查室、调查室、秘书室和顾问室等四室。总顾问是

日本人阪谷希一,各分行、各局室都有日本顾问, 中联银行的大权

被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傀儡银行。

(三)北平其他日伪金融机构的建立及改组

七七事变后, 除伪中联银行外, 北平原来的金融格局发生巨

变。原来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北平分行、太平产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平分公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北平分行、北平证券交易所等

被伪政权改组为直属机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立即查封欧美的东方汇理、

中法商工、德华等银行。继而封闭中国国民政府的中国、交通两

行。由于两行在华北经济上的声望, 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中联银行

折半出资(中国银行 600万元,交通银行 500万元) ,强将两行改组

为普通银行, 1942年 3 月 21 日重新经营。两行虽承认旧法币的

存户, 但存款按四成折算成联银券,不论经济上还是声誉上, 两行

都已是元气大伤。

1941年 12月,日伪华北当局发布%关于金融机关管理规则&,

对金融机关的资金做出明确规定, 规定各银行股本须在 50万元以

上,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核准方可营业。否则将合并、停业或解散。

普通中国银行还必须提取 1/ 10为公积金。连同定期金额的 1/ 10

以上、活期金额的 1/ 5以上、储蓄金额的 1/ 4以上一起存于中联银

行。为控制北平的金融机关, 伪中联银行对各银行的票据贴现、证

券买卖、存款准备金、贷款、会计报表及营业的时间都有详细规定。

金融机关必须按时呈报一切表单,如日记表、头寸单、存贷款详细

户名单、日报表等。将北平各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和老百姓的经

济状况,都控制于敌伪的股掌之中。

在北平除了伪中联银行及其控制的所谓 伞下银行 ,如河北、

冀东、中国、交通银行外, 沦陷后新成立的金融机构有信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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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生、华北商工等数家银行,资本金都在 100万元左右,规模不大,

能吸收的储户少,主要是经营其他副业,这些银行对华北和北平的

金融界影响不大。

1943年, 伪中联银行为了吸收民间的零星存款, 又在北平创

立了华北储蓄银行。资金和经营都由中联银行管理, 资金为 100

万元, 也是日伪加强金融统制的一个手段, 由于业务上没什么进

展, 1944年春歇业。同年又创立华北工业银行, 表面上标榜扶持

京、津两地的工业,但实际业务毫无起色,日寇投降后也就关闭了。

北平沦陷时期, 仰仗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强力, 日资金融机构在

北平的发展很快,如日产生命保险株式会社华北支社北平支部、冀

东银行北平支行、日产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北平支店、第一生命

保险相互会社北平支店等金融机关都是沦陷后在北平发展起来

的。

二 日伪在北平的金融掠夺手段

(一)公开劫掠平津白银

按照一般规律, 新银行在开业时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自有黄金

或白银储备,这种储金又称准备金。但穷兵黩武, 忙于扩大侵略战

争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侵略的本性也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按照经济规律来操作。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 这

样就产生了劫掠中国政府在华北金融财产的所谓 平津白银事

件 。1935年 9月,日本提出了 广田三原则 , 欲使华北在政治上

独立、经济上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

绝。1935 年 11月, 中国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 断然实行币值改

革,废两改元,国家对白银实行统管, 要求各地将白银集中于中央

银行。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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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 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玑谷廉介发表声明放言: 现银之

集中上海, 唯将使华北在经济上死亡,放低限度, 亦当由国民政府

统制下之华北各银行保管。而如此实行,实即华北实力者之所以

为华北民众谋福祉者,日本政府当以此方针指导之。倘华北实力

者不予协助时, 则日方即以实力使其实现亦可,此点不惮堂堂宣明

中外。 ! 一副公然威胁主权国家的强盗嘴脸。在日方的威胁和

某些地方实力派自利思想的考虑下,华北的白银未能集中到中央。

七七事变前后战事激烈, 宋哲元来不及带走这些白银。根据 1936

年 7月 7日%益世报&报道,北京、天津租界内保存的白银如下: 天

津市现银保存在中国银行的 18349981 元, 保存在交通银行

20612599元, 共 38962580 元。保存在河北省银行的有 221000

元。1936 年 7 月 13 日北平市现银保存在中国银行的 6592359

元,保存在交通银行的 8865867 元, 保存在中央银行的有 100315

元,共 15658641 元。天津、北平两市合计保存的白银 54742121

元, 1937年 7月 7日, 国民政府设立的发行准备委员会天津分会

发表京津两市库存白银共 56572000 元的消息。# 日方早想霸占

这些白银,因日本尚未与英美交战,只能通过保管权和谈判的方式

来谋取。

1938年 2月 5日, 伪华北临时政府就平津两市白银所属问题

召开会议,随即撤销了国民政府的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天津分会,

成立了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现银保管委员会。∃ 伪临时政府要

求中国国民政府在天津的中国、交通两行移交所存的白银,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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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通两行以请示总行为由一再拒绝。1939年 7月, 日英两国

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政府要求英方交出在平津英租界内被保管

的白银,英方坚决拒绝。英方认为: 1 1935 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

以来,由于确定的是银本位制,因此保管的现银理应认为是重庆政

府的。2 在交通银行内所保管的白银是英国领事馆租用交通银

行时, 发现地下室有此保管事项, 因此,现银的保管者当然是交通

银行。3 英国政府未承认临时政府,所以也不承认被改组的保管

委员会。4 英国政府对白银问题, 除重庆政府或交通银行外, 不

能同意假借任何名义运出租界。日方的移交企图未果。1939年 7

月 15日, 日英两国就白银的归属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日方的理由

是: 1 中国在 1935年币制改革后,华北的白银在冀察政权时代属

于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天津分会保管, 临时政府成立后,已移归临

时政府所属的京、津两市现银保管委员会保管。2 当年币制改革

时,西南政权也曾拒绝将白银汇支于中央。3 根据以上历史、事

实及现状,华北现银应保留于华北。美法两国根据九国条约,于 8

月 21日发表了反对日方要求的声明书。1940年 4月下旬, 日英

两国在东京就天津英租界的治安、经济问题等再开谈判,双方同意

确认中国白银现状。白银问题暂告一段落! , 日方的企图仍然没

有得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平津两市的白银被日军查封。1942年 10

月27日、28日两日, 在平津日伪当局参与下, 伪中联银行强行夺

取 1250万元白银充作其银行股本; 其它现银交给华北政务委员

会。伪政府下令将天津租界保管的白银运至天津日本兵营保存。

白银总重量连同包装共约 1094吨, 约 5700万元之巨。# 这笔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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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被日军鲸吞后,极大地增强了伪政权的财力,支持了日军在华北

的军政开支,这是对中国人民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二)打击、排斥法币

在伪中联银行成立条例中,规定自己作为中央银行,有发钞及

代理国库两项主要业务。!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第 13 条还

规定: 政府可授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对金融机关的监督及其他

金融属于政府权限的一部分。 即 稳定货币, 统制金融 。可见, 伪

中联银行实际上被赋予代行伪政府执行一切管理金融事业的特

权。日伪政权还把联银券纳入日元体系,与日元等值。

用联银券驱逐法币, 确立日伪北方金融的统一货币体系并非

易事。早在 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值改革时,就有日本人认为:

币制改革必然会失败的。如果失败,中国政府恐怕就会瓦解。中

国政府假若瓦解,就不会再来抗日了,因此, 日本应当暂时静候着

币制改革的失败。 # 但事实并未如敌人想象的那样, 中国政府通

过币制改革,集中了全国财力, 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 于是

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出现了打倒法币的论调。抗战前法币在华北地

区已拥有广泛的基础。据 1937年 6月的统计,中央、中国、交通、

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所发行的 14亿法币中, 有 4亿(也有 3. 6亿之

说)流通于华北,其中北平有约 2. 5亿元。∃ 正如日本人说的: 由

联银券来统一华北通货, 不打倒原来在华北享受统治地位的法币,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 在事变后引起各方注意的为时长久的

一场联银券对法币的通货战, 就这样在世界的环视之下,以联银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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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攻势展开了。这场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血的搏斗。 !

在这场搏斗中,日伪当局首先命令收兑法币, 禁止法币流通。

1938年伪联合准备银行在发行联银券同时,于 3月、5月先后公布

了%旧通货整理办法&、%小额纸币及辅助货币整理办法&,规定票面
印有天津、青岛或山东标志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 从

1938年 3月 11日起只准许流通 1年, 其他南方票及各种杂票只

准许流通 3个月, 逾期全部禁止使用。对于各地方钞券及不足 1

元的纸币和辅币,从 1938年 6月 1日起,以 3年为流通期限,逾期

禁止流通。# 其次是强使法币贬价。1938年 8月 8日, 日伪政府

财政部公布了旧通货贬值令, 将中国、交通两行的北方票贬值

10% ,从 1939年 2月 20日起,再贬值 30%。三是限制人们手中

持有法币,并采取发布政府令、设立城乡兑换点等手段收兑法币以

达到提高联银券地位的目的。

虽然日伪当局严禁使用法币, 甚至规定随身携带 60元以上法

币者即处死,但由于老百姓对联银券极端不信任, 所以在较长的时

间内,法币仍作为坚挺的货币在流通领域存在。华北的很多外商

拒用伪币, 如美孚公司、德士古等美国洋行宁可停业也在所不惜。

由于日伪的驱逐,法币除被收缴的外,其余多流向未被日军占领的

地区,如上海等地。在北平使馆区和天津租界内, 法币非但不折扣

使用, 还出现了用联银券兑换法币要加收 15- 20% 贴水 的行

情。据同盟社 1939年 5月 20日电, 4月 29日千元伪钞兑换法币

须贴水 310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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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内更是严禁使用伪钞,并宣布法币 十足

兑现 。抗日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抵制伪币, 他们总结说: 三年

来,华北抗日根据地银行的流通券,在抗战的经济战线上起了和起

着重大的作用, 它使华北六万万元的法币, 不被敌人盗去, 它使敌

人所发行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及朝鲜银行华北分行四万万元以上的

钞票, 只能在敌占几个大城市或据点内强迫使用,一离开那里, 就

完全成为废纸; 它使敌人(除了军事掠夺以外)不能用伪钞从我根

据地及游击区买得一粒米, 一束柴, 因而,给了敌人(以战养战) 的

阴谋, 以重大的打击。 ! 由于中国老百姓抵制联银券, 因而日伪

回收的法币并不多, 至 1939年 3月 10 日止, 只回收了 2000 万元

左右。法币在华北广大地区仍在流通使用,直到 1941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日军接管了天津租界后,法币的价格才开始下跌。

中联银行搜刮来的大部分法币由日本正金银行提走运往上

海,用来收买外汇;另一部分由日本军部领去, 在联银券尚未通行

的地区掠夺物资。

(三)强制推行联银券

日军刚一占领北平, 即指使北平地方维持会向白纸坊印刷局

订印第一版联银券 2亿元。因刻制钢板需三四个月,日寇急不可

耐,竟将大清银行遗留钢板的行名挖去, 改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把票面印刷摄政王的像改为孔子像、岳飞像、关羽像和黄帝像。

1938年 3月 11日公告发行纸币和硬币,实际上只发行 1元、5元、

10元和 100元 4种联银券纸币。由于北平是华北伪政权的首都,

所谓 地方治安宁靖 ,因此对伪财政部推广联银券的措施不遗余
力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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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伪政府的政令, 1938年 3月 17日,伪北平特别市市长

余晋和发布公告称: 为训令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业经公布,

兹据该行呈请, 依据货币发行章程,先将该行 1元、5元、10元、100

元四种纸币制就鉴定公布。 查该行系政府特准发行纸币之银行,

并经办国库,所请根据条例发行纸币,自应照准。该行纸币一经发

行,所有完纳地丁、钱粮、统税、关税,以及一切官款出纳、商民交易

等项,一律统用。此外,各银行发行之各种纸币,于规定期限内, 仍

准一律行使,以免金融发生激变。至国币与各种纸币价格亦应一

律,如有故意操纵者,定行严惩不贷。 !

日伪政权一方面发行联银券搜刮民脂民膏,一方面又以这些

伪钞充作其他银行及合作社的资本,扩大经济掠夺的范围和程度。

据 1942年 3月 28日汪时 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41年度营业

报告&透露, 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计划拟在当地(即华北)募集公

司债五百万元, 本行鉴于此系吸收民族资本, 以资开发华北资源,

而扩充生产之资金, 乃全数购下,并酌量分派于本行管辖下之各银

行及邮政局转销。中联银行还曾贷款 800万元给 冀东银行 , 充

作该行营运资金,另外还为伪河南实业银行、青岛 大阜银行 及济
南 鲁兴银行 出了一部分资本金。敌伪在华北各县普遍设立了合

作社, 大部分由新民会举办,也用伪联银券充作资本金。# 随后成

立的华北开发公司, 下辖的 34个分公司需要的庞大资金也由发行

联银券来解决。

由于日伪滥发伪钞, 造成联银券的恶性膨胀。伪政府虽曾处

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妄图稳定币值, 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

大,军费开支猛增,又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 这就与货币稳定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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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自相矛盾。1939年 10月,据日本兴亚院提供的一个资料统计

显示: 从 1937年七七事变到 1939 年 3月的 21个月期间, 仅军费

开支即占货币投放总额的 68. 9% , 而 1939 年 3 个月的军费支出

即相当于七七事变以后 18个月的支出总额。! 由于日伪政府采

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加上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 1943 年后华北物

价飞涨,日伪当局开始印行百元大钞,不久 500元与 1000元联银

券相继印出。1944 年千元大钞也出笼了, 5000元的大钞未及发

行,日军就投降了。# 到 1944年 3 月底, 联银券发行额已猛增到

31亿元,比 1938年末增加了 29亿元。由于货币发行额的大量增

加,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民不聊生。日寇在侵占华北

的八年间,共动用 700亿联银券用来掠夺物资、支付军费, 伪中联

银行成为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金融机构。∃

联银券的命运与日伪政权相始终,除了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

工具强行加在华北人民的生活中外, 联银券作为通货来说, 其自

身也掩藏着极大的弱点。它的所谓弱点是,缺乏贸易通货的机能。

换句话说就是, 法币可以兑换第三国货币,原则上它是一种自由货

币。与此相反, 联银券虽在表面上坚持了对英镑的比值为 1 先令

2便士, 但以这个比率去直接兑换外币, 在事实上却做不到。因

此,这种情况是导致联银券对法币比率不利的最有力的原因,这也

是难以争辩的事实 。∗ 诚如日本人今村忠男的分析那样,联银券

在北平沦陷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完全把法币挤出华北, 也始终不能

作为国际公认的货币与第三国货币直接兑换, 这是它作为一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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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侵略工具的必然结局。

(四)操纵北平的票据交易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

日益显著,各银行每日经营的票据数量增加、门类庞杂。直接的现

金交易不但不安全, 而且手续繁琐。清算业务从此产生。所谓清

算,就是借中央机关以转账方式了结各银行间收支的款项。清算

制度的前提是准备集中,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以中央银行主持

全国的清算。中国的清算制度始于 1932年的上海, 由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负责此项业务。由于日本的资本运作方式比较成熟, 其

金融管理手段相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 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华北日伪政权为独占华北的金融市场, 掌握金融动态, 开始筹建华

北票据交换所及北平票据交换所, 为此,特意聘请了日本东京票据

交换所的佐藤, 来北平指导成立票据交换所的筹备。!

1942年 4月 14日, 北平票据交换所在北平银行公会内试演

了交换手续。其%章程&总则规定:凡加入交换所的银行皆称为会

员银行,办理会员银行所收票据(包含汇票、本票及支票)及各种证

券的交换、交换差额转账事宜。会员银行应按规定缴纳保证金, 交

换双方金额每日平均数不满 10 万元缴纳 2万元, 10 万元以上缴

纳 5万元。至 1942底,北平的银行、银号参加票据交换所的共 36

家, 1943年有 105家。# 票据交换的好处是节省货币的使用,加快

资金的流通,节省的程度可从交换总额与交换差额的差数求得。

以下是 1944年 1月- 6月北平市票据交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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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票据交换所交换票据数额表

1944 年 1 月至 6 月 金额: 圆

年月

交换张数

张数 日平均

交 换 总 额

金额 每日平均 每张平均

交 换 差 额

金额 每日平均
差额对
总额%

1944 年 1 103638 4711 81 5416677 47 3706439850 7867 93 204477030. 89 9294410. 49 25%

2 77625 3105 13 0963893. 26 29238565. 73 941660 22811252696 9124501. 08 31%

3 92651 3560 98 9445762. 70 38055606. 25 10690. 82 318221356. 32 12239282. 93 32%

4 86169 3590 1131363367. 25 4716097364 13135. 39 420640185. 99 17526674. 41 37%

5 103495 3833 1367000435. 19 50629645. 75 13208. 37 56649947852 20611091. 80 41%

6 108727 4182 1663588424. 18 63988016. 32 15300. 33 564932589. 30 21. 728. 176. 51 34%

合计 60 9827856055 229288316798 34%

从上表可以看出, 1944年上半年的交换总额是 60余亿, 交换

差额约 30亿元,通过票据交换节省使用货币约 38 亿元。建立票

据交换所是日伪金融统制的又一手段, 因为每日各银行、银号的票

据交易情况都可以及时掌握, 若有差错, 伪中联银行更有惩罚条

例。以往的清算业务是为了方便同行,而日伪政权通过票据清算

加强了对北平及华北银行银号的控制。正如国民政府的业内人士

李固荣所言: 伪华北票据交换所之成立,虽以谋华北金融之圆活

为名, 而实系加强其对于华北金融之操纵, 揆其居心,不外在欲藉

以增强敌系金融机构之力量, 而图助成其经济榨取之狠心耳。 !

(五)强行推销债券, 严格控制贷款

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以掠夺其他银行和百姓的资金是伪中

联银行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伪中联银行曾用存款准备金承购了

很多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公债、合作社的债务及华北开发债券等等。

如 1944年 9月为了维系扩大侵略战争, 蓄备军粮的需要, 伪中联

银行承购发行约 3亿元的 华北食粮公社债券 。公债和债券的收

入资金主要用于日本在华北的 产业开发 和军工生产。仅 1943

年 8月到 1945年 3月,华北开发会社北京支社就向日本正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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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支行借款 6次,金额达 6. 7亿元联银券。! 伪中联银行还通

过储蓄业务搜刮民间资金。如 1942年 5月起开办了有奖定期存

款; 1944年 2月又举办第二次, 10 月举办第三次有奖定期存款;

1944年以后继续举办第四、第五次。搞所谓的 强化国民储蓄 ,
榨取百姓钱财。

存款与贷款是银行正常的业务,但伪中联银行大量发行公债、

吸收存款, 却对贷款严格控制, 目的是把资金引到对日出口、增加

军工生产、开发华北资源等方面来。伪中联银行曾先后运用金融

业贷款审查制度、组成金融业共同贷款团等手段, 打击中国民族资

本,抑制通货膨胀,使信贷资金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对数额较大

的设备与外资的贷款,须经伪中联银行批准。普通银行 3万元、银

号 1万元的贷款也得由伪中联银行批准。对于农业、公共事业的

贷款, 各银行组成贷款团,按比例分担贷款。1942 年 6 月北平的

存款为 2. 44亿元, 贷款 1. 29亿元; 1944 年 5月存款为 4. 82 亿

元,贷款 2. 04亿元。二者差距都很大,贷款仅为存款的 1/ 2。可

见,日伪当局抑制贷款控制一般公用事业建设用款的目的, 是筹集

更多的资金用于战争和掠夺中国的资源,直接为日本的国家利益

服务,绝非是谋华北人民的所谓 福祉 。

三 日伪统制北平金融的目的和后果

日本帝国主义对北平金融业的控制和掠夺,是由其残暴、贪婪

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决定的, 直接目的是为日本在华北建立后方

兵站基地和华北伪政权的统治服务, 日伪实行 8年的金融统制给

华北特别是北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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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中联银行筹措支付军费

日本军部制定的%华北金融政策纲要&第三、四条规定: 军队

的现地支付,除工资薪金外,原则上应使用河北省银行银行券, 这

类情况下河北省银行所收入的资金,则向中国方面的发行银行(主

要是中国银行)商借, 以及出售日满系统银行所保有的现银来解

决,尽量避免动用日本外汇资金的办法。 ! 七七事变之初, 日军

在华北的军费试图由河北银行筹措,未能成功。伪中联银行成立

后,支付军饷和发放伪临时政府薪资的大部分款项来自伪中联银

行。

伪中联银行对日本军费的支付是通过日本的正金、朝鲜两行

来实现的。但伪中联银行与朝鲜银行、日本横滨银行是有秘密协

定的:对日军军费 以联银券与日圆等价进行无限制供应 。伪中

联银行对正金、朝鲜两行的资金供应采取活期储存方法。每天各

地日本的正金、朝鲜两银行根据实际需要用款,不论数额大小, 随

意开出一张活期存款通知当地伪中联银行,表示已经收到存款若

干万元,即可向伪中联银行领取联银券。这种强收存款的方法无

数额的限制,仅出些低微利息的代价, 便能在各地随时取到联银

券,并且保持 太上银行 的地位,其手法非常狡猾毒辣。所以当时

在华北各地区, 凡是有正金、朝鲜银行分行的地方,都设立伪中联

银行分行以供应联银券。正金、朝鲜银行分行在收到联银券的拨

款后,即在日本银行帐上按等价拨交中联行日金, 表面上伪中联银

行有一笔日金的外币存款作为准备金, 联银券和日金票在表面上

也始终维持 1: 1的比价。日伪统治的初期, 华北物价尚能维持稳

定。后来为满足日方的要求, 联银券无限制地发放,造成通货恶性

膨胀,联银券与日元的比例实际大大脱离了 1: 1的比价,物价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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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成为必然之势。!

1944 年末, 日本为了对付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美金攻

势,还从华北、华中两地向日本运送了金块 25吨(其中华中 20吨、

华北 5吨) ,横滨、正金银行通过所辖金店在上海、天津操纵此事。

其目的不是抑制通货膨胀,完全是为了筹集军费的急需。#

(二)利用联银券经营各种实业

利用敌伪金融机关以伪钞收购货物, 以伪钞充作资本设立各

种公司, 经营各种实业是日本在华北掠夺资源的又一个手段。

1938年 11月 7日,日本酝酿已久的 华北开发公司 正式成立, 这

是一个对华北经济进行大规模侵略性 开发 、统制和掠夺的中枢

性 国策会社 。
华北开发公司 的计划非常庞大,目的是全面开发华北的自

然资源,并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主要经营范围是统制和 开发 

与国防密切有关的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及煤、铁、盐、棉、化

工等主要国防资源产业。1944 年, 诵唐的%华北开发公司之伟

绩& ∃ 一文对华北开发公司成立 5年的活动进行了全面描述。天

然资源的开发包括铁矿石、煤、盐、金矿、石棉等。经营方面有交

通、电气通信及用电、煤矿、铁矿及制铁、烯土矿、重石矿、采金、盐

及其利用、化学业、织维和一般产业。 华北开发公司法定资本金

为 35亿元, 50%由日本政府出资, 其余由民间募集。为了筹措资

金,华北开发公司发行了相当于资本金 5 倍的债券。开发公司本

身并不进行经营,而是通过设置隶属的若干会社进行投资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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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43年 9月,开发公司用投资及融资方式经营的会社有华北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等 34个会社。

在日本侵占华北的 8年中, 华北开发公司对华北的资源和实

业进行了系统的掠夺和经营, 在对华北经济侵略的过程中, 其渗透

力之强和经营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都是惊人的, 而为其提供资金

的就是中联银行等日伪金融机构。

(三)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日本的自然资源本来就十分贫乏, 随着侵略战争的肆意扩展,

各种战争物资消耗巨大, 即便是作为后方兵站基地的华北, 也难以

保证日本军工和民用资源的需要。日本政府、经济界、军部等各方

面采用种种手段,企图维护在沦陷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秩序,但由

于日伪政权对沦陷区竭泽而渔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纸币贬值,物资

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成为必然的趋势。随着侵略战争逐渐走向失

败,华北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痛苦不堪。

日伪刊物%中联银行月刊&也不否认: 盖人民之收入, 一般言

之,较事变前增高约两倍余,尤以薪水阶级增加最少。以实际之所

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只能购得事变前之半数, 故不得不大事节

减降低生活程度。收入之十九,皆以购买食粮, 其他享受皆为减

缩。由是观之, 通货之膨胀虽甚微小, 而民间亦颇受影响也。 !

尽管作者对沦陷区的金融状况轻描淡写,也无法否认人民生活严

重下降的事实。1939年日本人撰写的%北京风俗问答&一书坦言:

做小买卖儿,也是不赚钱。因为中等人家全成了下户, 下等人家全

都成了花子了。民众生活普遍趋向贫困化是不争的事实。顺义新

民会这样描述沦陷后农民的生活: 年景较好,尚能自给,惟民国二

∀88∀

%抗日战争研究& 2002 年第 3 期

! 冯忠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金融统制上之重要性& ,%中联银行月刊&第 6卷

第 5、6期合刊。



十六年事变后, 灾祸频仍,兼之贼匪骚扰,人民流离失所,未能安居

乐业,是以百物腾贵,农民购买力薄弱, 生活日趋困难, 颇显不景气

之状况焉。 !

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曾组织考察团调查平北地区日伪强迫人

民负担捐税的项目, 它们分别是户别捐、特务捐、雇夫费、家具费、

门牌捐、甲务费、联乡费、报纸费、木材砖费、地亩捐、大车捐、城防

捐、居援会(支应敌人机关)费、恤金费、讨伐费、契约附加捐、井团

费,以上一般地区都有。此外有些地方还有屠杀捐、照相捐、油盐

菜费、军用粮军柴费。这些项目在负担中尚占少数,更多的是被敌

伪敲诈,给敌人送礼和慰劳。# 因此, 在日伪统治后期, 北平城的

街头,每日倒卧者都在二三十人之上。∃

那么, 在日伪统治北平的八年中, 物价究竟是如何上涨的呢?

沦陷期间北平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如表所示大体有 4次∗,即第 1

次激腾期、第 2次缓腾期、第 2次激腾期和物价暴腾期。与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是米面杂粮、布匹两项,粮食的上涨指数从 1938 年

3月的 177. 84上涨到 2799. 2, 布匹也从 204. 95涨到 635. 56。仅

1942年 8月到 1943年 3 月, 粮食的上涨幅度就达到 281%, 日本

投降前一年,物价的涨幅因 令人乍舌 而无法统计。
下表统计的是北平老字号六必居和其他趸货 1937- 1945 年

间的北平市民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变动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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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元为联银券

时
间

品
种
酱油百斤:
元

大头菜
市斤:元

绿豆芽
市斤:元

豆腐
市斤:元

花生米
市斤:元

白糖
百斤:元

茶百斤:
元

毛巾条:
元

阿司匹林
片:元

1937. 12 6 0. 09 0. 015 0. 01 0. 12 15 215 0. 18 0. 06

1938. 12 10 0. 085 0. 02 0. 01 0. 13 20 215 0. 27 0. 09

1939. 12 16 0. 13 0. 04 0. 02 0. 3 38 342 0. 29 0. 28

1940. 12 20 0. 25 0. 08 0. 04 0. 38 59 640 0. 55 0. 22

1941. 12 24 0. 12 0. 1 0. 05 0. 46 126 880 0. 64 0. 2

1942. 12 32 0. 24 0. 2 0. 1 1. 44 158 1640 1. 25 0. 422

1943. 12 64 1. 26 1 0. 5 3. 6 165. 8 3700 6. 2 0. 955

1944. 12 320 1. 46 4 1 22 170 27000 60 7

1945. 12 32000 100 100 50 500 63000 680 35

表中所列当时北平人日常的生活用品,如酱油、大头菜、绿豆

芽、豆腐、花生米、白糖、茶叶、毛巾和阿司匹林药片等 10项。这些

食用品为日常生活所必须, 比较符合老北京人的生活实际水平。

抗战胜利前后, 价格上涨少则几十倍,多则 5000 ∋ 6000倍, 北平人

民生活的日趋恶化由此略见一斑。

沦陷时期北平物价以 1942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42 年

以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七七事变后整个社会处在巨大的动荡和战

乱之中,农民的破产和战乱的破坏使得农业生产严重减退。战争

导致了铁路和公路的毁坏,运输力短期内难以恢复,华北物资出现

供求不均衡的现象; 北平的城乡因日伪的经济封锁而互不来往。

逃难的乡绅避在大城市, 破产的农民也到城里谋生, 致使人口剧

增。华北实行金融统制后, 联银券是依靠军事暴力强行发行的纸

币,信用极低,加上华北重要物资的大部分供给日军,作战军需物

品也是现地征用,如粮食、棉花、钢铁和煤炭等,这些因素导致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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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上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等国家开战,华北原来

赖以进口的轻工业产品没有了,而日本国内的物资也日益困乏, 不

能向华北进口轻工品。华北对日本输出重要物资则加大了出口。

日伪政权为防止物资流向北平周边的抗日根据地,还实行物资封

锁,城乡的交流机能遭到破坏,物质不能正常地流动。物质的日渐

匮乏反过来又导致商人们囤积居奇, 老百姓为维持生存也积存一

些生活用品,因此北平物资的缺乏就显得更加突出。

从联银券的发行量看,到 1943年底, 伪中联银行共发行纸币

162亿元, 1945年 1- 4月发行了 187亿元, 而 8月一个月内竟发

行了 301亿元联银券。! 正是这些纸币几乎无限量的发行, 使日

军得以在华北最大限度地搜刮了中国物资。货币发行增多、货物

的减少导致了物价的上涨,物价的飞涨又进一步加速了通货膨胀,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沦陷区人民则遭受了惊人的贫困之苦。

(四)由北平的金融统制看日本金融侵略的特性

日本在北平金融统制的垄断性。北平是华北伪政权的中心,

政治、军事和经济统治力量相对较强,因此对各项金融、经济政策

的贯彻较为有力。日伪推行金融统制的实质就是垄断独裁, 一切

以侵略战争为中心。除成立和扶植伪中央银行中联银行外, 还对

北平原有的金融机关进行了两次整顿。对各种金融机关限期登

记,规定开业银行、银号的资金,使北平的金融机关数量锐减。打

击原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 使之成为普通银行; 商业银

行寥寥无几,只有其 伞下银行 能勉强生存。统一货币,禁止一切

钞券的流通,只许联银券的流通而实现了一切以伪中央银行为中

心 ∋ ∋ ∋ 中联银行的垄断。金融的垄断直接服务于日本在华军事行

动和统治的需要,是帝国主义掠夺本质赤裸裸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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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北平金融统制的掠夺性。依靠武力和政治压力强制发

行无信用、无准备基金的联银券,以无法支配的白银充作发行准备

金,实质上就是用不值钱的纸币先掠夺物资, 然后再凑出发行准备

金。根据伪中联银行与日本正金和朝鲜银行所定立的契约, 当日

方军事开支和开发资源需要联银券时, 正金和朝鲜银行,就从中联

银行往来的活期存款账户中支取所需的资金, 同时在各银行中的

活期账户中加一笔日圆的存款, 而日圆的存款是不能动用的。因

此,只要战争还继续下去,中联银行对这笔资产的调度权就始终被

日本人极为巧妙和隐蔽地使用,中国人民就会被无限期地盘剥。

日本在北平金融统制的经验性与严密性。日本侵华战争达

14年之久,北平遭受日人蹂躏也有 8年。日本在对东北进行了 6

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统治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在东北的金融业使用的整顿金融机关、统一货币、发行公债、建

立票据交换所、强制储蓄等手法,又在华北和北平的金融统制中如

法炮制,并根据当地情况丰富了内容和手段, 同时,也使所谓 日满

华 经济各成体系。此外, 日伪统治者对各银行存款和贷款的规

定,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储蓄的比例提取,甚至银行经营时间的限

制等等保证了其对金融机构控制的严密性。

综上所述, 北平沦陷后日本以军事和政治的高压, 运用了二战

时期帝国主义国家战时金融管理的手段,采取了垄断强制的方式,

对中国民族资本和自然资源, 对北平人民进行了惊人的掠夺。在

日伪统治北平的 8年期间,在其金融统制和其他经济形式的下, 北

平的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北平的民族资

本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是历史的真相, 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军

国主义者永远无法抵赖的铁的事实。
(作者陈静, 1964 年生,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编辑)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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