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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博弈
王小满
（北京联合大学 商务学院，北京 100025）

［摘要］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主要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但是，
中国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市场，关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门，而是在美国禁运的夹缝中竭尽
所能地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的重点是尽可能地从资本主
义世界抢购抢运物资。战争爆发后，面对更严厉的禁运，中国政府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采取
重点突破、以民促官、以货易货等策略，发展了与英国、日本、法国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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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国 初 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战 略 ， 加

请客”的政策，否定了以前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

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相适应，

贸易关系，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

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是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

易。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国家的贸易。但新中国并没有关闭与资本主义国

领》中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

家的贸易大门，而是寻找一切机会来发展这种贸

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

易。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

通商关系。”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对外

家既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又有积极的沟通与合

贸易的对象范围很广，不仅包括以苏联为首的社

作，发展了与英国、日本、法国等多个资本主义

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贸易，并逐渐与美国改善了关系。

国家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1949年12月，毛泽东
出访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在访

一

苏期间，毛泽东以其远见卓识深刻认识到中国需
要同世界广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他在《关于准

在近代，中国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保

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你

持着贸易传统，中国被拖进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

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

体系，按照西方列强的需要发展外贸关系，成为

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

他们的原料生产地和产品销售地。建国之初，新

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

中国确立了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

的计算。”[1]（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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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建国之初，中共中央的眼光并没有

的港站，并令其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尽一切

仅仅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身上，而是放眼世

努力解决铁路调运问题。[3]（P.72）1950年6月朝鲜战

界，希望与所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

争爆发，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

外贸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比较先进，

中央财委于12月12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七项紧急

经济发达，他们生产的许多机器设备是中国工业

对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有针对性地抓紧时间到

化建设所需要的，同时这些国家也非常希望扩大

海外抢运重要物资。陈云认为，美国的禁运政策

本国产品的市场，进口他们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

从宣布到实施有一定时间差，美国与其他资本主

原材料。可以说，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易，发

义国家之间需要协调，不可能完全同步地执行禁

展这种外贸关系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运，这就给中国提供了抢购抢运的可能性和机

但 是 ， 由于二战后冷战局势的发展 ， 美 国

会。例如，中国政府利用这个时间差从新加坡成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是敌视的，它限制对华贸

功购得3745吨橡胶，并赶在新加坡政府宣布橡胶

易，希望用经济手段分离中苏关系，制造亲美政

为禁运物资前办好了橡胶出口证。

权。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抱有一定幻

靠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积极主动的举措，中国

想，希望中国新政权实行铁托主义，而且它也怕

政府积极抢购抢运物资，使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

严厉的禁运会把中国新政权推向苏联。所以，对

家的贸易在短期内快速发展。1950年，中国与资

中国实行的是有节制的禁运，管制还算比较温

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达到27.6亿元，占进出口总额

和，只是禁止向中国出售军火装备以及与战争潜

的66.5%，其中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为1.49亿元，

力直接有关的物资，对战略重要性稍次的物资，

占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54%。

如钢铁、机车、机车部件、商船、载重10吨以上
的火车车厢等，规定出口时要加以注意，并未禁

二

止。美国企图通过与新中国保持一般的经贸关
系，以此加深中苏矛盾，使中国最终脱离社会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基本排除了中国出现

义阵营，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可以

“铁托主义倾向”的可能性，改变了对中国的观

说，在这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

望，把禁运一步步升级。从1951年起，美国开始

新中国执行的贸易限制政策主要是出于遏制苏联

极力鼓动其盟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参加对新中国的

的需要，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一

禁运，并最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制裁的决

定程度的可调节性。

议，共有45个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禁运。禁运物

对 于 以 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 新 中 国

资品种繁多，有1700多种，囊括了一切生产和必

的态度，中国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

需的消费物资。严厉的禁运使中国与西方资本主

8月的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就指出：“我们要

义世界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几乎中断。中国从

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

西方国家进口的绝对值，由1950年的8.2亿元降为

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

1951年的2.1亿元，和1952年的0.9亿元；中国对

[2]

西方国家出口的绝对值，由1950年的6.7亿元降为

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P.2）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坚持两手准备，既针锋

1951年的0.8亿元，和1952年的0.7亿元。[4]（P.134）

相对地反对禁运，又巧妙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积极寻找机会开拓

盾，抓住时机大力开拓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紧急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一时期，为了在美国

抢购抢运急需的物资。为了方便抢购抢运，中财

禁运的夹缝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外贸关系，中

委通知相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增加补办手续

国政府采取了利用矛盾、重点突破、以民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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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易货等战略，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贸易活

后，中国同法国、比利时、荷兰、联邦德国等10

动。

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重点
50年代，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要求缓和国际

突破战略首战告捷。

紧张局势，发展正常的贸易往来，美国倡导的禁

协议虽然签订了，但中英之间的贸易之路

运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不

并未因此走上坦途。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禁运政

满。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

策，在对华贸易上采取冷淡态度。虽然英国厂商

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同我国未建交、关系

对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积极，但英国政府却是

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国主义一

百般刁难，只同意向中国出售化工纺织品，五

样。……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

金、钢铁、机器等重要物资均坚持不发许可证。

我们作对。”[5]（P.53）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找

由于英国政府的阻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签

准突破口，这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较

订的贸易协议执行结果很不理想，到1952年底进

量的重要战略手段。

口完成599.8万英镑，出口完成188.7万英镑，不到

这一战略的实施开始于1952年4月在莫斯科

原协议的二分之一。

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寻

尽管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但

求促进各国间及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间和平

并不意味着英美结成了坚固的联盟。在中国问题

合作的方法，促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

上，英美两国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同，立场也有很

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

大分歧。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

次会议，派出了一个由25名专家学者构成的代表

大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照会中华人

团。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语重心长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地对他们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

宣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从即日起承

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

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

政府”，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

[6]（P.219）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会期间，

主权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关系。与美国执着于

中国代表团成员积极与西方国家接触，表明中国

意识形态的斗争而限制对华贸易不同，英国希望

政府的态度，赢得了很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英国遭受严重的战争创

局面。”

会 前 ， 中 国政府打算以西欧的法国 为 重 点

伤，元气大伤，战后不得不依赖美国，但它时刻

开展活动，因为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是法国进

想着重新崛起。新中国已经成立，大规模的经济

步人士香贝朗。但会议的实际情况与原先设想有

建设即将展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对英国来说

出入，英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首先寻找机会

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另外，因为香港问题，

与中国代表接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面对这种

英国也不愿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与中国为敌。所

情况，中国代表团及时做出调整，决定把英国作

以，在对中国禁运的程度问题上，英美两国一直

为突破口。英国当时正遭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民

有分歧，对美国严厉的禁运物品名单，英国一直

用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产品普遍滞销。正如英国

迟迟不愿接受。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迫于压

代表所表示：英国纺织业危机实在没有办法了，

力，配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但禁运损害了

需要中国来帮忙。经过谈判，中英签订了总额为

英国的切身利益，最明显的是香港方面。禁运使

2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在会

香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转口贸易衰退，商业萧

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贸

条，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因此，禁运

易谈判活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中英协议之

遭到英国工商界的强烈反对。朝鲜战争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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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强烈希望恢复正常的中英贸易。1954年日内

经贸人士的往来，组织和举办博览会、展览会

瓦会议前，英国正式向美国提出要放宽对华贸

等，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易。英美之间的分歧坚定了中国政府开拓中英贸
易的信心。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立即邀请日本代表团来
华访问。1952年5月15日，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

中英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雷任民后来

会议的三位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及其

回忆道：“就这样，我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

随行秘书，直接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达中国，成为

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打开

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中国贸

了西方世界的大门。英国一接待我们，比利时也

促会负责接待，并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经

松动了，也去那里做了访问，试试路子。在当时

过半个月的商谈，签订了中日之间第一个民间贸

对外贸易上也以苏联为中心一边倒’的情况下，

易协议——《中日贸易协议》，协议规定到1952

总理仍主张和西方打通关系做生意，数额虽然

年底，双方各出口3000万英镑的货物。这一协议

[7]（P.1137）

小，但政治意义很大。”

开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先河，使中日之间以民间贸

新中国建立后，只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如瑞

易的方式建立起了贸易往来关系。虽然日本政府

典、丹麦、瑞士、芬兰同中国建交。相当多的国

害怕刺激美国，不敢擅自放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

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同这些尚未

运，使协议的执行困难重重，但日本的民间贸易

建交的国家如何发展贸易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先

团体尤其是中小工商业者对开展中日贸易极为踊

发展民间贸易活动，以民促官。这一方面能够打

跃。在这股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政府逐渐

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另一方面能扩

有所改变。1953年9月，受中国贸促会邀请，“日

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民间友好往来，增进彼此的

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组团访华。这是

了解，为更进一步的交往奠定基础。事实证明，

一个由日本各党派和各行业代表组成的大型访华

“以民促官”战略是成功的，在它的指导下，中

团，日本政府第一次改变态度，给代表团签发了

国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同时也推

“通商视察”的出国护照。访华期间，代表团与

动了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

中国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协议金额

当时，“以民促官”的历史使命主要由两个

与第一个协议相同，仍为双方各出口3000万英镑

机构承担，一个是国内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的货物。但和第一个协议相比，这个协议更具现

员会；另一个是国外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

实性。第二个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贸易进

代表处。这两个机构都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一步发展。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禁运限制，到中

后设立的，它们积极联络资本主义各国的工商界

国洽谈业务的日本商贸易界人士也逐渐增多。

人士，组织开展了许多民间贸易活动，在中国和

1954年底，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

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中起了桥梁和纽带的作

职，鸿山一郎内阁上台。鸿山内阁对改善中日关

用。

系，发展中日贸易表现出较大的热情，表示要改
为了发展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关系，莫斯科国

善中日关系，促进同中国的贸易。面对日本政界

际经济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并建

的这一变化，中国给予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同日

议与会各国代表发起成立本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

本建立正常的关系。中日关系的松动为贸易往来

员会。正是根据这一提议，中国于1952年5月4日

提供了新的机遇，1956年3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

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

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经过

国贸促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经贸团体，

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谈判，于1955年5月4日签

其主要职能是积极开展对外联络，扩大国际民间

订了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中日民间贸易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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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

程度，分成甲、乙、丙三类：甲类出口货与重要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贸促会不仅推动了

的进口货交换，乙类的出口货与次要的进口货交

中日贸易的发展，还与英法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换，丙类出口货则或换货或卖瑞币、英镑。易货

的贸促会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友好往来，同法

方法以先进后出，或分批的进出同时为原则。其

国、英国、奥地利、联邦德国等国的有关组织签

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货，记账外汇、连锁，即使

订了贸易协定。作为一个民间贸易团体，中国贸

拖欠也只能是尾数。这种易货贸易很原始，很麻

促会积极挖掘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机会，拓

烦，但与当时的封锁背景相适应，同时保证了中

展了中国的贸易渠道，使中国在美国封锁和禁运

国在交易中不落空。

的夹缝中发展了与资本国家的贸易关系。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一直

除了国内的中国贸促会外，1953年7月设立的

在努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并且愿意把这些

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代表处也担负着这样的历

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过

史使命。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与西欧

来，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尽管美国对我们实

的法国、比利时、荷兰、联邦德国等国家签订了

行禁运，并且强制许多国家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政

贸易协议。为了执行这些贸易协议，同时开辟直

策，但是这个彻底违反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已

接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民间贸易接触的渠道，

经遭到各方面日益强烈的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人

巩固莫斯科会议的成果，中国于1952年4月在东柏

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的。我们主张扩大国际

林建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办事处。东柏林办事处

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不仅是为了

是中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的一个

加速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因为这将

窗口，它同西欧各国工商界人士广泛接触，安排

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可靠的基础。因此，

他们组团来华访问，建立经贸联系。在它的推动

这是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于

下，中国与西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

和平事业的利益的。” [9]（P.219）建国初期，新中国

民间贸易关系，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封锁和禁运政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博弈完全印证了周恩来的

策。

总结。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的实际
面 对 美 国的禁运，中国政府把发展 民 间 贸

情况考虑，都希望能和平地发展世界贸易。新中

易作为打开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市场的重要手段。

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也需要这种外贸关系。

但民间贸易往往得不到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无法

但是，在东西方对峙的政治大环境中，这种贸易

直接结汇，所以多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用英镑

诉求被美国的封锁和禁运所阻隔。在极其艰难的

计价。陈云指出：“易货贸易是完全可能的，我

环境中，中国政府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采

们许多出口产品在国外仍有销路，资本主义国家

取各种措施，在美国禁运的夹缝中竭尽所能地发

也仍需要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然需要我们

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关系，为经济的恢复和

的猪鬃、桐油。”

[8]（P.738）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货易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货的交易原则，中央贸易部按照出口货物的重要

[ 参考文献 ]
[1]

102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
册）[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

的讲话（1949 年 8 月 8 日）[A]. 陈云文选（第 2 卷）[C].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 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

[3]

朱佳木主编 . 陈云年谱（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

（下转第 113 页）

[ 参考文献 ]
[1]

陈超 . 整合与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选

[5]

本尼迪克特 . 文化模式 [ M]. 上海 : 三联书店 ,1988.

[6]

东风日产 ：跨越文化冲突的雷区 [EB/OL]. http://www.

择 [EB/OL]. http://www.csscipaper.com/politics-law/
marxism/marxism-in-china/173467.html. 2010-08-15.
[2]

[4]

[7]

哈贝马斯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南京 ：译林出版
社，2006.

[3]

mie168.com/read.aspx. 2010-06-02.
Hall, Edward T.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8]

朱耕 . 论译者的翻译策略 [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2009（23）.

Kim, Young Yun.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9]

罗素 . 中国问题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6.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 10 ]

陆建德 . 核心价值观念和文化盲点 [J]. 对外传播 ,

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A]. in

2009（6）.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and

（责任编辑

Difference[C].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90.

如月）

（上接第 102 页）

[4]

[5]

董志凯 . 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 .[M] 北京 ：经济

年 3 月 5 日）. 周恩来传 ( 三 ) [Z]. 北京 ：中央文献

管理出版社，1993.

出版社，1998.

周恩来 .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 周恩来外交文选

[8]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6]

中央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 [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陈云传（上）[Z]. 北京 ：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5.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访问雷任民谈话记录（1987

（责任编辑

双木）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