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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3年,为了平衡棉农与粮农负担、扩大棉田面积和增加棉花产量、解决后方用棉

等问题,国民政府在主要产棉区实施棉田征实制度,即棉田征棉,粮田征粮。棉田征棉使国民政府

多少控制了一定的棉量,可以兼顾军民用棉;棉农亦免除了卖棉购粮缴纳田赋所受的剥削与麻烦,

产棉地区的粮价也不致因棉农的争购而骤涨。国民政府规定凡实施棉田征棉地区,所有棉田一律

不准改种粮食,并采取对棉农贷款等优惠措施,对于保持和增加棉田面积、促进棉产, 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但是,棉田征棉并未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目的,不仅在解决国家战时用棉问题上作用极为

有限, 而且对征粮的影响较大, 反映了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实制度的困境与无奈。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田赋征实 田赋征棉

田赋征实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普遍实施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该制度实施

之初,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故最初田赋征实的 实  专指粮食。 1943年,为了平衡

棉农、粮农负担和解决战时的用棉问题,开始在产棉区直接征收实物棉花,即棉田征实制度。棉田

征实作为田赋征实制度的一项子制度,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故而, 笔者拟从棉田征实制度的实施背

景、实施机构、运行状况、实际作用等方面,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棉田征棉的成效与问题, 以

展现田赋征实制度之全貌。

一 实施背景

所谓棉田征实,亦可称之为棉田征棉或田赋征棉, 即在主要产棉地区实施田赋征收棉花的制

度。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棉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平衡棉农与粮农负担。

田赋是对土地征收的一种税收, 在田赋征实以前,不管土地出产什么,一律以货币征收,对农民

并无不便,只要将农作物出卖变成货币缴纳即可。田赋征实后,农民必须缴纳实物。所谓实物, 从

原则上来说,应该以土地出产物为标的,即土地出产何物即征何物, 在古代又称 任土作贡 。按此

标准, 田赋征实不仅应该征收粮食作物,还应征收经济作物。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之最初目的主

要是调剂各地军需民食,因此当时征收实物的种类,仅限于稻谷、小麦及杂粮等粮食实物, 实际上仅

是田赋征实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 1943年以前的田赋征实制度,命名为田赋征实有些不妥,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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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征粮或粮食征实制度更确切一些。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不同,特别是在有些特产地区,本身即

不产粮食作物或只产少量粮食,如四川内江产糖, 自贡产盐, 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是产棉区。

以河南为例,纯产棉区棉田约占耕地 70%乃至 90%, 其余 10%种小麦 ∀ ;次产棉区, 一般棉田也占

耕地 40# 50%。在上述地区, 农民本身所产粮食很少, 尚不够家庭食用,征实后由于国家规定一律

征粮, 给他们带来极大不便。在四川地区,国民政府曾实行代购政策,即按照市场粮价,再加一定运

费,农民将应纳田赋数额折合成货币交给粮政机关,由粮政机关在产粮地区购买粮食缴纳田赋。这

种政策虽给粮政机关带来一定的麻烦,但对种植特产的农民来说, 无疑是一种便民政策。可是, 对

四川以外的农民,特别是产棉区的农民,则须卖棉购粮缴纳田赋。在征实期间, 棉农为换取货币购

买粮食,纷纷卖掉棉花,因集中抛售, 价格常较平时为低;购买粮食时亦因同时大量购进, 反致粮食

价格上涨。因此,棉农是贱价粜售棉花,然后高价从市场籴进粮食,辗转一卖一买之间,皆给商人以

牟利之机会,且棉花粮食均属庞大而笨重的物品, 往返运输, 给棉农带来诸多不便。如一县全产棉

花,则所需粮食须从邻县求购, 棉农所受损失更甚。为便利棉农缴纳田赋和避免其经济上的损失,

唯有实行产棉地区以棉花缴纳田赋的政策, 方为保护棉农之良策。对此,国民政府财政部在 1943

年 7月公布的∃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 %中,明确指出棉田征棉之目的在于平均粮田、棉田负

担。&

第二,解决战时棉花面积、产量减少以及由此引起的棉花供应紧张问题。

我国产棉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带,长江流域有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

江西等省,黄河流域有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据中华棉业统计会估计,战前年棉花总生

产量约 1700万担,虽不能自给,但所差不多。另据其对陕西、湖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河南、甘

肃、江西等后方 9省的统计, 后方的棉田面积及其棉花产量, 足以自给。∋ 抗战爆发后, 河北、江苏、

山东、山西等产棉省区大部沦陷,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产棉区亦有部分地方沦为战区, 完整的产棉

省区仅有陕西、四川两省。另外,一部分接近战区的棉花,又因种种原因出现资敌情形,且产棉大省

河南、湖北各地大旱, 直接导致棉花减产。同时,因各地棉花价格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比上涨(,农民

种棉不划算,所以纷纷弃棉而种粮。战前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所费人工较多,成本也较大,但因利

益丰厚,棉农乐于从事棉花种植,以增加其经济收入。战时一般棉价较之战前增涨 30倍,而粮价同

期增长 66倍 ) ,棉花价格的上涨比例不足为粮食的一半。简言之, 种一亩小麦, 即可获种棉二亩或

三亩的收益。因此,棉农出于本身利益考虑,不愿再种收益较低的棉花,遂致棉田面积缩小,棉花产

量减少,造成后方原棉供给不敷的现象。

为改变棉花面积缩小和产量减少的现状, 国民政府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扩大棉花栽培面积,

采用优良品种,指导棉农用科学方法种植棉花,以达到增加生产、改进品质及适合各纱厂及手工纺

织原料所用的目的。如,由中央农业试验所与各省农业机关合作实施西南植棉计划, 在云南、广西、

贵州、四川、西康、湖南等省推广植棉。广西、贵州两省因山地过多,土质贫瘠,效果不佳。湖南产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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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临近战区,为防止棉花资敌起见,不宜大量发展。西康植棉地区仅限于邻近四川的县份,为数不

多。四川因自然条件较适宜植棉和省政府的大力提倡,棉田面积由抗战前不足 150万亩到 1939年

增至 250万亩。∀ 1941年田赋征实后, 四川征额较多, 致使棉田面积与产量再度减少。总体上看,

除四川外,其他各省的植棉计划因受自然条件限制 (气候不宜植棉 ) ,或农民不习惯种棉, 或粮价高

过棉价等因素制约,收效甚微。

棉田面积萎缩与产量减少在 1940之后最为明显。 1940年秋, 粮食价格相对高涨, 棉价则比较

平稳,棉农无利可图, 遂纷纷改种粮食作物。1941年的棉花栽培面积,较 1940年减少了 30万亩。&

征实后,棉农为应征国家赋税起见,不得不增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棉花种植面积更为缩小。据陕

西农业推广所统计, 1920年陕西棉田面积为 1283650亩,抗战爆发前增至 4825013亩, 1940年突减

为 200万亩, 1942年更减为 1385740亩, 较战前缩减 3倍以上。∋ 同时,不仅种植面积减少, 产量亦

锐减。 1940年陕棉产量为 1002280担, 1941年减为 784518担, 1942年仅有 30万担。( 1942年,陕

西、湖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河南、甘肃、江西 9省棉田面积减为 757万亩, 较 1936年的 1518

万亩, 减少了一半。另外, 棉花亩产量也急剧下降,平均每亩仅收皮棉 19. 2斤 (战前为 23. 6斤 ),

其中尤以河南鄂北减产最烈 (发生荒歉 )。由于棉田面积和亩产量同时减少, 致使皮棉总产量也由

317万担缩减为 140万担) , 距后方所需 300万担之数相差一倍以上。

棉花面积和产量的大量减少,加之日本刻意掠夺棉花,更使抗战后方严重紧缺棉货纺织原料及

军民衣被。日本军需和工业所需棉花,主要靠美国、印度、中国、埃及等国家供给。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鉴于美棉、印棉、埃棉均无法进口,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搜刮中国棉花。为抢购战区和临近战区

棉花, 日本在安徽、湖北等省设立机关,高价收购棉花, 一般棉农和商人为利益驱使,往往偷运棉花

至敌占区,无形中加重了后方缺棉的程度。

国民政府虽积极收购和存贮棉花,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棉问题。抗战爆发初期, 为保障物

资供应,国民政府成立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其主要任务是将战区或邻近战区的物资内迁。至于棉

花供应,则由农本局负责。农本局收购战区存棉,运往后方贮存,以免棉花资敌, 并为迁移后方的纱

厂预留原料。后由农本局福生庄专门负责收购棉花,至 1940年,福生庄在湖南、湖北及河南一带收

购棉花大约有数十万担。但是,因运输困难和战争原因 (运输工具几乎全受军事机关统制 ), 导致

棉花急剧跌价。 1938年, 湖南滨湖的棉花, 皮棉跌到 16元 1担,尚无人购买;运到后方 400里的沅

陵,则 40元 1担, 贵阳 80元。∗ 大量的棉花因运输问题无法出售,致使棉价大跌,植棉面积大为减

少。1941年,经济部物资局成立,农本局隶属于物资局。此时非但纱和布供应成问题,而且过去纱

厂所存棉花也已用尽,主要棉区大部沦陷,原棉供应发生了严重问题。后方纱厂、军政部军需处、福

生庄等机关均将目标锁定在陕西,争购棉花,导致棉花价格又急剧上涨。为防止棉花价格暴涨, 国

民政府先在陕西实行限价收购,后又变为政府统购。无论是定价收购还是统购,因定价太低,不够

生产成本,棉农纷纷将棉田改种粮食,陕西棉产减少 2 /3,造成后方军需和工业用棉极为紧张。

鉴于此, 1943年,国民政府决定采用统购与征实两者并行的政策, 希望藉此解决抗战后方缺棉

问题。尤其是棉田征实制度既可使政府获得大量棉花, 又不用支付法币,可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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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过程

(一 )筹议。

在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实以前, 最早实行田赋征棉的是山西省。1940年山西在实行田赋征实

时,征收种类除粮食外,还有棉花和布;征收标准为每正附田赋 1两 (等于 2元 5角 )征收棉 10斤或

土布 4斤,该年共征棉花 10万斤,布 400斤。∀ 而最早建议国民政府在棉区实施征棉的则是湖北

省。1941年田赋征实之初,湖北公安、石首、松滋三县因境内棉田较多, 售棉购谷尤为不便, 曾由湖

北省政府电请国民政府折征棉花。因当时棉花供应紧张的状况尚不突出,军公粮食需要极为迫切,

国民政府担忧在棉区征棉会影响征收粮食,没有批准实施,这可谓是棉田征棉拟议之肇端。& 1942

年,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兼田赋管理处处长周介春鉴于 1941年度征实时泾阳、三原一带棉农卖棉缴

粮的困难,也曾建议政府扩大征收种类 ∋ ,对棉区征收棉花, 亦未被采纳。同年 10月, 物资局局长

何浩若在视察陕西棉产情形后,也向国民政府提出棉农缴纳田赋应以棉花代替的建议。( 这时国

民政府对产棉地区,一般采取强行征购粮食的政策。如陕西泾阳、三原、渭南、长安、大荔等县, 在

1941和 1942年度征实中即是征收粮食, 对于确实无法购买粮食的地区, 可以呈请财政部核准, 折

征法币缴纳。如湖北松滋县第二区为产棉区域, 1941年度即系折征法币完赋。) 继山西之后,紧接

着实施棉田征棉的是湖北省。 1942年,湖北公安、石首、松滋三县棉区农民,因没有粮食缴纳赋税,

至无法完成征实任务,后经批准由湖北省政府制定棉田完纳棉花办法, 由省银行代收棉花,按核定

价格折合法币缴纳国库。折合标准按棉田收获量及与粮食市价比例, 规定稻谷 1斗, 折征棉花 1

斤∗,由此地方政府实施棉田征棉,逐步推广。

1941至 1942年,由于田赋征粮和其他原因, 棉花产量急剧下降。陕西、河南两省棉区平均减

产率达 30%以上,湖南、湖北棉区因受旱灾影响, 产量减少 40%。棉产减少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军

需供应和棉价管制政策。同时,因国民政府收购棉花价格太低,收购数量有限,棉商不愿买进,厂商

则受统购统销限制不能收购,遂致棉花销售陷于半停滞状态。陕西三原、泾阳等县首先电报田赋无

从催收,请求中央解放棉市管制,以便早日脱售棉花,购粮完赋。+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逐渐使棉

田征棉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如此背景下, 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第 21次常务会议,决定自 1943年起扩

大征实范围,举办棉田征实。1943年 7月 16日, 财政部公布 ∃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田赋

征棉正式实施。

(二 )办法。

根据∃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规定, 棉田征棉区域为陕西、河南、湖北、湖南 4省。各省

征棉县份由省田赋管理处会同建设厅拟定,报请财政部、粮食部核定。棉田征棉区域, 业户缴纳实

物以农地产物为标的,棉田征棉,粮田征粮,, 即在征棉县区未种植棉花的农民仍可缴纳粮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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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田赋改征实物,实施一年成绩尚良好 %, ∃大公报 %1941年 7月 6日第 3版。

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周介春: ∃陕西省田赋改征实物之经过 %, ∃经济汇报 %第 6卷第 1、2期合刊。

∃何浩若谈陕棉产销问题 %, ∃新华日报 %1942年 10月 19日第 2版。

赵志垚: ∃湖北省田赋改征实物之经过 %, ∃经济汇报 %第 6卷第 1、2期合刊。

赵志垚: ∃湖北省战时实施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概述 %, ∃新湖北季刊 %第 3卷第 1、2期合刊。

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 ∃中农月刊 %第 4卷第 8期。



曾经参与筹划棉田征棉的赵既昌称: 之所以选定陕西、河南、湖北、湖南 4省, 是由于 4省棉花产地

比较集中,且均有固定市场,控制容易,运输便利, 实为理想的征棉区域。但一省境内, 各县各乡镇

棉产密度互不相同,如陕西产棉大多集中于关中平原,陕南陕北则零星分布。如一律征棉,普遍设

置收棉机关,不仅在手续和经费上是一种浪费,且征起棉花之集中运输,在产棉较少之地亦属困难,

因此财政部最初规定凡棉田面积占全部耕地 70%以上者一律征棉。此项办法的弊端,一是凡达到

规定区域之内的土地, 不论棉田粮田均须缴纳棉花, 粮田农民必须购棉完赋, 极为不便。二是以

70%以上的棉产密度, 标准过高,能适合于条件的征收区太少,征收数量有限,达不到棉田征棉的显

著功效。经财政部与各省讨论,决定棉田征棉区域,由各省田赋管理处会同建设厅按照产棉集中情

形拟定征棉县份,报请财政部核定。在核定征棉县份内,业户纳赋实物以农地产物为标的,棉田征

棉,粮田征粮。为避免业户选择市价较低的一种 (粮或棉 )缴纳, 或征收人员从中调换舞弊起见, 在

田赋开征前两个月,由棉农将棉田面积、产量及应完赋额, 报请当地乡镇公所会同该管田赋征收处

调查属实后,造具清册,再由征收处上报田赋管理处,征棉时按照登记册核实征收。其余棉数额,全

部由棉花收购机关照数收购。∀

棉田征棉之折征率有两种计算标准, 其一是按照棉粮等价比例,以棉花与稻谷或棉花与小麦之

交换价值,核定相等的折征量; 二是按每亩生产量及收益量规定征收标准,再根据田赋负担,核定每

元赋额应征收棉花的比率。第一种标准, 因粮食与棉花价格随时随地有变动差异,折价高低很难有

一定的标准,实行不易。第二种标准,如以产量为标准, 对地主而言,则佃户所得部分也由地主负

担,似不公平,遂决定按地主收获量征收 10%为原则。由于地主收获量究竟有多少, 按户按亩调查

较为困难,且易滋生流弊, 而按产量和赋税原有负担制定折征率,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折征标准。按

此标准计算,陕西每元应折征皮棉 6. 96斤& ,为减轻棉农负担增加生产起见,最后核定为每元折征

皮棉 5斤。故最后财政部公布的征棉折征率是按地主收获量征收 10%为原则,按原有省县正附田

赋总额每元折征皮棉 5斤, 赋额较重区域,可报财政部酌量调整。∋ 1944年 9月,国民政府公布 ∃战

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 %,鉴于收获量难以统计, 遂明文规定征收棉花区域, 按赋额每元折征皮棉 5

斤。(

田赋征棉是田赋征实的一部分, 其征收机构的设置与经征经收的原则本应与田赋征粮相同,但

征收棉花与稻谷小麦杂粮最大的差异,即是棉花验收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中国棉花种类, 因气候土

壤全国各地各异,棉花种类极为繁多,干潮重量差别甚大。各省所产棉花品质,其纤维、色泽、状态,

互不一样。即在同一县境同一品种, 棉丝的长度、弹性、颜色、光泽等,也互有差异,故其验收较为复

杂,非有专门人员不能检定。田赋征收人员因没有棉花知识与经验,要验收棉花,必须经过一段时

间的训练才可勉强胜任此项工作。因此, 棉花的经收工作,似应由已有的棉花收购机关办理为善。

当时中国具有验收棉花技术的是花纱布管制局,因此, 棉田征棉采用经征经收分立制度, 经征事项

由各县 (市 )田赋管理机关办理, 经收事项由花纱布管制机关依据核定区域, 设置机构办理。) 县级

花纱布管制机关可将乡镇经收赋棉事项委托银行工厂收花机关或合作社及殷实花行代办,在各县

花纱布管制机关未成立时, 所有经收赋棉事项, 由省级花纱布管制机关暂时委托县田赋管理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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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 ∃中农月刊 %第 4卷第 8期。

∃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 ∃财政年鉴三编 % (上册 ),中央印务局印刷 1948年。

∃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 ∃中农月刊 %第 4卷第 8期。



办。∀ 1943年度陕西征棉,即由各县花纱布管制机关负责征收, 征棉数额较少的县份, 由花纱布管

制机关委托合作社或殷实花行代为征收。只有高陵 1县因县境狭小,采取集中县城由花纱布管制

机关征收的办法。& 1944年度仍由花纱布管制机关经收, 1945年度因花纱布管制局撤销,经征经

收均由陕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办理。而湖南、湖北经征经收事宜则一直由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合一

办理。∋

为规范棉花验收,财政部制定了 ∃财政部 32年度棉田田赋征收棉花验收办法 %, 规定棉花的验

收不分种类、粗绒细绒、品级一并验收;开征前由县级经征经收机关根据该县历年所产棉花品级程

度及本年新棉生长情形,会同采集最普通新棉制成标准样品, 分发各乡镇征收处作为验收标准, 并

将标准样品呈送省级经征经收机关转呈财政部备案;验收棉花应以确系本年所产新棉而其品级相

等于标准样品者为合格,凡所含水份超过 12%,或所含棉籽叶屑泥沙等杂质重量超过 2% ,可拒绝

验收; 验收工具为市制衡器,并应经度量衡检定机关或县政府依法检定并烙印后才可使用,以市两

为计算单位,两以下四舍五入。( 其他征收程序大致与田赋征粮相同。

(三 )概况。

1943年度核定征棉省份为陕西、河南、湖北、湖南 4省, 各省征棉县数为湖北 9县, 湖南 7县,

河南 11县, 陕西 26县 ) , 4省合计 53县。陕西、河南两省每元征收皮棉 5斤, 湖南因棉价较高, 每

元折交 3斤,湖北则 4斤、5斤不等∗,总征额为 10万担。+ 后湖南因属产粮大省,停止征棉,其他 3

省继续征棉,不过征棉实施区域有所变化,湖北征棉县份由 9县减为 5县,河南、陕西两省未变。征

收标准,一律按赋额每元征 5斤。截至 1944年 5月底,共收起 23032. 33担。,

1944年度为扩大棉田征棉区域,除陕西、河南、湖北 3省外, 四川、湖南两省也实行棉田征棉,

征棉配额为 883. 8万市斤,较 1943年度增加 4倍多。−各省纷纷请求减低征额, 后经财政部田赋管

理委员会决定,总额减为 70760担,其中陕西 26900担,湖北 28600担,湖南 10780担, 四川 4100担,

河南 480担, 征实率为田赋每元征棉 5斤 (湖南最初定为 3斤 )。 原定四川、河南两省亦举行棉田

征实, 四川巴中、盐亭、仪陇 3县产棉甚丰,原计划征收 4100担,后因该省 1944年度田赋征实征借

核定为 2000万石,已较 1943年多出 400万石, 故棉田征实暂缓举行。河南则因战事紧张,军粮需

要较棉花为甚,亦暂时停征。 剩余湖南、湖北、陕西 3省, 其中湘南、鄂北产棉县份因大多沦陷, 征

收深受影响,后将配额酌予减少,湖北减为 15000市担,总额为 52680市担, 陕西 1省配额占总额一

半以上。10月 1日开征, 截至 1945年 5月 5日,总共收起 29062市担。其中除陕西征收成绩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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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田赋征收棉花经征经收划分联系办法 %, ∃财政学报 %第 2卷第 1期。

∃陕棉集锦 # # # 棉农们的困苦%, ∃新华日报 %1943年 11月 22日第 3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关于办理陕西省棉田田赋征棉文件与有关文书 %,案卷号:八四 171。

∃财政部 32年度棉田田赋征收棉花验收办法 %, ∃财政学报 %第 2卷第 1期。

陕西征棉县份最初决定为 37县,后来改定为高陵、泾阳、三原、长安、朝邑、渭南、华县、华阴、大荔、韩城、平民、合阳、礼泉、户

县、咸阳、临潼、周至、富平、褒城、兴平、蒲城、西乡、沔县、南郑、城固、洋县等 26县。见∃陕棉集锦 # # # 棉农们的困苦 %, ∃新华

日报 %1943年 11月 22日第 3版。

∃四省实行棉田征实 %, ∃中央日报 %1943年 10月 26日第 2版。

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三年来办理田赋征实经过与成果 %, ∃中央日报 %1944年 6月 29日第 3版。

∃三年来办理田赋征实经过与成果 %, ∃中央日报 %1944年 6月 29日第 3版。

∃中外财政金融消息汇报 %, ∃财政评论 %第 12卷第 4期。另据粮食部档案分析,四川征棉似乎在其征粮 2000万石确定以后,

即决定停止征棉。而河南确定停征时间则较晚,其停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豫湘桂战事发生,征棉县份全部沦陷所致。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 ∃粮食部 1945年度政绩比较表 %案卷号:八三 108。

∃全国征粮征棉概况 %, ∃财政评论 %第 12卷第 6期。



外,湖南无起色, 湖北更差。各省收起数如表 1。截至 1945年 12月 31日, 陕西收起 86% , 湖南

44%,湖北 22% , 3省总共实收数仅占配额 61%。∀

表 1 1944年度田赋征实征借收起数额竞赛表 & (截至日期: 1945年 5月 5日 )

赋棉收数表

省别 名次 配额 (市担 ) 实收 (市担 ) 成数

陕 1 26900 20986 100%

湘 2 10780 1363 12%

鄂 3 15000 6713 4%

合计 52680 29062 55%

(说明:陕西棉花征实配额为 26900市担,实际征起 20986市担,占配额 78% ,原档案计算错误。)

1943、1944两年度,田赋征棉成绩, 除陕西 1省之外, 无法与田赋征粮相比。 1943年河南因征

棉县份部分沦陷,无法实施征棉,故征收成绩不佳。而湖南、湖北两省,主因则是 棉花较稻谷交换

比值为高,棉农缴纳, 多存观望  。与湖南、湖北相反,陕西恰恰是由于 粮价较棉价比例为高,棉农

乐于缴纳 ∋的缘故,征棉成绩连续两年名列第一,而征粮成绩却较差。

鉴于陕西征棉成绩较好,棉质又较其他各省为佳,粮食部与财政部协商,准备在 1945年度停办

湖南、湖北征棉, 仅办陕西 1省, 并将赋额增加 1倍。后因陕西久旱不雨, 灾象较重,配拨军粮数量

较大, 征粮数额又不敷支应, 扩大征棉势必减少征粮, 故最后双方协商仍按 1944年度配额征棉

26900担。湖北因收数太小,停止征收;湖南虽配有 5780担,因豁免田赋而免征; 四川 5000担, 共

31900担。棉赋征率每赋额 1元,四川折征皮棉 10斤,陕西 5斤。(

表 2 1945年度各省市田赋征实征借收起数额比较表 ) (截至日期: 1946年 11月 30日 )

赋棉收数表 (单位: 担 )

省别 名次 配额 实收 成数%

陕 ―― 26900 13653 50

川 ―― 5000 ―― ――

合计 ―― 31900 13653 40

免赋省份

湘 ―― 5780 ―― ――

总计 ―― 37680 13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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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坤宏: ∃粮政史料 (第六册 ) # # # 军粮、战后粮政、统计资料%,台北: 国史  馆 1992年版,第 504页。



从上表看, 1945年度实际征棉的仅有陕西 1省,四川不知何故未征棉。就陕西而言, 前两年赋

棉征收一直由花纱布管制机关经收, 田赋管理处经征。 1945年,花纱布管制局被裁撤∀ , 棉花的经

征经收事务统一划归田粮处办理,其间一因花纱布管制局交接验收工具较迟,二因田粮处筹设经收

人员、储棉仓库和包装材料迟缓 & ,导致陕西征棉成绩远不如前两年。

三 绩效与问题

(一 )绩效。

抗战时期棉田征实总共实行了 3届, 1943年度实施征棉省份有陕西、湖北、河南 3省, 1944年

度为陕西、湖北、湖南 3省, 1945年度仅陕西 1省。从实施范围和历年征收成绩看, 仅在上述几省

的少数县份实行,除陕西外,其他各省配额不多,成绩更差, 总计 3年共征棉 65747担, 平均每年只

有两万余担。不可否认,通过棉田征棉,国民政府多少还是控制了一定的棉量, 从而可以相对兼顾

国计民生和军需用棉。产棉县份大多缺粮,田赋征粮时,棉农必须购买稻谷或小麦缴纳, 极易引起

棉价下跌和粮价上涨。棉田征棉后, 棉农免除了卖棉购粮缴纳田赋所受的剥削与麻烦,产棉地区的

粮价也不致因棉农的争购而骤涨。粮价为一般物价的核心, 粮价的稳定,某种程度上也会平抑其他

物价。同时,因为国民政府规定凡实施棉田征棉地区, 所有棉田一律不准改种粮食,并采取对棉农

贷款等优惠措施,对于保持和扩大棉田面积、增加棉产,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过,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棉制度实际上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棉田征实实施以前, 施之元乐

观地认为,棉田征棉将使政府 最少可以掌握五十万市担 (指皮棉 ) .. (国营民营纱厂 )全年需用

原棉七十万市担,则政府足能把持十分之七之决定供给量。如加以通盘筹划,平价供应, 各纺织厂

即可纺纱十万件,织布四百万疋。果能由此遂行/以花控纱 0 , /以纱控布 0 , /以布控价 0之连环政

策,则棉市管制之任务,亦将大半赖以完成矣  。∋ 据农本局估计, 后方当时需棉量共计为 100万

担。( 即是说,每年征棉实际所得仅占消费棉量的 2%多一点,更多的用棉必须另筹他法。可见,田

赋征棉对解决国家战时用棉问题的作用极为有限,而且对征粮的影响较大。如陕西实施征棉县份

为泾阳、临潼、三原、长安、渭南、咸阳等县,均是交通便利驻军最多的地方,因征棉将减征粮食达 50

万石。此项减征之粮必须从较远地区运济,在战时运输困难、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劳费之大,可以想

见。)

(二 )问题。

田赋征棉除了存在和田赋征粮同样的弊端外, 因为征棉的特殊性, 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征

棉与征粮的协调,棉农缴纳赋棉后余棉的处理问题等等,这些均影响着征棉的效果和棉农种棉的积

极性。具体来讲,棉田征棉主要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征粮还是征棉?

田赋征实是对土地征收的税收, 无论征粮还是征棉,同一土地,只能二者择一,征棉即意味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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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参政员张金鉴等 35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案,即 花纱布管制局无能推行国家管制政策,玩法扰民,摧残纺织棉农

生产。本会历届建议改善迄今如故已难救药,应请政府迅予裁撤,业务划归省建设厅办理,以解倒悬而平民愤。 详见∃改善粮

政,救济粮荒,废止统购统销,裁撤花纱布局 %, ∃中央日报 %1945年 7月 23日第 3版。不久,花纱布管制局即被撤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粮食部 1945年度政绩比较表 %,案卷号:八三 108。

施之元: ∃棉田征棉试论 %, ∃财政评论 %第 9卷第 5期。

赵既昌: ∃棉田田赋征棉之筹议与实施 %, ∃财政学报 %第 1卷第 4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粮食部 1942年粮食征购征收情形 %,案卷号:八三 ( 2 ) 2160。



粮数量的下降。因此,粮食部与财政部在协商时因双方所处立场不同, 往往意见分歧较大,尤其以

筹议 1945年度田赋征棉时表现的最为突出。

1945年,行政院核定的征棉省份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川 5省, 但除陕西以外其他各省

征棉都是困难重重。 6月,粮食部在与财政部协商时, 认为四川、河南两省驻军较多, 军粮需要急

迫,如办理征棉必会减少征粮数额,影响军粮供应, 且河南因受战事影响, 产棉县份相继沦陷,更是

无法实施征棉。 1944年度湖南、湖北两省因征棉而减征的粮食, 依照征实征借标准折算, 总数达

124万石。而该年度征棉湖北实收未及 10% , 湖南仅及 12% ,其效果远不及征粮。征棉征粮相互

比较, 国家损失甚大。仅有陕西田赋征棉收数较佳,棉质又好,因此粮食部主张其余各省一律停止

征棉,只办陕西 1省,为兼顾棉粮起见,陕西征棉配额按 1944年度征额加倍征收。其在与财政部协

商时, 财政部首先考虑的是停征其他各省征棉后,征棉数额是否会减少,以及陕西赋棉配额可否增

加和增加后是否可能征足的问题。因此, 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湖南、湖北、四川、河南 4省不征

棉,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等陕西省 1945年度增加征棉赋额案定夺后, 才可停办,亦即粮食部必须保证

征棉总额的不下降或略为增加。要达到财政部的要求, 必须扩征陕西棉额减征粮额。∀

事实上,粮食部无法作出此类承诺。其一是陕西 1945年度配拨军粮数额增加。按照军粮计核

委员会核定,陕西须配定二战区军麦 13. 2万大包,一战区汉中军麦 84. 4万大包,关中军麦 91. 2万

大包, 以及运济河南五战区军麦 15万大包,合计军粮共需拨 203. 8万大包,折合麦子计 2914340

石,连同公粮、专案粮等 100万石,合计共达 3914340石。 1944年陕西为丰收年, 截至 1945年 6月

10日,仅征起 385万石 (配额 443万石 )。其二是陕西省 1945年夏旱不雨, 灾象甚重, 粮源缺乏。

即使按照 1944年度征粮额征收, 恐怕也难以征足 80%。即使勉强征收 80% ,比较军公粮需要, 大

约不敷 50万石。若将征棉赋额较 1944年增加 1倍,即必须减少征粮额 250924石, 距军公粮的差

额更巨,因此按 1944年征棉赋额加倍征收困难重重。粮食部只有变更原定办法,鄂北军粮不敷,鄂

西粮产虽丰,但运输困难, 无法救济鄂北。为保障鄂北军粮供应,粮食部将 1944年度实施征棉的鄂

北 6县,即枣阳、襄阳、光化、随县、谷城、自忠, 一律停止征棉,改征粮食,将其赋棉配额 1. 5万担加

入陕西赋棉配额之内,连同陕西原有赋棉配额 26900担,共增为 41900担, 较原定陕西赋棉加征 1

倍减少 11900担,以缓解粮食压力。湘北滨湖区域产粮较丰, 足供军公粮需要, 征棉县份也大多集

中于此,征棉征粮互相影响不大,故湖南征棉仍照 1944年配额 10780担继续办理 (湖南和陕西相加

其总数与 1944年度征棉额相同 ) ,其余各省一律停办。这次调整可以说兼顾了财政、粮食两部的利

益。

因此,在选择征粮还是征棉时,粮食部与财政部,一方要粮,一方要棉,双方都想尽量多得,在各

省田赋赋额一定的情况下,自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由于战时需粮相对需棉更为迫切, 最后的结

局自然是粮食部的意见占上风,故而历年征棉额核定较少,除了征收成绩不佳的因素之外,此实为

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棉农与粮农之负担孰轻孰重?

为鼓励棉农增加棉花生产和积极缴纳棉花起见,依据 ∃战时棉田田赋征收棉花办法%规定, 凡

是田赋征棉县份,所有随赋征购或征借之粮食及县级公粮一律免征。田赋征棉与田赋征粮,两者对

农民而言,孰轻孰重? 据粮食部负责人对 1943年度陕西棉农与粮农的田赋计算:棉花限价每斤 12

元,棉田赋额 1元折征棉花 5斤,总计 60元;棉田以外的粮田每赋额 1元折征小麦 2斗 5升,以该

年 3月下旬平均市价每石 800元计算,值 200元;可知,粮农负担是棉农的 3倍多。征实之外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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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关于办理陕西省棉田田赋征棉文件与有关文书 %,案卷号:八四 171。



随赋征借与县级公粮,征借率是每元小麦 1斗 5升, 不给现价,全部搭发粮食库券,县级公粮以带征

征实额 30%为限,三者相加,粮农负担最少是棉农的 5倍。∀ 可是, 粮食部的计算忽略了一个重要

因素, 即粮农在缴纳征实征借和县级公粮之后,所余粮食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而对棉农,缴纳

征棉后的余棉却没有处置权。按照规定, 棉农缴纳赋棉后的余棉, 必须由花纱布管制机关会同各省

建设厅统一收购,称为统购政策。因此,棉花收购价格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棉农负担的轻重。如若收

购价格合理,棉农负担当较粮农为轻,反之,则棉农负担可能更重。田赋征棉后, 为了保证征棉数量

和余棉的收购,棉农必须将其棉地面积与生产量上报,以作为征实和日后政府收购的依据。因此,

在正常情况下,棉农的余棉是无法隐藏的。

1943年 9月,花纱布管制局宣布收购新棉的价格为每担 5800元, 但规定之后却迟迟不开始收

购。棉农因种棉所费成本较高,需款较切 (急着拿钱还债务和支付各项开支 ), 故凡摘取棉花者无

不急于出售,因花纱布管制机关不收购,只有将棉花贱价卖予棉商,棉价大跌, 老秤 100斤 (老秤 85

斤等于市秤 100斤 )棉花才卖 4700- 4800元。等到花纱布管制机关开始收购, 不是受委托的花行

无款兑现,就是代购的棉商盘剥棉农。陕西泾阳棉商在代花纱布管制机关收花时, 老秤 1担才给

5800元,合市秤 1担卖 5000元左右。 1担棉花,棉农就损失 800元。& 1945年初,陕西收购 1944年

余棉, 据∃新华日报%和 ∃中央日报 %记载, 先规定以官价每担 (中级棉 ) 10600元收购,因定价太低,

棉农亏损太大,不愿出售, 后加奖金 2400元,总计每市担为 13000元, 与成本相比仍差太远 (棉农成

本在 2万元以上 ) ,此时黑市棉价已由 17000- 18000元涨至近 3万元 (日本收购价 4万元 ) ,即使加

奖金效果亦不佳。∋ 而且经收人员, 除每包花多拿秤四五斤外,并将每包棉花扣秤三斤,为其仓储

亏耗之准备。此外,尚在每花包之四角,扯棉花四把,取作花样。这样, 棉农的每包花就要多耗费八

斤至十斤之多。领款也不容易,每次领款,总得要四五天才到手 。( 因此虽加给奖金,棉农售棉仍

不踊跃。陕西泾阳棉农,甚至出现破产的情况。) 无奈之下,又发起 杀鸡求蛋 式的献棉运动, 规

定各县献售棉花数额,从而将收购变成了强制摊派,试图以强制办法迫使棉农交出棉花, 售者依然

寥寥。∗ 后又规定以棉换布办法, 每售棉 1担, 可购平价布 1匹 (每匹 4500元 ), 棉农售花 1担, 除

得布 1匹外,尚可得 8500元,结果售花者仍然稀少。+

棉农不愿卖棉给国家的主要原因是核定价格不及生产成本。为此,财政部对收购价格再次作

出调整, 1945年 二月一日起棉农售棉每市担于原官价及奖金二千四百元以外,另加献收奖金五千

元,合共每市担一万八千四百元。在二月一日以前已献售之棉花, 经由县政府合作社或农会登记

者,前项奖金一律照补  。, 这次调整后,距离棉农的成本仍差 1600元左右。而此时市场棉价已达

3万元,比收购价高出 1万元以上,棉农自然不愿售棉。在无法正常收购棉花的情况下,陕西省建

设厅采取派人挨户搜寻棉农存棉的办法, 强制棉农出售。如此蛮横且不计棉农成本的收购政策,直

接使棉农面临破产的境地。− 因此,如果将棉农卖棉的损失计算在内, 棉农实际负担显然重于粮农

或者至少不比粮农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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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粮食部 1942年粮食征购征收情形 %,案卷号:八三 ( 2 ) 2160。

∃陕棉集锦 # # # 棉农们的困苦%, ∃新华日报 %1943年 11月 22日第 3版。

∃陕棉统购政策,应该取消得了%, ∃新华日报 %1945年 3月 26日第 3版。

∃经济圈内 # # # 陕棉收购问题%, ∃新华日报 %1945年 1月 5日第 3版。

∃收成不好,收价太差,陕泾阳区棉农破产,获比前年少一倍,收价比成本少一半 %, ∃新华日报 %1945年 1月 23日第 2版。

∃杀鸡求蛋的自杀政策,陕省发动献棉运动 %, ∃新华日报 %1945年 1月 5日第 2版。

∃陕棉统购政策,应该取消了 %, ∃新华日报 %1945年 3月 26日第 3版。

∃陕棉统购政策,应该取消了 %, ∃新华日报 %1945年 3月 26日第 3版。

∃陕西棉农困苦,棉价比成本差十倍 %, ∃新华日报 %1945年 10月 6日第 3版。



同时,棉农与粮农负担轻重还受各地棉粮差价大小的影响, 如粮价对棉农有利,棉农自然愿意

缴纳棉花,否则即交粮食。如此在棉价低的地区 (如陕西 )棉农负担较轻, 反之在棉价较高的湖南、

湖北负担较重。田赋征棉后,尽管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如禁止棉田改种粮食,给棉农贷款,推广

优良品种,登记棉田面积等,收效依旧甚微。其根源在于政府收购棉价不及成本,致使棉农种棉积

极性不高,棉田面积增加极为有限。

在实施棉田征棉过程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各个业户,均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对国民政府

而言, 是征粮还是征棉的问题; 而对业户而言, 由于政府对棉田改种粮食的限制, 在选择缴棉还是缴

粮的过程中,虽也有一些主动性,但更多的是无奈。历年征棉成绩不甚理想, 与国民政府对余棉的

收购、统购政策之失误有极大关系。无论是收购还是统购棉花, 其价格应与市价相当或略低,最低

限度亦应达到棉农的生产成本。否则,棉农耕种一年,除去辛苦费不计外,还要亏本, 自然不愿种植

棉花。因此,在国民政府统购棉花过程中, 收购价格屡次改动,办法迭出, 甚至已达朝令夕改的程

度,亦无法挽救棉田面积日益减少的趋势。

(作者郝银侠,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

由孙照海选编的 ∃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 (全三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年 3

月出版,定价: 1480. 00元, 开本: 16开 (精装 )。

该书记述了抗战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曾吸引着很

多中外记者及民主人士的关注, 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并撰写成专著或

文章,向人们广泛介绍解放区的抗战情形。本书作者将 12本相关史料汇编成三册,由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既有外国记者撰写的文章,如 ∃红色中国的挑战 % (史坦

因著 )、∃北行漫记 % (福尔曼著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 (爱泼斯坦等著 ) ,也有

民主人士如黄炎培的 ∃延安归来记%, 著名作家刘白羽的∃延安生活 %等。这些史料,都是

可以留存后世的真实历史纪实之作, 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本套丛书中还配有大量生动

的抗战版画作品,为版画爱好者提供了更多视角。

(曲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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