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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世纪N6年代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

尤 建 设

4摘!要556世纪N6年代美中之间的禁运与反禁运%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博弈%美国企图通过经济
手段达到把中国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政治目的.美国的对华禁运%经历了从有限禁运到全面禁运/由单
边禁运到多边国际禁运的演变.在实施禁运政策的过程中%美国贸易霸权得到充分显露.中国在反禁运
的斗争中%策略得当%机智灵活.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开土产品销路0提高产品质量%进行技术创新%
争取部分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0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打开封锁禁运缺口0举办展览会/交易会%创新
国际合作形式0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分化瓦解国际禁运)联盟*.中国确立了自力更生为
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等主张包含了反禁运的思想.中国成功粉碎了美
国的政治企图%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4关键词5美中贸易0禁运政策0反禁运
4中图分类号5(YX73NX!!4文献标识码5)!!4文章编号56N4XB657;#5657$64B6646B64

"

56世纪N6年代美中之间的禁运与反禁运%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生死博弈%美
国企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把中国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政治目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
侧重于美国对华禁运政策决策过程%如林利民!试析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张曙光
!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7<;<+7<NX$"%.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
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从禁运与反禁运之间关系视角进行研究%侧重于美国禁运政策的演
变%对中国反禁运举措论述不足.有些研究侧重于中国的反禁运%如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
史一幕"’.在史料运用方面%限于时代条件%上述研究多侧重于美国外交文献和中国经济档案资料
的利用%而不可能利用近年来才出版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
利用美国/中国/俄罗斯等有关档案资料%侧重于探析中国的反禁运举措以及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
斗争的影响.

一!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经历了从有限禁运到全面禁运/从单边禁运到多边国际禁运的演变.
7<;4年秋至7<;<年年初%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

胜利%奠定了中共在全国胜利的稳固基础.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7<;<年7月美国出台了*!1X;号
文件.文件指出%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5月出台的*!1;7号文
件重申%美国对华的首要政策目标应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属国.文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执行一
项可能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政权之间制造严重裂痕的政策%在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下恢复中国与
日本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0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产品都应建立一套管制制度%包括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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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向共产主义中国出口任何直接军事用途的物品.为执行这一政策%必要时美国应寻求其他友好国
家#特别是英国$的有效合作$.虽然*!1;7号文件提出对华出口管制%但与美国对苏联的限制相比
相对宽松.7<;<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别贸易总值位次表上%美国居于第二位%对华进出口总
额约5亿美元%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期待英国合作方面%英国最初认为-程序出口管制现在只适用于欧洲%希望尽可能地保护其
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美国尚未明确决定拟议适用-程序的地域范围%建议把欧洲定义为一个相
当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欧洲大陆%还包括土耳其和苏联’.

7<;<年7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计
划对出口到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地区/朝鲜及其他远东地区的商品%实行-程序出口管制%即意味着
从美国出口任何商品到这些目的地都需要出口许可证%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战略物资经中国等地转运
到苏联(.美国不愿单方面对华出口实行控制%一是担心没有盟友的支持可能效果甚微%二是担心会
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因而%美国敦促英国进行合作%希望尽快将-程序扩展到中国及
邻近地区.英国不相信这种控制会有效%并且会使其陷入相当大的政治和管理困难).经过反复沟
通%英国提出实施此类控制的条件是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同时实施类似的控制*.7<;<年77月%成立
了以美国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该机构专门负责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禁运.

7<;<年75月*!1;4;5号文件出台.该文件相比于*!1;7号文件%制定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对
华贸易管制措施.文件指出%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中共政权从非苏联来源获得直接军事用途的79类
物资和设备.另一方面%美国应允许向中国出口7S类物品%但数量限制在正常民用范围之内+.

7<N6年X月美国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工原料在内的六
百余种被管制战略物资的出口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具备出口许可证.W月美国颁布!7<N6年输出统
制法令"%规定煤油/橡胶/椰油/铜/钻石/铅/银等77种货品%除非领得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
国大陆及其澳门地区,.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逐渐确定了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对华贸易从有限禁运发展到全面禁运.

7<N6年77月美国出台*!1<7;7号文件%规定对包括朝鲜和中国在内的苏联集团国家的79类
和7S类商品清单出口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美国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六百余种增加到两千一百余
种5.75月5日美国公布了)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自7<N6年75月X日起%所有输往
中国大陆/港澳的一切物资%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0.4日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美籍船只禁止开
往中国港口0外国商船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也必须把载运的战略物资申请港口管制机构批
准%否则予以扣留.7W日颁布!管制外人资产法令"%所有中国在美辖区的公私财产一律加以冻结-.2.
至此%美国对华所有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交易都实行全面禁运-.3.

美国深感仅凭一己之力禁运很难收到成效%不断向英国等盟友施压%并力推在联合国框架下要求
联合国会员国配合.联合国大会7<N7年5月7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立即对运
往中国的某些货物实行禁运.N月Y日%美国代表向联合国额外措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中国和朝
鲜实行禁运的决议草案%于N月7;日通过后由该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N月7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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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禁止向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控制的地区运送武器/弹药和战争工
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材料以及用于生产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物品$.至
此%美国完成了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对华多边国际禁运.7<N5年<月%在美国操纵下%巴黎统筹委员会
增设下属机构)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执行对华禁运%制定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中国禁单*$约五
百种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还要多%.

二!中国的反禁运举措

针对美国禁运政策%中国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和应对.中国的反禁运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73进出口工作的应急对策
抢购抢运物资%减少外汇损失.自7<N6年冬到7<N7年X月%中国将禁运后有被冻结/被扣押危

险的外汇和物资%约两亿四千余万美元抢购抢运回国内%被冻结/被扣押的占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约两
千余万美元&.加强对外汇/侨汇的管理.使用外汇抢购战略物资#橡胶/五金等$%三个月贸易部抢
购共用出外汇736X;亿美元%计购入橡胶X3Y万吨及五金/化工原料/西药等重要物资’.及时改变对
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以易货及少做为原则%减少贸易外汇遭受冻结的风险(.

实行出口统制.中国猪鬃输出在国际市场上占全世界需要量Y6d以上%有控制国际猪鬃市场的
条件.战后世界各国猪鬃供不应求%猪鬃出口可以获得很高的出口利润.7<N6年全国猪鬃实行统购
统销%以统一步调%争取高价输出.7<N6年N月5N日%全国各区对外贸易局统一桐油外销价格.广
东省组织私商成立桐油出口联营社%实行统一出口销售%集体与外商直接接单%因而控制了整个国际
桐油市场%维持了一定的价格水平%掌握了价格主动权).钨/锑/锡等矿砂属于重要战略物资%实行
出口统制.实行鼓励出口政策%推销国内工农业剩余物资%换回生产建设器材*.
53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加强城乡交流%开辟土产品国内市场.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和土产品销售大会%加强城乡

联系%扩大内销范围%采用内销大于外销/对苏联外销大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外销的原则%尽最大努力解
决好土产品滞销的难题.7<N7年76月N日华北区第一届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在天津开幕%历时近
三个月%交易额高达73NW万亿元#旧币$.通过城乡交流%南丰小桔畅销京津%阳泉煤炭风行上海.全
国土产的畅销%抵补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减少的暂时损失+.

提高产品质量%打开土产品国外销路.能够出口的土产%从减免税收/减低运费/发放贷款加以扶
助.松香方面%过去一直使用美国制造的松香%而美国的松香%实质上是低价吸收中国的松香原料%经
过加工制造后再高价卖给中国.广东省土产公司与私商合作%通过改善技术%提高质量%用新式提炼
方法精制松香%同时断绝了对美国的松香原料供应.广东松香不仅在华南/华东各地开辟了市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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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打开了对东欧国家的销路$.

X3举办商品展览会/交易会
继7<N7年76月N日华北区第一届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开幕后%76月7;日举办中国南方商品

展览会#展销会$.展览会进行X个月%在展览会开办之前就已经签署了Y;份贸易合同%会上又签署
了大量的商品合同.来自北方各中心城市/华南各市和各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的;666多名工商界代
表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到广州的客人超过7N66人%其中有566多人来自香港%他们是英帝国在
远东的商业中心的54个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

7<NW年77月%在广州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共展出7X66多种商
品.邀请了来自XY个国家和地区的X666名左右贸易界代表参加%出口成交额达到NX46万美元.这
次展览会为其后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提供了全面经验.7<NW年中国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贸易总额比7<NN年增长了X<e;d%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贸易规模中亚洲和非洲所占比重达
到W;d&.创办于7<NY年;月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是新中国冲破西方封锁禁运/发展
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3积极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7<N5年;月X日至7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个国家的Y7位代表.

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在会议发言中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对)拥有4亿以上人口和广大土地的苏联/
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实施3封锁(3禁运(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0同时表达和说明)我国对于各
国政府和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均愿与之
发展贸易*的愿望和政策’.

从会议期间到7<N5年年底%按照平等互利原则%中国#代表团$与英国/法国/荷兰/瑞士/锡兰/比
利时/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日本/西德/智利等7X个国家#工商业贸易代表团$签订贸易协定
或协议合同%总值达5亿美元以上(.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有了较为显著的进展.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对于打破封锁禁运/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起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反
禁运斗争的转折点%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有力地打开了封锁禁运的裂口.

N3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大力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美国对华全面禁运政策使中国将对外贸易的重点

转向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7<N6年5月/;月%中苏相继签订贷款协定/贸易协定.7<N6年中国对
苏联的贸易总额达到了7<;<年的<e7<倍%即从5W66余万美元增加到53;亿多美元%苏联从主要国
别贸易总值的第三名跃居首位).进口的货物以机器及工具为最多%石油类次之%钢铁类占第三位.
机器/石油/钢铁材料及制品等都是中国在生产建设上所急需的物品*.7<N7年7月%全国贸易会议
!关于7<N7年国营贸易的方针任务和计划的决定"指出%对外贸易时要积极扩大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贸易+.7<N6+7<N7年%中国相继与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货物交换及
付款协定.中国与朝鲜/越南/蒙古签订有关贸易协定.7<N6年N月%)安南号*商船载运了黄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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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烟草/猪鬃/等货物开赴波兰0W月底%波兰轮)瓦尔塔*装载了钢铁制品和其他工业品从但泽港启
碇来华$.7<N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X5e;d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至7<N5年%与社会主
义国家的贸易额提高到Y5d%此后直到N6年代末一直保持在Y6d以上%.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
家的经济合作%有效地反击了美国对华禁运.

积极发展与锡兰等亚非国家的贸易.锡兰的经济对世界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茶叶/橡胶和椰子
油原料三项占锡兰总出口的<6d%进口以粮食/纺织品和机械为大宗.二战后%美国垄断资本家成为
锡兰橡胶的最大买主%把锡兰橡胶价格从每磅Y角X分N美金压低到5角;分N美金%使锡兰橡胶业
濒于破产.锡兰粮荒严重且缺乏美元%无力向美国购进大米%向美国求援又无果而终&.7<N7年;月
新加坡禁止橡胶输入我国之后%锡兰成为我国进口橡胶的主要来源.7<N6年向锡兰购买YN吨橡胶%

7<N7年购买橡胶数量增至NN;X6吨.7<N5年上半年又自锡兰输入橡胶77666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
议时%我国以较高价格向锡兰私商购买橡胶7万吨.7<N5年76月中锡贸易协定签订%中锡两国建立
了正式贸易关系.75月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自7<N5年起到7<NY年止%
中国每年以5Y万吨大米交换锡兰N万吨橡胶%7<NX年胶价每磅X5便士%米价每公吨N;英磅.按当
时新加坡市场胶价#国际市场价格$每磅55便士和缅甸政府米价每公吨W6英磅计算%锡兰政府在
7<NX年米胶合同上获利<766余万卢比#约合W4N万英磅$’.中锡米胶协定%使锡兰获利甚丰%保证
了锡兰X6万橡胶工人免于失业%帮助锡兰解决了大米缺乏的严重困难%同时中国也得到了自己所需
的橡胶(%打破了美国的橡胶禁运%可谓双赢之举.受中锡米胶贸易的影响%加上国际市场橡胶价格
下跌%国内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等情况%曾经追随美国执行禁运政策的印尼7<NX年77月派遣政府经济
代表团来北京签订中印尼贸易协定).中国急印尼之所急%向印尼出售了连自己都十分需要的商品
#钢铁制品/棉纱线/铁矿石等$%而向印尼所采购的商品则多半是印尼感到销售困难的商品#砂糖/可
可油/椰子干籽/调味作料等$.其结果%7<NW年中国对印尼出口增长了X倍多%而从印尼的进口数量
则几乎增长了7倍.7<NW年%遵照自己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声明对橡胶贸易限制将不予遵守.在国
内经济困难和工商界人士的压力下%7<NW年W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声明他们对橡胶贸
易禁运的限制将不予遵守%并将鼓励旨在扩大)法律框架内*的对华贸易的各种努力.7<NW年W月
底%泰国政府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
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中锡贸易协定的签订与执行%对印
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南亚/东南亚打开了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缺口.
随着这些国家同中国发展官方橡胶贸易%美国对华橡胶禁运在7<NW年最终瓦解.

积极寻求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7<N7年英国追随美国执行禁运后%使中英贸易
受到影响.7<N5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英商签订了进出口各7666万英镑的贸
易协议%但执行并不圆满+.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政府努力扩大与中国的交往.7<NX年下
半年英国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加强了英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在7<N;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
总理和艾登首相会谈%达成了互派代办以及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根据所达成的协议%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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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中国外交使团抵达伦敦.在广大英国工商界人士的压力下%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
整对华贸易.英国政府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必须减少对华贸易限制的问题.英国通过与美国及
其他北约国家谈判%把对华贸易的限制减少到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相等的水平.在反映英
国工商界因对华通商限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绪以及对如日本和西德其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突
出表现的担忧时%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重新审视被禁止对华贸易的商品名单以及更大限度地利用
对华通商中的)例外程序*问题.所谓的)例外程序*%就是向北约国家协商委员会主管对华贸易问题
的小组发出通知书%声明该国希望准予对华出口某些禁运商品%例如在接到关于出口此类商品的国际
裁决之前%准予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7<NW年上半年%英国政府准许英国公司作为)货
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了大约W6台拖拉机.7<NW年;月%按照)例外程序*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
决定%同意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向中国出口橡胶$.利用英国/法国/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工商界对华
通商的利益关系%促进这些国家政府去重新审视贸易限制政策和扩大对华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英国
和英联邦个别国家提出之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局部改变了其对)禁运政策*的处理态度.
法国商业界也出现了对华通商兴趣的增长.7<NW年年初%由罗赛罗议员率领的法国贸易代表团一行
54人抵达中国.中国参加了7<NW年巴黎博览会%中国展馆的参观人数超过了46万人.中国对外贸
易部代表在博览会期间签订了X66万英镑的合同.7<NW年期间%访问中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分别有来
自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家%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代表对荷兰/丹麦/芬兰和西方
其他国家的出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互惠合同.与7<NN年相比%7<NW年中国与西方国
家的外贸总额增长了5<d.其中%对法贸易额增长NWeYd%对西德贸易增长;<eNd%对意大利贸易
增长<Xe<d%对比利时贸易增长Y6e<d%对瑞士贸易增长;;e7d%.实际上%通过)例外程序*%到
7<NW年对华国际禁运)联盟*已经逐渐瓦解.

三!禁运与反禁运斗争的影响

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是冷战背景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国在复
杂的国际背景下敢于斗争/机智灵活地化解了美国封锁禁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的反禁运措施%促
进了国内物资产品的流通%逐步稳定了物价%抑制了通货膨胀%逐渐分化瓦解了对华国际禁运)联盟*.

美国的禁运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自力更生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计
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美国对华禁运政策是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之一.7<;<年<月5<日通过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
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在7<N;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成为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体现%同时)平等
互利*等主张也包含了反禁运的思想.

美国的禁运政策造成了中美贸易锐减和中美关系紧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的材料%7<N6
年美国和中国的商品交易额为5e4X7亿美元%而7<NX年就缩减到76万美元%从7<N;年起美中贸易
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7<NW年;月5W日%美国商业部长温克斯直接声明’)对共产主义中国和北朝
鲜实行的完全贸易禁运继续不变.*(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多次提议举行中美双方外长会议%
希望能促进解决所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包括取消禁运等问题.中方多次释放善意%如释放被俘的美
国飞行员等均未得到美方积极响应.

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1N41

$

%

&

(

!英国对华政策#资料$"#7<NW年<月;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W卷%第XNX!XNY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7<NW年工作报告"#7<NY年;月74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Y卷%第
5XY!5X4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7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7<<;年版%第X44!X4</X<W页.
!美国对华政策#资料$"#7<NW年<月;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W卷%第X;4!XN5页.



中国加强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包括7NW项引进工程的大量经济援助和科学技术资料%派遣
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接受中国留学生和技术干部实习%帮助中国培养技术人才.中苏在橡胶贸
易方面进行了合作%中国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7<N6年77月57日%斯大林致函毛泽东%请中国为
苏联购买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严重不足%为我们的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将
使我们的工业面临缺少橡胶制品的威胁.请求中国帮助购买天然橡胶*$.虽然遭到了美国的封锁
禁运%但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对此%苏联也非常感谢中国的帮助.苏联将
XY5架米格B7N飞机无偿提供给中国%并将本该带回国的米格B<歼击机留给中国.)你们曾为我们买
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B<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中国为苏联
代购橡胶%巩固了新中国与苏联的经济联系%承担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同
时也书写了中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了与亚非国家的关系.7<NY年%中国通过贸易与援助并举的方
式%一方面按照国际橡胶市场价格进口锡兰橡胶%另一方面中方给予锡兰一定的经济援助%帮助其橡
胶翻种计划的实施%从而密切了中锡双边关系.在7<N7年印度遭遇粮荒时%中国与印度签订中国大
米印度麻袋交换合同/大米购买合同等%帮助印度解决粮食困难’.棉花和黄麻约占巴基斯坦整个出
口的46d%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购买棉花和黄麻的合同.中国与巴基斯坦7<NW年签订了提供
;5eN万吨煤炭/出售W万吨大米/赠送;666吨大米的合同.为了不想引起印度和缅甸的不满%中国
拒绝低于国际价格向巴基斯坦销售大米%但赠送一定数量的大米(.中国在处理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时%既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又根据具体情况兼具灵活性.

中国改善了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美国和其盟友在实行对华禁运政策时出现了较大的分
歧%中国积极与这些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来打破美国的对华全面禁运封锁.英国控制下的香港自7<N7
年贸易额逐年下降%7<N7年中国大陆从香港进口额达Xe4亿美元%到7<NN年只有X;W5万美元).由
于实施贸易禁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缩小%香港失去了自己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中日有着传统的
商业贸易关系%7<N6年年底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对我国严格禁运%7<N7年中日贸易直接陷入停顿状态.
日本迫切需要中国原料%但被迫以不合理的高价从美国输入它所需要的煤/铁矿石和大豆等.美国
7<N6年黄豆丰收%迫使日本购买美国黄豆.开滦的煤一般离岸价格是77美元%美国迫使日本购买美
国东岸的煤%到岸价格高达54!X6美元*.为此%英/日民间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进行贸易.自7<N5
年至7<N4年N月止%我国同日本共签过四个民间性的贸易协定.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我代表
团与英商签订了贸易协议.到了N6年代后半期%英/日/法/意/西德/比利时等国纷纷与中国进行商
贸活动%使得美国对华禁运政策被大大削弱%对华国际禁运)联盟*逐渐解体.

四!余!!论

冷战开始后%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对华贸易禁运是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美国最初对欧洲苏联集团实行-程序%并力主将-程序扩展到中国.随着中国政治局势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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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致毛泽东函’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7<N6年77月57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X卷%第754页.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无偿向中国提供米格B7N飞机"#7<N7年N月5W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X卷%
第5<5页.
姚昱’!56世纪N6年代初的中苏橡胶贸易"%!史学月刊"5676年第76期%第W4!Y5页.
贸易部’!三年来我国对东南亚各国贸易简况及香港转口问题"#7<N5年Y月$%!7<;<+7<N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NY7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7<NW年工作报告"#7<NY年;月74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Y卷%第5X6!5X7页.
外贸部’!解放以来我国对香港/澳门地区贸易情况"#7<NW年N月$%!7<;<+7<N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W64!W6<页.
海关总署编’!海关统计年报7<N7年卷"#7<N7年$%!7<;<+7<N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
W5X页.



局势的变化%美国对华禁运越来越严格%从有限禁运发展到全面禁运%由单边禁运发展到多边国际禁
运.一直到7<Y7年;月基辛格访华前X个月%美国才取消对华禁运政策.

在反禁运过程中%中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策略得当%机智灵活.在斗争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双循环*%打开土产品销路0举办展览会/交易会%探索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形式0发展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以民促官0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打开封锁禁运缺口0积极融入
国际贸易体系%争取部分商品#桐油/猪鬃$国际定价话语权0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与中
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分化瓦解国际禁运)联盟*0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组织私商联营/发挥海
外华侨作用0改善产品质量%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粉碎了美国的政治企图%国民经济
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新生政权得以巩固%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收稿日期!5656B77B7N
作者尤建设%历史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河南%许昌%;W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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