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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风云变幻莫测。前苏联共

产党召开二十大后，1957

年11月，中苏两党领导人就两党

关系、斯大林的功过、和平过渡等

问题进行交流，未达成一致。苏

共中央很恼火。1960年7月16日

片面决定撤走全部专家，废除所有

科技合作项目。后来又要求偿还抗

美援朝的援助物资，企图压服中

国。这些行为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和

建设计划，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利

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

自力更生，要求前苏联撤走除使领

馆以外的所有在华机构，其中包括

了前苏联船舶登记局的大连验船

处和上海验船处。

对于此事，作为中央对苏领导

小组组长的外贸部李强部长，曾要

求船舶检验局去汇报。谢中峰局长

要我去汇报。汇报结束临离开时，

李强部长再次强调，要前苏联撤走

两个验船处是中央的决定。

对于此事，谢中峰局长让我先

调查清楚这两个验船处的来历。于

是，我在走访了一机部九局（造船

局）之后，又到后库查了交通部的档

案，还经特准查阅了外交部的档案。

在走访一机部九局时，程望局

长在办公室亲自接待了我。他说，

记得五十年代初，1952年或1953

年，前苏联船舶登记局局长安东诺

夫来上海了解前苏联船舶修理情

况，他曾到九局在上海的产品设计

室，商借40到80平方米的办公室，

为设立一个验船机构使用。外国人

直接找一个部门租房子，即使是苏

联老大哥，也显然不行，便答复他

找上海市人民政府。

在交通部的档案中记载：前苏

联驻华大使馆找到外交部提出此

事。1953年7月18日外交部以“发

苏字第(53)2491号文”征询交通部

意见：苏联大使馆来人讲，苏联海

上及内河航运部建议，在上海设立

由七名验船师组成的船舶登记检验

机构，并称在大连已设有此机构，

但因来上海的船舶及其修理较多，

而需要在上海再设立一个机构，以

便进行船舶检验及监督船舶航行工

作。对此，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复

函称：“我部同意此项建议。考虑

到我国船舶登记局还在筹建，如要

承修苏联船舶，没有验船师检验，

最后发不了适航证书”。于是，外

交部答复苏方，同意设立。关于这

个机构的地位，外交部答复上海市

人民政府外事处的请示中称：应视

为苏联商务处的一部分。

至于大连验船处的建立，情况

完全不同。一机部九局的档案称：

1945年大连解放后，苏军接管了

大连船厂，苏联海运部船舶登记局

的验船师随即来执行验船任务。到

1955年我国接管大连造船公司时，

由于我国没有验船机构，前苏联验

船师便留了下来工作。1958年中国

机械进出口公司与前苏联船舶进出

口公司商签修船造船共同条件，规

定修造船要接受前苏联验船师监督。

在外交部档案中有一份大连外

事处的报告，大意是：前苏联商务

处处长法捷耶夫曾讲过，大连还有

一个船舶登记处，由于中国没有这

种机构，所以才由前苏联派驻。这

个机构在大连外事处成立之前，就

已在大连设立了，但是否正式向我

国政府申请过，档案中没有记载。

这显然是，大连验船处的存在是由

于历史原因，没有办理正式手续。

1960年7月21日，谢中峰局

长就这两个前苏联驻华机构撤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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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

事，邀请外交部前苏联东欧司陈伯

清副司长，条约法律司董希白副司

长，以及一机部九局、外贸部和交

通部的技术局、海河运输局、远洋

局、参事室和外事处开会研究。大

家一致同意，签个代理验船合作协

议是进行接办的好办法。但是对我

方接办的能力有疑虑，认为三年以

后较为稳妥。也有人主张积极准

备，抓紧接办。外交部两位副司

长是后一种主张。会后他们又来

电话，要求争取在1961年，甚至

1960年底接办。这实际上是传达中

央的意图。

会后谢中峰局长向交通部领导

写了报告，王首道部长批示：原则

同意接办，签发证书的手续要准备

好，请于眉同志召集研究。签发证

书是指我国远洋船的安全证书。

在由交通和外交两部将接办方

案报请国务院批准之后，1961年8

月21日外交部陈伯清副司长约见

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

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接办苏联两

个验船处的工作。但安全证书仍委

托苏方代发，苏达利科夫问到，是

否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发的船舶证

书，因此要委托苏联代发。陈副司

长答复，由于政治原因，我国尚未

参加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所以

安全证书要代发。其他证书，我们

自己能发。苏达利科夫表示，立即

向国内报告，将由苏联商务处或者

船舶登记局派人来商量解决。

随后，在中苏代理验船协议签

订后，前苏联两个验船处便分别就

地将未做完的在修苏联船舶检验工

作移交给当地中方验船机构，双方

签署了业务移交证明和工作移交报

告，两个前苏联验船处即行撤销。

其移交工作在当地外办领导下进

行，船舶检验局未直接参加。

据事后了解，这两个验船处

撤走后，在前苏联驻华使馆中留

了两名验船师，船体、轮机各一

名，常住上海，以便应我们要求

签发安全证书。

实际上，苏方对撤销两个验船

处，早有酝酿。1959年前苏联船舶

登记局局长雷卡切夫来中国视察上

海和大连两个验船处后，11月6日

拜会谢中峰局长。他说，先去了大

连，在那里见到曾经在验船处实习，

现在留在那里工作的蒋希源、赵本

浦和王惠临（见图2），他们对验船

工作已很熟悉。可以减少苏联验船

师了。后来到上海，在那里工作的

陆汝明和周洪 工作也很好，上海

验船处慢慢也可以撤销了。同月26

日前苏联大使馆苏达利科夫参赞与

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陈伯清副司长谈

到，中国已成立船舶登记局。我们

内部正在考虑，两个验船处已无存

在必要。前些天，上海验船处主任

来北京，认为还要存在一段时间。

最后如何定，现在还不知道。

至于中苏验船代理协议的签订，

谢中峰局长从发展船舶检验局验船

技术出发，把它作为与前苏联船舶

登记局保持联系的渠道，一方面解

决我国国际航行船舶证书的签发问

题，另一方面也将几年来与前苏联

船舶登记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保

留了下来。学习国外经验，提高船

图1 1962年船舶检验局大连办事处接办前苏联验船处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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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检验局的验船管理和技术水平。

我记得谢中峰接任局长后，

在局内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

船舶登记局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

是国际性的，我们虽然经过了前

苏联船舶登记局培训，但是那只

学了一些具体检验技术，如何管

理好这项工作，仍很欠缺，还需

要补上。在与我谈话时，他多次

要我利用掌握的俄语技能开展对

苏工作。1958年4月他要我调查

一下聘请前苏联专家来局工作问

题。我经与国务院相关部门探询，

最后去了外国专家局（主要都是前

苏联专家），在说明情况后提出了

请求。外国专家局认为符合中央

方针，但中苏技术合作协议已经

签字，不能再增加专家名额。

1958年8月谢中峰局长出差上

海。17日与梁善庆、周洪 去建

国西路前苏联船舶登记局上海验船

处拜访，在谈话中询问签订中苏验

船代理协议的可能性，并流露出可

去苏联签，顺便考察、学习管理经

验。回京后，他让我起草了一份给

前苏联船舶登记局的信函，正式提

出商签协议和访问事，当年12月

由他签字后发出。1959年2月前苏

联船舶登记局马尔卡索夫副局长回

信，欢迎方便时派代表团去签订协

议，并做考察，同时随信回附了一

份协议草案，并说明他们与东欧集

团各国船舶登记局所签代理协议都

是这个文本，还强调与英国劳氏船

级社所签协议也是这个文本。

我把这个协议草本译成中文。

谢中峰局长约请法律室、专家办公

室等部内单位讨论，认为这是一个

业务性很强的协议。例如：如船东

或船厂申请检验时，协议一方可代

表另一方检验，如有委托，还可代

表对方签发相应船舶证书，但要将

有关情况通知对方，必要时还可进

行共同检验。此外还规定，双方应

交换验船规范和船舶证书格式等文

件资料，需要时可到对方机构进行

考察。文本规定的双方权责相同，

措词平等，无歧视。协议是共性的，

可以签订。会后谢局长让我进一步

筹办签订协议工作，却久久未见催

办。隐约中，我感到此事可能办得

过于急促，违反了办事程序，因此

搁了下来。

1957年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一切前苏联在华

机构。其中，前苏联船舶登记局大

连和上海的两个验船处撤走后，为

解决我国国际航行船舶的发证问

题，中苏双方商量认为签订一个验

船代理协议是一个简单和可行的办

法，于是又把此前苏联船舶登记局

发来的协议正式提了出来。

1962年1月13日，外交部苏

联东欧司陈伯清副司长会见前苏

联驻华使馆参赞罗满、二秘维生。

通知他们，邀请前苏联船舶登记局

来华商签验船代理协议。此前，外

交部已同前苏联驻外使馆谈过，决

定接办前苏联船舶登记局在华两

个验船处的工作，重申必要时仍

委托他们代发安全证书。同年2月

2日前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贾柯夫约

见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余堪司长，谈

了三点，一是同意将两个验船处的

工作移交给中方；二是签订验船代

理协议和代发安全证书是国际义

务；三是苏方由前苏联船舶登记局

局长雷卡切夫亲自来华谈，并授权

其签订协议，前苏联远洋公司巴倍

总工程师、前苏联驻华商务代表斯

拉德科夫斯基和前苏联驻华使馆

铁迭林参加会谈，原计划在4月15

日到京，后来推迟到5月份才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国内相

关部门对此事都极为重视。中方由

图3 实习后留在前苏联大连验船处
工作的王惠临受聘劳动合同

图2 在前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验船
处实习的王蕙临（右一）、陈澎高

（右二）、童隆平（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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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检验局谢中峰局长主谈，并签

协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董威处长，

交通部外事处王明贤处长和我参

加，商请专家室张明地任翻译。4

月14日谢中峰局长召开预备会议。

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徐副司长到会，

并讲话。他强调接待要持友好态度，

讲团结友谊，估计不会搞什么政治

问题，但要作准备。只要政治上不

是恶意，就予以解释；如果挑衅，

则要表明我们的立场。修正主义要

反，团结要加强，要把修正主义者

同人民分开。预备会议又逐条审议

了协议文本，认为符合平等互利原

则，并在接办工作的请示中已经报

请批准。如不出其他问题可以签订。

5月6日前苏联船舶登记局雷卡

切夫等到达北京。食宿、交通等均

由前苏联驻华使馆安排。那天，我

代表交通部到机场礼节性表示欢迎，

并通知他们7日在北京饭店会谈。

7日上午，双方见面，稍作寒

暄，即直奔主题。先谈接办问题，

商定“杜米拉”等10艘前苏联船舶

近期修理完工，检验结束，前苏联

船舶登记局立即撤销两个验船处。

今后来华苏联船舶，包括修理船

舶，由中国船舶检验局按已签验船

代理协议负责检验。中方需要苏方

签发安全证书时，可由中方检验，

出具合格证明，苏方即行签发。但

苏方认为需要时可作必要检验。双

方当场商定了移交议定书。

双方接着逐条通读了中苏验船

代理协议。文本由苏方提出，我方

同意，没有补充，即顺利通过。双

方各自打印好文件，并经我（中方）

和铁迭林（苏方）逐条通读，逐页草

签，即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协议和

移交议定书。交通部于眉副部长见

证了签署仪式（见图4），然后按常

规进行祝酒（见图5），会谈即结束。

次日，前苏联驻华使馆安排雷

卡切夫局长等去了上海。回京后，

应谢中峰局长建议，5月15日双方

又会谈了一次。主要由雷卡切夫介

绍前苏联船舶登记局机构管理和

检验业务开展情况，包括前苏联船

舶登记局参加国际海事组织的活

动等。整个活动，前后会谈两次，

相当顺利。会谈只谈业务，未涉及

政治。

图4 中苏签署代理验船协议和移交验船议定书

图5 代理验船协议和移交验船议定书签署后的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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