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

薛鹏志

　　庚子赔款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强加给

中国的巨额债务。在赔款谈判期间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

司贺璧理恃仗海关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竭力于幕后操纵谈

判 ,发挥了双重作用 ,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中国的赔款负担 ,避免列

强共管中国财政 ;另一方面为索赔国提供可靠的赔款担保 ,巩固英

国对中国海关的长期控制。赫德在中外和议中纵横捭阖 ,对于促成

谈判开议、确定赔款数额、罗掘赔款财源、抉择偿款方式以及订立

赔款担保无不起了主导性作用。总税务司利用议定赔款之机 ,蓄意

兼并通商口岸常关 ,扩张海关权势 ,促使海关与赔款债务紧密结

合 ,沦为债权国的代理机构 ,其维护列强利益的本质全面暴露。

一、策划议和谈判 ,总税务司发挥主导作用

　　近代中国海关非同一般税务机构 ,它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

的规定而设立的 ,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 ,并隶属于清政府掌管外交

事务的总理衙门 ,这为海关总税务司参预中国外交提供了方便。长

期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凭借海关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

位 ,利用外国人和中国雇员的双重身份 ,周旋于清政府和外国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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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之间 ,大搞秘密外交 ,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角色。在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后的议和过程中 ,赫德又一次发挥了主导作用。

　　 1900年 6月 ,义和团进军北京 ,围攻外国使馆 ,海关总税务司

署和同文馆咸遭焚毁 ,海关行政陷于停顿。英国曾讹传赫德的死

讯 ,《泰晤士报》刊登了他的讣告。然而 ,赫德避难于英使馆 ,非但幸

免于死 ,而且还在围困中悉心研究中国局势 ,连续撰写并发表了 6

篇关于义和团事件的评论文章① ,构想善后和谈的途径和方案。其

主张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 ,首先是反对瓜分中国 ,呼吁列强

尽快结束战争 ,“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他认为“唯一可行的

方案是先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 ,到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

时 ,才由他们自行解决”。其次是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 ,都应

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② 这一主张 ,几乎为后来的和议

定下了调门。赫德刚从使馆逃脱出来时 ,战事还在进行 ,“还没有人

知道中国政府究竟要怎样办……没有人肯替中国人设想恢复秩

序”③。 他就率先策划议和谈判 ,主动会晤大学士 冈等大臣 ,“希

望能因此商定办法 ,为取得谅解开一途径”④。8月 22日 ,赫德宣布

复职 ,迅速重掌海关。鉴于赫德“久任中国” ,为清廷“夙所倚重” ,总

理衙门留京总办舒文急忙函致赫德 ,请求他出面酌议和局 ,“挽此

大劫” ,“俾使宗社转危为安 ,京城生灵不致同归于尽”。⑤ 并且乞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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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订期约同 中堂诸公往拜各国大臣” ,探询各国态度 ,“设法

斡旋 ,以救眉急”。 赫德成了处于危亡之中的清王朝眼中的一大救

星。为“副圣主恩遇之隆” ,赫德便以清王朝的拯救者自居 ,申呈总

理衙门: “办理此事欲有成效 ,最宜急早开议” ;并速奏派庆亲王奕

匡力为全权大臣入京主持和议。 他认为 ,庆亲王是清廷亲贵 ,曾任总

理衙门总办 15年 ,“久办交涉事件 ,各国大臣均与和睦” ,由他出面

议和最为妥当。赫德四处打听庆亲王的下落 ,但“很难找到他”。 9

月 3日 ,终于催回了庆亲王 ,可又得等待延迟进京的李鸿章 ,“天天

巴望着他到来”。而且 ,和议尚面临重重难关 ,各国不愿承认李鸿章

作为全权大臣 ;“朝廷仍在排外势力控制之下”① ;庆亲王态度十分

暧昧 ,对战与和仍摇摆不定。更有甚者 ,“某些中国大员暗中酝酿 ,

拥庆亲王为临时摄政王 ,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混乱局面的唯一办

法” ;并且想通过赫德出面策动。② 赫德认为发动政变必将加剧清

廷的混乱状态 ,“唯有先请皇上回銮 ,既免多生枝节 ,更可速定和

局”③。为了打开和议局面 ,赫德一再劝说庆亲王担负全权大臣的

使命 ,并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刻回銮” ,以便稳住局势 ,速

开和议。

　　这期间 ,赫德一度打算回国 , 冈急忙央求赫德“慨念中国时

局艰危 ,始终玉成其事 ,切勿回国”。 考虑到海关地位的重要 ,特别

是“经过这次事件 ,我的地位肯定会更为重要”④ , 65岁的赫德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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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消了退休返英的念头 ,“仍旧努力工作”。 他宣称: “为了海关 ,为

了中国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想我可以有作用 ,也只有我才能在目

前对于三方面都有作用”① ;“离开中国将是憾事”。 他看准清政府

对待列强的弱点 ,在于“不是一无所知 ,而是缺乏把握”。 于是紧紧

地挟持着庆亲王 ,全盘操纵了清政府的谈判。慈禧太后打算聘请赫

德充任全权大臣助理 ,赫德不接受。 庆亲王邀请赫德参加和谈 ,赫

德害怕“造成一种英国在谈判里操纵的气氛” ,因而婉言谢绝。他甘

愿在幕后充当全权大臣的外交顾问。为了操纵谈判 ,他竟然向庆亲

王提出: “若令效劳 ,须将全案卷宗随时赐看” ;“嗣后来往各文件均

随时抄送”。②谈判“会议进行的一切情况 ,和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

骤” ,都应当让他知道。 10月 14日 ,赫德和庆亲王、李鸿章进行初

次磋商 ,决定照会各国公使。赫德为全权大臣起草了《照会拟稿》和

《议和大纲》条款样本。 之后 ,清政府和各国议和的照会、信函等文

件都一一转交给赫德拟复。赫德还抓住一切机会 ,先后向总理衙门

呈递了 8份《节略》 ,对清政府议和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 ,要挟清政府“最要者系各国所索倘可照办 ,立即应允 ,无庸辩

论” ,“俾期速将应办之事早日完结”。在赫德的反复劝导和敦促下 ,

全权大臣唯命是从 ,毫无二言 ,只有“静等谈判 ,准备开一次会即答

应一切条件”。③

　　总税务司一方面在幕后策划清政府的议和谈判 ,另一方面又

忙于在各国公使中奔走斡旋 ,敦促早日开议 ,充当清政府与各国公

使谈判的牵线人。 9月 6日 ,庆亲王初次拜会各国公使 ,试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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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赫德即事先致函领袖公使葛络干 ,叮嘱“第一次访问时最好

不谈公事或者提出要求 ,以使庆亲王安心 ,以后的会谈自然可以更

圆满”①。 但是 ,由于各国同床异梦 ,每个国家都想推行各自的政

策 ,在对华谈判上难以协调 ,甚至“为许多小事争吵不休”。德国采

取强硬的态度 ,“企图并向往在结束乱事和勒索赔款所必要的军事

和外交行动上取得一个领袖的地位” ,照会各国 ,要求清政府首先

惩办祸首 ,并以此作为各国和中国开始外交谈判的先决条件 ,致使

开议一再拖延。赫德认为惩凶“应该作为谈判的最后一个条件 ,现

在却作为第一条提出了 ,这是一个错误”②。 他深恐先行治罪方准

开议 ,“与和局大有妨碍” ,并且“将造成僵局 ,使战争扩大、商务停

顿、外债停付”。当即在各国公使中斡旋游说 ,“尽力作打破这种野

心的工作”③ ,挽回了和谈迟迟不能开议的僵局。 在赫德的纵横捭

阖下 ,各国代表的意见渐趋一致 ,终于达成了与清政府和议的联合

照会。

二、确定赔款数额 ,贺璧理策划减赔计划

　　 1900年 12月 24日 ,和议正式开始。各国公使提出“定而不移

之十二款” ,其中第六款要求清政府“为各国政府、社团、公司和个

人以及在最近发生的那些事件中因被外国人雇佣而遭致人身及财

产损失的中国人 ,提供公正的赔偿。中国应采纳能为各国接受的财

政措施 ,以保证上述赔款的支付及借款利息和本金的分期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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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① 然而 ,赔款谈判实际上是西方侵华列强的分赃会议 ,各国矛

盾冲突十分激烈 ,为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 ,你争我夺 ,在赔款数额、

赔款偿付方式和赔款担保等问题上喋喋不休地争吵 ,难以达成一

致。为确定赔款数额 ,各国推派美、德、荷、比四国公使组成赔款调

查委员会 ,负责研究确定赔偿的标准。 1901年 3月 13日 ,委员会

向公使团提交了一份报告书 ,拟订了确定赔偿项目、范围和原则的

九条标准 ,作为评定各国所有赔偿数额要求的依据 ;并主张赔款应

按关平两计算。可是 ,这些标准实际上并不适用于确定战争费用 ,

且仅有六国公使奉到本国政府关于赔款数额的训令 ,赔款总额悬

而未决。美国自行要求赔偿 2500万美元 ,并反复吁请赔款“不应超

过中国的支付能力 ,不应因此使中国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②。 美

国这一外交策略 ,出自海关税务司贺璧理的幕后谋划和敦促。贺璧

理 ,英国人 , 1867年进入中国海关 ,长期担任税务司要职 ,是个颇

有影响的业余外交家。 其外交活动十分诡秘 ,鲜为人知。 1898—

1901年 ,贺璧理休假回英 ,屡次游走英美等国 ,大搞秘密外交。

1899年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实际上即是贺璧理在幕

后策划和促成的。 1900— 1901年 ,各国议和谈判在北京进行 ,贺璧

理则在美国大肆活动 ,继续推行他倡导的所谓中国“门户开放” ,于

幕后策划限制各国的赔款要求 ,反对瓜分中国 ,从而影响了美国政

府制定对赔款谈判的基本政策。他鉴于中国赔款数额难以确定 ,各

国索赔可能超过中国的财力的状况 ,径自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献

策:赔款总额应以不超过两亿美元为度 ,假使“坚持要求超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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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的总数 ,不仅将危害该国的独立 ,而且也会损害西方各国

之间将来的友好关系” ;“希望一个多年和这一问题打交道的人提

供的事实和数字 ,能够有助于将赔款要求限制在适度和可行的范

围以内”。① 美国政府采纳了贺璧理的建议 ,据此拟订旨在减少中

国赔款数目的方案。于是 ,美国公使柔克义在谈判会议上提议 ,各

国联合向中国要求一笔赔款 ,总额不应超过 4000万英镑 ;赔款应

由中国一次总付 ,并在各国间按各自损失和军事费用的比例公平

分配。 如果各国“在北京对赔款分配问题不能达成一项协议 ,就应

当把这个问题提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由于各国对赔款的分配迟迟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继而提出 ,各

国应当削减赔款数额 ,把赔偿要求限制在中国的支付能力以内 ,以

避免企图借此机会肢解中国的任何扩张活动。 1901年 3月 28日 ,

柔克义向公使团递交备忘录 ,声明“各国要求中国的赔款总数应当

尽量合理 ,决不能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 ;“倘若各国的要求总计超

过了中国的支付能力 ,他们就应当按比例缩减”。② 柔克义的提案

显然就是贺璧理献策的翻版。

　　游说美国得逞后 ,贺璧理进一步策划把削减赔款计划推广到

英国。经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密呈总税务司允准 ,

贺璧理返回英国 ,秘密协助英国外交部研究赔款对策。英国外交部

邀请贺璧理“以非官方方式提供资料 ,以协助他们确定中国力能支

付的赔款数额和有利于一般利益的最好筹款方法”。贺璧理力图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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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的“建议能减低赔款数目 ,并防止国际共管 [中国 ]财政”①。在

贺璧理的影响下 ,英国公使萨道义同样主张赔款要求不应超过一

个合理的数额 ,不能因为支付赔款而给中国造成财政困难。但是德

国公使拒绝任何削减赔款的提案 ,声称他“看不出各国有什么理由

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过分宽宏大量”。由于英国“急需维护它同德

国订立的对华协定” ,因而“对德国坚持分文不少地偿付它的用费

迭次作出让步”。② 贺璧理的减赔计划未能实现。后来萨道义主要

根据总税务司赫德提供的数字 ,提出中国应赔款 45000万两。而各

国索要的赔偿总额高达 46253万两 ,公使团终于决定把赔款总额

按比例削减为 45000万两 ,折合 6750万英镑。美国的 4000万英镑

提案被置之不理。

　　贺璧理任职中国海关 ,熟悉中国财政经济情报 ,其外交影响堪

与总税务司赫德匹敌 ,因而得到英美政府的青睐。他倡议的减赔计

划 ,本意在于奉行其“门户开放”政策 ,避免列强瓜分中国 ,促使对

华贸易日渐衰落的英国得与后来居上的美国“利益均沾” ,但客观

上毕竟有利于濒临崩溃的清王朝 ,有利于减轻中国的赔款负担。

三、罗掘赔款财源 ,赫德提供偿款“最佳方案”

　　贺璧理的减赔计划虽遭挫败 ,但它事实上导致各国在确定赔

款数额时不能不顾及中国的财力。 1901年 3月 22日 ,公使团专门

委派英、法、德、日四国公使组成赔款偿付委员会研究中国财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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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中国偿付能力的最大限度。 伺机操纵议和谈判的总税务司赫

德乘机抛出他精心策划的赔款方案 ,在筹措赔款财源和磋商赔款

偿付办法等方面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时 ,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叫嚷甚嚣尘上 ,赔款谈判进展缓

慢。据赫德的观察 ,结果可能导致“法国管理邮政 ,德国管理盐务 ,

而英国管理海关 ;但另一传说是可能成立国际管理委员会来代替

或管理这三个机构”。 赫德对赔款问题始终保持着最大的警觉 ,认

为“规定由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国财政 ,对于海关将造成不

利的局面”。 它有可能导致各国争夺关税 ,危害海关行政的“完整

性”。为了抵制他国势力渗透进海关 ,保障英国对中国海关的绝对

统治 ,赫德竭力在幕后操纵谈判 ,千方百计“阻止成立一个国际管

理委员会”。各国联合照会清政府的《议和大纲》 ,终于“没有国际管

理委员会的条款” ,赫德踌躇满志 ,大呼“这样海关将会扩张而我们

也将出人头地了! ”①

　　赔款谈判期间 ,赫德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研究如何开辟财源”。

在清政府方面 ,赫德以总理衙门属员的身份出现 ,竭力为清政府出

谋献策 ,罗掘赔款财源 ,预定清偿办法。他呈称 ,《议和大纲》第六款

所议赔款问题 ,“关系中国进出年项 ,不得不早为查明设法办理”。

进款当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 ;出款则将各省每年

办公费用逐款查明 ,每年必须筹出约三千万两还款之巨数。并要求

由海关经办赔款。 力陈甲午战后四笔对外借款 ,“均由总税务司经

手办理” ,“历办三年 ,于应还之款并无贻误 ,于自主之权亦无妨

损” ;此次抵偿赔款务须“仍拟委办” ,极言“如此办理 ,似不致将来

有割地之患 ,亦不致有借词代管国政之累”。而偿款办法 ,“最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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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不借洋款 ,只按年付银若干 ,如此办理 ,约须定为五十年 ,还

本带利 ,每年少则二千万两 ,多则三千万两”。①这一分期摊还赔款

方案 ,赫德酝酿已久 ,旨在把战争赔款转化为长期债务 ,并由关税

担保 ,以加强海关对外债的控制 ,维系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

度 ,同时杜绝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局面。赫德充分估计了海关的地位

和作用 ,意识到清政府和列强都非借助海关履行赔款义务不可 ,因

而不容许各国撇下海关不顾而采取其他办法 ,力图把庚子赔款与

中国海关搭上钩。

　　对北京公使团来说 ,“在关于中国的一切事情上 ,没有一个活

着的人比赫德爵士更有权威”。赔款偿付委员会向赫德咨询中国的

赔款财源和最佳偿款办法 ,赫德提交了一份意见书 ,提供中国财源

的全面资料 ,阐述他对庚子赔款最好偿付方式和担保办法的见解。

意见书主要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

　　 (一 )中国究竟能偿付多少款项?赫德估计赔款“必在四万万左

右” ,然清政府财政匮竭 ,入不敷出 ,每年已亏空 1300万两 ,“如果

再用来支付新赔款 ,就一定要以增辟新税来弥补” ;“通过增税办法

来增加的赔款开支 ,每年不应超过二千万两”。

　　 (二 )用什么方式支付最为恰当? 赫德认为只有两种办法可供

选择 ,要么中国举借外债一次性偿清 ;要么各国采用他倡议的分期

摊还办法 ,中国出具赔款保票 ,逐年拨付。他极力反对借外款 ,认为

借外债利息高 ,担保不可靠 ,对中国“太不划算了”。 而采用分期摊

还办法 ,由中国政府担保在 30年内每年按一定比例支付 ,有关国

家发行中国债券 ,“外国政府和中国分别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则

对中国比较合算 ,问题也能迅速地解决。

　　 (三 )什么税收是最容易取得的财源? 赫德认为:第一 ,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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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经充作以前外债的担保 ,只能作为次要的担保。 第二 ,田赋因

每年所征数额不稳定 ,厘金因正在考虑废除 ,均不宜作为担保。第

三 ,最好是把常关税和盐厘作为担保 ,并指定崇文门落地税、京饷、

漕米改收折色三项税目作为补充担保。第四 ,恢复海关税则的关平

两价值 ,比价按 1英镑等于 3关平两 ,两不是当前的 7两。这样不

必修改税则就可使海关税收增加 1000万两至 1500万两 ,差不多

足够应付新赔款 ,而货物所纳税款将不会超过值百抽五。如何开辟

巨额的赔款财源 ,俄、德公使曾主张直接增加关税 ,把中国关税提

高到百分之十。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 ,自然不愿意提高关

税。经过赫德的建议和引导 ,采取对现有税收改善征收办法 ,切实

值百抽五 ,以增加收入。

　　 (四 )怎样监督才适当? 赫德认为 ,如果把盐课盐厘、常关税作

为新赔款的担保 ,“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的现

行 [海关 ]管理盐厘办法 ,推广到全部盐政收入 ;并且把通商口岸的

常关与海关合并”。由海关来征收担保税源 ,从而控制这些财源 ,扩

展海关的势力 ,这就是总税务司参预赔款谈判、百般劝导各国公使

团的目的。①

　　总税务司的赔款意见书是北京公使团取得的最可靠、最富有

权威性的报告 ,几乎为争论不休的赔款谈判敲下了定音。各国议和

代表认为这是偿付赔款的“最佳方案” ,并普遍接受下来。 当初 ,十

几国代表各自提出一套赔款方案 ,曾使谈判拖延不决。俄国公使提

出由各国联合担保贷款 ,以便一次索清赔款总额 ,声称这是“中国

偿清债务的唯一办法”。德国劝诱中国驻德公使“以借总债归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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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了 ,免致 为是”①。 英国则不同意中国再举借外债来偿付赔

款 ,担心联合担保借款“若告成功 ,则以后贷款国或不免以取消部

分债务为饵 ,强迫中国割让土地 ,或竟签订特别条款许予独占利

益”②。为了维护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 ,赫德“尽力劝说各国使馆接

受分期摊还赔款的方案” ,使“所有债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

付”③ ,这样可以避免中国的财政危机 ,消除列强对中国实行财政

管制的可能性。 在赫德的倡议下 ,英国公使萨道义明确表示英国

“不参加为中国借款提供国际联合担保” ,主张采用中国出具保票、

分年摊还的偿付办法。 各国议和代表最后通过了赔款分期摊还的

方案。 清政府开具四厘息赔款保票 ,分别交 11国收执。 保票款项

分 39年付清 ,即从 1902年逐年还至 1940年为止 ;本息用金价付

给 ;还本各款按每届 1年付还 ,利息每届 6个月付给。根据赫德的

要求 ,另规定头 6个月利息 ,允展缓于 1902— 1905年 3年内付还 ,

但所展息款之利 ,亦应按年息四厘付清。 赔款按复利计息 , 45000

万两的赔款 ,连本加利总数共达 98223万余两。这是列强对中国的

空前巨额勒索。根据《辛丑和约》 ,还本付息 ,数额逐年指定 ,不能提

前支付。这样 ,庚子赔款变成了中国的长期外债。而赔款规定分 39

年摊还的期限 ,进一步强化了 1898年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的 45

年偿还期限内不得变更海关现行制度的保证 ,海关外籍税务司制

度便得以依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至少延至 1940年。 此外 ,根据英

国的提议 ,公使团决议由英、德、法、俄四国组成银行委员会代为收

·182·

《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 1期

①

②

③ 《赫德致金登干函》 Z字第 889、 885号 ( 1901年 5月 7日、 3月 18日 ) ,《中国海关与

义和团运动》 ,第 19、 18页。

《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卷 1,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 《中国清代外债

史资料》 ( 1853— 1911)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887— 888页。

《吕海寰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 ,王彦威辑、王亮编: 《西巡大事

记》卷 5,外交史料编纂处 1933年刊 ,第 23— 24页。



受赔款。该银行委员会仅限于接收到期的全部款项 ,并把此款按各

国应得份额的比例分配给每个国家。它“没有任何权力直接干预海

关行政 ,也没有权利干预关税的课征和收取”①。 这样就有效地阻

止了别国势力挤进海关 ,英国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地位得以进一

步巩固。尽管如此 ,分期摊还赔款的办法 ,客观上避免了列强共管

中国财政的灾难。

四、订立赔款担保 ,债权国倚重海关洋员制度

　　关于赔款担保的订立 ,中国海关更是发挥了特殊作用。 1901

年 5月 11日 ,全权大臣奕匡力、李鸿章照复北京公使团 ,应允了赔款

数额 ,拟定中国每年筹拨盐厘收入 1000万两、常关收入 300万两、

厘金收入 200万两 ,合计 1500万两 ,充作赔款之担保。并允准“可

授权海关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执行”②。由中国海关监督每月定期付

给指定银行 ,银行再按条约所订各国分配份额分别送交各国。赫德

一面图谋把海关管理苏州、淞沪等 7处盐厘的办法 ,“推广到全部

盐政收入” ;一面极力反对筹拨拟议废除的厘金担保赔款 ,申呈“以

厘金作抵 ,不但非各国所愿 ,亦非各督抚所乐从”。极力劝诱清政府

“以不动各省厘金为要”。而对于常关税 ,赫德则处心积虑把它当作

主要的保票财源 ,与此同时 ,贺璧理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

说 ,宣扬: “常关税 ,在通商口岸将它们交由外国税务司或海关掌

管 ,那无疑是正确的步骤 ,并肯定将增加一定的进款”③ ,与赫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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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呼应 ,促成美国迅速赞成以常关税用于抵押赔款。常关实际上是

外籍税务司管理的近代海关开设以前中国旧有的海关机构 ,它掌

管着沿江、沿海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征税事务。近代海关开设

后 ,常关被限于征收民船贸易关税。赫德对通商口岸常关和海关并

存的局面颇为反感 ,久已怀抱“中国应该有一个兼管外部和内部关

务的单一海关行政的理想”① ,自从 1861年署理总税务司后就不

断窥伺、侵夺常关权力。清政府地方实力派代表张之洞、刘坤一等

识破赫德乃“借赔款为词 ,搅办常关……意欲将中国利权一网打

尽” ,迭次通电上奏: “常税不可作抵 ,宜另筹新款”。 总理衙门亦顾

虑常关若交税务司管理 ,恐启外国干预 ;而且“去此数大宗 ,中国常

年用度 ,仅恃钱粮厘金 ,万难措手”② ,定会造成极度的财政困窘。

赫德当即胁逼总理衙门: “断不可以抵款难筹推托 ,恐各国借口占

地自筹 ,为害尤大”。并呈递《赔款节略》 ,声称“常税由税务司经理 ,

每年似可得五百万两以上”;“不若乘此不得已之机会整顿家内之

事” ,“与各国不相干涉” ,极力掩饰其侵夺常关权力的真实意图。在

总税务司的竭力劝诱下 ,全权大臣随即允诺: “常关多归海关道管 ;

与海关相连 ,可交税务司代征”③。并一面电奏军机处: “各国均谓

抵款必须有洋人经手 ,方能放心 ;故盐课厘、常税皆请敕税务司稽

查”。 “若盐漕、常税一概不准牵涉 ,此外更无款可筹。各使为我设

法提及 ,亦属万不得已 ,尚无侵我利权之意”。清政府为使“指款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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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早日撤兵” ,只好全盘接受 ,答允“各关常税全数备抵”。①

　　洋员统治下的中国海关乃是英国的禁脔。 确定关税和改归海

关管理的常关税担保赔款 ,并由海关履行偿还赔款的任务 ,这一财

政监督办法不但可以保证庚子赔款的偿付 ,而且能够保证英国对

中国海关的长期统治和控制 ,英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最大 ,自然同

意。德国考虑到赔款需要有海关的可靠担保 ,必须主要地依靠中国

海关来满足索赔要求 ,而且德国与英国在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

系 ,因此 ,大力支持英国继续控制中国海关 ,赫德长期担任海关总

税务司职务 ,并由赫德把持的海关履行赔偿的任务。德国首相布洛

夫致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说 ,对“赫德爵士多年来领导中国海关

行政获得的成就我们极深钦佩 ,我们不特承认他有卓越的专门知

识 ,而且是大公无私的对于我们的经济利益予以公平的考虑”。“从

这个意见出发 ,我们相信 ,想中国筹付我们的战费 ,首先并主要地

我们要依靠赫德与其领导的机构。设立一个欧洲人领导 ,或者只是

用欧洲人管理中国全国的财政制度 ,我们认为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 ,据我们的意见 ,海关系统之适当改组 ,赫德爵士职权之扩大 ,

及其职员之充分增加 ,似乎是为解决财政问题应争取的目标。在这

件事中 ,把海关提供分期赔款的款项尽可能地直接交给欧洲收款

处 ,不使中国人过手是有利的。 这类改革的实施可委诸赫德爵

士。”② 基于态度强硬的德国的拥护 ,各债权国都把中国海关看成

索取赔款的可靠担保机关。赔款的担保办法明朗化 ,各国的分歧便

基本趋于一致。美国代表柔克义说: 赫德“大力提倡的措施给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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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早日撤兵” ,只好全盘接受 ,答允“各关常税全数备抵”。①

　　洋员统治下的中国海关乃是英国的禁脔。 确定关税和改归海

关管理的常关税担保赔款 ,并由海关履行偿还赔款的任务 ,这一财

政监督办法不但可以保证庚子赔款的偿付 ,而且能够保证英国对

中国海关的长期统治和控制 ,英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最大 ,自然同

意。德国考虑到赔款需要有海关的可靠担保 ,必须主要地依靠中国

海关来满足索赔要求 ,而且德国与英国在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

系 ,因此 ,大力支持英国继续控制中国海关 ,赫德长期担任海关总

税务司职务 ,并由赫德把持的海关履行赔偿的任务。德国首相布洛

夫致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说 ,对“赫德爵士多年来领导中国海关

行政获得的成就我们极深钦佩 ,我们不特承认他有卓越的专门知

识 ,而且是大公无私的对于我们的经济利益予以公平的考虑”。“从

这个意见出发 ,我们相信 ,想中国筹付我们的战费 ,首先并主要地

我们要依靠赫德与其领导的机构。设立一个欧洲人领导 ,或者只是

用欧洲人管理中国全国的财政制度 ,我们认为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 ,据我们的意见 ,海关系统之适当改组 ,赫德爵士职权之扩大 ,

及其职员之充分增加 ,似乎是为解决财政问题应争取的目标。在这

件事中 ,把海关提供分期赔款的款项尽可能地直接交给欧洲收款

处 ,不使中国人过手是有利的。 这类改革的实施可委诸赫德爵

士。”② 基于态度强硬的德国的拥护 ,各债权国都把中国海关看成

索取赔款的可靠担保机关。赔款的担保办法明朗化 ,各国的分歧便

基本趋于一致。美国代表柔克义说: 赫德“大力提倡的措施给我以

·185·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

①

② 孙瑞芹: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2卷 ,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 ,第

331—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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