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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书讯： 

 

杨智友著.大事件 帝国海关风云[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

社.2015. 

 

内容简介： 

173 年前，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催生出海关外籍税务司制

度。这种骑着大炮炮管进来的制 度，使得原本独立自主的中国海

关，却在洋人管理之下。站在中西方贸易及交往的风口上，海关业

务除了征税、缉私等，还包括航政、港务、内外债、邮政、教育 

等，深深卷入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甚至包办中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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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透过帝国海关的风云变幻，足可窥见波诡云谲的晚清历史

镜像。 

 

作者简介：杨智友，厦门大学历史学硕士，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香港“大公网”、“新浪网”专栏作者，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海关

史。著有《海关秘档：民国海关时间掠影》《穿越实际的守望：宋

美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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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章： 

[1]姜艳艳,张志勇. 赫德与近代翻译[J]. 兰州学刊,2015,08:67-

72. 

 

[2]张淑生. 白银走私者的控诉[J]. 兰台世界,2015,19:32-33. 

 

[3]杨秀云. 试析大连租界设关征税缔约[J]. 大庆师范学院学

报,2015,04:130-133. 

 

[4]周海霞,吴东,黄唐华,卢嘉玲. 清初粤海关设立前的“粤东海

关”与“庵埠海关”——由《庵埠邓氏族 

谱》所载展开[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04:17-21. 

 

[5]杨宗鸣.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辽宁海关的控制[J]. 兰台世

界,2015,S3: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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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中国海关史研究论文与书目整理： 

1986-1990 年间中国海关史研究相关论文（中文部分）： 

[1]  陈诗启. 中国近代海关海务部门的设立和海务工作的设施[J].  

近代史研究,1986,06:94-112. 

[2]  刘武坤. 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税务司名录(上)(1859 年——1949 

年)[J]. 民国档案,1986,03:134-136. 

[3]  刘武坤. 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税务司名录(下)[J].  

民国档案,1986,04:112-131. 

[4].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厦门大学成立[J]. 厦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1:128. 

[5]  孙辅世. 旧中国的海关与水利事业[J]. 中国水利,1986,06:37. 

[6]  丁宁,周正山. 梁廷枬与《粤海关志》[J]. 学术月刊,1986,06:72-76+71. 

[7]  陈诗启. 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J].  

历史研究,1987,03:147-162. 

[8]  徐庆贵. 长江海关档案琐谈[J]. 湖北档案,198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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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美嘉 ,林石川 ,关宏明. 1919—1921 年中外交涉关余及接管海关 

史料(上)[J]. 历史档案,1987,01:51-61. 

[10]. 1919—1921年中外交涉关余及接管海关史料(下)[J]. 历史档案, 

1987,02:71-76. 

[11] 蔡谓洲.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J].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87,01:55-59+46. 

[12] 王美嘉. 粤海关关于孙中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广东财政状况 

情报选[J]. 民国档案,1987,01:48-56. 

[13] 习五一. 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与罢免安格联事件[J].  

民国档案,1987,01:78-84. 

[14] 刘武坤. 旧海关总税务司署简介[J]. 民国档案,1987,03:128-133. 

[15] 陈诗启. 论中国近代海关的“国际性”和洋员统治的演变[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01:129-146. 

[16] 陈诗启. 英商否认海关洋员关于走私违章处分的管辖权和《会讯 

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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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3+55. 

[17] 沈毅. 粤海关设置地点在广州[J]. 广州研究,1987,01:14. 

[18] 华强. 太平天国的海关[J]. 历史教学,1987,06:37-38. 

[19] 廖菲. 略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确立[J]. 历史教学, 

1987,09:17-21. 

[20] 戴和. 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01: 

61-68+27. 

[21] 梁侃. 马沙利与上海海关[J]. 近代史研究,1988,03:5-14. 

[22] 刘存宽. 19 世纪下半叶的九龙中国海关及其有关交涉[J]. 近代史 

研究,1988,06:138-151. 

[23] 朱荣基. 近代中国海关及其档案[J]. 历史档案,1988,01:112-119. 

[24] 王鹤鸣. 二十世纪初期芜湖海关的对外贸易[J]. 学术界,1988,05:85-90. 

[25] 戴和. 外国资本主义侵夺粤海关主权的历史考察[J]. 中山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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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徐思彦. 评《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1989, 

05:146-147. 

[27] 赵淑敏. “税专”与中国海关的人事制度[J]. 历史研究,1989,02: 

68-77. 

[28] 戴一峰. 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J]. 历史研究,1989,06:95-108. 

[29] 虞崇胜. 孙中山与截留粤海关关余的斗争[J]. 广东社会科学,1989, 

04:110-113. 

[30] 刘俊生 ,吴二利. 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管理权的丧失及对社会经济的 

影响[J].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02:9-14. 

[31] 连心豪.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述评[J]. 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1989,04:77-83+90. 

[32] 京良. 中国海关史研究首届国际研讨会择介[J]. 近代史研究, 

1989,02:304-314. 

[33] 陈诗启. 中国海关与引水问题[J]. 近代史研究,1989,05: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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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张寄谦. 金登干(J·D·Campbell)与中国海关[J]. 近代史研究, 

1989,06:46-56. 

[35] 叶凤美. 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海关的半殖民地化[J]. 高校社会科学, 

1989,05:44-52. 

[36] 薛鹏志. 中国海关史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J]. 厦门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2:13. 

[37] 连心豪.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的整顿与加强[J]. 厦门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3:119-124. 

[38] 蔡渭洲. 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海关制度的影响[J].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学报,1989,03:45-49. 

[39] 黄启臣. 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89,03:74-78+73. 

[40] 周德华. 1935年苏州丝织业的衰落——海关书简一瞥[J]. 丝绸,1989, 

04:41-42. 

[41] 李泽或,苏鑫鸿. 辛亥革命前的外债与中国海关[J].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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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1989,02:112-117. 

[42] 汪明,木易. 芜湖海关史料(1922—1931 年)[J]. 安徽史学,1989,01:65-71. 

[43] 章鸣九.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洋务运动[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03:147-154. 

[44] 詹庆华. 评《中国海关简史》[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01:89-90. 

[45] 崔乐文. 谈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海关主权的丧失[J]. 党校学报,1990,03: 

34-37. 

[46] 王意家. 《中国海关简史》评介[J]. 近代史研究,1990,02:266-270. 

[47] 苏鑫鸿,李泽彧. 近代赔款与中国海关[J]. 史学月刊,1990,02:48-53. 

[48] 马东玉. 清代海关的索贿弊习及其恶果[J]. 史学月刊,1990,04:52-57. 

[49] 李永新. 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及其档案[J]. 档案,1990,03:40-41. 

[50] 郝秀清. 近代芜湖海关的鸦片贸易[J]. 安徽史学,1990,01:45-48. 

[51] 颜锡钧. 我国古代的关税——海关知识讲座第一讲[J]. 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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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1:57-58+38. 

[52] 颜锡钧. 我国的近代海关——海关知识讲座第二讲[J]. 国际贸易, 

1990,02:59-61. 

[53] 颜锡钧. 我国的半殖民地海关——海关知识讲座第三讲[J]. 国际贸易, 

1990,03:59-61. 

[54] 颜锡钧. 近代海关的估价制度——海关知识讲座第八讲[J]. 国际贸易, 

1990,08:56-59. 

[55] 金木,学敏. 国门失守之后(访谈录)——从近代海关看外国资本主义 

入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J]. 教学与研究,1990,06:15-21. 

[56] 谢俊美. 清初江海关关址质疑[J]. 历史教学,1990,12:41-43. 

[57] 夏良才. 中国近代化与海关的关系——论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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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0 年间中国海关史研究相关书目（中文部分）： 

[1] 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

6. 

 

[2] 卢汉超著.赫德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 中国海关学会编.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文集[M].北京：中国展望

出版社.1990.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院合编；陈

霞飞，韩荣芳主编.中国海关密档 赫德、金登干函电集 1874-1907 

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0. 

 

[5] 邱克著.局内旁观者-赫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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