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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中東西方對峙的形勢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是國家政治的工具，

一直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對外貿易既是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也是對

外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X，廣交會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

要窗口。然而，隨b冷戰格局的巨大變化，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

1972年中美關係初步改善、中美貿易拉開序幕之後，在廣交會上高度壟斷的外

貿體制悄然改變。在一貫的政治掛帥和國家意志之外，市場意識開始萌發，成

為中國最終拋棄舊體制、迎接新時代的微弱卻清晰的前兆，也是中國的市場由

封閉走向開放，產品由匱乏走向豐富，國力由弱小走向強盛的開端。這一歷程

折射出中國對自身及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留下了冷戰轉型過程中中國逐漸融

入世界的痕Å。

一　統一對外，意識形態為先（1956－1965年）

新中國成立以後，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平衡項目。進口的

是國內經濟生產環節中短缺的物品和彌補不足的商品，出口則是為了支付進口

而進行創匯。

1956年11月10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在廣州舉辦了首屆中國出口商品展

覽會。1957年4月25日，中國國營進出口企業在廣州聯合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出口

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自此，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就成為中國對外

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窗口。廣交會最初只是進行商品出口洽談，從

1959年秋季以後開始兼營進口交易。

1958年，針對對外貿易對外不一致的「混亂現象」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傾

向」，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明文規定：「對外

貿易必須嚴格統一對外，絕不容許有任何不統一現象發生。⋯⋯只有統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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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外，才能有計劃完成國家進出口計劃並為國家生產建設服務，才能有計劃、有

組織地同兄弟國家進行貿易協作，才能配合我國和平外交活動，特別是才能同

國外資產階級進行強有力的政治經濟鬥爭，在防止和抵制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

經濟腐蝕或侵襲上體現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1這X所指的兄弟國家主

要是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和亞非拉友好國家。這些規定完全是

從意識形態和政治需要出發的人為劃線，而不是經濟活動的準則。從建國初期

到60年代，這種高度統一、嚴格控制的情況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而且在不斷強

化。

1965年頒布的〈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1965年全國外貿工作會議紀要〉，強

調外貿部門「既是經濟部門，又是外事部門，⋯⋯在一切工作中做到政治掛帥，

毛澤東思想掛帥，中央政策掛帥，統一對外。」外貿部門要「堅決貫徹執行國家

對外政策總路線和國別貿易政策，支持堅持馬列主義的兄弟國家，支持亞非拉

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開展對第二中間地帶的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活動，加強

反帝反修鬥爭。」2由此可見，外貿完全是政治和外交的配角。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時期，雖然隨b生產發展，貨源有所增多，要求擴大出

口，但面對困難不少，那就是：「貨源雖多，市場不好」，或「雖有市場，貨不對

路」。因為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閉門造車，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場的行情，又

沒有暢通的銷售途徑。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成交額佔了外貿公司全年出口任務的

三分之二，因此，廣交會對各進出口總公司完成全年任務具有決定意義。當時

的解決辦法是：狠抓統一，反覆教育，發揚互諒互讓風格，統一運用資源，如

用廣東的暢銷茶帶動上海的滯銷茶。又提倡「三交底」：互交貨單家底，互交客

戶安排和準備成交數量底，互交品質價格的底；「五統一」：統一運用資源，統

一安排客戶，統一調配幹部力量，統一作戰布置，統一看法。還強調在一切工

作中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重申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革命工作

的生命線，是全盤工作的基礎3。

雖然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是政治優先，但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尚能基本

維持國家對外匯的有限需求，直到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才使最基本的對外貿易

活動幾乎無法正常進行。

二　政治掛帥，登峰造極（1966－1970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行各業逐漸受到衝擊。1967年的春季廣交會

受到文革的直接影響。4月初，有匯報說廣州的情況緊張，軍管會難以控制，很

可能使廣交會無法在4月15日開幕。為了不使廣交會中斷，4月14日清晨，周恩

來乘專機從北京飛到廣州，安排1967年春季廣交會，並與各山頭的造反派見

面，說服他們顧全大局，從而保證了廣交會如期開幕4。

廣交會雖然如期舉行了，但是這屆廣交會的政治氣氛極其濃厚，強調「交易

會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人人都要成為既是交易員，又是毛澤東思想

紅色宣傳員。⋯⋯特別要大張旗鼓宣傳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

戰略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進入新階段的重大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從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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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美反修統一戰線。」要區別對待客戶，「凡在政治上靠攏我們的客戶，要

支持、鼓勵，對表現不好的客戶要進行教育。」5這樣就把經濟貿易活動的場

所，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在進行商務洽談前後，廣交會要組織參加者就文

化大革命的形勢交換意見、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等，參觀訪問的目的也

是要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1967年的秋季廣交會開幕前夕，周恩來又再次直接干預。9月13日，廣州兩

大造反派衝擊並佔據軍區大院，周恩來對他們的行為「大為震怒」，立即召見其

在北京的代表，強調必須盡快恢復秩序，以便抓革命、促生產，並指示：「廣州

的交易會不能停開。」6廣交會總算是順利開幕了，但政治活動比以往更多，甚

至在商業談判中雙方都總要手持毛主席語錄。甚至「據說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語

錄本弄髒，看起來是經常讀過的，好贏得中方的好感。」7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達到高潮的1968至1969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

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被當作是廣交

會的主要任務。而且強調廣交會「是國際範圍階級鬥爭的前哨陣地，鬥爭十分尖

銳複雜。因此參加交易會的人員必須是政治上可靠的。」8在這種情況下，各交

易團紛紛大搞政治活動，進行了大規模對外宣傳活動，還對客戶摸底調查，之

後對客戶分類排隊，區別對待，確立重點宣傳對象，進行重點宣傳9。廣交會的

經濟活動幾乎完全被政治狂熱所掩埋。

對外貿易部政治部專門編印了〈1969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宣傳毛

澤東思想工作方案〉，要求組織參加交易會人員學習，並制訂具體的宣傳文稿。

〈方案〉強調：「交易會是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參加交易會的全體工

作人員，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決把對外宣傳

毛澤東思想當作首要任務。」宣傳形式上要「三突出」（即突出毛主席光輝形象、

突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鬥爭路線）和「三顯示」（即

顯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顯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顯示用毛思想武

裝起來的人的作用）。具體做法包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演出樣板戲，統一訂

制贈送外賓的毛主席像章等bk。

由於文革的干擾，1968年秋季廣交會的成交額顯著下降。因此，1969年的

廣交會提出要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造謠言說我們文革後沒有東西了」而「貶低我文

革的偉大意義」做出回應，即在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

口貿易的做法。雖然仍然強調統一對外，同一商品必須由一個交易團或總公司

實行對外統一經營、統一報價、統一談判、統一成交，統一對外簽訂合同，但

對於價格的高低可以根據不同商品、不同市場定價，並允許給予中間商大約5%

的佣金bl。這是廣交會首次進行的有限改革。

1969至1970年是冷戰轉折的關鍵年份，中蘇關係跌至低谷，中美關係微妙

復蘇，但這些還未直接反映到經濟領域。1970年的春季廣交會在政治上仍然強

調「三突出」和「三顯示」。總之，政治和外交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但與此同時，

恢復因為文革而遭破壞的經濟秩序也是周恩來的努力方向。4月26日，周恩來審

查第二十七屆廣交會展館方案，並做了「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生產、使用、

科研相結合」的重要指示bm。可以說，從這時起，中國的形勢開始悄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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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三　抓住機遇，力求變革（1971－1972年初）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中蘇分裂之前，中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佔了整個

對外貿易的絕大部分，但是，到70年代初，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已經發生了變

化，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約佔中國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三，涉及一百多個國家和

地區。從外貿的角度看，已經沒有了冷戰初期的營壘分明。對此，1971年3月，

對外貿易部召開了全國外貿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對資本

主義市場出口貿易的若干具體政策和做法〉，強調「對外貿易是對外戰線的重要

方面，必須緊密配合外交活動和外交鬥爭，為我國的對外政策服務」，仍然是把

對外貿易與國際政治鬥爭聯繫起來，但是也提出要利用矛盾，並換取重要物

資，加強國防、三線建設，促進工農業生產bn。

相對於1969年8月對外貿易部〈關於對資本主義國家（地區）出口貿易做法的

試行規定〉，這個文件明確了出口商品應按國際市場價格作價的原則。對於收匯

問題，提出在注意安全收匯的前提下，可以靈活處理；對於出口商品的品種、

規格、花色等也有一些修改。具體措施中還是強調「以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

為綱」，但提出要貫徹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抓革命，促生產，繼續搞好

鬥、批、改。這是繼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提出改革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做

法之後的又一次改革。這些都與周恩來的不懈努力分不開，他在文革的不利形勢

下艱難地推動有限的突破。197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出版會議領導小組成員

時，專門談到工藝品出口的問題。他說，風景圖片不能算「四舊」；石頭刻圖章是

廢物利用；假古董明明白白地賣給外商可以收外匯，用來支援世界革命，有甚麼

不好bo？周恩來在這段時期千方百計地促進對外貿易，可謂用心良苦。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突然宣布即將訪華，在全

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對各國的經貿人士更是一個極大的震動，他們紛紛向中國

作出願意發展貿易的表示。中國方面，8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外貿工作會

議，這次會議是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由李先念副總理直接領導召開的。會

前，周恩來和李先念都多次作出重要指示。7月26日周恩來同李先念談到外貿問

題時說：「現在一年才進出口四十多億美元，太不像話了，請先念、秋里同志抓

一抓。」bp再次強調外貿工作的重要性。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新關係。在這之後，許多國家

加強利用香港對中國進行觀察和接觸。美國也在香港增設研究機構，研究中國

的貿易情況，並積極開展同中國駐港機構的聯繫，幾十家美商來到香港探詢對

華貿易。當時在港美資企業超過五百家，也都在加強機構、增加人員、擴大建

築，希望同中國做生意。他們邁出的第一步就是參加廣交會。對此，對外貿易

部於1972年3月專門發了一份關於中美貿易的文件，將中央為中美貿易確定的原

則下發給業務部門，總的原則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對美國的貿易」，要求

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要根據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政治鬥爭的需要來定，

出口可以廣泛一些，進口則「應從嚴掌握」。該文件還決定邀請三十到四十名美商

參加這年的春季廣交會，優先選擇那些對中國態度友好，一貫主張開展中美貿易

並為此作出過努力的進口商，適當考慮包括壟斷集團的代表和能為中國引進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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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出口商。該文件同時也提出，原則上可以同第三國的美資公司和美國子公

司做貿易。不過，所有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暫時一律由總公司統一掌握bq。

1972年的春季廣交會的指導方針是貫徹落實周恩來總理關於外貿要促生

產、促內貿、促科研的重要指示，落實「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因此

出現了難得的好勢頭，文革氣氛淡薄了許多。雖然這是文革後第一次比較正常

的經濟貿易活動，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這一屆廣交會客商人數空前，但貨

源不足，出現了供不應求的矛盾；在接待方面，一些人態度簡單、生硬、甚至

粗魯，使一些客商很失望。

除了在邀請客戶方面增加了邀請美國商人和美國在第三國的商人外，廣交

會又有一項新的改革，即亞非拉國家國營公司代表或官方人士參加廣交會的費

用，由過去全包改為原則上自理。如對方確有國難，從政治上、業務上考慮有

必要者，其在中國國內的費用可由中方負擔，個別需由中方負擔單程或往返機

票者，應報批准br。這也是在走向與國際慣例接軌。

四　中美貿易，緩緩起步（1972年秋－1974年春）

1972年春季廣交會上，中國方面第一次邀請了三十多戶美國客商參加廣交

會，人數雖然不多、且大多數是為了調查、試探和建立關係的目的而來，但直

接出口成交也達到了四百多萬美元。比較大宗的商品是生絲、棉胚布、服裝、

地毯、煙花炮竹、香料油、凍對蝦、銻、錫以及工藝品，由此初步恢復了中美

貿易。中美貿易的中斷是冷戰造成的，中美貿易的恢復實際上是對冷戰格局的

極大衝擊，甚至可以說，在經濟的意義上冷戰已經基本結束了。

從這次中美直接貿易的情況看，中美貿易中斷了二十多年，雙方的隔閡較

深，彼此的了解需要一個過程。美國的歧視性關稅是當時中美貿易的主要障礙

之一，但中國方面也有供貨品種少、數量少的問題，中國的業務人員對美國市

場所需商品的品質、規格、花色、包裝、標識等也都缺乏了解，這暴露出中國

的外貿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業務人員不僅對美國貿易缺乏知識，一般國際貿

易的基本知識也很貧乏。開展中美貿易，要求雙方增進了解，也必須從各自的

內部出發，採取措施去適應新的形勢。1972年5月31日，廣交會經外貿部報請國

務院同意，在廣州擴建交易會展館，擴建面積近十萬平方米，比原展館大五倍

多。這也是一個適應新形勢的舉措。

1972年秋季廣交會是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尼克松訪華、中國與日本及聯

邦德國建交之後開幕的。由於中國的國際威望日高，建交國增多，因此貿易要求

量增大；但一些商品的生產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貨源不足，不能滿足客戶的需

求。在實踐中，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廣交會是國際貿易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中國方面亦開始學習如何適應國際市場價格變動而進行貿易結構的調整。對

於那些中方有較大發言權的商品，有些公司通過摸清市場情況，提高價格，走到

了市場的前面，並改變了過去的商品按照「成本加利潤」決定價格的做法，改為因

應市場和客商的需求定價。例如，按照靈活調價、看貨議價的做法，一塊重量

1972年2月，尼克松

訪華，開啟了中美之

間的新關係。對外貿

易總的原則是「在平

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對

美國的貿易」，要求步

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

大，要根據美國對中

國的態度和政治鬥爭

的需要來定。



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不到200斤，成本僅100多元人民幣的園藝石，賣了2.2萬元人民幣，就是活生生

按市場定價格的例子；這也使人們逐漸意識到，必須要掌握世界市場的基本供求

情況，才能把生意做好做活。於是，廣交會成了學習世界市場知識的課堂。

1972年10月29日，周恩來總理對〈1972年廣州秋季交易會安全工作情況匯

報〉作批示：督促實行，帶頭示範，嚴格檢查，有過即改，善始善終。新華社的

《國內動態清樣》第630期以「廣交會住房緊張，交通工具不足，引起外商不滿」為

題，對於這屆廣交會的情況進行了報導。11月2日，周恩來批示：三件事情非解

決不可，提出由北京、天津、上海臨時調一些轎車到廣州，司機隨車調用；住

房不足，可借用機關、學校，特別是要有像樣的廚房；飯館不夠，可以將茶室

改作飯館bs。這些臨時性的措施雖然能解燃眉之急，但並非長久之計。對外貿易

的需要由此帶動國內其他行業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革。

1972年的春、秋兩季廣交會共邀請了180位美國客商參加，恢復並逐步開展

了中美貿易。1973年，外貿部根據中央批准的對外貿易的原則精神，確定了新

的對美貿易原則，總原則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同美國的貿易」，並

計劃1973年的貿易額略高於1972年。對進出口的掌握上，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品

種可適當放寬，除了主要選一些先進機械、成套設備、先進技術，特別是石油

化工、電訊、電子方面的設備和優良種籽、種畜外，中國也將根據國內需要和

有利的價格條件，適當直接進口糧食、棉花、化肥、廢鋼、鋼材、高級煙葉、

油脂油料等。對於進口金額較大、數量較多的項目，需報請國務院批准後進

口。對美出口應適當增加，以擴大影響，多出口輕紡產品、手工藝品和土特產

品。對於參加廣交會和互訪問題，則提出1973年的廣交會可擴大邀請美商的名

額。至於航運問題，由於預計1973年的中美貿易貨運量將有所增加，繼續中途

轉運費用高、需時長，很不經濟，希望能盡量使用第三國船隻開闢直達運輸。

對美進口貿易，暫由總公司統一掌握，統一對外成交簽合同bt。至此，中美貿易

的基本形態得以確立。

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了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周恩來病重

時，鄧小平挑起了恢復經濟和國家秩序的擔子，在全國進行挖潛革新、提高勞

動生產率、整頓企業等經濟工作。在中美關係緩和、越南戰爭基本結束的形勢

下，中國的國內經濟開始轉向。

1973年，外貿部還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例如，對於旅客攜帶和個人郵

寄進口少量自用的印有「美國人民捐贈」字樣的物品和包裝用品，不再作為印有

「反動字樣」的物品予以沒收，各海關可以放行。對於來自建交國和美國的外籍

華人也以一般旅客對待。對於美國人訪華後寫的觀感和有關中國情況的書籍、

文章，需在發表後把作品寄給中國有關單位的接待人員，除了有明顯歪曲、誣

衊的內容外，海關可予以放行。對於美國進出口貨物和貨樣、廣告品，不再向

海關填報總公司的合同號，而只需憑各口岸外貿公司向海關申報的進出口貨物

明細單查驗放行ck。換言之，中國不再把美國視作敵人來對待。

總之，1973年出現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好勢頭，在中美關係改善的帶動下，

到1973年底，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達到156個。經濟上的冷戰格局已

經打破了。

1972年秋季廣交會是

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

位之後開幕的。由於

中國的國際威望日

高，建交國增多，因

此貿易要求量增大；

但一些商品的生產不

適應形勢的發展，貨

源不足，不能滿足客

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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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波三折，步履艱難（1974年秋－1976年）

然而，1972和1973年中國對外貿易出現的好勢頭沒有持續下去，很快便出

現了反覆。1974年2月18日，外貿部外貿調研組對1974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貿易

形勢做了詳細分析，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世界極其混亂和動蕩的一年，年初西方

金融貨幣危機加劇，年中出現因世界性農業歉收而造成的糧食、食品供應的嚴

重緊張，年末爆發石油危機。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密切注意國外市場的變化，

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選擇有利時機和貿易條件，做好進出口工作cl。

1974年4月15日，春季廣交會遷入新展館舉行。雖然政治大氣候強調批林批

孔，但中央仍然堅持抓革命、促生產，趁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較高時，爭取早出

口、多收匯。但是，這屆廣交會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干擾，他們在工藝品題材

問題上首先發難，提出：反動、黃色、醜惡的工藝品（包括尊孔反法、宣揚孔孟

之道）和以神佛鬼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為題材的工藝品一律不能

出口，而對於以古代神話、故事、人物為題材的工藝品要作具體分析等等。結

果，經審查不合規定的工藝品有150多個品類，包括35種美術陶瓷、廣彩、木刻

和畫類，全部未展未賣。極左陰霾一度籠罩整個廣交會。

但是1974年秋季廣交會還是進行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對參加廣交會的外

國官方代表團和商人一律改為自費，改變長期以來由中方負擔費用的做法。對

此，外賓普遍贊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二是減少宴請活動cm。這是廣交會

力圖淡化政治色彩所作的努力，也使其經濟活動的特徵日益明顯。1974年11月，

外貿部下達了〈關於1975年改進外貿經營體制的意見〉，對於已經具備條件對港

澳地區直接辦理出口、發運、結匯的省、自治區外貿分公司，提出可試辦少數

幾種商品的出口業務，以便取得經驗，逐步發展cn。

1975年1月，籌備已久的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做的〈政府工作

報告〉明確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次會議上，朱德繼續當選為全

國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十二人為副總理，四人幫的組

閣陰謀破產。1月25日，鄧小平先後在軍隊和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管工

業書記會議上，提出進行整頓，之後，各行各業開始大力抓經營管理、訂定規

章制度、抓產品質量、抓勞動效率，國內呈現了多年來少有的穩定和活力。

1975年春季廣交會的指導思想是：「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

去」co。這年春季廣交會進口成交總額達四億美元，進口商品成交額是歷屆廣交

會較多的一次。成交的商品絕大部分是由當時國內生產建設、市場供應，外貿

加工出口所急需的原料和材料，包括鋼材、鋁錠、鉛、廢鋼、化工原料等cp。

1975年秋季廣交會以「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

示為綱」，同時提出要貫徹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的基本精神，以

及中央關於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兩步宏圖cq。1975年10月5日，外貿部發出〈關

於認真抓好出口商品質量的通知〉，要求把質量放在第一位，抓好出口商品質

量，重合同，守信用，把好質量關cr。這屆廣交會總共接待了來自110個國家和

地區的來賓，共22,778人次到會洽談貿易和參觀。其中美國商人705人次，日本

商人2,690人次，出口成交達14.19億美元cs。

1974年秋季廣交會進

行了兩項重要改革。

一是對參加廣交會的

外國官方代表團和

商人一律改為自費，

二是減少宴請活動。

這是廣交會力圖淡化

政治色彩所作的努

力，也使其經濟活動

的特徵日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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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鄧小平恢復秩序的努力付諸東流。1976年

春季廣交會又出現了政治掛帥的現象，提出此次廣交會的主題是：以階級鬥爭

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持貿易平等原則、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洋奴

哲學、爬行主義，側重打擊蘇修。這是打倒四人幫之前的最後一次廣交會，也

是70年代以來最左的一次ct。政治上的起伏影響到外貿工作，「左」的思想不是一

時間能徹底清除的。

1976年的秋季廣交會是四人幫倒台後的首次廣交會，一方面，政治的氣氛

很濃厚，主題是繼承毛主席遺志、揭批四人幫，仍然繼續深入開展批鄧、反擊

右傾翻案風。但另一方面，強調繼續貫徹統一對外的方針，在平等互利的原則

下，發展對外貿易，注意價格趨勢。接待客商人數有較大增加，但不少產品仍

然供不應求。

1976年開始出現各總公司辦的「小交會」，即專業型的小型交易會。它們的

優點是，到會的專業商集中，能促進競相購貨；洽談時間充裕，展出面積大；

有利於國際市場調研。外貿部提出對於出口商品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

原則上要立足國內，但經過認真計算和審查，對中國有利的話，也可以接受國

外商人提供一些補充性的原材料、輔料和包裝物料，加工進口。可以看出，中

國在政治上還未完全擺脫左傾思想和冷戰思維束縛的情況下，在經濟上已經開

始為未來校正方向。

六　衝破樊籬、走向開放（1977－1978年）

1977年的春季廣交會體現出轉折時期的矛盾，一方面提出大幹社會主義，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另一方面，在「兩個凡是」思想下，突出政治上緊密團結在

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狠批四人幫，捍z毛主席偉大旗幟，實現所

謂「抓綱治國」戰略dk。一方面表示要堅持對外貿易的平等互利原則，但另一方面

又注重在出口成交中「本b團結第三世界和不忘老朋友，歡迎新朋友的精神」，

力爭使大多數客商滿意dl。事實上，1977年春季廣交會的出口和進口成交額都

超過歷屆水平，接待的客商達16,049人次，創歷屆廣交會最高紀錄。這一年的中

美貿易總額達3.1億美元，與1976年持平，但雙方經貿界人士的來往大為增加。

雖然中美貿易的全面發展要等到1979年建交以後，但直接貿易的路已經基本鋪

好，只要關卡一撤，就會全面暢行。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開幕，之後在全國工業企

業中掀起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運動。石油化學工

業部門、煤炭部及各地區的代表提出了「要瞄準美國，趕上去，超過它」、「苦戰

十年，原煤產量翻一番，達到十億噸，超過美國」等口號dm。這些口號雖然不切

實際，但以經濟發展為目標，意味b政治掛帥的讓位。

1977年7月，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

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重返政壇。此次復出，鄧小平吸取了1975年的教訓，

不是匆忙地恢復經濟，而是先解決思想問題，於是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

主張。8月12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開，通過了新黨章，第一次寫進了實現農

1976年的秋季廣交會

是四人幫倒台後的首

次廣交會，一方面，

政治的氣氛很濃厚，

但另一方面，廣交會

強調繼續貫徹統一對

外的方針，在平等互

利的原則下，發展對

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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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的目標，並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中國的改

革開放見到了曙光。乘此東風，1977年秋季廣交會盛況空前。廣交會各團也就

以下幾個問題達成共識：（1）一定要按照國際市場實際情況掌握出口商品價格；

（2）一定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努力把買賣做活；（3）一定要服從黨

的指導，堅持統一對外；（4）一定要在對外活動中堅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

風。務實和求變的風氣已經初步形成。而當時也出現了某些適銷商品貨源不

足，以及來賓住房緊張，安排困難的問題dn。這些問題再次將國內經濟、社會整

體改革和發展的任務推到了前台，部分改革已經開始進行。在1978年的春季廣

交會上，各交易團開展了來料來樣加工、定牌和中性包裝等業務，以靈活的做

法擴大出口成交。1978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

法〉，將來料加工和裝配業務擴大到廣交會以外的更大範圍，在廣東等沿海地區

開始了經濟改革的試點。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創辦的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從思想、理論上為改革掃清道路。最終，

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七　結 論

自中共建國以迄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處於高度統

一、以意識形態劃線、以政治目的為先的狀況。文革期間，在極左思想指導下

的政治運動中，與各行各業一樣，廣交會也在政治掛帥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

地步。然而，隨b冷戰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不得不作出

相應的調整，在70年代周恩來、鄧小平努力進行探索之下，廣交會逐漸成為了

正常的經濟活動場所，按經濟規律辦事也逐漸成為共識。特別是中美關係改善

帶來的對外貿易的變化，最終導致形勢轉變，中國逐漸走向改革開放，走向市

場。經歷了重重波折的中國，由此步入了一個新時期，即政治上理智、經濟上

變革、外交上務實的階段。這一過程至今仍未完結，但大方向已經明確，特別

是經濟改革帶給人民的實惠，以及國門打開之後在視野、觀念上的衝擊，是任

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國門打開後的中國，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只能邁步向

前，融入到世界的洪流中。廣交會既是一個實例，也是一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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