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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十三行商偿还破产同行所欠债务的规定违背了当时国际上关于破产

免责的商业法则，造成现金流分置滞销、资金短缺。巨额债务弱化了十三行商的商

业力量，拖垮了十三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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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和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处理债务的方法而确定的十三

行商偿债方法，违背了当时国际上关于破产免责的商业法则，人为地对行商们的现

金流进行分置消滞，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流动，造成了行商们资金短缺，并让巨

额债务弱化和拖垮了十三行商。 

  一、行欠产生的原因分析 

  行欠是广州十三行商所欠下的外商债务。造成行欠的原因有四：一是发生在行

商代销外商的货物之时。“洋商拖欠夷人银两，总由夷人于回国时，将售卖未尽物件，

作价留与洋商代售，售出银两，言明年月，几分起息。洋商贪图货物不用现银，辄

为应允。而夷人回国时，往往有言定一年，托故不来，迟至二三年后始来者，其本

银既按年起利，利银又复作本起利，以致本利辗转积算。愈积愈多，商人因循负累，

欠而无偿。”1行商对于代销这种无本的买卖“辄为应允”。二是发生在行商借贷扩大

经营之时。“狡黯夷商，多有将所余资本，盈千累万雇佣内地熟谙经营之人，立约承

领，出省贩货，冀获重利。即本地开张行店之人，亦有同夷商借领本银，纳息生理

者。若辈既向夷商借本贸贩，藉沾余润，势必献媚逢迎，无所不至，以图邀结其欢

心”2。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于 1735 年左右对中国行商垫款收购丝茶，已

成定例。3行商们谋求更多的利润，于是借款扩大经营规模，造成行欠问题。三是发

生在行商经营不善亏本时。如行商“沐士方揭买港脚夷商呵罗吧咤等棉花、沙藤、

鱼翅、点铜之货，该价番银三十五万一千零三十八圆，折实九八市银二十四万七千

六百九十二两四钱一分三厘。”但是，“市价平减，价银亏折” ，加之沐士方“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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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将货价用缺，以致无力偿还”1。四是发生在行商无力缴纳粤海关官吏的勒索

借用外商钱款之时。“保商任意挪移，将伊(夷)货银转填关饷。又关宪取用物件短价，

千发无百，百发无十，保商赔办不前，即延搁该船，连误风信。”2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商人在行欠发生之时趁机向行商们放贷。这是地道的高

利贷，它的年息一般都在 20%左右，高的几乎达到 40%。行商能否继续立足于对外贸

易活动之中，决定于“公司的支配与否”3。向外国资本借贷的行商，犹如饮鸩止渴，

看似得到了一笔资金，但是高额的本息将会让借贷者难以支付，甚至不如不借。 

  二、清政府处置行欠的方法及其影响 

  清政府严禁行商借用外商资本。1759年“防夷五事”中明文规定“概不许与夷

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倘敢故违，将借领之人，照交结外国讴骗财物例问拟，

所借之银，查追人官，使外夷并知炯戒。”4在 1776年清政府重申禁令“如有铺户赊

欠不还，惟该行是问。”5清政府对行欠进行干预，不允许行商与外商的这种借贷关

系保持三个月以上，对于不报送粤海关的借贷行为，将不给予保护。1777年行商倪

宏文赊欠商银 11216 两，乾隆帝上谕“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货银一万一千

余两”，发配伊犁。在收监后未能追索到抵债所需钱款，令其胞兄倪宏业、外甥蔡文

观“代还银六千两”。61780年朝廷规定将无力偿还的“行欠”“著令通行(全体行商)，

分限代还”，“各商定议，将本轻易售之货，公抽用银，分年还给。” 7当年即 1780年

年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查抄家产，发配到伊犁充军，仍未偿清部

分债务，由其保商潘氏等人分作十年还清。这是行商们为破产的行商偿还债务的开

端。 

  1791年行商吴昭平欠外商货款四十多万元，欠官饷五万两。清政府下令变卖吴

昭平的家产，不足之数由各行商分五年摊还。吴昭平共欠十个外商的债务，变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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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货物后还差二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一两，乾隆帝担心为外商耻笑，令两广总督福

康安将关税盈余的二十多万白银先分给外商，吴昭平被发配到伊犁充军。福康安的

奏折记载了此事经过。“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

遣。所欠银两，岁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清。但

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

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粤海关监督不能早为清厘，亦

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以后监督等俱着查明，咨送议处。” 1外商对乾隆帝此举充满

了感激之情，“感激鸿慈实难言磬”，“圣主惠恤远人”。吴昭平欠债后，清政府

规定行商以后不许再欠外商债务。之后石中和、沐时芳、郑崇谦等十三行商相继破

产，“抽提现商行用代还，或由各商分摊归款。” 2从 1780年的颜时瑛无力偿还债

务开始，到 1820年计有五家行商倒闭，共欠债二百六十多万两，到 1834年行商欠

下上捐摊缴达到九十五万多两。道光帝要求卢坤三个月内缴清欠饷，卢坤认为此时

的行商已经没有实力拿出钱来。“洋商等历年代赔饷欠夷账情形，臣等前已详晰陈

奏。其因人受累，又值洋货滞销，固属实情。„„近来洋商殷实者不过一二家，其

余赀本仅敷转输，向来完纳饷银，多属挪新掩旧。” 3 

表1：欠债破产十三行商列表 

年 份 行 商 所 欠 债 务 欠债行商结局 最终偿还者 

1795年 石中和 
变卖家产后仍欠银 59.8

万两 

发配到伊犁充军 由其他行商

分6年清还 

1796年 蔡世文 

欠英国东印度公司近13万

两白银，欠欧西闲散商人

10万两，欠中国散商20多

万两，共计欠债50万两 

吞鸦片自杀 

由各行商共

同偿还，由广

利行行商卢

观恒负责 

1809年 沐士方 
生意亏本无力偿还货款35

万元 

家产查抄，从重

发配到伊犁充军 

由各行商共

同偿还 

1810年 郑崇谦 
欠饷 8.9 万两，欠外商 

45 万两，欠港脚、花旗、

家产变卖还债，

发配充军 

由各行商共

同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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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旗等 52.9 万两 

1810年 倪秉发 

欠饷 8.8 万两，欠外商18 

万余两，欠港脚、花旗等 

23 余万两 

家产变卖还债，

发配充军 

由各行商共

同偿还 

1815年 

福隆行 积欠6年，共33.8万两 

西成行 积欠6年，共29.5万两 

丽泉行 积欠4年，共22.8万两 

东裕行 积欠3年，共9.10万两 

同泰行 积欠3年，共8.80万两 

万源行 欠1年，共1.10万两 

天宝行 欠0.6962万两 

1822年 
西关 

大火 

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

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

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

千余万两 

有六家的房屋

和财物全被烧

毁，其余五家的

房屋被烧毁 

十三行遭到

重创1 

1823年 潘长耀 欠债 30 多万两 去世 
由各行共同

分摊偿还 

1824年 
所有 

商行 

因为分摊丽泉行等四

家商行的债务 

该年没有完成应交给粤海关

的税饷定额 

1825年 黎光远 

欠公所19万两，欠怡和

行3万两，欠广利行1万两，

欠美商16.7万两，欠巴斯

商人33万两 

西成行破产 

由各行共同

分摊偿还 

1828年 福隆行 
欠饷3万多两白银，欠

外商10万多两 
倒闭 

由各行共同

分摊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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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 东生行 

前后倒闭的五家商行

共欠官府和外商的债务达

二百六十余万两 

倒闭 

由各商行分

摊赔偿，导致

行商无法上

缴税饷 

1760年-1840年 

33家商行中有24家因为钱款而破产倒闭。幸存者中东兴

行、广利行接近破产，天宝行因欠饷被革去行商地位，孚泰

行、安昌行、同顺行虽营业但是欠着官债 

资料来源：李国荣：《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会同其他债权人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管。监管之下的

行商必须用他们所得的盈利，全部用于偿还债款，不得自由支配。1这样监管之下的

行商，他们经营业务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外商的利益有了

清政府政策的保障，不管行商是否能换的起债，外商都愿意借款。更有投机外商专

挑经营不善的行商下手，高利息借给行商款项，等行商破产后找清政府赔偿。 

  但是当外商欠行商的债务时，却没有同样的保障给予行商。G·M·拜巴喏姆和

詹姆斯·尤喏姆斯通之类外商拖欠多个行商的钱款多年未还。当以浩官为首的行商

向董事会提出申诉，要它也“按照公行在一切情况下都清偿‘破产’行商债款的同

样办法，来付清它的广州大班的债务的时候，董事会拒绝了”。2 

  三、广州十三行存续期间国际上的破产免责法 

  按照广州十三行存续期间即1757至1842年国际对外贸易的惯例，商人破产（该

商人欠下的债务超出他的偿还能力）后无需同行归还欠款。 

  广州十三行在1834年之前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在的英国采用的即

是破产免责法。第一部破产法是在1542年亨利八世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奠定了后

来破产法制度的基础，主要的法规被延续下去。主要有：一、破产财产平等按比例

分配原则；二、禁止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转移或者处分财产；三、对从事欺诈交易

和欺诈破产的债务人进行处罚。1571年，伊利莎白颁布破产法，采用商人破产主义

（非商人破产适用其他法律）。英国议会在1709年颁布了安娜女王法令3，1710年生

效，开始施行破产免责主义。该法对采取合作态度的资不抵债的债务人（意即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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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不抵债者）适用免责规定。诚实债务人（以商人为限）受到部分财产豁免得制

度的保护。“但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施责制度，其功能的充分

发挥应当是到了自愿破产制度——这一真正由债务人主动提起的制度的确立时。”1

之后英国立法开始对破产法进行改革完善，对免责制度又进行规定。1732年颁布的

破产法，全称《防止破产人欺诈法》。1844年正式确立了自愿破产制度，1849年破产

法规定将根据债务人过错情况不同（将债务人按过错分为三等即是无过错、部分过

错、完全过错，以诚实程度为准）颁发不同的免责证书。2英国破产立法中关于免责

制度的规定，在英国乃至世界破产立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美国作为广州十三行1834年之后最大的贸易伙伴在1776年独立之前是无条件的

适用英国的破产法。独立之后受英国破产法的影响，以英国破产法为依据，采用英

国破产法的传统术语和原则，美国宪法将破产立法的权力授予联邦立法机关，规定

由国会负责制定“适用于全美国的有关破产事项的统一法”，保持了破产立法权的

统一。1800年国会颁布的破产法适用于商人，没有规定债权人自愿申请破产的程序。

国会于1841年颁布第二部破产法，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债务人，允许债务人

自愿申请破产，确立和施行破产免责主义。
3
1867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三部破产法，

在继承第二部之外加进和解制度。 

  英美破产法的立法精神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品格。破产有伤商人面子。对破产

者免责，体现着对失败者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帮助。同时，政府颁布破产法，在

商人破产之时对其人身进行保护，意在鼓励民众从事商业活动，有利于活跃和振兴

商业经济。 

  四、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债务偿还传统 

  关于债务偿还，在中国封建社会仅限于借贷之债，属于包括买卖、租佃、典卖、

                                                        
1 沈贵明：《破产法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 页。 

2 1861 年，英国颁布了新破产法，抛弃了长期施行的商人破产主义，改采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体例，经过 1867

年、1869 年、1883 年的多次修改，至 1914 年固定下来，演变为《1914 年英国破产法》。而英国的公司破产规则

奠基于《1844年公司法》，第一次规定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可以成为破产主体。1977年 1月，以肯尼斯•科克（Kenneth 

Cork）爵士为首的破产法审议委员会被委任对英国破产立法与实践进行审议，并于 1982 年公布了《无力偿债的

法律和实践》，建议对公司破产和个人破产统一立法，并设计了旨在实现公司复兴的管理程序。这一报告直接导

致了 1986 年破产法的诞生。1986 年破产法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经验，增设了债务安排的破产预防制度，以挽救出

现财务危机的公司，是百年来英国对破产法律制度的一次大规模修订。1986 年破产法生效后，于 1989 年、1994

年、1999 年、2000 年历经一系列修正，逐步建立了成熟和完善的破产实体制度和破产程序规则。 

3 沈贵明：《破产法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9 页。1787 年颁布、1789 年生效的《美利坚合

众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制定全国统一的破产法。国会于 1800 年制定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破产法。该法典深受当

时英国破产立法的影响，仅适用于商人，而且还实行处罚主义，其立法宗旨在于救济债权人，疏于对债务人合

理利益的保护。1803 年这部破产法被废除，此后 30 余年间美国没有可适用的联邦破产法。1841 年国会又制定

颁布了美国第二部破产法。该法一改 1800 年破产法的立法精神，不再限于适用商人，而改为适用于一般债务人，

其立法救济重心移向债务人，实行免责主义，允许债务人自愿破产。 



合伙等契约中的一种。债，分为公债（官）和私债（民）；亦或分为负债和出举（负

债是指不付利息的借贷，出举是需要支付利息的借贷）。高利贷在西周已现，并规

定了不同类型的贷放方法。1战国时候李悝所著《法经》中对债的有关问题作出了三

条明确规定，将债务纳入法律调整范畴，但是出发点是保护封建有产者的利益。2秦、

汉、唐、宋、元、明和清诸朝代在法律中均有限制债权人行为的内容。体现的最为

明显的《明律》第九“钱债”篇规定：“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

孳畜产业者，杖八十，若估价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数追还，若准折人

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强夺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妇女者，绞。人口给亲，私债免追。”

3关于债的利息，汉之前的法律中是否有相关的规定，现今无法考证，但是汉之后的

律法均有规定禁止取息过律。并且不管是一分利还是三分利，但是都是一本一利，

不允许回利为本。关于借贷者死亡或者破产，《宋刑统·卷二十六》和《元事类·八

十》中均有明文规定。在借贷交易中通常有一个保人。当借贷者逃亡、死亡或者破

产之时，保人有义务偿还借贷者的债务。若是保人死亡，则保人的后嗣要继续承担

对该项债务的保证责任。倘若借贷者死亡，其子嗣将继续偿还其所欠债务，即民间

所说的父债子偿。
4
对于借贷者死亡或者破产之后债务的履行的规定，本质上同样是

维护封建有产者阶层的利益。民间关于债务的处理方法会更有人情味些。比如摊账。

“摊账是债务人或债权人邀请全体债权人到场，由债务人提出摊账请求，集体清理

债务人的债务。如果个别债务人反对，其他债权人可以与之协商。在进行摊账时，

债务人还可以提出适当保留部分财产，以安家生存。摊账完毕，债务人的债务从此

了结。”5中国封建社会在重农抑商的经济指导思想之下除了设计针对商业的五花八

门的课税名目之外，在1906年之前没有破产立法。在1906年沈家本主持起草了第一

部破产法——《破产律》（《破产律》共9节69条，适用于商人），采用了延期清偿债

务制度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但是次年即被废除。6之后破产法出现是在198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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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欠同行偿还法的根源 

  清政府在行商背负债务将要破产之时，并没有按照当时国际贸易伙伴英国和美

国的破产法原则对十三行商实行免责主义，而是对破产行商实施诸如没收家产、收

入监狱、流放边疆等惩罚，并且，要求其他的行商偿还其所欠债务。这种违背商业

规则的理由是认为破产有伤天朝面子,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考虑到大国的高姿态

和尊严。同时，清政府采取让同行还行欠的做法根源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关于债

务偿还的做法，把破产行商的同行当成了保人。但是，清政府此次的沿袭祖宗律法

确是愚蠢，因为此次做法维护的并不是清朝有产者的利益，而是维护外国商人的利

益，硬生生的把巨额白银拱手送给了外商，可悲！这项违背商业上科学性的政策反

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轻商政策下造成的商业文化价值观中对于商人人格的漠视，

亦是连坐制度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士农工商”的价值判断，对于商业活动和商人往往存在着

歧视和抑制。商人，即使在社会公益上有所贡献，但是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不仅在普遍价值认同上长期被冠以唯利是图的标识，而且“奸”字与“商”字如影

随形，成为一个固定词。对于商业上有所成就之人的捐款善举，则是界定为商人们

应该为之，是商人们减轻自身罪恶的财产引起正义之人反感的做法。社会价值观在

成功的导向上以诗书功名为荣，商人纵使万贯家资成功斐然亦被歧视。广州十三行

商卢观恒的罢黜乡贤祠案子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来自于广东新会的十三行草根行商

卢观恒从1792年开始正式承充行商，在源昌街开设广利行，外商称之为茂官。由于

他敏锐的和非凡的商业才能，广利行的发展仅次于潘家的同文行。在1800年，他和

潘有度同为行商首领，1812年去世。卢观恒曾出资修水利、办义学，赈灾，建祠堂，

资助种痘局等。在他死后，其次子卢文锦得到知县吉安、邑绅何朝彦、进士谭大经

等一批士绅的支持，得到巡抚董教增、藩司赵宜喜等人的同意，在1815年将卢观恒

入祀乡贤祠。但是，番禺举人刘华东和新会举人唐寅亮作《草茅坐论》指斥卢观恒

不懂诗文，只知利益，入祀乡贤祠是对读书人的侮辱。刘华东不受卢家的重金和朝

廷势力的诱迫，数十次对簿公堂，最终在1816年取得胜利，朝廷下旨将卢观恒撤出

乡贤祠。 

   行欠连坐偿还折射出的商业文化价值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于商

业活动的抑制和打压，完全不同于对于农业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像英

美资本主义国家有鼓励和刺激民众从事商业活动，对商业经济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并



没有英美等国的理念。商业作为一个整体，尚且位于社会价值导向的最下阶层，自

然而然其中单个的商人更是地位低下，人道主义和个人人格相应的亦无从显现。行

商被行欠拖累，加上一八二几年后国际上出现的白银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广州

十三行商的资金来源受阻，商业问题频出，日渐削弱终被拖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