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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物价申报制度小考 

李 春 圆 

内容提要：元代有较为完善的物价 申报制度，录事司、县每月从行人处收集物价， 

并逐级上报 ，府 州、路委人复核 。这一制度至 少在 部分地方得 到较好执行 。所得物 价资 

料广泛地运用于官府的和买和雇、赋税折征、计赃定罪、官物折支以及其他需要换算物 

价 的地 方。 

关键词：时估 物价申报 财政管理 

出于财政运行、经济管理各方面的需要，我国古代政府很早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 

物价采集、报告与运用的制度，例如秦汉时期有每月一次的 “平贾”，唐宋有每旬一 

次的 “三贾均市”(或称 “三旬时估”)，对政府在宏观上评估经济运行 、调节市场秩 

序，微观上计赃定罪、和籴、赋税折征等，都有重要的作用。①元代沿袭宋金旧制， 

也实行地方物价申报的制度，但由于相关史料较少，迄今尚未见学者有所论述。本文 

即拟结合文献和文书材料，初步勾勒元代物价申报制度的轮廓。 

元代物价申报制度的设立应 当在中统 五年 (1264)或此前不久 ，据 中统五年一 

道诏书 “内一款：雨泽分数，诸物价以钞为则，每月一次申部”②。这一制度的基本 

① 汉唐时代政府物价管理的最新研究，可参考慕容浩 《秦汉时期 “平贾”新探》，《史学月刊》2014年第 

5期；任艳艳 《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刍议》， 《理论月刊》2008年第 7期；赵贞 《唐代的 “三贾均 

市”—— 以敦煌 吐鲁番文书为 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 1期。以上论文均有 简要学术 

史介绍，可资参考。笔者管见所及，未有学者专门探讨宋代的情况，较相关者有张全明 《论北宋开封 

的物价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②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月申诸物价直》，陈高华、张帆点校，北京、天津，中华书局、天津古 

籍出版社，2011年，第978页。《元史》卷五 《世祖二》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 98页) 

记载中统五年八月 “诏新立条格”，其中有 “验雨泽、平物价”，应与 《元典章》所载是同一件事。忽 

必烈即位以后任用了许多旧金儒士，而金朝至少在首都有 “时估月再定之” 的制度 ，元朝施行这一政 

策应该是出自旧金儒士的建议，时间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参见 《金史》卷四八 《食货三》，北京，中 

华书局标点本 ，1975年 ，第 10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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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可见于至元二十八年 (1291)颁行的 《至元新格》： 

诸街 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其 比前 申有甚增减者 ，各须称说增减 

缘由。自司县 申府州，由本路 申户部 ，并要体度是 实，保结申报。① 

这条资料说明以下几点：地方官府每月一次 ，申报 “街市” 即城市的物价；由 

“行人”负责提供资料，除物价数据外，必要时还应报告物价波动的原因；信息由录 

事司、县经府州、路逐级上报。引文只提到腹里地区申报户部，在腹里以外或许是报 

到行省。 

大德元年 (1297)，因为益都、广平等地和买皮货、绢匹的价格比其他地方为 

高 ，中书省对物价 申报制度作了完善 ： 

今后各处合报诸物时估，司县正官亲行估体实价，开 申府、路，摘委文资正 

官、首领官通行比较， [务要相应，]开具体覆、照勘官员姓名，依期申部，勿 

蹈前弊 ，徒有争悬。② 

首先 ，明确了 “司、县正官”必须亲 自核实物价 的责任。其次 ，物价上报到府 、 

路之后 ，还要再派官员复核 。这一制度规定在延桔元年 (1314)又得到重申。③ 

以上是中央层面对物价 申报制度 的规定，它在基层的运行情况可以参考 1936年 

杉村勇造刊布的一组有关浙东地 区各路 “诸物时估” 的文书。④ 先摘引一件代表性文 

书如下 ： 

[上缺]处州路达鲁哈赤总管府，据录事司、丽水等县各状申，照勘到泰定 

元年十一月分诸物时估价直数 目，并体度、体覆官吏职名保结 ，申乞照 [下缺 ] 

[上缺]承务体，比及本路万户府镇抚所 (管)[官]体覆相应，府司除外， 

今将申闻文解二本、印册一面，随状申解前去，合行备坐保结中覆，状乞 

[上缺]照验 ，须至申者。 

本路诸物时估，俱 系中统钞数。 

体度官：达鲁哈赤买驴正议 

体覆官：本路 万户府镇抚所千户傅忠翊、司吏毛俊 明 

① 

② 

③ 

④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至元新格》，第 979页。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和买诸物估体完备方许支价》，第 976页。 

《通制条格校注》卷--／＼《和雇和买》，方龄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32页。 

[日]杉村勇造：《元公艚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 念输文集刊行畲：《服部先生古稀祝贺 念谕文 

集》，柬京，富山房，1936年，第 571--583页。据杉村介绍，所刊文书录自 “元大字刊本 《大学或 

问》(下)一册、《论语集注》(卷五至卷一0)三册”纸背，即所谓 “公文纸本文书”。文书 “原长 

二尺余、宽一尺余”，但因被裁成普通刊本大小，以致各文书首尾顺序颠倒错乱。文书内容是 “延桔、 

至治、泰定、天历、至元、至正年间，绍兴路、常州路、衢州路等就诸物时估、雨泽分数、孤老柴薪、 

金银钞本、见役司吏、赃滥官吏、逃亡军、财赋课程、房地赁等问题，向浙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提出 

的报告” (按：杉村原文如此 ，元代常州路实际不在浙东宣慰司辖区)，其中出现了 “黄岩州、丽水、 

乐清、永嘉、上虞、松阳、遂昌等州县名称”，说明这批文书数量不小，可惜杉村只选刊了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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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事 司 

体度官：录事韩佐将仕、典吏直文衡、司吏王顺 

体覆官 ：总巡捕弹压严侃 、司吏孙礼① 

这件文书中，司县、路两级官府均须有体度、体覆两道程序，比前引大德元年 

(1297)中央规定更为细密。但在执行人员上，体度一般由行政系统的官吏执行，而 

体覆由当地军事系统的官吏执行，军官、吏员都参与这一事务，并不限于 “文资正 

官、首领官”。这在浙东是普遍情况 ，如另一份永嘉县文书记载 ： 

体度官：达鲁花赤管卓忠显、典吏胡英、司吏柘都鲁丁 

体覆官：镇守本路上万户府所委官弹压韩璋、司吏显祖② 

前引中统五年 (1264)、至元二十八年 (1291)诏条均规定，物价申报的频率为 

每月一次。这一政策是得到执行的，杉村勇造刊布 的浙东文书 中有 四次出现 “比前 

月价同”的字样。但据 《元史》记载，至ltN-年 (1331)十月 “丙寅，命大都路定 

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③。 

构，④ 可能大都的采购事务较多，故需每月 

广谊司是大都路所属负责和雇和买的机 

“朔望”两次采集物价 。 

据笔者统计，杉村勇造所刊文书中共登记商品 169种，可分为 11大类 (见下 

表)，反映出元代物价采集的范围非常广泛，或许也能说明元代基层官府与商人群体 

之间的密切联系。 

杉村物价文 书所见商 品种 类表 

大类 金银 粮食 燃料 文具 绒线 匹帛 竹木 生药 陶瓷器 饮食品 其他 

品种 6 16 l0 22 l3 13 l3 8 29 24 19 

资料来源 ：杉村 勇造 ：《兀公J{寅零拾》，第 571--583页。 

从时间上说 ，杉村物价文书中年代最晚的物价资料是至正六年 (1346)，说明物 

价 申报制度至少维持到了元朝中后期。 

此外，黑水城出土的 M1·0794[F114：W15]号文书是一件亦集乃路总管府户 

房督促有关机构递送物价文解 的公文 ，可见 即使远在西北边陲的亦集乃路 ，按月 申报 

物价的制度也得到了执行。 

仰 支口 口将 三月 分 

杉村勇造：《元公膜零拾》，第572页。 

杉村勇造：《元公牖零拾》，第574页。 

《元史》卷三五 《文宗四》，第 792页。 

广谊 司是大都路下属机构 ，至顺二年九月合并供需府 、覆实司而成 。据 《大元 官制杂记 》： “凡 和雇和 

买营缮织造工役供亿物色，必令覆实司估其直，而供需府给之”，也就是说，前者负责采购预算，后者 

负责钱款出纳，两者合并而成的广谊司显然兼具两种功能。《大元马政记 ·大元官制杂记》合刊本，北 

京，文殿阁书庄，1937年，第69页。 



l20 中 国 史 研 究 2016年第 3期 

诸物时估文解赍来同各 

各行人一就引来赴 

府如违治罪奉此 

三 月初四 日户房批① 

和前代王朝一样 ，元代官府采集物价主要是出于行政、财政上的需要 ，其 中最重 

要的用途之一是官府和买和雇支价 ，即苏 天爵所谓 “郡县岁以土之所出，民之所有 ， 

具其时直达于省部，俟其所需而应之”②。元代和买和雇的量非常大，对百姓来说常 

常演变成一种赋役负担 ，而在官府方面同样要支付数额不小的价钱 ，所 以物价核算就 

很重要。 

根据元代 中书省规定 ，“凡遇和买诸物 ，即令拘该官司估体完备 ，正官 比照时估 

无差 ，方许支价”③，即采购物资的机构须首先要 “估体”一个预算价格 ，经过 比较 

与 “时估”一致才可以拨款支价。所谓 “时估”就是各级政府每月申报的物价，即 

郑玉所谓 “官中每月以民间所用平其直，递申所司，谓之时估”④。前引 《元史》记 

载至顺二年 (1331)“命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⑨，说明广谊 

司在采购时也必须比照大都路申报的 “时估”。 

政府采购之外 ，赋税折征也是采集 “时估” 的重要用途 ，例如元代 江南税粮有 

时会折征木棉或钞 ，其折算就参考了各地 “时估”。略举数例如下 ： 

至元二十年 (1283)八月，行省准 中书省咨：⋯⋯ (为给付 江南投 下户钞 

事)咨请行下合属 ，依 上于元拨定各投 下人 户今 岁合纳 系官税粮 内，验所拔 户 

数合该宝钞 ，照依彼 中米价 ，扣算石斗 ，折收宝钞 ，申解本省发来。@ 

至元二十九年 (1292)，江西行省准 中书省咨：来咨 ：于课程地税 内折收木 

绵白布 ，已后年例 必须收纳。 目今各 处中到时价 不等 ，若令各各官司递互体覆 ， 

① 塔拉等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册 ，第 1024页。录文 

参考李逸友 《黑城出土文书 (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第 100页。 

② [元]苏天爵：《无极县尹唐侯去思碑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A，北京，中华书 

局，1997年，第 306页。这里说的 “岁”应该只是概词，实际上不可能一年申报一次物价。 

③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和买诸物估体完备方许支价》，第 976页。 

④ [元]郑玉：《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师山集》卷三，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121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 ，第 24页。 

⑤ 《元史》卷三五 《文宗四》，第 792页。 

⑥ 《元典章》卷二四 《户部十 ·投下税粮许折钞》，第 951—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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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前项木绵布疋处处折收，虑恐各处官吏扶同作弊，不肯从实折估，以致亏官 

损 民。① 

延祜七年 (1320)月口 日，江西行省准 中书省咨：⋯⋯ (税粮 送纳)果有 

不通舟楫去处，照依本处开仓时估 ，折收价钞。② 

除税粮外 ，也有其他赋税折征钞 的情况。如下文所引徽州金课 的案例 ，很好地体 

现了物价申报制度在基层的运作与利弊： 

(徽 州)岁入金 以锭计五十有二。郡既不产金 ，民无从得金 ，猾 吏豪右贸他 

郡，待民急而售之，又从索费，与贾酬至倍，号揽户⋯⋯官中每月以民间所用平 

其直递申所司，谓之时估。揽户惧事之觉也，则请托吏高其估，以待觉逭罪⋯⋯ 

适中原饥，议者请以金折收钞，为救荒计。歙县丞叶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与金 

价争悬状，日：是 岂可重困吾 民乎?亟 以牍闻府。会郡 守哈刺公、别驾王公 皆贤 

而爱民，惊 问故 ，求贾于市，卒改从 实估，民以不害。⑧ 

徽州富家从外地购买黄金 ，转卖给需要交纳金课的小户 ，并收取超过金价的高额 

费用。由于元代官府禁止 “揽户”，富家为了掩盖其行为 ，串通胥吏故意在每月物价 

申报时虚抬金价。但现在为方便救济中原饥荒，官府决定按照申报物价将金课折收 

钞 ，导致徽州百姓实际负担加重。经过歙县叶姓县丞的努力 ，才纠正了错误，改从实 

际市价 (“实估”)。 

在官府采购或赋税折征的场合，为了避免官吏谋私，还需要对采购物价进行专门 

复核，如至元二十九年 (1292)的一件江西行省公文记载： 

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 ：来咨：“于课程地税 内折收木绵白布 ，已后年例 必须 

收纳。目今各处申到时价不等，若令各各官司递互体覆，缘前项木绵布疋处处折 

收，虑恐各处官吏扶同作弊，不肯从实折估，以致亏官损民。又兼廉访司分守各 

路，专一体察公事，和买折收之物若依在先体例，令本路保结，移文廉访司体覆 

相应，抄连牒文中省，然后准算，免致多破官钱，事难追改，似望官民两便。咨 

请照验”事。都省议得：凡有和买折收物色，本路官司估到实直，从合属宣慰 

司差官体覆。若有不实，所在廉访司官依例体察。咨请依上施行。④ 

为确保 “课程地税”等折征木棉 的比率符合实情 ，江西行省希望 由廉访 司复核 

各路体估的物价。但中书省要求在和买、折收的场合，应由宣慰司复核物价，如有不 

实再 由廉访司复查 。江西 以外 ，山东 宣慰 司也履行 这一职能 ，如大德元年 (1297) 

“中书省：户部呈：‘准工部备山东宣慰司关：益都路沂、莒二州并临晌县元贞元年 

①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体察和买诸物》，第975页。 

② 《元典章》卷二四 《户部十 ·添科二分税粮》，第949--950页。 

③ [元]郑玉：《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第24页。 

④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体察和买诸物》，第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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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造皮衣，所估皮价，与邻封胶州等处价多， 

了采购物价过高 的情况。此外 ，元二十一年 

铁货 ，也查 出了买价高于时值 的情况。② 

实是 亏官 ’⋯⋯”①，即宣慰司调查 出 

(1284)江东道按察司体覆建康路 和买 

盗窃、官吏犯赃等的定罪需根据赃物的价值，估赃即以时估为准。如仓库官吏侵 

盗钱粮 ，“以至元钞为则 ，诸物以当时估价”⑧，而且是 “比照当年得代交割失陷月 日 

时估追征”④。赃案的败露是无规律的，法司在计赃、追赃时所利用的只可能是各级 

官府 申报 、存留的物价资料。例如 ，至元三十年 (1293)，山东廉访 司查处官员影 占 

民户 、强令供给柴米 的案子 ， “照依逐 月时估 ，追到 中统 钞一百 三十八两 三钱 三 

分”⑤。又 ，至大元年 (1308)中书省制定金银估赃的政策 ：“既是金银开禁 ，官无平 

准定价，听从民便买卖，所估价直，拟合照依贼人犯处当时市价定罪相应。”⑥ 

除以上较为常见或大宗用途之外，元代官府尚有其他诸多事务也需使用物价资 

料。宣徽院阑遗监喂养 的孛兰奚马匹 ，如果马匹原来的主人识认 时，需 要照依 “时 

估 ”缴纳喂过草料的价钱。 

本监每岁十月，于庞村聚集 ，行移各爱马海认头疋 ，然后作数移文度 支监 ， 

放支草料喂养。其所养头疋，若主人认见，即便给付，虚费官司草料。今后合给 

主头疋，拟合本主照依时估，回纳喂过草料价钱，然后并给付，庶不亏官。前件 

议得：凡有收到不阑奚头疋，官给草料者，本主识认是实，照依喂养过月日草料 

时估，回纳价钞还官。⑦ 

元代征收商税的税率为 “三十取一”，即按总价值三十分之一征税。胡祗通提到 

元初一些地方 “税物不问时估 ，止由阑头合干人等 高下价直 ，以凭取税”⑧，反过来 

说明正常情况下，税物的总价是根据月度时估测算的。一般商税之外，市舶抽分的货 

物在 出售时也按 当时物价估值。⑨ 又，至元 八年 (1271)设立 常平仓 ，中书省规定 

“验每月时估，以十分为率，添苔二分，常川收籴”；至元十九年 (1282)又重申： 

“(常平仓)验各处按月时估，依上添苔价直，常川收籴，画便支价，并无减魁。”⑩ 

元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为数众多的官手工业局院，后者所需原材料最初由地方官 

① 《元典章》卷二六 《户部十二 ·和买诸物估体完备方许支价》，第975—976页。 

② 《元典章》卷二一 《户部七 ·多支官钱体覆不实断罚》，第 777—778页。 

③ 《元典章》卷四七 《刑部九》诸赃断例表，第 1579页。 

④ 《通制条格校注》卷一四 《附余短少》，第 421页。 

⑤ 《元典章》卷五四 《刑部十六 ·民官影占民户》，第 1848页。 

⑥ 《元典章》卷四九 《刑部十一 ·赃依犯时估价》，第 1649页。 

⑦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八 《阑遗》，第684—685页。 

⑧ [元]胡祗通：《民间疾苦状》，魏崇武、周思成点校：《胡祗通集》卷二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年，第 487页。 

⑨ 《元典章》卷二二 《户部八 ·市舶则法二十三条》。第 881页。 

⑩ 《元典章》卷二一 《户部七 ·设立常平仓事》，第 758—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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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代为从民间征收。后因积弊，大德七年 (1303)中书省推广宣德、隆兴等处局院 

的做法，规定 “有司比及年终，先将下年合用物色估体实直价钱，预为放支，责付 

各局自行收买用度”①。又，元代中期中书省向江淮财赋府、江浙财赋府购买税粮以 

充海运，也是 “照依时估，于系官钱内先行提拨，却将前项粮数以充海运”②。既然 

是预拨款项 ，那么就需要考虑实际采购时的物价 ，对此官府可以利用的资料也只能是 

每月申报的物价。 

元代官府需要向诸王、妃子发放分例赏赐。黑城出土文书记载，亦集乃路放支 

诸王妃子分例，在将羊、酒等实物折支钞时，也以每月基层上报的时价为依据，如 

M1·0449[F20：W31b]记载突忽鲁等夏季分例，“三个月⋯⋯ (羊)一十二口。照 

依泰定四年四月分时价 ，每斤 (羊 肉)价钱 二两 五钱 ，每 口该钞 二定”。又，M1· 

0450[84H·F20：W30／0687]也是照依月度时估折支分例的文书。③ 分例之外，官府 

发放孤老养济的衣装柴薪，如需折钞也是参考月度时价。④ 

总之，元代确实存在较为完善的物价申报制度，由此得到的物价资料对官府行 

政、财政等各方面运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元代的地方行政，特别是财 

政运作，在制度设计上是比较充分地考虑了社会经济动态性的。 

[作者李春圆，1983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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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典章》卷五八 《工部一 ·杂造物料各局 自行收买》，第 1973页。 

② 《大元海运记》卷上，《史料四编：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官制杂记、大元海运记》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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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书卷)》，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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