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政府時期交涉員年表（1913∼1928） 

民國 2年（1913年） 
特派直隸交涉員 徐沅（津海關監督兼） 
特派奉天交涉員 于沖漢 
奉天營口交涉員 王鴻年 10.6調部任用。夏偕復 10.6任。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孝絪 11.9免。朱淑薪 11.9任（奉天東路觀察使）。 
特派吉林交涉員 傅彊 4.25任。 
吉林長春交涉員 連文澂 4.25任。11.9免。孟憲彝 11.9任（吉林西南路觀察使）。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宋春鰲 4.25任。李家鏊 10.13任（吉林西北路觀察使）。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張慶桐 4.25任。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管尚平 4.30任。張壽增（黑龍江黑河觀察使） 
特派江蘇交涉員 張煜全 6.26任。10.13調任安徽交涉員。楊晟 10.13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曹復賡 8.10免。汪思振 8.10任。9.27免。馮國勳 9.27任。 
江蘇蘇州交涉員 陳天麒 10.3免。楊士晟 10.3任（署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鄭汝騤 
特派安徽交涉員 畢  煒    張煜全 10.13任（署蕪湖關監督）。 
特派江西交涉員 胡  蕙 10.3免。毛昌嗣 10.3任。 
江西九江交涉員 鄧邦述 11.20任（九江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溫世珍 
浙江寧波交涉員 周昌壽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湯鼎梅      冒廣生（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4.25任。 
福建廈門交涉員 高莊凱 4.25任。陳恩燾 9.29任（廈門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胡朝宗 6.24任。 
湖北宜昌交涉員 劉鳳書 11.9免。劉道仁 11.9任（宜昌關監督）。 
湖北沙市交涉員 盧本權 
特派湖南交涉員 陳安良      汪詒書 9.30任（長沙關監督）。 
特派山東交涉員 蔡序東 
山東煙台交涉員 孫錫純 6.7免。王麟閣 6.7任，11.9免。吳永 11.9任（山東膠東觀

察使）。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  沅 
特派四川交涉員 柯鴻烈 5.31任。（未到任由游漢章代理）8.17免。 
四川成都交涉員 游漢章 
四川重慶交涉員 顏錫慶 10.15任（重慶關監督）。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4.25任。 
新疆喀什通商事宜 常永慶（新疆喀什觀察使） 
新疆塔爾巴哈台交涉員 常儒慶 4.25任。 
特派廣東交涉員 羅泮輝 4.25任，9.16免。薩福懋 9.16任。 
廣東汕頭交涉員 陳永善 4.25任，11.9免。朱孝威 11.9任（潮海關監督）。 
廣東北海交涉員 李亦榆 4.25任。 
廣東瓊州交涉員 楊  芳 4.25任。 

瓊洲北海交涉

員（11.9合） 
程福慶 11.9任（瓊海關
監督）。 

特派廣西交涉員 唐  鎧 4.7任（未到任），12.4免。王懋 12.4兼（梧州關監督）。 
廣西南寧交涉員 崔肇琳 4.7任。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陝西交涉員 康  任 5.31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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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年（1914） 
特派直隸交涉員 王麟閣 
特派奉天交涉員 于沖漢 7.1赴京，7.22免。馮國勳 7.22任。田潛 11.6署。 
奉天營口交涉員 王樹翰 2.19任（奉天南路觀察使）。沈致堅 6.18任（署山海關監督）。
奉天安東交涉員 朱淑薪（奉天東路觀察使）譚國楫 10.17署（奉天東邊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傅彊 
吉林長春交涉員 孟憲彝（吉林西南路觀察使）郭宗熙 7.24任（署吉林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李家鏊（吉林西北路觀察使）李鴻謨（署吉林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員 陶彬 7.27任（吉林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員 阮忠植 7.27任（吉林伊蘭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張慶桐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張壽增（黑龍江黑河觀察使） 
特派江蘇交涉員 楊晟（江蘇上海觀察使） 
江蘇江寧交涉員 馮國勳 7.22調署奉天交涉署。陳懋鼎 7.22署。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署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鄭汝騤 5.8免。袁思永 5.8任（鎮江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張煜全（署蕪州關監督） 
特派江西交涉員 毛昌嗣 5.8裁。 
江西九江交涉員 邵福瀛 4.26任（九江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溫世珍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冒廣生（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陳恩燾（廈門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胡朝宗 6.13到京另候任用。丁士源 6.13任（江漢關監督）。 
湖北沙市交涉員 盧本權 5.6免。劉道仁 5.6任（宜昌關監督）。 
特派湖南交涉員 汪詒書（長沙關監督）朱彭壽（長沙關監督） 
特派山東交涉員 羅  昌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  永（山東膠東觀察使）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  沅 
特派陝西交涉員 康任 8.8免。陳友璋 8.8任（陝西關中道道尹）。 
特派四川交涉員 游漢章（代） 
四川成都交涉員 游漢章 
重慶通商事宜 顏錫慶（重慶關監督）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喀什交涉員 常永慶 7.11任（新疆喀什噶爾道道尹）。 
新疆伊犁交涉員 許國楨 7.11任（新疆伊犁道道尹）。 
廣東汕頭交涉員 朱孝威（潮海關監督）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程福慶 2.22免。程鎮瀛 2.22任（瓊海關監督）。 
特派廣西交涉員 王  懋（梧州關監督）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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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年（1915） 
特派直隸交涉員 王麟閣 
特派奉天交涉員 田潛 3.7任，8.5免。馬廷亮 8.5任。 
奉天營口交涉員 曲卓新 3.22任（署山海關監督），5.23免。榮厚 5.23任（奉天遼瀋

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談國楫（奉天東邊道道尹）方大英 12.29任（奉天東邊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傅彊 
吉林長春交涉員 郭宗熙 2.10任（吉林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王樹翰（署吉林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  彬（吉林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阮忠植（吉林依蘭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張慶桐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張壽增（黑龍江黑河道道尹）王  杜 9.23任（黑龍江黑河道道尹）。
特派江蘇交涉員 楊  晟（江蘇滬海道道尹） 
江蘇江寧交涉員 馮國勳 3.15任（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署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袁思永（鎮江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徐鼎襄 4.1任（署蕪湖關監督）。 
安徽九江交涉員 郭葆昌 2.5任（九江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溫世珍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冒廣生（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陳恩燾（廈門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丁士源（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劉道仁（宜昌關監督）10.17調。朱壽彭 10.17任（長沙關監督）。
特派湖南交涉員 朱壽彭（長沙關監督）10.17調。劉道仁 10.17任（宜昌關監督）。
特派山東交涉員 羅  昌 2.5免。陳懋鼎 2.5任（山東濟南道道尹），7.30開缺。楊慶

鋆 7.30任（山東濟南道道尹）。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  永（山東膠東道道尹）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  沅 
特派陝西交涉員 陳友璋（陝西關中道道尹） 
特派四川交涉員 游漢章（代）。周澤春 8.23任。 
四川成都交涉員 游漢章 8.23免。 
四川重慶交涉員 陳同紀 3.8任（重慶關監督）。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喀什交涉員 常永慶（新疆喀什噶爾道道尹） 
新疆伊犁交涉事宜 許國楨（新疆伊犁道道尹） 
廣東汕頭交涉員 邵福瀛 2.5任（潮海關監督）。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程鎮瀛（瓊海關監督）1.28免。朱孝威 2.5任（瓊海關監督）。 
特派廣西交涉員 王  懋（梧州關監督）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10.8免。魏子京 10.1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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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年（1916） 
特派直隸交涉員 王麟閣 11.4免。黃榮良 11.4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馬廷亮 
奉天營口交涉員 榮  厚（奉天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方大英（奉天東邊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傅彊 11.2開缺。吳宗濂 11.2任。 
吉林長春交涉員 郭宗熙（吉林吉長道道尹）柴維桐 6.2任（吉林吉長道道尹）。熊正

琦 7.10任（吉林吉長道道尹）。陶彬 9.16任（吉林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李鴻謨（吉林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  彬（吉林延吉道道尹）9.16調。張世銓 9.16任。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阮忠植（吉林依蘭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張壽增……..范其光 5.28任。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王  杜（黑龍江黑河道道尹） 
特派江蘇交涉員 楊晟 1.28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馮國勳（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署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袁思永（鎮江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徐鼎襄（署蕪州關監督） 
安徽九江交涉員 郭葆昌（九江關監督）景啟 10.27任（九江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溫世珍 10.7免。林昆翔 10.7任。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冒廣生（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陳恩燾（廈門關監督）9.15免。羅昌 9.15任（廈門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丁士源（江漢關監督）7.30開缺。吳仲賢 7.30任（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朱壽彭（宜昌關監督）6.20免。沈式荀 6.20任。 
特派湖南交涉員 劉道仁（長沙關監督）5.12免。陸恩長 5.12任（長沙關監督）。粟

戡時 9.15任（長沙關監督）。 
特派山東交涉員 楊慶鋆（山東濟南道道尹）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  永（山東膠東道道尹）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  沅 
特派陝西交涉員 陳友璋（陝西關中道道尹） 
特派四川交涉員 周澤春       錢為善 9.8任。 
四川重慶交涉員 陳同紀（重慶關監督）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喀什交涉員 常永慶 
新疆伊犁交涉事宜 許國楨（新疆伊犁道道尹） 
特派廣東交涉員 梁瀾勳 8.26任（粵海關監督）。 
廣東汕頭交涉員 邵福瀛（潮海關監督）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朱孝威（瓊海關監督）1.31免。王  懋 1.31任（瓊海關監督）。 
特派廣西交涉員 王  懋（梧州關監督）1.31調。趙曾蕃 1.31任（梧州關監督）。羅

誠 9.22任（梧州關監督）。 
特派雲南交涉員 魏子京       張翼樞 10.2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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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年（1917） 
特派直隸交涉員 黃榮良 
特派奉天交涉員 馬廷亮 
奉天營口交涉員 榮厚（奉天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方大英（奉天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金梁 8.12任（署洮昌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吳宗濂 10.17調京。王嘉澤 10.17任。 
吉林長春交涉員 陶  彬（吉林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李鴻謨（吉林濱江道道尹）施紹常 10.15任（濱江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范其光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王  杜（黑龍江黑河道道尹）谷芝瑞 12.7任。 
特派山東交涉員 唐柯三（山東濟南道道尹）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  永（山東膠東道道尹）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  沅 
特派江蘇交涉員 楊晟 2.15免。朱兆莘 2.15任。7.20免。薩福楙 7.20任。11.24免。

曾宗鑒 11.24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馮國勳（金陵關監督）曹豫謙 9.4任（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周嗣培 2.12署，9.20任（代理鎮江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徐鼎襄（署蕪湖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羅  昌（廈門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林  翔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冒廣生（甌海關監督）徐錫麟 10.12任。 
特派湖北交涉員 吳仲賢（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沈式荀（宜昌關監督）馬宙伯 11.21任。 
特派湖南交涉員 栗戡時（長沙關監督）蕭昆 9.29任（長沙關監督）。 
特派山東交涉員 楊慶鋆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喀什交涉事宜 朱瑞墀 2.12任（未到任前由楊增炳兼署） 
特派陝西交涉員 陳友璋 3.8免。井勿幕 3.8任。 
特派四川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廣東交涉員 梁瀾勳（粵海關監督）羅  誠 9.24任（粵海關監督）。 
廣東汕頭交涉員 陳華岳（潮海關監督）黃孝覺 8.21任（潮循道道尹）。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王  懋（瓊海關監督）張學璟 9.13任（瓊海關監督）。 
特派廣西交涉員 羅  誠（梧州關監督）關冕鈞 9.24任（梧州關監督）。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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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年（1918）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關冕鈞（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羅誠（粵海關監督）8.21免。林昆翔 8.31任（粵海關監督）。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周沆 2.13任（瓊崖道道尹）。 
特派四川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特派湖南交涉員 蕭  （長沙關監督）劉淇 4.25任。顏世清 10.19任。 
特派湖北交涉員 吳仲賢（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馬宙伯（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林  翔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徐錫麒（甌海關監督）冒廣生 12.6任。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羅昌（廈門關監督）10.19調署新加坡領事。胡惟賢 10.19任。 
特派安徽交涉員 徐鼎襄（署蕪湖關監督）王守善 12.1任。 
安徽九江交涉員 景啟 1.9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陳貽範 1.4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曹豫謙（金陵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沅 
特派山東交涉員 唐柯三（濟南道道尹）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永（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范其光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張壽增（黑河道道尹）馬廷亮 11.7任。12.26回部辦事。施紹常 12.19

任。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嘉澤 
吉林長春交涉員 陶彬（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施紹常（濱江道道尹）4.29免。李家鏊 4.29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馬廷亮 4.2免。關海清 4.2任。 
奉天營口交涉員 榮厚（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方大英（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金梁（洮昌道道尹）都林布 10.15任。 
四川重慶交涉員 陳同紀 
特派直隸交涉員 黃榮良 
特派陝西交涉員 賈濟川 8.15任。 
熱河赤峰交涉員 張翼廷 4.20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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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年（1919）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關冕鈞（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林  翔（粵海關監督）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周沆（瓊崖道道尹） 
特派四川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周務學 6.13任。 
特派直隸交涉員 黃榮良 8.14任。 
特派湖南交涉員 朱孝威 1.21任（長沙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吳仲賢（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易迺謙（宜昌關監督）周英杰 10.11任。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周嗣培 1.22任（甌海關監督），9.19調任蘇州交涉員。楊士晟 9.19

任。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胡惟賢（廈門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王守善（蕪湖關監督）王潛剛 11.13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陳貽範 3.8假，（楊晟暫署）6.8免。楊晟 6.8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曹豫謙（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蘇州關監督）9.19調署溫州交涉員。周嗣培 9.19任。 
江蘇鎮江交涉員 冒廣生（鎮江關監督）1.22任。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沅 
特派山東交涉員 唐柯三（濟南道道尹）7.27免。張仁濤 7.27任。8.18免。施履本

8.18任。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永（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范其光 3.13免。鍾毓 3.13任。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施紹常（黑河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嘉澤 
吉林長春交涉員 陶彬（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傅彊 1.26任（濱江道道尹）。（前交涉員李家鏊 4月調部辦事）董士

恩 12.4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關海清 
奉天營口交涉員 榮厚（遼瀋道道尹）史紀常 9.4任。 
奉天安東交涉員 方大英（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熱河赤峰交涉員 張翼廷 

 

 

 

 

 

 

 

 7



 

 

民國 9年（1920）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周沆（瓊崖道道尹） 
四川特派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周務學（署阿山道道尹） 
特派直隸交涉員 黃榮良 10.10調任奧國公使。祝惺元 10.13任。 
特派湖南交涉員 朱孝威（長沙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吳仲賢（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周英杰 5.22任（署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溫世珍 11.4任。 
浙江溫州交涉員 楊士晟（甌海關監督）4.15調署蘇州。周嗣培 4.15署。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胡惟賢（廈門關監督） 
特派安徽交涉員 王潛剛（蕪湖關監督）9.9免。胡惟賢 9.9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楊晟 5.21免。許沅 5.21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曹豫謙（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周嗣培（蘇州關監督）4.15調署溫州。楊士晟 4.15署。 
江蘇鎮江交涉員 冒廣生（鎮江關監督）賈士毅 11.4任。 
特派河南交涉員 許沅 5.21調任江蘇。謝傳安 5.21任。12.9免。謝銓庭 12.9署。 
特派山東交涉員 施履本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永（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鍾毓      施紹常 2.26任，7.22免。譚士先 7.22任。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施紹常（黑河道道尹）2.26調任特派黑龍江交涉員。張壽增 2.10

任。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鍾毓 4.10任。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嘉澤 
吉林長春交涉員 陶彬（吉長道道尹）6.19調任延吉。蔡運升 6.19任。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董士恩（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張世銓 6.19免。陶彬 6.19任。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7.29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關海清 
奉天營口交涉員 史紀常（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方大英（東邊道道尹）6.4免。何厚琦 6.4任。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熱河赤峰交涉員 張翼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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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年（1921）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蘇希詢（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四川特派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周務學（阿山道道尹） 
特派直隸交涉員 祝惺元 
特派湖南交涉員 朱孝威（長沙關監督） 
特派湖北交涉員 陳介 1.8任（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魏宗蓮（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周嗣培（甌海關監督）胡惟賢 12.24任。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馮祥光 5.21任。 
特派安徽交涉員 胡惟賢（蕪湖關監督）12.24調署溫州。何炳麟 12.27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許沅 
江蘇江寧交涉員 溫世珍（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賈士毅（鎮江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謝銓庭 5.9任。 
特派山東交涉員 施履本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永（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張壽增（黑河道道尹）宋文郁 11.31任。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 2.23任（督辦呼倫貝爾交涉事宜）。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嘉澤 6.19免。孫其昌 7.9任。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署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董士恩（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 10.17任。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特派熱河交涉員（5.21改） 張翼廷 5.28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關海清（奉天關監督）10.4免。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 4.28任（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 4.28任（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 8.18任（洮昌道道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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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年（1922）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蘇希詢（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四川特派交涉員 錢為善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 5.27任。（阿山道道尹） 
特派直隸交涉員 祝惺元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陳介（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周光熊 5.5任。魏宗蓮 8.10任（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孫寶瑄（浙海關監督）袁思永 3.5任。 
浙江溫州交涉員 胡惟賢（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馮祥光 1.13免。劉光謙 1.13任。 
特派安徽交涉員 何炳麟（蕪湖關監督） 
特派江蘇交涉員 許沅 
江蘇江寧交涉員 溫世珍（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蘇州關監督）陳瑞章 12.8任。 
江蘇鎮江交涉員 賈士毅（鎮江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謝銓庭 
特派山東交涉員 施履本 
山東煙台交涉員 吳永（膠東道道尹）陶思澄 3.10任。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 
特派吉林交涉員 孫其昌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張紹曾 6.27任。 
特派熱河交涉員 張翼廷 4.19免。張炳彝 4.19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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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2年（1923）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蘇希詢（梧州關監督）岑德廣 2.10任（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劉玉麟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劉照青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9.20任。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陳介（江漢關監督）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魏宗蓮（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袁思永（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胡惟賢（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福建廈門交涉員 劉光謙 
特派安徽交涉員 馬振憲 3.8任。何炳麟 7.6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許沅 
江蘇江寧交涉員 溫世珍（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陳瑞章（蘇州關監督）劉鍾璘 3.3任（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賈士毅（鎮江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謝銓庭 
特派山東交涉員 施履本 2.15調部任用。馮國勳 2.15任。 
山東膠澳交涉員 馮國勳 3.1兼任。7.9免。吳錫永 7.9任。 
山東煙台交涉員 陶思澄（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 
特派吉林交涉員 孫其昌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張紹曾 5.29免。沈庸 5.29任。 
特派熱河交涉員 張秉彝 
特派陝西交涉員 南岳峻 5.19任。 
特派直隸交涉員 祝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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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3年（1924）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岑德廣（梧州關監督）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季宗孟 10.13任。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沈子良 3.1任（江漢關監督）。吳靄宸 7.27任。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魏宗蓮（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浙江寧波交涉員 袁思永（浙海關監督）李厚祺 12.20任。 
浙江溫州交涉員 蔣邦彥 8.12任（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王壽昌 6.3免。羅忠諴 6.3任。 
福建廈門交涉員 劉光謙 
特派安徽交涉員 何炳麟（蕪湖關監督）12.17免。張汝鈞 12.16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許沅 10.8免。溫世珍 10.8任。11.11免。陳世光 11.11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溫世珍（金陵關監督）10.8調。姚煜 10.16任。 
江蘇蘇州交涉員 劉鍾璘（蘇州關監督） 
江蘇鎮江交涉員 賈士毅（鎮江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謝銓庭 2.17免。李心靈 2.17任，12.19免。林實 12.19任。 
特派山東交涉員 馮國勳 11.12免。徐東藩 11.12任。 
山東煙台交涉員 許鍾璐（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 
特派吉林交涉員 孫其昌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關監督）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沈庸 
特派熱河交涉員 張秉彝 
特派陝西交涉員 南岳峻 
特派直隸交涉員 祝惺元 12.19免。熊少豪 12.19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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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4年（1925）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季宗孟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特派新疆交涉員 張紹伯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胡鈞 2.5任，12.27免。陳介 12.27任。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魏宗蓮（宜昌關監督）王彭年 8.12任。（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王豐鎬 3.17免。程學鑾 3.17任。 
浙江寧波交涉員 李厚祺（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蔣邦彥（甌海關監督）高爾望 4.19任。 
特派福建交涉員 羅忠諴 
福建廈門交涉員 劉光謙 
特派安徽交涉員 張汝鈞（蕪湖關監督）7.16免。朱榮漢 7.16任。（蕪湖關監督） 
安徽九江通商事宜 景啟 3.19任。高培樞 8.24任。 
特派江蘇交涉員 陳世光 2.5任，6.1免。許沅 6.1任。 
江蘇江寧交涉員 姚煜（金陵關監督）1.23免。廖恩燾 1.23任（金陵關監督）。 
江蘇蘇州交涉員 楊士晟 2.21任（蘇州關監督），7.11免。李維源 7.11任。 
江蘇鎮江交涉員 賈士毅（鎮江關監督） 
特派河南交涉員 林實 
特派山東交涉員 徐東藩 
山東煙台交涉員 許鍾璐（膠東道道尹）張仁濤 4.12任（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呼倫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鍾毓 6.19署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遼瀋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沈庸 6.24免。包世傑 6.24任。 
特派熱河交涉員 張秉彝 2.16免。劉明源 2.16任。 
特派陝西交涉員 南岳峻        王子初 12.8任。 
特派直隸交涉員 熊少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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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5年（1926）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季宗孟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特派新疆交涉員 樊耀南 1.30免。李溶 1.30任。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陳介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王彭年（宜昌關監督） 
特派浙江交涉員 程學鑾 
浙江寧波交涉員 李厚祺（浙海關監督） 
浙江溫州交涉員 高爾望（甌海關監督） 
特派福建交涉員 羅忠諴 
福建廈門交涉員 劉光謙 
特派安徽交涉員 朱榮漢（蕪湖關監督） 
安徽九江通商事宜 高培樞 
特派江蘇交涉員  
江蘇江寧交涉員  
江蘇蘇州交涉員  
江蘇鎮江交涉員  
特派河南交涉員 林實 
特派山東交涉員 徐東藩 
山東煙台交涉員 張仁濤（膠東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莘林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依蘭道道尹）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瀋遼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包世傑 
特派熱河交涉員 劉明源 2.4免。王守德 2.4任。 
特派陝西交涉員 王子初 
特派直隸交涉員 熊少豪 1.15免。祝惺元 1.15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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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6年（1927）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季宗孟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特派新疆交涉員 李溶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特派浙江交涉員  
浙江寧波交涉員  
浙江溫州交涉員  
特派福建交涉員  
福建廈門交涉員  
特派安徽交涉員  
安徽九江通商事宜  
特派江蘇交涉員  
江蘇江寧交涉員  
江蘇蘇州交涉員  
江蘇鎮江交涉員  
特派河南交涉員 林實 
特派山東交涉員 陳家麟 8.1任。 
山東煙台交涉員 高鳳和（東海道道尹）8.16任。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譚士先 3.18免。常蔭庭 3.18任。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宋文郁（愛琿關監督）張壽增 3.17兼（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程廷恆（呼倫道道尹）3.17免。趙仲人 3.17任（呼倫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王莘林         鍾毓 5.2任。 
吉林長春交涉員 蔡運升（吉長道道尹）5.2免。孫其昌（吉長道道尹）5.2任。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張壽增（濱江道道尹）5.2免。蔡運升（濱江道道尹）5.2任。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尹邴克（依蘭道道尹）5.2免。章啟槐（依蘭道道尹）5.2任。 
特派奉天交涉員 佟兆元 7.14任營口交涉員。高清和 7.7任。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何厚琦（瀋遼道道尹）…… 佟兆元 7.14任。（瀋遼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王順存（東邊道道尹）……. 陃克莊 7.14任。（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都林布（洮昌道道尹）     戰滌塵 7.14任。（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張國性 3.8任 
特派熱河交涉員 斐子晏 9.13任 
特派陝西交涉員  
特派直隸交涉員 祝惺元       薛學海 7.30任。 
特派綏遠交涉員 史靖寰 12.10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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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7年（1928） 
特派雲南交涉員 張翼樞 
特派廣西交涉員  
特派廣東交涉員  
廣東汕頭交涉員  
廣東瓊州北海交涉員  
特派四川交涉員  
四川重慶交涉事宜 江潘 
特派新疆交涉員 李溶 
新疆阿山交涉員 張鳴遠（阿山道道尹） 
特派湖南交涉員  
特派湖北交涉員  
湖北宜昌沙市交涉員  
特派浙江交涉員  
特派福建交涉員  
福建廈門交涉員  
特派安徽交涉員  
安徽九江通商事宜  
特派江蘇交涉員  
江蘇江寧交涉員  
江蘇蘇州交涉員  
江蘇鎮江交涉員  
特派河南交涉員  
特派山東交涉員 陳家麟 
山東煙台交涉員 高鳳和（東海道道尹） 
特派黑龍江交涉員 常蔭庭 
黑龍江愛琿交涉員 張壽增（愛琿關監督） 
黑龍江呼倫貝爾交涉員 趙仲人（呼倫道道尹） 
特派吉林交涉員 鍾毓 
吉林長春交涉員 孫其昌（吉長道道尹） 
吉林哈爾濱交涉員 蔡運升（濱江道道尹） 
吉林延吉交涉事宜 陶彬（延吉道道尹） 
吉林依蘭交涉事宜 章啟槐（依蘭道道尹） 
特派奉天交涉員 高清和 
奉天營口交涉員 佟兆元（瀋遼道道尹） 
奉天安東交涉員 陃克莊（東邊道道尹） 
奉天遼源交涉員 戰滌塵（洮昌道道尹） 
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張國性 
特派熱河交涉員 斐子晏 
特派陝西交涉員  
特派直隸交涉員 薛學海 
特派綏遠交涉員 史靖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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