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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淮安钞关监督简表 
 

wrin 整理制作 

 

姓  名 
字号 

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王鸿儒
[1]

 

(1459－1519) 

懋学 

凝斋 
督理淮关 明弘治七年起 

由南京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榷税淮安、凤

阳，皆著廉绩。累迁工部郎中、山西按察

副使、吏部左侍郎。仕至南京户部尚书。

著有《凝斋笔语》。 
进士 河南南阳 员外郎 

贾瓘 

(1457－1520) 

伯玉 督理淮关  弘治二年(1489)经魁，三年进士。授刑部

主事，榷税淮安。学识渊博，为官清正。

升员外郎，迁平阳、广信知府，擢四川按

察副使。 

进士 陕西宁州 主事 

邢洪 

(1453－) 

德裕 督理淮关  少有锐志，奋而励学。成化二十三年

(1487)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升郎中。卒于官。 
进士 山西定襄 主事 

邹祥 

(1441－) 

元吉 督理淮关  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初授南宫知县，

升高邮知州，迁户部员外郎。奉敕收淮安

料钞，厘革夙弊。升郎中。以病归，不复

出。 

进士 山东德州 员外郎 

张善 

元良 督理淮关  成化十六年举人，二十年(1484)进士。授

如皋知县，迁隆尧，升南京户部主事，榷

税淮安。仕至湖广布政司参议。 
进士 山东历城 主事 

黄相 

(1466－) 

弼甫 

一溪 
督理淮关  弘治二年举人，九年(1496)进士。以南京

户部主事督榷淮安，三次兴修淮堤淮关，

遗爱在民。累升九江知府。著有《一溪

集》。子日敬，亦曾督理淮安钞关。 
进士 福建莆田 主事 

曹恕 

(1468－) 

本忠 

一言 
督理淮关  弘治六年(1493)进士。以南京户部主事督

榷淮安。累升南户部郎中、四川兵备副

使、甘肃行太仆寺卿。 进士 直隶霸州 主事 

张宪
[2]

 

廷纪 督理淮关  弘治五年山西乡试解元，十二年(1499)进

士。任南京户部主事，督税淮安。有文武

才畧。转员外郎，升庆阳知府。官至山东

按察司副使。 

进士 山西蔚州 主事 

黄鑅 

(1462－) 

于宣 督理淮关  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榷税淮安。转礼部郎中，出为思恩知府，

治绩良多。移守桂林。丁艰归，卒。 
进士 福建晋江 主事 

王朝器 

(1439－1514) 

大器 

自庵 
督理淮关  名瑄，以字行，更字大器。成化十四年

(1478)进士，授遂安知县，升南京刑部主

事，督榷淮安。累迁南京户部员外郎、郎

中。致仕。 
进士 福建莆田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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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柔
[3] 

(1455－) 

文徽 

弦斋 
督理淮关  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

外郎、郎中，榷税淮安。出纳明允。擢建

宁知府。耻逢迎，著廉声。以忤权贵引

归。有《弦斋集》。 
进士 南直无锡 郎中 

梁锦 

(1462－) 

美中 督理淮关  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南京户部主

事。在官检㸃，纵万全尚疑有隙。榷税淮

安，摧舟淮上，一以礼义自防，毫髪无

玷。历升礼部郎中。卒于寿州。 

进士 河南临颍 主事 

欧阳禄 

(1469－) 

万钟 督理淮关 正德年 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由南京户部主事

先后督饷江西，司榷淮钞。清操纯洁，综

理严明。捐俸推广社学，士民感激，勒碑

记事。以疾卒于任。 

进士 湖广永明 主事 

杨一钧
[4]

 

(1476－) 

秉衡 督理淮关  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由户部主事司榷

淮安。升郎中，出为汉中知府。御侮救

荒，民赖以安。升浙江按察司副使。 
进士 四川邻水 主事 

董灌
[5]

 

(1474－) 

存诚 

端靖 
督理淮关  弘治弘治十四年举人，十五年(1502)进

士。以户部主事榷税淮安。累迁户部员外

郎、郎中。诗书俱佳。诗文清古，字逼晋

唐。 
进士 福建晋江 主事 

徐廷锡
[6]

 

天禄 

拙庵 
督理淮关  成化十六年(1480)举人，历博兴、涉县知

县，擢太仆寺丞，寻迁南京户部主事，监

税淮安。慎于出纳，纎细无遗。迁郎中。

官至陜西右参议。 
举人 直隶南皮 主事 

刘湜 

(1459－1511) 

清臣 督理淮关  少颕悟，日诵千言不忘。弘治十二年

(1499)进士，授泾阳知县，丁忧起复固安

知县。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一年

后升本部广东司员外郎。未几卒。 

进士 河南太康 主事 

诸绚 

(1470－) 

用晦 督理淮关  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南户部主事榷

税淮安，后移外任太仓州同知。官至湖广

右参政。 
进士 浙江余姚 主事 

胡德 

全之 督理淮关  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督输闽浙，又督榷淮安。累升四川参议、

江西按察副使、云南参政。有《迂樵杂

著》。 

进士 南直婺源 主事 

胥文相 

(1472－) 

士衡 督理淮关  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漳浦知县，升

南京户部主事，监税淮关。税有节余，悉

归公帑。转员外郎，出补汀州知府，迁柳

州知府。著有《石泉稿》。 

进士 四川巴陵 主事 

毕廷拱
[7]

 

(1470－) 

敬夫 督理淮关  成化十九年举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

以南京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司榷淮关。升

礼部郞中。 
进士 广东番禺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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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仕典 

天叙 督理淮关  福建龙溪籍，镇海卫人。正德三年(1508)

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升员外郎，监税

淮关。累迁本部郎中、衡州知府、江南监

察使。 

进士 福建龙溪 员外郎 

陈渭 

启周 督理淮关  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淳安知县，历

易州知州、南户部主事、员外郎，榷税淮

安。官至陕西右参议。 
进士 四川江津 员外郎 

刘友仁 

是成 

涵江 
督理淮关  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榷税淮安。为政简易，商民称便。累升员

外郎、礼部郎中，黄州、衡州知府，湖广

副使，浙江、河南参政。 
进士 福建漳浦 主事 

张汝钦 
敬正 督理淮关  正德二年举人，九年(1514)进士，以南京

户部主事榷税淮安。 进士 南直无锡 主事 

汪星 

应明 督理淮关  成化二十二年举人，厯升戸部主事，督理

淮安榷务。寛赋惠商，捐俸足课。所著成

规，商民称便。寻升本部员外郎。 
举人 南直婺源 主事 

陈文沛
[8]

 

维德 督理淮关  正德十二年(1517 年)进士，除工部主事，

督榷淮关。升郎中，出知抚州府，改苏

州。历山东按察司副使，进陜西行太仆寺

卿。有《世槐堂稿》。 

进士 福建长乐 主事 

王至善 

(1484－) 

远吉 督理淮关  历城籍、襄阳卫人，正德十二年(1517 年)

进士。以工部主事督榷淮安。累迁饶州知

府，河南布政司右叅议，江西按察副使。

官至浙江布政司参议。 

进士 山东历城 主事 

陈琛 

(1477－1545) 

思献 

紫峰 
督理淮关  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初授刑部主事，

改南京户部，榷税淮安。正额既足之后，

大开关门，任由商人来往。累迁南京吏部

郎中，贵州按察佥事，江西提学佥事。著

有《紫峯集》13 卷等。 

进士 福建晋江 主事 

杨谏 

信夫 督理淮关  弘治十四年举人，授青州同知，兴利除

弊，不惧权势。升南戸部员外郎，榷淮安

税。关政肃清，商贾称便。嘉靖初致仕。 
举人 南直当涂 员外郎 

李棠 

思德 

介庵 
督理淮关 嘉靖年 

弘治八年举人，授东昌府通判，升汾州知

州，迁松江府同知，擢南京户部员外郎。

淮上抽分，一芥不私。累迁太原府同知、

左军都督府经历。 
举人 直隶清苑 员外郎 

陶俸 

守卿 督理淮关  弘治十四年举人。历官卢山司巡检、顺德

府同知，政尙寛平，累被荐扬。升南京户

部员外郎，榷税淮安。擢本部郎中。 
举人 河南陈留 员外郎 

宋圭
[9]

 
元锡 

龙门 
督理淮关  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榷税淮安，进羡余银八千余两。升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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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直隶新城 主事 
出为潞州知府。累迁徐州兵备副使、甘肃

行太仆寺卿、辽东廵抚。 

李甫 
孟卿 督理淮关  万全都司人，举人。以户部员外郎督税淮

关。 举人 万全都司 员外郎 

刘可 

(1485－) 

以中 督理淮关  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南京户部主

事，升员外郎，督税淮关。累迁鎭江知

府、九江兵备副使，官至山西左布政使。 
进士 河南罗山 员外郞 

张承恩 

(1486－) 

君锡 督理淮关  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通州知州，升

南京戸部员外郞，榷税淮安。累迁郎中、

卫辉知府、行太仆寺少卿，终苑马寺卿。 
进士 直隶易州 员外郞 

周祖尧 

宗道 督理淮关  嘉靖二年(1523)进士，任颕州知州，迁南

京户部员外郎，督税淮关。升郎中，累迁

太平、南康知府，官终两浙盐运使。 
进士 山东东平 员外郞 

张九叙 

汝功 督理淮关  嘉靖五年(1526)进士，由户部主事督税淮

关。升员外郎，累迁山西按察司佥事、山

西布政司左叅议、苑马寺卿。 
进士 山西石州 主事 

叶逄阳 

(1490－) 

子大 督理淮关  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平阳知县，升

广信府同知。迁南京户部员外郎，榷税淮

安。升本部郎中，以事忤权贵，谪东平州

知州，复调左州。 

进士 福建松溪 员外郎 

许管 

(1503－) 

伯和 督理淮关  涂县籍，嘉靖二年(1523)进士，除辉县知

县，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持官廉

正，正课外一切不收。迁郎中，出知兴化

府，寻升山东都转运使。终湖广参政。 

进士 南直歙县 主事 

程资 

仲朴 

㠣峯 
督理淮关  正德十二年(1517 年)进士。授温州府推

官，补台州，擢南京户部主事，督税淮

关。历升本部郎中、南昌知府、福建按察

副使、云南叅政。 
进士 南直婺源 主事 

夏国孝 

(1485－1556) 

仁甫 

冠三 
督理淮关 1532 

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罗田知县，历开

州知州，升南京户部员外郎，治榷淮浦。

独力捐金重建被淹关署，而离任时行李萧

然。纂有《涪州志》。 
进士 四川涪州 员外郎 

张钺 

有虔 督理淮关  正德二年(1507)举人。历沅江、清苑知

县，擢南京户部贵州司主事，榷税淮安。

不屑奇羡，清介如一。累升员外郎、常德

知府。 

举人 山东平度 主事 

朱屏 

邦宪 督理淮关  嘉靖五年(1526)进士。初授巴陵知县，迁

南漳知县，历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榷

税淮安。出为郧阳府知府，累官行太仆寺

少卿。 

进士 四川汉州 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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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佐 

良甫 

汾野 
督理淮关  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历洛南教谕、国

子监学正，晋南京戸部主事，督钞淮安，

力革旧弊。累升员外郞、鎭远知府、贵州

按察司副使、辽东苑马寺卿。著有《书窗

翼言》、《汾野诗集》等。 

举人 山西稷山 主事 

李延馨 

(1498－) 

允明 督理淮关  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青州府推官、南

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补刑部，历员外

郎、郎中，出为正定知府，迁登州知府。 
进士 山西潞州 主事 

张定 

子静 督理淮关  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初任邓州知州，

以南京户部员外郎榷税淮安。累迁两浙都

转运使、苑马寺卿，终贵州参政。 
举人 山西代州 员外郎 

林汝永 

君修 督理淮关  嘉靖元年(1522)举人。历南乐教谕、国子

监博士，改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清介

自持，税银日发。山阳贮库按季彚解。历

郎中，累迁思恩、黎平知府，长芦运使。

子廷升，官广西按察副使。 

举人 福建莆田 主事 

陈文浩 

(1487－) 

子川 

孤峰 
督理淮关  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句容知县，迁

江浦知县，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累

迁工部郎中，两淮盐运同知、署盐运司

事，贵州程蕃知府。 
进士 福建闽县 主事 

萧日强
[10]

 

体庄 督理淮关  正德十一年(1516)乡试经魁。历仙游教

谕，转博士，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

重修望淮亭。擢郎中，出为广西府知府。 
举人 广东番禺 主事 

潘恕 

(1494－) 

行甫 

南窗 
督理淮关  一字行之，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新

建、合肥知县，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曾刻《淮关志》，建有延宾堂。博洽

警敏，累迁刑部观政，户部员外郎、郎

中。 

进士 广东海阳 主事 

杨时秀 

(1522－) 

叔茂 督理淮关  初名台，嘉靖十四年(1559)进士。历海

宁、归安知县，擢戸部主事，榷税淮安。

禁剔宿弊。历郎中，升山东按察佥事，分

巡东兖。以艰归。 

进士 南直怀远 主事 

韩孟魁 

梦祥 督理淮关  嘉靖七年(1528)举人，署江西万年教谕，

升湖广桂东知县。擢南京户部主事。主榷

淮上赋，仅取充额，无羡入，商贾便之。

后迁本部浙江司员外郎，以病归。 

举人 广东博罗 主事 

马麟 

子振 

元冈 
督理淮关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嘉定知县，升

户部主事、员外郎，榷税淮安。改建钞关

望淮亭、经国楼等。撰有《淮关志》八

卷，未及梓行。出为大理府知府，累迁浙

江副使、太仆寺少卿。 

进士 四川巴县 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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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敬 

时简 

淙壶 
督理淮关  前淮关监督黄相子。正德十一年(1516)举

人，历崇仁、山阳知县，迁南京户部主

事，兼督淮榷。廉洁自持，百废俱举。累

升南京兵部总巡郎中、常德知府，官至两

浙盐运使。 

乡贡 福建莆田 主事 

韩志仁 

德夫 督理淮关  嘉靖元年(1522)举人，历尉氏县知县、陜

西巩昌府同知，升南京户部江西司员外

郎，榷税淮安。累迁盐运同知，南京户部

云南司郎中。 

乡贡 山西蒲州 员外郎 

王宗尧 

(1499－) 

见甫 督理淮关  嘉靖十年(1531)举人，二十三年(1544)进

士，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升本部员

外郎。 
进士 四川富顺 主事 

喻希学 

(1502－) 

博之 

敏斋 
督理淮关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𥘉授蒙城知县，

改知无锡县，寻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公廉平恕，正己率物，而榷政肃然。

受前任马麟之托，增订《淮关志》，使得

以付梓。累官至郎中。 

进士 河南光山 主事 

周尚忠
[11]

 

(1501－) 

伯显 

恕斋 
督理淮关  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泰兴知县，迁

国子监助教，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

以事谪任宁国府通判，升江西瑞州府同

知。 
进士 直隶吴桥 主事 

耿随朝 

(1517－1597) 

子衡 

敬庵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六年(1647)与从弟随卿同榜举进

士，二十七年任南京工部主事，榷税淮

安。寻丁内艰。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

郎、户部郎中、湖广按察司副使、山西右

参政。著有《名物类考》四卷。 

进士 直隶滑县 主事 

郭邦光
[12]

 

元宾 督理淮关  嘉靖十年(1531)进士。历无锡知县，以贤

能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减额外之

征，勒石告知胥吏，不得因缘为奸。出为

大同知府，升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饬怀隆

兵备道。以疾归卒。 

进士 山东冠县 主事 

吴国相 

(1504－) 

楹甫 督理淮关  登州卫旗籍，泰州人。嘉靖十三年(1534)

举人，二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

淮安。登州吴氏一族颇有盛名。 
进士 山东登州 主事 

张言 

(1514－) 

思默 

拙逸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初授永丰知

县，擢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剔弊厘奸，

一无所染。累迁寻甸知府致仕。 进士 广西临桂 主事 

郭维藩 
价夫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以母老改教官

迎养。授袁州教授，晋国子博士，升户部进士 广东揭阳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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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榷税淮安。累迁刑部郎中、临安知

府。 

何思赞 

绍襄 

震堂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南京户部主

事，榷税淮安。廉谨自持，练逹有声。历

本部员外郞、郞中，梧州知府。官至福建

盐运使。 
进士 广东顺德 主事 

徐可久 

子易 督理淮关  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历南陵县教谕、

建德知县，以循良称。擢南刑部主事，转

户部，榷税淮关。出为澄江知府，官至云

南按察司副使。 

举人 广西马平 主事 

萧可教 

(1507－) 

子修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由南安知县升

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 进士 南直江都 主事 

董汝瀚 

子汇 督理淮关  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除建平知县，迁

太仆寺丞。转戸部员外郎，监管大策诸仓

及榷税淮关，政绩俱著。晋郎中，兼摄江

西川贵诸司事。久之乞归。著有《西屿

稿》、《卽川小稿》等。 

举人 山东益都 员外郎 

张杰夫 

(1517－) 

凌山 

朝伯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长泰知县，

擢南京户部主事，榷关淮安。期间节余黄

金万余两，悉数缴公。亦曾破获盗匪抢劫

官船案，明帝亲赐，以奖其廉。年四十一

卒于官。 

进士 广东新会 主事 

田稔 

(1520－) 

庆甫 

有庵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进士，授户部主

事，榷税淮安，节余颇多，有“臣心如水”

之风。出为四川保宁知府，迁贵州思南知

府。告归时，箧中唯图书而已。卒祀乡

贤。 

进士 山东高唐 主事 

王其勤 

(1531－) 

时敏 

少月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士，授无锡知

县，年甫十九。迁南京户部主事，视榷淮

关，转兵部郎中。后休退故里。 进士 四川松滋 主事 

郭立彦 

(1513－1578) 

如选 

冠山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中书令．擢

工科给事中，榷税淮安。转刑科左给事

中。以事坐累，降浙江按察知事，累迁南

昌府推官、南尚宝卿。 
进士 福建晋江 给事中 

戴冕 

(1515－) 

子端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士，洛阳军籍。

以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官至盐运同

知。 
进士 河南洛阳 主事 

陈复升 

(1532－) 

以见 

见庵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广东潮州府

推官，晋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郎

中，出为广东知府。官至广东按察司副

使，分巡海南道。 
进士 福建长乐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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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德祯
[13]

 

子龙 督理淮关  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历顺德、青阳知

县，擢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耿介慈

祥，以德行称。升郎中，出为大理知府。 
举人 广西富川 主事 

陈思忠 

(1530－) 

君衡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南海、鄱阳

知县，应天府推官，擢南京户部主事、榷

税淮安。升郎中。累迁雷州知府。 
进士 福建莆田 主事 

杨应东 

(1528－) 

子仁 

明斋 
督理淮关  由举人任商水县敎谕。嘉靖三十八年

(1559)进士。历新都知县，泰和知州，户

部主事、榷税淮关。累升本部郎中，贵州

按察司佥事。 
进士 云南太和 主事 

黄学海
[14]

 

(1535－) 

宗于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任内黄知县，

入为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官至赣州知

府。 
进士 南直无锡 主事 

郭梦得 

(1536－) 

甫卿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七年(1558)进士。初授潮阳知

县，抗倭有功，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时东南倭患严重，主张节用开支，以

备军需。出为广东琼州知府，力除积弊，

廉声益著。 

进士 福建同安 主事 

邵鸣岐 

子凤 督理淮关 隆庆年 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授东昌府通判，

迁兖州府同知，以淸廉被总理河道尚书朱

衡特荐为户部郎中，榷税淮安。累官广西

知府。 

举人 云南东安 郎中 

焦子春 

(1534－) 

德元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进士。授无为知

州，擢户部员外郎，榷税淮安。大学士高

拱识其贤，三个月内两次升迁。出为六安

知府，累迁甘肃按察司佥事、肃州兵备

道，太仆寺少卿、监军宁夏。 

进士 河南登封 员外郎 

李得阳 

(1537－1615) 

伯英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由兰溪知县升

任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尽免苛捐杂税，

商民称之。累迁吏部郎中、九江知府、广

东兵备副使、湖广左布政、抚楚都御史

等，终南京工部右侍郎。著有《理学臆

言》《义仓漫语》等。 

进士 南直广德 主事 

殷登瀛 

(1531－) 

子登 

少庄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海宁、襄

城、新喻知县，考绩擢南京戸部主事，榷

税淮关。平赋立政，修路赈灾，以关税余

惠造福坊民，捐金修建元天宫、浴心亭

等，士民颂之。累迁吏礼二部郞中，出知

金华府。著有《微言辨说》、《犀烛集》

等。 

进士 南直宣城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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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光
[15]

 

欧冈 

厚甫 
督理淮关  嘉靖二十八年(1549)举人。隆庆二年任大

城知县，均田地，坚保障，恤里甲，筑河

防，百废俱举，政绩突出。升任南京户部

主事，榷税淮关。 
举人 山东乐安 主事 

施梦龙 

(1536－) 

伯雨 督理淮关  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武定知州入为南

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员外郎，迁刑

部郎中。官至江南按察副使、南饶兵备

道。 

进士 南直无锡 主事 

赵国璧 

(1542－) 

子完 督理淮关 万历年 隆庆五年(1571)联捷进士。由南京户部主

事、榷税淮关，升吏部文选司郎中．出为

河南布政司参政。 
进士 直隶东明 主事 

张问明 

(1533－1582) 

子明 

惺宇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河南光山知

县，擢监察御史，迁南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升吏部郎中，出知开封府，调直隶河

间知府。引病归。 
进士 山西猗氏 主事 

张步云 

子龙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任平定州学正，

迁国子监助教，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

安。累官南北户刑二部员外郎、广西太平

府知府。为官清廉。著有《苾刍庋阁

集》。 

举人 湖广广济 主事 

袁亮 

执夫 

近沙 
督理淮关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初任钱塘县教

谕。万历三年，以户部员外郎来督淮榷。

以惠民通商为务，捐俸维修官署，筑路方

便商旅，课税渐增，民众爱戴。累官石阡

知府。 

举人 湖广麻城 员外郎 

李爵 

子修 督理淮关  隆庆元年(1567)举人，授四川教谕，历江

宁知县，擢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好

善乐助，不吝施予。浚溪濠，建涵洞，水

有蓄泄，民得垦田。重修《淮关志》，亲

为序。 

举人 湖广长阳 主事 

陈瑛 

(1547－) 

廷玉 督理淮关  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南户部主事，榷

舟淮安。期间多所改革。因谙河渠，改工

部主事，督造清江船厂，深得河漕诸大臣

看重。以功迁都水郎中治理中河。擢山东

左参政，督漕储。晋广东按察副使，又因

河决召还为徐淮兵河道，与潘季驯共同治

河。官终右布政使。平生坦荡，仕绩皆在

河上。 

进士 福建莆田 主事 

李宜春 

(1530－1605) 

叔芳 

东亭 
督理淮关  隆庆五年(1571)进士。初任固安知县，以

卓能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冰雪无

染，商民德之。转郎中。出任夔州知府。进士 山东莘县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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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失职谪判两淮，累迁太仆寺丞、户部

郎中、通政司参议。 

黄卷 

(1538－) 

翰卿 督理淮关  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贵溪知县，擢南

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升户部郎中，出为

云南广南知府。 
进士 广东新会 主事 

成宪 

(1539－) 

君迪 

监吾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庶吉士，历

编修，为同考，拔名士，赐一品服，册封

朝鲜王。由馆中出任南京户部主事，榷税

淮安。累迁冀南兵廵道，调学道，官至两

京祭酒。 

进士 直隶蓟州 主事 

王云鹭 

(1540－) 

翀儒 

见河 
督理淮关  隆庆五年(1571)进士，由潞安府推官升南

户部主事，榷税淮安，继司榷杭州北关。

累迁扬州、登州知府。 进士 河南夏邑 主事 

任甲第 

(1543－) 

子荐 

别凤 
督理淮关  万历二年(1574)进士，初授行人，曾奉使

琉球。迁南京户部主事，榷舟淮关。因见

国税充盈，则命撤除板闸，任贩舟往来，

商民刻石颂其德。寻升刑部郎中。官至平

阳知府。 

进士 四川资阳 主事 

田管 

(1540－1613) 

希玉 督理淮关  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吴县、新昌知

县，升南户部主事，榷淮关。剔弊厘奸，

商民便之。累迁郎中、南康知府、云南兵

备副使，所至皆以政声显。因得罪权贵左

迁广西参议，官终云南副使。 

进士 福建大田 主事 

韩萃善 

(1539－) 

克一 

约庵 
督理淮关  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常州府推官，升

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累迁员外郎，

太原知府，浙江按察司副使，陕西布政使

司右参政。 
进士 山东淄川 主事 

林民止
[16]

 

(1543－) 

敬夫 

沧州 
督理淮关  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归善知县。升南

户部主事，榷税淮关。累官本部郎中、宁

国知府。为政慈惠。早擅文名，诗亦遒

拔。著有《哀冥子集》。 
进士 福建莆田 主事 

马应梦
[17]

 

(1536－1615) 

仕征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池州推官，

改河间知县。累升监察御史、陕西参议。

因得罪张居正，左迁霸州通判。后改潞安

府推官，迁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又出为

陕西按察司佥事，以布政司参议致仕。 

进士 山东曹州 主事 

黄文炳 

(1549－) 

懋新 

肖源 
督理淮关  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东阳知县。擢南

户部主事，榷淮安关。为纪念前辈同乡榷

使陈琛，自署大堂曰“仰止”以师之，并重

修关署题名碑。操履廉洁，稽察有方，商
进士 福建同安 主事 



11 
 

姓  名 
字号 

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民称便。累升平乐知府，云南副使，苑马

寺卿。官至陕西参政。 

汪道亨 

汝立 

云阳 
督理淮关  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户部主事，榷

税淮安。擢泉州知府，累迁福州兵备道、

江西分巡道、广东按察使、陕西布政使。

晋应天府尹，寻以都御史巡抚宣府。卒赠

兵部尚书。 

进士 南直怀宁 主事 

向僎 

(1547－) 

良佐 督理淮关  湖广黔阳人，寄籍云南临安卫。万历五年

(1577)进士。由江西饶州推官，升南京户

部主事，榷税淮安。官至四川按察司佥

事、安绵兵备道。 

进士 云南临安 主事 

陈经济 

(1554－) 

献明 

鸿宇 
督理淮关  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咸寕、猗氏知

县，升戸部主事，榷税淮安。累迁员外

郎，严州、湖州知府，浙江副使，湖广参

政。因忤时告归。补四川佥事，升副使，

卒。 

进士 河南禹州 主事 

卢文勋 

(1551－) 

尧卿 督理淮关  万历七年(1579)举人，翌年连捷进士。历

郴州、祁州知州，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

淮关。继升本部员外郎。 
进士 南直无锡 主事 

刘之龙 

(1557－) 

起潜 

陶宇 
督理淮关  万历八年(1580)进士，以南户部主事榷税

淮关。历官贵阳知府，湖广副使，河南参

政，广东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湖广左

布政使。 
进士 四川富顺 主事 

苏民怀 

子仁 督理淮关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初任赵州训

导，入为国子监丞，迁刑部主事，改户部

员外郎，榷税淮关。升郎中。官终朗宁知

府。善诗，旁及绘画，著有《吹池稿》。 

举人 广东南海 员外郎 

龙德孚 

(1531－1602) 

伯贞 督理淮关  嘉靖七年(1528)举人。授卫辉推官，升宁

波同知，转南京户部员外郎，督榷淮关。

根治与民争利，商贾为立生祠。不久告

归。有《对湘楼集》传世。 

举人 湖广武陵 员外郎 

李秩 

(1553－) 

序甫 督理淮关  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初授黄县知县，

调乐安，升南京户部员外郎、榷税淮安。

捐俸筑月牙堤，修元天宫，建百子堂，多

有建树。累升巩昌知府、陕西右参政。 

进士 河南孟津 员外郎 

王曰然
[18]

 
似唐 督理淮关  

举人，以员外郎榷税淮安。仕绩待考。 
举人 湖广 员外郎 

程子侃
[19]

 

仲言 督理淮关  隆庆元年举人。历武宁、莱阳知县，南京

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平易近人，建有

“赞巩金瓯”坊。官至澄江知府。 
举人 南直休宁 主事 

王宗显 愿良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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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略 

举人 山西泽州 主事 

陈长勉 
绍峰 督理淮关  官生。以父陈瑞(两广总督、兵部尙书)荫

南京户部员外郎，榷税淮关。升郎中。 官生 福建长乐 员外郎 

杜学大 

道伯 督理淮关  举人，南京户部主事，于万历二十六年榷

淮。重修关志，整葺关署，名其室曰“宽

简居”，勤勉任事，百废俱兴。 
举人 四川蓬州 主事 

丁日近 

光元 

午亭 
督理淮关  万历七年(1579)进士，授郾城知县，调高

淳。擢南户部江西司主事，榷税淮安。剔

蠹除苛，不染纤尘，商民戴其德。以病归

卒。 
进士 福建晋江 主事 

吕昌期 

 

兰谷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

税淮关。升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府，擢福

建驿传道。累迁山东按察司副使，本省布

政使司参政。因不满魏忠贤当道，告归。 
进士 南直溧阳 主事 

陈梦琛 

瑞南 督理淮关  陈其学孙。荫生。以户部员外郎榷税淮

关。捐资修筑板闸新路，人呼“陈公新

路”。厯戸部郎中，思州知府。崇祯五年

里居，値叛兵陷城殉难。赠光禄寺少卿。 

官生 山东登州 员外郎 

李沐民
[20]

 

德明 

寰愉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宁阳知县。

擢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外严内宽，

治有威惠。升本部郎中。 进士 山西临汾 主事 

汪若冰 

履卿 

东园 
督理淮关  一名若水。万历七年(1579)举人，历长宁

教谕，绩溪知县，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

关。升郎中，累迁袁州知府、云南按察副

使。 
举人 广西富川 主事 

王之机 

茂吉 督理淮关  万历十年(1582)举人，由虞城县教谕累升

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以才干机警著

绩。历本部广东司员外，四川右参政，改

云南。官终云南副使、永昌兵备道。 

举人 湖广麻城 主事 

杨百朋 

元重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合浦知县，

以卓异擢户部主事，管理淮闸。裁罢日

供，商民感之。升本部郎中，出为吉安知

府。 

进士 福建建安 主事 

史启元 

荩卿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南戸部主

事，督税淮关。寻移南吏部。天启初擢任

湖广按察副使、衡永兵备道。 
进士 南直江都 主事 

荆之琦 

鸣玉 

璞严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南户部主

事，先督淮关，继榷杭州北关。为人谨

愿，而遇事踔厉风生。累迁山东副使、武

德道，河南右参议、河北道。 
进士 南直丹阳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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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宗棐 

(1555－) 

叔忠 

印石 
督理淮关  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番禺、常熟知

县，国子监学正，迁南户部主事，榷税淮

关。累迁岳州知府。 进士 四川大竹 主事 

周士龙 

幼潜 

毅台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吉水知县，

升戸部主事，督榷淮关。裕国恤商，多善

政，众建周公遗爱祠。迁员外郞。著有

《榆枋阁集》。 
进士 南直武进 主事 

梅守极 

建甫 

斗枢 
督理淮关  万历四年(1576)举人，历安吉、高唐知

州，建宁府同知，通州知州，迁南户部员

外郎，榷清淮税。厘弊兴利，益厉清操。

㝷致仕归。 
举人 南直宣城 员外郎 

徐来仪 

成甫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为人严峻刚方，

能任事。官刑部郎中，升贵州按察司佥

事、提督学政，间署按察使印。因事左迁

许州知州，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以

父疾致仕归。 

进士 南直兴化 主事 

余士奇 

才伯 

嵩岳 
督理淮关  万歴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江阴知县，

升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忠厚诚确，有古

循吏风。改经国楼为“清旷楼”。升本部郎

中，出为江宁知府。卒于任。 
进士 广东东莞 主事 

林世都 

天赞 督理淮关  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历祁门县教谕，

博士厅博士，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

关。 
贡士 福建闽县 主事 

韩国藩 

价卿 

襄宇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慈溪、高明

知县，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主张革

新，精于计算，疏陈积弊七条，清算积年

库银，深得上闻。官至左通政。著有《涉

园稿》。 

进士 南直江宁 主事 

胡宗汉 

为章 督理淮关  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由河南荣泽知

县，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升郎

中。因事降调解州运判。 
举人 山东临清 主事 

王良佐 

怙立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汲县知县、

永州府推官，升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

升本部郎中。 
进士 河北邯郸 主事 

王三元 

长卿 

文渊 
督理淮关  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累官南户部主

事，榷税淮关。升本部郎中。 
贡士 南直宣城 主事 

张垣
[21]

 

五云 

觐薇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武进知县，

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郎中。从兄

琁，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进士 湖广钟祥 主事 

无始 督理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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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元 

(1534－) 
进士 南直泰兴 主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以南户部主事

榷税淮关。累迁郎中，江西按察司佥事，

江西提学参议，四川按察司副使分巡上川

东道。以文章字学名海内，著有《寒灯随

笔》等。 

庄起元 

(1576－) 

中孺 

鹤坡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除知浦江县，

调兰溪，迁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安。曾建

板闸三元宫。厯郎中，出知抚州。官至太

仆寺少卿。有《漆园巵言》。 
进士 南直武进 主事 

洪胤衡 

(－1641) 

  督理淮关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由南京户部主

事榷使淮安。累升青州知府、阳和兵备副

使。归乡居。张献忠陷城，力战死。 
进士 河南商城 主事 

谢上选 

文若 

鹤岑 
督理淮关  事略：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以南京

户部主事榷税淮关。累官吏部郎中，广东

叅议，易州道。以清惠著。喜作诗文，兼

擅书画，名噪竹林。 
进士 贵州卫 主事 

李士高 

(1574－) 

孟干 

同元 
督理淮关 天启年 

磁州军籍，武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

进士。任湖广岳州府推官，调登州府推

官，升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本部

郎中。致仕。 
进士 河南磁州 主事 

刘必逵
[22]

 

偕鹏 

梦昆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历鹿邑、江宁

知县，擢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员外

郎。 举人 陜西咸寕  

任国桢 

士彦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戸部主事，

督淮安税务。税款多出五千，悉上缴国

库。累迁袁州知州，山东按察司副使。 
进士 南直怀宁 主事 

陈龙可 

蛩潜 

二向 
督理淮关  天启二年进士，选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四

年司榷淮关。整顿浮例，革汰靡章。仿黄

懋新续立《题名碑》。累迁员外、郎中、

琼州知府。著有《易顺篇》五卷。 
进士 福建晋江 主事 

虞大复 

元见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海澄、崇

安、淸丰知县，升户部主事，榷税淮关。

改礼部，出为浙江佥事，官终江西提学参

议。 

进士 南直金坛 主事 

田有年 

立蒸 

心海 
督理淮关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歴荣河、徐

沟、祁县、江宁知县，擢南京戸部主事，

榷两淮税。税款盈余，尽缴国库。由郞中

出知袁州府，以目疾归。著有《莅袁

集》。 

举人 陕西韩城 主事 

吴起龙 
云卿 

九见 
督理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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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 南直丹徒 主事 

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

榷税淮关。转应天府推官，迁户部员外

郎，出为福州知府。官至福建兵备副使。 

刘贲卿 

(1569－1647) 

以成 

观文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授肃宁知县，

遭魏忠贤诬陷革职。崇祯即位，补博野知

县，升南户部主事，督淮安关税。官至四

川虁州知府。入清不仕。兼精医学，著有

《伤寒传经论》。 

举人 河南鄢陵 主事 

徐玮 

仲华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七年(1609)己酉科中举。以南京

户部主事榷税淮安。官至广信知府。祖父

徐常吉，万历十一年进士，浙江按察司佥

事。 

举人 南直武进 主事 

张梧 

月怀 督理淮关  崇祯四年(1631)进士，以主事榷税淮安。

一改扣克之弊，守法不阿。累官户部员外

郎、宣镇监储。 
进士 山东平阴 主事 

刘大川
[23]

 

孔源 

邛浦 
督理淮关 崇桢年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历巩昌、应天

二府推官，转南京户部员外郎，榷税淮

关。兴利除弊，商至如归。寻以最擢出任

郧阳知府。 
举人 顺天易州 员外郎 

韩位甫 

立之 

丹水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历云南富民知

县，迁南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尝重修望

淮亭。后因贪腐被革。多才博学，善诗

文，著有《五经注疏》、《丹水集》等。 
举人 四川泸州 主事 

张兆璋 

纯卿 督理淮关  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初授砀山知县，

秩满迁南京中城兵马司，九月后升南京户

部主事，先掌理散给军粮事务，后督办淮

安钞关。谨慎出纳，商民称便。卒于任。 

举人 福建惠安 主事 

李春英 

涵𦹛 督理淮关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历顺昌县教

谕，玉田、肥乡知县，选授南户部主事，

榷税淮关。累迁广西桂林知府。文武兼

资，谦抑不自满。 

举人 河南长葛 主事 

陈象明 

丽南 

旭庵 
督理淮关  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户部主事，榷关

淮安。上任就免除一切额外加征税费。时

值水灾，淹没者众。悬赏若能救一人者予

二十银，存活以数百计。负廉吏声。累迁

南昌、长沙知府，浙江盐运副使，饶州知

府，湖广按察副使。 

进士 广东东莞 主事 

路进 

修期 督理淮关  崇祯元年(1628)与父同登进士，由南戸部

主事榷税淮关。历迁金华知府，浙江副

使，杭嘉湖道，官至山东右布政使。明亡

遂隐居不岀。著有《守湖辑要》等。 

进士 南直宜兴 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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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达 
乐三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举人 南直  

丁耀 
紫芳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官生 南直  

叶士章 
允南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官生 南直  

王行俭 

质行 

幽亭 
督理淮关  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南戸部主事，榷

税淮关。歴刑部员外郎，十三年出知重庆

府。十七年城破遇难。 进士 南直宜兴 主事 

赵之琰 

完璞 督理淮关  初名千里。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历

泰兴、通州教谕，以户部主事榷税淮关。

仕至户部郎中。 
举人 云南保山 主事 

李可植 

 

淡庵 
督理淮关  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溧水知县，调封

邱，擢南京户部主事，榷税淮关。升本部

员外郎，出知凤阳府，加道衔。 进士 湖广黄冈 主事 

南有台 

尔瞻 督理淮关  以举人授句容教谕，崇祯七年(1634)进

士，授诸暨知县，擢绍兴府推官，调东

昌、琼州，升南戸部员外郎，榷税淮关。

洁已奉公。寻升郎中。 

进士 湖广蕲水 员外郎 

萧鸣靖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侯昌胤
[24]

 
𥘉鲁 督理淮关 顺治二年四月 

顺治二年(1645)由南京豫王委任淮安关监

督，在任九月余。此后办理两淮盐务。顺

治十一年任广东四会知县。 监生 江南  

张梧 
  督理淮关 三年一月 顺治三年(1646)一月榷税淮关，在任十五

个月。    

阿哈尼堪 

(－1651) 

  督理淮关 四年 满洲镶黄旗人。顺治四年(1647)榷税淮

关。自此北选。  满洲镶黄  

刘思文 
  督理淮关  辽东广宁人。顺治四年任德州知州，迁淮

安关监督。 生员 辽东广宁  

程之浚 

  督理淮关  官生。顺治初历官淮安关监督，在任十八

个月。迁临洮知府(署临巩兵备道)、大名

兵备道。 
官生 山西  

鸦尔布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满洲  

张应元 
  督理淮关  辽东盖州人，顺治十二年(1655)任淮关监

督。  辽东盖州  

宋之普 

(1602－1669) 

则甫 

今础 
督理淮关  崇祯元年(1628)进士，改庶吉士，历官礼

部给事中，都察院佥都御史、户部左侍

郎。明亡，曾任南明弘光朝台州知府。顺

治三年降清，历户部郎中、淮安关监督、
进士 山东沂州 户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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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知府，十二年辞官归。著有《云成阁

集》等。 

郑库纳 
  督理淮关  

镶红旗人。顺治四年(1647)任浒墅钞关监

督，迁淮安关监督。  满洲镶红 浒墅关监督 

山泰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满洲  

周而淳 

(1628－) 

若公 

古村 
督理淮关  一字黎同。江宁籍，吴县人。顺治九年

(1652)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

中，榷税淮关。曾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 进士 江苏江宁  

石特库 
  督理淮关  顺治八年时在任。提出于正额外征解溢额

银两，之后奉部批准成定例。  满洲  

吴之枢 

天木 督理淮关  由选贡授中书舍人，历江浦知县，擢户部

郎中，榷淮安、九江关税。累迁绍兴知

府，署宁台道。 
拔贡 江苏靖江 户部郎中 

温代 
  督理淮关  顺治初任淮关监督，在任三月余。康熙间

累迁戸部郎中，太仆寺卿。  满洲  

耿于垣 
  督理淮关  顺治二年(1645)举人，翌年成进士，由知

县升工部主事，迁淮关监督。 进士 直隶交河 工部主事 

戴玑 

(1606－1679) 

利衡 

紫杓 
督理淮关  顺治六年(1649)进士，初授户部主事，转

榷淮关，处脂不润，廉洁任事。尝修丹台

课诸生，门下阎琛、刘谦吉等先后登第。

转湖广按察司佥事江防道、陕西西宁道、

广西右江道。 

进士 福建长㤗 户部主事 

汤有庆 

麟兆 督理淮关  崇祯十年(1637)进士，历晋江知县、礼部

员外郎。入清后官户部主事，榷淮安关。

尝治理水患，修筑月牙堤。累迁户部郎

中，山东按察使司佥事武德道。 

进士 江苏长洲 户部员外郎 

周文华 

在中 

尹公 
督理淮关  顺治四年(1647)进士，初任咸宁知县，升

户部主事，榷税淮关。转员外郎、郎中，

累迁福建福宁兵备道，山东兖东道，湖广

提学道。 
进士 山西翼城 户部主事 

白芬 

(1615－1677) 

猗若 

昆霖 
督理淮关  崇祯十六年(1643)举人，授嘉兴府通判，

累迁顺天府通判、户部主事。升员外郎，

督榷淮关。在任三月告归。仕至户部山西

司郎中。清介自持，办事刚果明断。著有

《四书心昙》、《日近山房草》等。 

举人 河南武安 户部员外郎 

马云龙 

 

泾崖 
督理淮关  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官淮关监督，户

部郎中，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分巡苛岚

道。著有《泾崖集》。 进士 陕西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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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谓弟 

子逊 

靑岳 
督理淮关  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安邱知县，考绩

报最，擢戸部员外郎，转郞中，榷淮安

关。以廉干称。迁山西提学佥事，晋参

议。 
进士 直隶长垣 户部郎中 

万鼒 

(1626－) 

慎轩 督理淮关  
顺治二年(1645)举人，十二年进士。以户

部员外郎榷淮安关。 进士 山西阳曲 户部员外郎 

梁儒 

(1631－) 

宗洙 督理淮关  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初任灵宝知县，

升户部主事榷税淮关，贾客过者按货纳

税，额外不溢丝毫。国课裕，而商旅皆

悦。累迁本部员外郎、郎中，升江南提学

道。著有《徽音集》。 

进士 汉军镶白 户部主事 

噶尔噶图 

(1635－1670) 

  督理淮关  顺治十二年(1655 年)满洲进士。累迁淮关

监督。 进士 满洲正白  

张璟 
景玉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进士 山东齐东  

哈占 

(1632－1686)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官生 满洲正蓝  

王骘 

(1613－1695) 

辰岳 督理淮关  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以户部员外郎榷

税淮关。累迁刑部郎中，四川松威道，江

西巡抚，闽浙总督。官至户部尚书。著有

《养素堂文集》等。 

进士 山东福山 户部员外郎 

布占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满洲  

蔡驺 

静宪 

虞侯 
督理淮关  以拔贡授内阁中书，厯兵部员外郎，户部

郎中。康熙二年充云南乡试正主考官，所

取多知名士。督理准关税务及徐淮中河税

务，榷算无苛政，行旅称便。仕至江南徐

淮中河道。 

拔贡 江西金溪 户部郎中 

张祚先 

 

念瞿 
督理淮关  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永康知县，兵部

主事，迁户部，榷税淮关。累官四川按察

司佥事、川东兵备道。 进士 江苏武进 户部主事 

祖泽深 

仁渊 督理淮关  历吏部郎中，湖广右布政使。康熙三年任

淮扬海道(时淮安钞闗同淮安仓、清江厂

等各闗俱归并淮海道征收)。累迁口北

道，苏松太兵备道，上荆南道。后因贪腐

被查办。 

贡生 奉天辽东 淮海道 

金泰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满洲  

蔡兆丰 

(1623－1674) 

维平 督理淮关  一字雪余，顺治八年(1651)举人。授内阁

中书，历兵部主事，升刑部郎中，出理淮举人 江西金溪 刑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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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关税。适淮安河塞，领命治河，半载方

告竣，为此疏略税收，造成缺额，鬻产而

抵，深得民心。后补温州知府。卒于官。

擅诗咏，著有《楚州吟》。 

于珩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辽东  

杨兆杰 

又仁 

颍川 
督理淮关  一字鄂州，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授大

理府推官，冤狱多所平反。擢兵部主事，

条议冗费，平叛云南，机警练达，居功至

多。康熙九年(1670)奉命榷淮关，抵任才

四日，闻父丧归，卒。著有《日南记

事》。 

举人 湖广江夏 兵部主事 

范养民 

  督理淮关  由贡生授浙江浦江知县，累迁淮关监督，

刑部郎中，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雷琼

道。 
贡生 辽东正蓝  

希福 
  督理淮关  

仕绩待考。  满洲  

洪琮 

(1620－1684) 

瑞玉 

谷一 
督理淮关  由举人任崇明教谕，顺治九年(1652)进

士。累官韶州推官，刑部主事，淮关监

督，礼部郎中，陕西提学道。 进士 安徽歙县 刑部主事 

丹代
[25]

 

  淮关监督 康熙十年 
康熙十年(1671)，由户部员外郎任淮关监

督。十九年任江南巡盐御使。  满洲 户部员外郎 

陈肇昌 

(1635－) 

扶升 

省斋 
淮关监督 十一年 

江夏人，黄冈籍，顺治十五年(1658)进

士，授宝鸡知县，累迁工部主事，淮关监

督，户部郎中，广东提学道。官至佥都御

史顺天府尹。有《秋蓬诗文》、《南湖居

士》等。 

进士 湖北黄冈 工部主事 

耿夔忠 
  淮关监督 十二年 由工部屯田司郎中任淮关监督，累迁太原

西路同知，蔚州知州、屯牧道。 荫生 奉天正黄 工部郎中 

薛坤 

  淮关监督 十三年 顺治五年(1648)举人，初任漳浦县教谕，

历灌阳、玉田等县知县，升户部广西清吏

司主事，督理淮安钞关，转工部营缮司员

外郎，升户部江西司郎中。 

举人 福建晋江 户部主事 

他纳库 
  淮关监督 十四年 由刑部四川司主事任淮关监督。建有放关

楼三间，即问津亭。  满洲 刑部主事 

翁英 

  淮关监督 十五年 吉水人，满洲籍。以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任

淮关监督，政尚宽简，惠恤士民，商民悦

服。尝倡修钵池山寺。后人建有翁公祠。

官至内阁侍读学士。 

贡生 满洲 工部员外郎 

鄂恺   淮关监督 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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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镶红 吏部郎中 

康熙十六年(1677)由吏部文选司郎中任淮

关监督，翌年升甘肃布政使。官至右副都

御史、陕西巡抚。 

李辉祖
[26]

 

(1641－1702) 

象贤 

蒲阳 
淮关监督 十七年 

以兵部职方司郎中任淮关监督。尝为问津

亭题联。累迁贵州按察使、湖广布政使、

四川布政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河南

巡抚、湖广总督、刑部右侍郎。 
荫生 满洲镶白 兵部郎中 

纪尔塔浑 
  淮关监督 十八年 

由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任淮关监督。升户部

郎中，官至内阁学士。  满洲 兵部员外郎 

德明 

  淮关监督 十八年 由吏部主事司榷淮关。清介自持，廉洁奉

公；征税稽察，公正果决。尝捐俸数百金

修筑护衙堤。后里人为建“德公祠”。 
 满洲 吏部主事 

刘秉忠 
  淮关监督 十九年 

康熙十九年(1680)，以刑部员外郞任淮关

监督。  辽东 刑部员外郎 

杜能格 
  淮关监督 二十年 

康熙二十年(1681)，由兵部员外郞任淮关

监督。  满洲 兵部员外郎 

伊垒 

  淮关监督  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礼部郞中任淮关

监督。累升骁骑参领，正蓝旗汉军副都

统。 
 满洲 礼部郎中 

马士贞
[27]

 
  淮关监督 二十二年 以兄士秀荫礼部员外郎，康熙二十二年

(1683)任淮关监督。 荫生 辽东  

江映鲲 

南溟 淮关监督 二十三年 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历天长知县，兵

部主事。康熙二十三年任淮关监督。升兵

部员外郎。 
举人 四川阆中 兵部主事 

杜琳 

九迁 淮关监督 二十四年 由贡生官内阁中书，转户部员外郎，迁郎

中，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榷税淮关。厘

剔奸弊，刊布《则例》；裁减耗费，代补

正供。葺公署，修古道，增修《关志》，

周恤商民。著绩良多。 

贡生 直隶密云 户部郎中 

席特库 

  淮关监督 二十五年 累官礼部主事、户部郎中。康熙二十五年

(1686)春夏之交，奉旨与内阁学士麻尔图

驰赴江南凤阳、徐州等地赈灾。同年任淮

关监督。 

  户部郎中 

柰马代 

  淮关监督 二十六年 以理藩院郎中简任淮榷。廉洁持重，以礼

律身，能识大体，为政颇有威望。尝捐俸

修葺元天宫。 
 满洲 理藩院郎中 

莫礼普 
  淮关监督 二十七年 

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宗人府主事任淮

关监督。   宗人府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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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绪 

  淮关监督 二十八年 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礼部郎中任淮关

监督。亲撰《严禁包揽》通告，以执法严

厉称。 
  礼部郎中 

夏宗舜 
  淮关监督 二十九年 

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兵部员外郎任淮

关监督。   兵部员外郎 

费雅汉
[28]

 

  淮关监督 二十八年 
为镶红旗满洲世职官。历内阁办事中书，

詹事府中允，淮关监督。  满洲镶红 詹事府中允 

席尔登 

  淮关监督 三十一年 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翰林院侍读任淮

关监督。充日讲起居注官，升内阁学士兼

礼部侍郎。 
 满洲正白 翰林院侍读 

克什特 
  淮关监督 三十二年 

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理藩院员外郎任

淮关监督。   理藩院员外郎 

桑格 
  淮关监督 三十三年 历浒墅钞关监督。康熙三十三年(1694)，

由户部郎中任淮关监督。  满洲正白 户部郎中 

西尔图 
  淮关监督 三十四年 

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国子监司业任淮

关监督。   国子监司业 

达尔汉 
  淮关监督 康熙三十五年 

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翰林院侍读任淮

关监督。   翰林院侍读 

瓦哩哈 
  淮关监督 三十六年 

康熙三十六年(1697)，由内务府员外郎任

淮关监督。   内务府员外郎 

罗密 
  淮关监督 三十七年 

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理藩院员外郎任

淮关监督。   理藩院员外郎 

马尔汉 

  淮关监督 三十八年 累官工部员外郎，龙江西新关监督，吏部

郎中，淮关监督。左迁理藩院员外郎，扬

州钞关监督。 
  吏部郎中 

迈图 

  淮关监督 三十九年 累官工部员外郎、郎中，扬州钞关监督。

左迁内务府主事，历淮关监督，刑部郎

中，临清钞关监督。 
 满洲正红 内务府主事 

鄂穆索 
  淮关监督 四十年 康熙四十年(1701)，由兵部郎中任淮关监

督。   兵部郎中 

查林布 
  淮关监督 四十一年 累官吏部郎中，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淮

关监督。转户部。升山西布政使。 监生 满洲正白 吏部郎中 

纳言
[29]

 
  淮关监督 四十二年 历工部主事，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淮关

监督。   工部主事 

达色   淮关监督 四十三年 



22 
 

姓  名 
字号 

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刑部郎中 
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刑部郎中任淮关

监督。 

图兰 

  淮关监督 四十四年 历内务府员外郎、郎中，康熙四十四年

(1705)榷税淮关。清操儒雅，和蔼慈祥，

为政耻为苛细，扶贫重教。士民倾戴，为

建“图公书院”。累迁刑部理事官，通政使

司通政使，内阁学士。 

 满洲镶黄 内务府郎中 

哈代 
  淮关监督 四十五年 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礼部主事任淮关

监督。   礼部主事 

勒奇纳 
  淮关监督 四十六年 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户部郎中任淮关

监督。   户部郎中 

松山 
  淮关监督 四十七年 

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理藩院员外郎任

淮关监督。   理藩院员外郎 

希达 
  淮关监督 四十八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内务府郎中任淮

关监督。   内务府郎中 

洼哈哩 
  淮关监督 五十年 康熙五十年(1711)，由礼部郎中任淮关监

督。   礼部郎中 

苏赫 
  淮关监督 五十一年 

以兵部员外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任淮关

监督。升郎中。   兵部员外郎 

森图 
  淮关监督 五十二年 历笔帖式，户部郎中，康熙五十二年任淮

关监督。累升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  满洲正蓝 户部郎中 

党古礼 

  淮关监督 五十三年 由刑部郎中任淮关监督。襟怀阔达，敏雅

绝伦。综核淮榷诸事，不烦而就理。尝于

山子湖心建爱莲亭，时为淮安游览之胜。

累迁左通政、光禄寺卿。 

 满洲镶黄 刑部郎中 

吴尔赛 
  淮关监督 五十四年 

由内务府员外郎，康熙五十四年任淮关监

督。翌年迁芜湖钞关监督。升郎中。   内务府员外郎 

常德 
  淮关监督  

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宗人府主事任淮

关监督。   宗人府主事 

萨木岱 
  淮关监督 五十六年 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户部郎中任淮关

监督。   户部郎中 

额尔德赫 
  淮关监督 五十七年 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吏部郎中任淮关

监督。   吏部郎中 

赵世显
[30]

 

仁伯 淮关监督 五十八年 历两淮都盐运使、江苏按察使、安徽布政

使、山东巡抚。康熙五十八年在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河道总督任上带管淮关，间署漕

运总督。后因贪腐被罢。 

荫生 汉军镶黄 河道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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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吴存礼 

谦之 

立庵 
淮关监督 六十一年 

汉军正红旗人。历广宗县知县、直隶天津

道、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云南巡

抚、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 贡生 奉天锦州 江苏巡抚 

张大有 

(1675－1730) 

书登 

慕梓 
淮关监督 雍正元年 

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历编修、礼科

给事中、光禄寺卿、兵部左侍郎、漕运总

督。雍正元年在总漕任上兼理淮关。官至

礼部尚书。著有《绿槐堂文集》等。 
进士 陕西合阳 漕运总督 

傅泽洪 

育庵 

怡园 
淮关监督 元年 

历晋州、通州知州，扬州知府，运河道。

官至江南按察副使、淮扬道，兼任淮关监

督。治尚威严，力戒扰民。熟谙地理，精

通水利，所纂《行水金鉴》一书最为知

名。 

䕃生 汉军镶红 淮扬道 

庆元 
  淮关监督 元年 

以生员累官光禄寺少卿，雍正元年任淮关

监督。后因贪婪获罪。 生员  光禄寺少卿 

祖秉圭 

(1684－1740) 

  淮关监督 三年 历桐城、慈利县知县，户部额外员外郎，

淮安府知府，署淮安关税务监督。累迁湖

广辰沅靖道，江南安徽按察使，贵州布政

使，广西巡抚。左迁监察御史、广东海关

监督。 

岁贡 汉军正白 淮安知府 

年希尧
[31]

 

(－1738) 

允恭 

偶斋 
淮关监督 四年 

由笔帖式补景东府同知。累官广平知府、

大名道、广东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广东

巡抚、工部右侍郎。雍正三年(1725)因弟

革职。四年，授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关税

务，兼管景德镇御厂窑务，达十年之久。

改革淮关征收则例，商民乐从。兴建回施

庵、慈云寺。十二年加都察院左都御史

衔。 

笔帖式 汉军镶黄 内务府总管 

鄂喜 

  淮关监督 代理 历工部主事，内务府郎中，代理淮关监

督。时值秋雨，为稳定米价，特告示减

税，宽减米价，以恤商民。 
  内务府郎中 

西柱 
  淮关监督 暂理 

由内阁侍读学士任江南河道副总河。其间

暂理淮关税务。   内阁侍读学士 

杨应瑶 

  淮关监督 十三年十月署 
历湖州、绍兴府同知，升淮安知府，间署

淮关监督。创办淮阴书院，即今淮安中学

前身。迁思南知府，因归旗迟延革职。起

补南宁同知，调宁波同知，因回避胞弟浙

闽总督杨应琚，另补江西袁州同知。父杨

文干，官广东巡抚。 

监生 汉军正白 淮安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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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孔传焕 
  淮关监督 

十三年十二月

署 
由河南彰德府管河同知，历南阳知府、河

北道、江南驿盐道，间署淮关监督。升江

苏按察使。 贡生 山东曲阜 江南驿盐道 

黄鹤鸣 

皋闻 淮关监督 
乾隆元年 正

月 

云南建水籍，江西新喻人。康熙五十四年

(1715)进士。历贵溪、望江知县，以卓异

升鎭江知府，雍正元年初署淮关监督。累

迁苏州知府、江南驿盐道。著有《莲池

集》。 
进士 云南建水 镇江知府 

唐英 

(1682－1756) 

俊公 

陶人 
淮关监督 元年二月 

一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乾隆元年

(1736)，由内务府员外郎任淮安关监督。

儒雅俊拔，才华横溢。革宿弊，去民累，

行岁赈，课学子，政声卓然。累迁九江关

监督、粤海关监督。亦为雍干时期著名督

陶官，著有《陶冶图说》、《陶人心语》

等。 

 满洲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三保 
  淮关监督 三年十二月署 

历内务府员外郎、郎中，江南海关监督，

长芦盐政，两淮盐政，乾隆三年(1738)署

理淮宿等关税务。累迁武备苑卿，长芦盐

政、天津关监督。 
 内府三旗 两淮盐政 

准泰 

 

健斋 
淮关监督 四年三月任 

历内务府郎中、福建海关监督、长芦盐

政、天津关监督，以上驷苑卿任淮宿关监

督。累迁两淮盐政，安徽、广东、山西、

山东巡抚。 
 满洲正黄 上驷苑卿 

托时 

(－1760) 

  淮关监督 
四年十一月兼

理 

历理藩院主事、内阁侍读学士、户部右侍

郎、仓场侍郎、工部侍郎。乾隆三年

(1738)任漕运总督，四年十一月兼理淮关

监督。官至刑部侍郎。 
 满洲正黄 总漕 

李英 
  淮关监督 五年正月任 

由内务府员外郎出任淮关监督。迁江宁织

造兼龙江西新关监督。  满洲 内务府员外郎 

伊拉齐 

  淮关监督 乾隆五年四月 
历内务府员外郎，南新关监督，长芦盐

政，天津关监督。乾隆五年(1740)以内务

府坐办郎中司榷淮关，二十年再任。捐廉

俸，量优恤，为政宽和，操行洁持。累官

杭州织造、粤海关监督、江宁织造、长芦

盐政、鸿胪寺卿。 

 满洲正黄 内务府郎中 

徐德裕 
启佑 淮关监督 八年七月署 由监生授曲靖通判，历鎭雄知州、昭通知

府、山东盐运使，乾隆八年(1743)任江南
监生 江苏昆山 淮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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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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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扬道，间署淮宿关监督。官至湖南按察

使。 

倭赫 
  淮关监督 

乾隆八年十月

至十四年七月 

乾隆八年(1743)以圆明园总管司榷淮关，

历时 6 年。改通船旧例，税就近征收。升

内务府总管，先后署理长芦盐政、直隶天

津总兵、天津钞关。 
 满洲镶黄 圆明园总管 

普福 

  淮关监督 十四年七月任 
以内务府郎中于乾隆十四年(1749)任淮关

监督，二十二年再任，三十一年署任。修

建龙王庙、城隍庙，捐资重修三元宫、海

会寺，奉旨兴建惠济祠。前后近十年，建

树颇多。累官凤阳关监督、两淮盐政、长

芦盐政、苏州织造、河东盐政。 

 满洲镶黄 内务府郎中 

高恒 

 

立斋 
淮关监督 十七年正月任 

大学士高斌子。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

郎中、山海关监督。乾隆十七年(1752)、

二十一年两任淮关监督。历署长芦盐政、

天津总兵，任两淮盐政。后因两淮盐引提

引案发伏诛。 
荫生 满洲镶黄 户部郎中 

郭永宁 
  淮关监督 二十年三月署 

天津县人。历官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

署和州知州，升淮安知府。累迁淮徐海巡

道兼河道，江宁知府，后以婪索多赃被判

绞监候。 监生 直隶天津 淮安知府 

伊拉齐 
  淮关监督 

二十年四月再

任  

  内务府郎中 

高恒 
  淮关监督 

二十一年十一

月再任  

  张家口监督 

普福 
  淮关监督 

二十二年十一

月再任  

  凤阳关监督 

高晋 

(1707－1778) 

昭德 淮关监督 
二十八年六月

兼理 

由知县累擢安徽巡抚。乾隆二十六年

(1761)任江南河道总督，二十八年兼理淮

关监督。迁太子太傅，两江总督，兼署漕

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举人 满洲镶黄 江南河道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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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 
  淮关监督 

二十八年七月

任 
累官内务府郎中。先后监督荆关税务，兼

佐领热河总管。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淮

关监督。三十一年卒于任。  满洲镶黄 内务府郎中 

普福 
  淮关监督 

三十一年十二

月署  

  两淮盐政 

李宏 

(－1771) 

济夫 

湛亭 
淮关监督 

三十一年十二

月兼理 

历山阳县外河县丞、扬州府扬河通判、淮

安府山安同知、江南河库道、河东河道总

督、江南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一年

(1692)，以江南河道总督兼理淮关监督。 监生 汉军正蓝 江南河道总督 

方体浴 

(1735－) 

  淮关监督 
三十二年四月

任 
由监生捐纳道员，历广东雷琼道、内务府

郎中、广东粤海关监督。乾隆三十二年

(1767)任淮安关监督。 监生 汉军正白 内务府郎中 

国栋 

云浦 

时斋 
淮关监督 

三十七年二月

任 

乾隆七年(1742)进士。历平山、蓬溪知

县，涪州知州，西安知府，安徽庐凤道，

凤阳关监督。三十七年以道衔任淮关监

督。累迁贵州、浙江按察使，杭州织造。

官至安徽布政使。著有《时斋偶存》。 
进士 满洲镶黄 凤阳关监督 

陶易 

(1714－1778) 

经初 

悔轩 
淮关监督 

三十七年三月

署 

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历益阳、衡阳知

县，平定知州，淮安知府，署淮关监督。

调繁江宁知府，迁广东惠潮嘉道，江南江

安粮道。官至江宁布政使。著有《惜阴诗

草》、《游雍随笔》等。 
进士 山东文登 淮安知府 

国栋 
  淮关监督 

三十七年五月

回任  

  以道衔管理 

伊龄阿 

(－1795) 

精一 淮关监督 
三十七年十一

月任 

由笔帖式累官内务府郎中。乾隆三十七年

(1772)、四十一年，两任淮关监督。时值

黄河溢岸，捐俸千余两挑浚泄水河，惠泽

后世。累迁两淮盐政、粤海关监督、奉宸

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工部右侍郎、浙

江巡抚、兵部左侍郎。 

廪生 满洲镶黄 内务府郎中 

寅著 
协恭 淮关监督 四十年三月任 

累官江宁织造、龙江西新关监督、杭州织

造、南新关监督、内务府郎中、热河总

管、两淮盐政。乾隆四十年(1775)、四十

三年两任淮关监督。 
 满洲镶黄 热河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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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龄阿 
  淮关监督 

四十一年十月

再任  

  奉宸苑卿 

寅著 
  淮关监督 

四十三年六月

再任  

  内务府郎中 

何文耀 

振光 

镜堂 
淮关监督 

署任四十五年

二月任 

一名何文曜。山东菏泽人。历官辉县、平

和知县，潼关同知，升淮安知府。剖断明

决，耿介自持。乾隆四十五年(1780)署淮

关监督。迁甘肃巩昌知府。 拔贡 山东菏泽 淮安知府 

西宁 

(1700－) 

  淮关监督 
四十五年三月

署 

历官户部员外郎、湖广荆关监督、江宁织

造、河东盐政、杭州织造、北新关监督、

长芦盐政、天津钞关税务监督。乾隆四十

五年(1780)以长芦盐政署淮关监督。弟高

晋，亦曾任淮关监督。 
 内府镶黄 长芦盐政 

征瑞 

(1734－1815) 

  淮关监督 
四十五年三月

任 

由笔帖式累官内务府员外郎、杭州织造、

长芦盐政、天津钞关监督、两淮盐政、奉

宸苑卿衔苏州织造。乾隆四十五年

(1780)、五十二年两任淮关监督。奏征空

运漕船宿税，捐廉添造驳船。官至工部左

侍郎。 

 内府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全德 

 

惕庄 
淮关监督 

四十七年三月

任 

历热河总管、九江关监督、苏州织造。乾

隆四十七年(1782)以内务府主事衔任淮关

监督。累迁两淮盐政、热河总管、两浙盐

政、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官至造办处总

管。 
 满洲镶黄 内务府主事 

福海 

(－1787) 

  淮关监督 
四十九年闰三

月任 

历内务府员外郎、热河总管、杭州织造、

江宁织造兼管龙江西新关税务。乾隆四十

九年(1784)任淮关监督。 
 满洲正白 热河总管 

李奉翰 

(1799－) 

 

芗林 
淮关监督 

五十二年十一

月署 

李宏子。历沂水县丞，潍县、莱阳、聊城

知县，颍州、青州知府，苏松常镇太道，

江南河库道，河东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

督，署淮关监督。官至两江总督。 监生 汉军正蓝 江南河道总督 

征瑞 
  淮关监督 

五十二年十二

月再任  

  两淮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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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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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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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椿 
  淮关监督 

五十四年十月

任 

历热河总管，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郎中

衔任淮宿关监督。尝查禁青口海运。累迁

两淮盐政，长芦盐政，天津钞关监督，热

河总管。 
 汉军正黄 内务府郎中 

盛住 

  淮关监督 
五十八年九月

任 

累官内阁中书、直隶大名道、浙江布政

使。缘事革职。历热河总管、头等侍卫、

粤海关监督、淮关监督、工部右侍郎、户

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镶黄旗蒙古

副都统。 
监生 满洲正白 头等侍卫 

刘朴 

(1734－) 

  淮关监督 六十年四月任 
历沛且、铜山知县，内务府郎中，江宁织

造。乾隆六十年(1795)任淮宿海关监督。

任内奏捐监督养廉五千两。累迁江西广饶

九南道，清河道(署)。左迁苏州府管粮通

判。 
 汉军镶黄 内务府郎中 

阿克当阿 

(1755－1822) 

 

厚庵 
淮关监督 

嘉庆三年四月

任 

历内务府郎中，骁骑参领。嘉庆三年

(1798)任淮关监督。兴书院，添义学，士

民德之。累迁宸苑卿，江西广饶九南道，

粤海关监督，两淮盐政，总管内务府大

臣，兵部、工部左侍郎。 
 内府正白 内务府郎中 

巴宁阿 

(－1813) 

  淮关监督 四年五月任 
历内务府郎中、山海关监督、上驷院卿、

总管内务府大臣、两淮盐政、工部右侍

郎、户部右侍郎。因事革职，嘉庆四年

(1799)以内务府主事任淮安关监督。累迁

武备院卿、总管内务府大臣。 
 满洲正白 内务府主事 

三义助 
  淮关监督 五年五月任 

嘉庆五年(1800)，由内务府郎中兼佐领任

淮关监督。累迁粤海关监督，两浙盐政。 
 满洲正白 内务府郎中 

常贵 
  淮关监督 六年五月任 

嘉庆六年(1801)，由内务府郎中兼骁骑参

领任淮关监督。升上驷院卿。 
 内府正白 内务府郎中 

德庆 
  淮关监督 七年六月任 嘉庆七年(1802)，由内务府坐办堂郎中兼

骁骑参领任淮关监督。累迁安徽庐凤道，

两淮盐运使，粤海关监督。  汉军正黄 内务府郎中 

祥绍   淮关监督 七年十二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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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职务 

籍贯 

任职时间 

任前职务 
事          略 

 满洲正白 造办处总管 

分别由造办处总管兼公中佐领、内务府郎

中，于嘉庆七年(1802)，十二年两任淮宿

钞关监督。历升奉宸苑卿、长芦盐政。 

峻亮 
  淮关监督 

署任八年九月

到任 
历荆州府理事同知，徽州知府。嘉庆八年

(1803)以河库道署任淮关监督。 
生员 满洲正黄 河库道 

德庆 
  淮关监督 八年十月任 嘉庆八年(1803)，由内务府庆丰司员外郎

任淮关监督。改殡葬，添义学，建祠堂，

民风为之一新。迁造办处员外郎。  满洲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李如枚 

 

怡庵 
淮关监督 九年十一月任 

嘉庆九年(1804)由佐领衔内务府郎中任淮

关监督。重建文津书院，新辟“爱莲书

塾”，重修《淮关统志》。培养人材，文

风蔚起。迁长芦盐政。后因“太平峪陵寝

贪污案”被罢。著有《怡庵室稿》。 
 汉军镶黄 内务府郎中 

七十四 
  淮关监督 十一年正月任 历内务府员外郎，银库员外郎，热河副总

管。嘉庆十一年(1806)、二十二年两任淮

关监督。  满洲镶黄 内务府员外郎 

祥绍 
  淮关监督 

十二年二月再

任  

 满洲正白 内务府郎中 

奇玖 
  淮关监督 十四年二月任 

历热河总管、内务府郞中，嘉庆十四年

(1809)任淮关监督。升两浙盐政。因失察

被罢。  汉军镶黄 热河总管 

舒明阿 
  淮关监督 十五年三月任 

历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苏州织造兼浒墅

关监督，因事降为笔帖式。嘉庆十五年

(1810)任淮关监督。  内府正白 笔帖式 

朱尔赓额 

(1760－1824) 

白泉 

述堂 
淮关监督 十六年十月署 

累官兵部主事、江安粮道、户部郎中、潮

州知府、曲靖知府、广东高廉道、江南盐

巡道、江宁布政使(署)。嘉庆十六年

(1811)以江南盐巡道署淮关监督。 监生 汉军正红 江南盐巡道 

元成 

 

静庵 
淮关监督 十六年十月任 

历工部笔帖式，嘉庆十六年(1811)由南苑

郎中兼佐领任淮关监督。时水旱灾害频

仍，关税屡亏，因之连年降职，至二十年

完成税课，方官复原职。重修并刊印《续

纂淮关统志》。 
监生 内府正黄 南苑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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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淮关监督 

二十二年十月

再任  

  热河副总管 

达三 

(1762－) 

 

诚斋 
淮关监督 

二十四年十一

月任 
历内务府营造司员外郎、造办处郎中，嘉

庆二十四年(1819)任淮关监督。调粤海关

监督。  汉军正黄 内务府郎中 

阿勒精阿 

 

震庵 
淮关监督 

道光元年八月

任 

历上驷院郎中、上驷院卿，道光元年

(1821)任淮关监督。迁上驷院卿，以事革

职，以内务府员外郎用。  蒙古正白 上驷院卿 

广亮 
  淮关监督 二年八月任 历内务府主事，道光二年(1822)任淮关监

督。累迁江宁织造，龙江西新关监督，热

河总管，内务府钱粮衙门郎中。  内府三旗 内务府主事 

文连 

 

云乔 
淮关监督 三年十月任 

道光三年(1823)，由内务府郎中兼骁骑参

领任淮关监督。迁粤海关监督。 
  内务府郎中 

中祥 
  淮关监督 六年十月任 历热河总管，内务府坐办堂郎中兼佐领、

骁骑参领。道光六年(1826)任淮关监督。

累迁粤海关监督，奉宸苑卿。   内务府郎中 

恒棨 

 

信庵 
淮关监督 九年九月任 道光九年(1829)，由内务府都虞司郎中兼

骁骑参领任淮关监督。迁热河副总管、正

总管。因失察被革。  内府三旗 内务府郎中 

荣桂 
  淮关监督 十年十月任 道光十年(1830)，由内务府郎中、正白旗

值月参领任淮关监督。迁热河副总管。因

库贮银两亏缺被革。  内府正白 内务府郎中 

福泰 
  淮关监督 

十一年十一月

任 
累官理藩院员外郎，上驷院郎中，淮安关

监督，江宁织造，龙江西新关监督，热河

正总管，江西广饶九南道兼九江关监督。  内府三旗 上驷院郎中 

庆琛   淮关监督 
十二年十一月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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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务府郎中 

历内务府员外郎，热河副总管，杀虎口监

督，热河总管，内务府郎中。道光十二年

(1832)任淮关监督。 

明伦 
  淮关监督 十四年四月任 历内务府银库员外郎，三库郎中兼佐领。

道光十四年(1834)任淮关监督。累迁龙江

西新关监督，江南织造，长芦盐政。   内务府郎中 

那昆 

 

云衢 
淮关监督 十五年六月任 

历内务府笔帖式，广储司员外郎兼公中佐

领。道光十五年(1835)任淮关监督。 
  内务府员外郎 

克明额 

(1772－1842) 

 

峻斋 
淮关监督 十七年七月任 

累官江南织造，龙江西新关监督(兼)，内

务府六库郎中兼正黄旗骁骑参领。道光十

七年(1837)，任淮宿钞关监督、兼管淮安

仓清江厂税课。历署上驷院卿，迁武备院

卿衔粤海关监督。 
  内务府郎中 

长良 
  淮关监督 十八年八月任 历内务府主事，热河副总管，江宁织造。

道光十八年(1838)以署奉宸苑卿兼公中佐

领任淮关监督。   署奉宸苑卿 

恩吉 
  淮关监督 十九年九月任 

历内务府司库员外郎，三库郎中兼正黄旗

骁骑参领，道光十九年(1839)、二十七年

两任淮关监督。累迁热河副总管，杭州织

造，粤海关监督。 
 满洲正白 内务府郎中 

琔珠 

(－1844) 

  淮关监督 
二十年十一月

任 

一名定珠。历内务府员外郎、郎中，苏州

织造，浒墅关监督。道光二十年(1840)任

淮关监督。累升武备院卿，总管内务府大

臣。 
 内府三旗 内务府郎中 

松桂 
  淮关监督 

二十一年十二

月任 
历内务府员外郎，苏州织造，热河正总

管。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淮关监督。父

广亮，前淮关监督。  内府三旗 热河正总管 

文彬 
  淮关监督 

二十二年九月

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协办税务笔帖式

任淮关监督。 
 内府正白 笔帖式 

景福   淮关监督 
二十二年十一

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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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府三旗 热河正总管 

累官刑部郎中，张家口监督，山海关监

督，热河正总管。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

淮关监督。 

和升额 

(－1846) 

  淮关监督 
二十三年十二

月任 历内务府笔帖式，奏事处郎中，奉宸苑卿

(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淮关监督。 
 内府三旗 内务府郎中 

兴浚 

 

春泉 
淮关监督 

二十五年正月

任 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造办处总管郎中

兼骁骑参领任淮关监督。 
  内务府郎中 

德浩 

(－1846) 

  淮关监督 
二十六年三月

任 
历户部江西司主事，内务府衣库员外郎。

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淮关监督。卒于

任。   内务府员外郎 

福懋 
  淮关监督 

二十六年九月

任 

历苏州府总捕同知，升淮安知府兼淮关监

督。修筑四十里运河西太平圩，以御洪泽

湖水，乡民谓“福公堤”。官至淮扬道。 监生 满洲镶白 淮安知府 

恩吉 
  淮关监督 

二十七年二月

再任  

  粤海关监督 

文光 

 

小良 
淮关监督 

二十七年十一

月任 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上驷院坐办堂郎中

任淮关监督。 

 内府三旗 上驷院郎中 

文勋 

 

树廷 
淮关监督 

二十九年二月

任 

累官内务府造办处员外郎，庆丰司郎中，

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淮关监督。迁缎库

郎中，苏州织造。咸丰六年以骁骑参领衔

再任淮关监督。官至四川夔州知府。 
 内府正黄 内务府郎中 

全福 
  淮关监督 三十年二月任 历内务府堂主事，广储司员外郎，杭州织

造，内务府郎中兼骁骑参领。道光三十年

(1850)任淮关监督。  满洲正黄 内务府郎中 

双明   淮关监督 
咸丰元年三月

任 

历理藩院主事，内务府造办处总管郎中兼

骁骑参领。咸丰元年(1851)任淮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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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 内务府郎中 

兴业 
  淮关监督 元年六月任 

咸丰元年(1851)，以内务府掌仪司郎中任

淮关监督。 
 内府正黄 内务府郎中 

常清 
  淮关监督 二年五月任 咸丰二年(1852)，以协办税务笔帖式获任

淮关监督。 
  笔帖式 

文谦 

(－1877) 

 

六吉 
淮关监督 二年九月任 

历内务府员外郎，圆明园郎中兼骁骑参

领，江宁织造兼龙江关监督，杭州织造兼

南北新关监督。咸丰二年(1852)任淮关监

督。累迁长芦盐政，贵州布政使，马兰镇

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官生 内府镶黄 圆明园郎中 

福瑞 

 

芝亭 
淮关监督 二年十月任 

咸丰二年(1852)，以内务府都虞司员外郎

任淮关监督。次年以短收税银被劾。 
监生 汉军正黄 内务府员外郎 

毓泰 

 

秀峰 
淮关监督 四年四月任 历汉本堂中书。咸丰四年(1854)，以内务

府银库员外郎兼护军参领任淮关监督。累

迁内务府郎中，热河总管。  内府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恒起 

 

怡亭 
淮关监督 五年四月任 

咸丰五年(1855)，以南苑员外郎任淮关监

督。累迁内务府郎中，杭州织造。 
 汉军镶黄 南苑员外郎 

文勋 
  淮关监督 六年七月再任 

 

  内务府郎中 

毓清 

 

济川 
淮关监督 七年八月任 历内务府主事，掌仪司郎中兼骁骑参领。

咸丰七年(1857)任淮关监督。累迁粤海关

监督，总管内务府大臣衔奉宸院卿。  汉军正白 内务府郎中 

鹤昶 

 

仙舫 
淮关监督 

咸丰八年十月

任 咸丰八年(1858)，以武备院郎中兼骁骑参

领衔任淮关监督。累迁杭州织造。 
 满洲正白 武备院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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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恒 

 

月舫 
淮关监督 九年任 

咸丰九年(1859)，由内务府瓷库员外郎兼

公中佐领、护军参领衔任淮关监督。   内务府员外郎 

祥庆 

 

云谷 
淮关监督 十年七月任 

咸丰十年(1860)，以武备院员外郎任淮关

监督。 
 内府正白 武备院员外郎 

启裕 

 

子开 
淮关监督 十一年十月署 

累官内务府员外郎，杀虎口监督，内务府

宁寿宫郎中，江宁织造。咸丰十一年

(1861)以江宁织造兼理淮安关监督。  内府正黄 江宁织造 

奎明
[32]

 
  淮关监督 十一年任 

仕绩待考。  汉军正黄  

永存 

 

恒斋 
淮关监督 

同治元年四月

任 同治元年(1862)中，以武备院员外郎任淮

关监督。累迁武备院郎中，热河正总管。 
 内府正黄 武备院员外郎 

希曾 

 

懋斋 
淮关监督 二年六月任 同治二年(1863)，以内务府缎库郎中兼骁

骑参领任淮关监督。任内由捐输加护军参

领衔。  满洲正黄 内务府郎中 

文明 

仲远 

鉴堂 
淮关监督 

同治三年八月

任 
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同治三年由清漪

园郎中任淮关监督。左迁刑部员外郎。历

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  内府正黄 清漪园郎中 

世荣 

 

华堂 
淮关监督 四年九月任 

历圆明园主事，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兼骁骑

参领。同治四年(1865)任淮关监督。 
 内府镶黄 内务府郎中 

禄安 

 

竹溪 
淮关监督 六年二月任 

历内务府堂笔帖式，广储司六库郎中兼骁

骑参领。同治六年(1867)任淮关监督。 
 汉军正黄 内务府郎中 

豫善 
  淮关监督 六年五月任 同治元年(1862)任淮安关协办税务笔帖

式。六年获任淮关监督。 
  笔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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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志 

 

心农 
淮关监督 六年八月任 

同治六年(1867)，由四品顶戴奏事官、内

务府员外郎任淮关监督。 
 内府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连明 

 

镜汀 
淮关监督 七年九月任 

同治七年(1868)，由内务府宁寿宫郎中任

淮关监督。光绪九年任杭州织造。 
 内府正白 内务府郎中 

舒麟 

(1826－) 

 

振斋 
淮关监督 八年十月任 

历奉宸苑六品苑丞，南苑员外郎，副护军

参领衔南苑郎中，同治八年(1869)任淮关

监督。迁杭州织造。  内府正黄 南苑郎中 

海绪 

 

缵廷 
淮关监督 十年十一月任 

历内务府御茶膳房主事，衣库员外郎兼正

白旗佐领。同治十年(1871)任淮关监督。

累迁粤海关监督，奉宸苑卿，正红旗蒙古

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 
 内府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文桂 

 

少峰 
淮关监督 十二年二月任 同治十二年(1873)，由内务府慎刑司员外

郎兼护军参领任淮关监督。累迁杭州织

造。  汉军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文琳 

(1829－1898) 

小衢 

贡三 
淮关监督 

光绪元年二月

任 

历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二品顶戴广储司

郎中，光绪元年(1875)任淮关监督。累迁

江南织造，都虞司郎中，苏州织造。官至

刑部右侍郎。父那昆，前淮关监督。 贡生 满洲正白 内务府郎中 

广麟 

 

瑞堂 
淮关监督 

光绪三年三月

任 
光绪三年(1877)，由二品顶戴、内务府宁

寿宫郎中兼参领任淮关监督。升署上驷院

卿。  汉军正白 内务府郎中 

广英 

 

乐三 
淮关监督 五年七月任 历宁寿宫员外郎，二品顶戴造办处总管郎

中。光绪五年(1879)任淮关监督。累迁杭

州织造，江宁织造兼龙江西新二关。 监生 汉军正黄 
造办处总管郎

中 

征麟 

(1835－) 

 

晓峰 
淮关监督 

光绪六年八月

任 

历内务府委署主事，武备院员外郎。光绪

六年(1880)任淮关监督。补修《淮关统

志》。累迁武备院郎中兼骁骑参领，热河

副总管。 监生 内府镶黄 武备院员外郎 

英瑞 

(1840－) 

 

芝圃 
淮关监督 七年九月任 

历内务府庆丰司员外郎，武备院卿衔宁寿

宫郎中。光绪七年(1881)任淮关监督。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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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监 内府正黄 宁寿宫郎中 
迁广储司银库郎中，杭州织造，上驷院

卿，正白旗汉军副都统。 

恩林 

(－1886) 

 

树轩 
淮关监督 九年十一月任 一名恩霖。光绪九年(1883)，由二品顶戴

内务府广储司六库郎中任淮关监督，十二

年正月离任，旋病卒。 监生 汉军正白 内务府郎中 

明勋 

 

子善 
淮关监督 十二年正月任 

历内务府庆丰司员外郎，江南织造，武备

院卿衔内务府都虞司郎中。光绪十二年

(1886)任淮关监督。累迁武备院郎中，杭

州织造，热河正总管。 监生 内府正黄 内务府郎中 

世序 

(1842－) 

 

以贤 
淮关监督 

十三年闰四月

任 
历上驷院主事，公中佐领，热河副总管。

光绪十三年(1887)，由上驷院员外郎兼骁

骑参领任淮关监督。升上驷院堂郎中。  汉军正白 上驷院员外郎 

效曾 

(1845－) 

 

述堂 
淮关监督 十四年八月任 

历掌仪司员外郎，三品衔钱粮衙门员外

郎。光绪十四年(1888)任淮关监督。累迁

广储司缎库郎中，江安粮储道，江苏按察

使，江苏布政使。 监生 蒙古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世纲 

 

振三 
淮关监督 十六年九月任 

由笔帖式，历三院卿衔武备院员外郎，杀

虎口监督，公中佐领。光绪十六年

(1890)、二十七年两任淮关监督。累迁热

河正总管。 
 内府正白 武备院员外郎 

常恩
[33]

 

 

湛园 
淮关监督 

十八年十一月

任 

历护军叅领衔两苑员外郎，武备院卿衔奉

宸苑郎中。光绪十八年(1892)任淮关监

督。累迁南苑郎中，二品顶戴粤海关监

督。 贡生 汉军厢黄 奉宸苑郎中 

文绅 

 

晋青 
淮关监督 

二十一年二月

任 

历广储司瓷库员外郎，镶黄旗公中佐领，

武备院卿衔掌仪司员外郎。光绪二十一年

(1895)任淮关监督。累迁恩丰仓监督，宁

寿宫郎中，正白旗骁骑参领，杭州知府。 监生 内府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都庆 

 

虞臣 
淮关监督 

二十三年三月

任 
历内务府广储司瓷库员外郎，正白旗满洲

公中佐领，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淮关监

督。累迁掌仪司郎中，贵阳府知府。 监生 满洲正白 内务府员外郎 

金声 
子铮 淮关监督 

二十四年四月

任 累官三院卿衔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淮安

关监督，造办处郎中。 
贡生 满洲正黄 内务府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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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纲 
  淮关监督 

二十七年十一

月再任  

  热河正总管 

沈瑜庆 

(1858－1918) 

爱苍 

涛园 
淮关监督 

二十九年二月

代理 

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二十七年以淮扬

道暂护漕运总督，兼淮关监督。累迁湖南

按察使，顺天府尹，江西布政使。官至贵

州巡抚。 
举人 福建侯官 淮扬道 

恒启[34] 

(1851－) 

 

月舫 
淮关监督 

二十九年五月

任 

历内务府堂主事，武备院卿衔掌仪司员外

郎，公中佐领，热河副总管，二品衔都虞

司郎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淮关监

督。 
监生 内府正黄 内务府郎中 

汪树堂 

剑星 淮关监督 
三十一年八月

兼 

浙江余杭人。历官刑部、户部员外郎，句

容知县，通州、海州知州，署淮安知府，

兼淮安关监督。力施新政，改丽正书院为

淮安府中学堂，挑浚涧河，咨查钞关积

弊。父元方，官太子少保、军机大臣。 

 浙江仁和 淮安知府 

穆克登布 

(1848－) 

少若 淮关监督 
三十二年七月

派 
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由报捐员外郎累

迁江苏候补道，署徐淮河务道。光绪三十

二年(1906)任淮关监督。 举人 满洲镶红 江苏候补道 

杨文鼎 

俊卿 淮关监督 
三十三年二月

兼 

光绪五年(1879)举人。历西宁、宁海知

县，福建盐法道，福建按察使，淮扬道，

湖北布政使，湖南、陕西巡抚。光绪三十

三年(1907)以淮扬道兼理淮关监督。 
举人 云南蒙自 淮扬道 

吴学廉 

鉴泉 淮关监督 
三十四年三月

兼 

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由报捐选用主

事，累官江苏补用道、署淮扬海道。三十

四年兼淮关监督。父吴赞诚，光禄寺卿总

理船政大臣。 
廪贡 安徽庐江 淮扬道 

程龢祥 

(1847－1924) 

商霖 

息叟 
淮关监督 

宣统元年十月

派 
以道员捐班，累迁江南盐法道，湖北江汉

关监督，江苏候补道。宣统元年(1909)任

淮关监督。 廪贡 湖南衡阳 江苏候补道 

方政 

(1852－1930) 

宣甫 

倦尘 
淮关监督 三年正月派 

由报捐通判，署广东澄海知县。宣统三年

(1911)，以江苏候补道任淮关监督。民国

间，累官太平关监督，北京公估局局长，

直隶印花税处处长。 
监生 江西南昌 江苏候补道 

车庆云 

(1880－) 

瑞丰 淮关监督 
民国元年一月

代 
1908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江

苏清江浦防务总管，镇江警备团团长。民

国元年(1912)以陆军十三协管带官代理淮 直隶天津 十三协管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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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监督。其后任北京政府陆军第二十七旅

旅长，率部驻防苏北地区。 

方政
[35]

 
  淮关总理 元年一月再委  
   

袁国钧 

(1868－1927) 

楠生 淮关总理 元年一月委 历上元、江都、铜山、萧县知县，淮北督

销西坝盐厘局总办。民国元年(1912)获任

淮关总理。  湖南湘潭 
西坝盐厘局总

办 

石佳华 

莲城 淮关总理 元年四月委 民国元年(1912)一月任淮安关协理，时为

陆军二十五标标统。四月获任淮关总理。

后历任三十七旅旅长，陆军少将、十三师

参谋长，松沪护军使署咨议，江苏盐捕缉

私统领。 

 直隶天津 二十五标标统 

沈佺
[36]

 

(1857－1931) 

期仲 淮关监督 元年七月委 历桃源、宝山知县，江苏候补道。民国元

年(1912)七月，由江苏都督委任为淮关监

督。累任江南水利局总办，江苏财政厅

长，江南水利局长。 
监生 浙江归安 前江苏候补道 

徐锡麒 

(1878－1955) 

叔荪 淮关监督 二年十一月任 反清志士徐锡麟三弟，曾留日并加入光复

会。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任淮关监督。

累任武昌关监督，瓯海关监督，温州交涉

员，绍兴民团局长，绍兴商会会长。 
 浙江绍兴  

崔其枢 

(1879－) 

裕如 淮关监督 三年一月委 清末附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

盟会会员。历任北京政府陆军部顾问、第

九师混成团团长、大总统谘议、代理通海

镇守使兼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民国三年

(1914)一月由江北护军使委任为淮安关监

督。著有《金石文字名录家考略》等。 

 直隶天津 七十六旅旅长 

陶瑗 
希泉 淮关监督 三年一月委 历江阴税所所长。民国三年(1914)一月由

江苏财政厅委任为淮关监督。累任扬由关

监督，江海关监督，全国纸烟捐务总办。  江苏武进 江阴税所所长 

汪嘉棠 

(1846－) 

叔芾 淮关监督 三年二月任 累官礼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二品衔江

苏候补道，镇江关监督。民国三年(1914)

二月任淮关监督。历任金陵洋务局总办、

金陵制造局会办、全国厘金局总办、全国

电政督办、财政部咨议等职。 

拔贡 南直歙县 前江苏候补道 

耿守恩 

(－1916) 

应庭 淮关监督 四年二月任 历山东东明、长垣、固安知县，滦州知

州，天津运河同知，天津知府。民国三年

(1914)任清苑县知事，四年二月任淮关监

督。 
监生 山东历城 前天津府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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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嘉棠 
  淮关监督 五年四月再任  
   

杜钟骏 

(1852－1922) 

子良 淮关监督 五年八月任 清末医家。从政之暇，博览群书，尤通医

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经浙江巡抚

保荐，任御医。清亡，为袁世凯招至京

都。民国五年八月任淮关监督。后行医于

京城。著有《杜氏医书五种》。 

 江苏江都 
前浙江候补知

府 

胡思义 

(1879－) 

幼腴 淮关监督 六年七月任 曾任云南南安州判，蒙自、通海县知县。

辛亥革命后历安徽省中华银行监理官，安

徽审计分处处长。民国六年(1917)七月任

淮关监督。累官两浙盐运使，安徽省财政

厅长，江西省长。 

 江西宜丰 两浙盐运使 

陶思澄 

(1883－) 

芷泉 淮关监督 八年二月任 民国初历山东行政公署秘书官、北洋政府

财政部盐运使、两湖米捐总局总办、湖南

巡按使。民国八年(1919)二月任淮关监

督。累官山东济南道道尹、胶东道道尹。

1938 年起，历汪伪南京政府财政部专

员、伪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江苏武进 湖南巡按使 

冒广生 

(1873－1959) 

鹤亭 

疚翁 
淮关监督 九年十月任 

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历刑部及农工部

郎中，戊戌政变时参加保国会；民国初年

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累迁瓯海、淮

安、镇江等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

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

后，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

海文史馆馆员。以学者与诗人闻名于世。

编著有《楚州丛书》、《小三吾亭诗文

集》等。 

举人 江苏如皋 镇江关监督 

李湛田 

(1870－) 

丹孙 

伯愚 
淮关监督 十一年二月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进士，选庶吉

士，散馆授编修。民国后历任内务司科

长，江苏印花税处长。民国十一年(1922)

二月任淮关监督。迁苏皖赣巡阅使署秘书

处处长。工于书法。著有《静馥室爱别离

语》。 

进士 直隶宝坻 
江苏印花税处

长 

高巨瑗 

(1877－1952) 

蘧夫 淮关监督 十三年七月 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科毕业。民国后历江西

司法局局长，江西审计厅厅长，江苏督军

署机要处处长，苏皖赣巡阅使署机要处处

长。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任淮关监督。

累迁军事参议院秘书长。著有《灵华寤阁

诗文钞》。 

举人 江西湖口 
苏皖赣使署处

长 

艾庆镛 韶笙 淮关监督 十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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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贡 山东长清 前记名道尹 

朝考任七品小京官，邮传部主事，记名道

尹。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任淮关监督。

共和党成员，两次任众议院议员。 

孙锡祺 
少川 淮关监督 十四年十二月 历吴县、江宁县知事，民国十四年(1925)

十二月任淮安关监督。翌年以筹备东海关

事宜离任。  浙江杭县 江宁县知事 

张俊峯 
一山 淮关监督 十五年七月 由学兵累升陆军中将，陆军第二十四混成

旅旅长，金陵关监督。民国十五年(1926)

七月任淮安关监督。   金陵关监督 

孙祥夫 

(1889－1961) 

纵横 淮关监督 十六年六月 上海青红帮头目。孙中山广州护法时，曾

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

十七军副军长。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任

淮安关监督。抗日战争时期任汪伪南京国

民政府海军总司令。 

 山东昌邑 十七军副军长 

陈卓民 
  淮关监督 十六年十月 

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任淮关监督。 
   

唐海安
[37]

 

肇凯 淮关监督 十七年二月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参加广州国民政府。

历广东省缉私局长，广州烟酒专税处处

长；南京国民政府缉私处处长兼江苏缉私

局局长，财政部秘书。民国十七年(1928)

二月任淮安关监督。累迁镇江关监督，上

海江海关监督。 

 广东香山 财政部秘书 

 

 

注： 

1.明宣德四年(1429)，淮安始设钞关，称淮安钞关，关址在板闸，征过往舟船之船料。正统

六年(1441)罢之。景泰元年(1450)复设。成化元年(1465)又罢，改在苏州、淮扬等处收船料。

成化七年复设。八年，朝廷撤各处钞关，船料钞委派地方官府监收，至弘治五年(1492)止。

弘治六年，定税例，由南京户部差官督理，一年一任，不得连任。 

2.《万历淮安府志》作张宪廷，误。 

3.《续纂淮关统志》载罗柔字文徵，误。 

4.《正德淮安府志》作四川临水人，光绪《淮安府志》作临川人，误。 

5.《光绪淮安府志》等作黄灌，误。 

6.《光绪淮安府志》等作黄廷锡，误。 

7.《正德淮安府志》作毕挺珙，误。 

8.《正德淮安府志》作林文沛，误。 

9.进羡：指上缴正赋外的无名税收。 

10.广东番禺人，一作新宁人。 

11.《续纂淮关统志》作周尚宗，误。 

12.《续纂淮关统志》作郭光邦，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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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乾隆富川县志》、《雍正平乐府志》等作毛德正。 

14.《续纂淮关统志》作董学海，误。 

15.《续纂淮关统志》作赵光德，误。 

16.《续纂淮关统志》作林民正，误。 

17.《续纂淮关统志》作马应龙，误。 

18.《淮安府志》作晋然，景陵人。王曰二字或系晋字之讹，亦未可定。姑存以俟考。 

19.《淮安府志》作程侃，误。 

20.《续纂淮关统志》作朱沐民，误。 

21.《续纂淮关统志》作张坦，误。 

22.《续纂淮关统志》作刘必达。 

23.《淮安府志》载其任职在吴起龙之前，天启七年任。 

24.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沿明旧制，仍于淮安分设钞关、淮仓、清江厂三处关榷，分别称为

户部分司与工部分司。 

25.康熙九年(1670)，因运河一线十里三关，不便商民，遂将淮安仓、清江厂归并淮安一关，

只派关差一人督管。 

26.《淮安府志 》作李耀祖，误。 

27.《淮安府志》作陕西人。 

28.满洲镶红，即满洲镶红旗；内府，即内务府。下同。 

29.《续纂淮关统志》作讷言。 

30.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准淮关税务于两河同知内差一人管理。稍后山清里河同知、顺天大

兴人朱人龙，山清里河同知、浙江建德监生钱士镛，山安河务同知、浙江会稽进士王德祚等

相继参与淮关管理。 

31.雍正五年(1727)及七年，陆续将宿迁关、原属江海关管辖之庙湾口海关归并淮安关管理。 

32.据《江苏省通志稿·职官志》补。 

33.《续纂淮关统志》作常忍。误。 

34.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裁淮安关。十二月裁漕运总督，改设江淮巡抚。至三十一年八月改

缺为差，改监督为总办，由南洋大臣奏派。 

35.民国初淮关监督或由政府委派，或由督军兼任，甚为芜杂。元年(1912)一月，添委石佳华

为协理，张佑为总监。七月裁协理及总监。 

36.民国元年(1912)七月，复改总理为监督。 

37.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推行统税制度，取消内地关卡，裁撤常关。二十年一月一日，

淮安关奉命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