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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 1843 年开埠后，便开始出现租界，前后持续了百年时间。上海租界是一种根据中外

不平等条约，由外国侨民通过租地方式取得土地并自己进行管理的城市自治区域。上海长期存有

两大租界 ：一是从英租界发展起来的公共租界 ；二是法租界。①上海两大租界都颁行了自己的法

制，这是一种由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侨民制定、认可并仅在本租界里实施的法制。近代国人如何看

待这一法制，他们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又是怎样的，本文做些解析。

近代国人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史料

上海租界法制颁行以后，逐渐成为历史，对以往上海租界法制历史的真实记载，便形成了上

海租界法制的史料，这一史料十分重要，是后人对这一法制进行认识、研究的主要依据。有些国

人从事过这一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用笔记下了上海租界法制的情况。《民国上海市通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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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上海市通志》，是一本较为全面记载上海历史的志书，涵盖了上海自起源至 1933 年间各阶

段的历史。②其中，包括有上海租界法制的内容，如颁行的法规、建立的制度、司法的情况，等等。

（一）近代国人笔下上海租界颁行的法规

近代国人曾用笔记下上海租界颁行的法规，把它作为上海租界法制史料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

比如，《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社会事业”部分的编纂人是胡道静。在此部分中，记载了上海公共

租界与法租界两个租界各自颁行的印刷律的完整内容。印刷律是上海租界规范印刷人行为的一种

法规。上海公共租界于 1919 年 7 月通过了印刷律，内容共有 7 条，分别对印刷人所持执照的陈列、

接受相关人员的检查、印刷品的注册、印刷人相关信息、不得印刷的物品以及罚则等作了明文规

定。比如，此印刷律的第 1 条就规定了印刷人所持执照的陈列地点，内容是 ：“执照当陈列于领

有执照屋内显明之处。”③上海法租界的印刷律颁布于 1919 年 6 月，也共有 7 条律条，但内容上

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刷律略有差异。比如，它专门规定印刷机构必须得到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同意

才能设立，印刷律的执行人为法租界巡捕房的总巡。“无论刊行华文杂志书籍新闻纸等书画社报馆，

如未奉法总领事允准，不能在法租界内开设”；“此令由法捕房总巡执行”。④而这些内容在上海公

共租界的印刷律中均无明文规定。

（二）近代国人笔下上海租界建立的制度

近代国人也用笔记载了上海租界建立的一些制度，使其成为上海租界法制史料的一个部分，

保留至今。《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特区——公共租界”部分由蒯世勋编撰。在此部分中，他

记载了上海英租界建立的巡捕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主要是 ：1853 年太平天国军队“进迫南京”，

为了“共同组织市政机关，管理外人租界”，1854 年 7 月 5 日，“英、美、法三国领事竟公布经

三国公使共同签字的地皮新章了”。根据这一地皮新章，上海英租界的“工部局即行照章着手组

织巡捕”⑤。随后，上海英租界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巡捕制度，先“发信到香港，聘请曾任该地

巡捕房高级职员的克列夫登（S. Clifton）来沪就任第一任巡捕房总巡”。随即又制定巡捕服务规则

17 条，其内容除“警务以外，举凡道路的整洁和燃灯，有碍公众的事物的取缔以及奉领事命令搜

查军器的输入和解除华人武装，协助征税筑路，都在其内”⑥。这些记载的内容反映的是上海租

界早期建立的巡捕制度，为今天研究这一制度提供了史料依据。

（三）近代国人笔下上海租界的司法情况

近代国人还用笔记录了上海租界的一些司法情况，其也是上海租界法制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

胡道静在《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的“社会事业”部分，以“苏报案”为例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司法

情况做了记录，主要内容包括 ：逮捕章炳麟（章太炎）和邹容、案件移交至会审公廨（也称“会

审公堂”）、审判与执行等一些情况。关于逮捕章炳麟和邹容的情况 ：“苏报案”的主要当事人是

章炳麟和邹容。胡道静记叙了他们的被捕情况，1903 年“六月三十日，巡捕房分派中西警探多

名，先赴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邹容闻讯，即自往捕房投到”⑦。关于案件移交会审公廨的情况 ：

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于同年“七月一日巡捕房按向例将案犯章炳麟等送至会审公廨，由谳员孙

士鏻和陪审官英领属翻译迪理斯（B. Giles）会同审讯。章等已延律师博易（Harold Browett）出庭

辩护”⑧。从那以后，“苏报案”便进入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程序，宣判的法官与辩

护律师也已到位。关于审判与执行的情况 ：章炳麟与邹容被移交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十四

天后，开始庭审了。“同年七月十五日会审公廨开始审讯苏报案人犯，谳员及陪审官仍是孙士鏻

和英翻译官迪理斯，中国政府的律师是古柏和哈华托，章、邹的律师是博易和琼司（Loftus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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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⑨以后，又经过多次庭审，最后于同年（1904 年）5 月作出宣判，即“判押章炳麟三年，

邹容二年，自上年闰五月六日到案之日起算。期满后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审判后，就进

入执行阶段。“后来邹容于出狱前一日病死。章炳麟则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⑩

近代国人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研究

中国近代的有些国人对上海租界法制进行了研究，并公开出版、发表。这种研究成果形式主

要是著作与论文。

（一）近代国人著作中的上海租界法制研究

近代国人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专门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

和研究上海租界中涉及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

关于专门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徐公肃与丘瑾璋合著并印行于 1933 年的《上海公共租

界制度》就是如此。⑪此著作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些主要制度，内容除“序言”

与“结论”外，主要分为三编九章。第一编为“历史的发展”，下设四章，分别是 ：概述、土地

章程的嬗递、公共租界面积之扩充、越界筑路与征税管理。第二编为“制度的解剖与观察”，下

设三章，分别是 ：会议与立法、行政之组织与实况、司法之过去与现状。第三编为“法理的考察”，

下设两章，分别是 ：上海公共租界之法律性质、现行制度之法律根据。最后，还有附录与参考书目。

从《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三编内容来看，是一种把制度的演变、制度的解剖与观察、制度

的法理考察结合起来的安排，形成了一个从制度本身的梳理到制度分析、理论阐述的内在逻辑。

此著作十分注重史论的结合，其中既有史有论，又论从史出。此著作中，参考、运用了大量中外

文资料，总数达 80 余种。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在学术性、逻辑性上都较强。此著作的作者

经过对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观点 ：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建立“纯属私权问

题，而非公权问题，可不烦言而喻。乃外人穿凿附会，竟认为特别性质之国际领域或为与殖民地

同一来源之制度或为外国行政区域，此均由于不明了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之根本性质故”⑬。此观

点不仅正确，而且还纠正了外国人的一些偏见。

关于研究上海租界著作中涉及到的租界法制研究，夏晋麟所著并印行于 1932 年的《上海租

界问题》就是如此。⑭该著作共九章，其中有四章专门研究上海租界的法制问题。它们是 ：第三

章的“土地章程之讨论”，第四章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第五章的“会

审公堂及临时法院”和第六章的“临时法院之将来”。在这四章中，作者都研究了上海租界法制，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第五章中，作者首先阐述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发生重大变化

的原因，即“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于会审公堂以最紧要之变动，是年十一月三号，上海为民军

光复后，会审公廨乃暂时停止职务，且有谳员二人，席卷公堂涉诉讼存款而逃，公堂情形，遂益

混乱”⑮。乘此机会，上海公共租界开始扩大其司法权，自己“特定一种处变暂时办法，重委曾

经为谳员之关群、王家海、聂崇熙诸君为公堂谳员，秉陪审官之指导及同意处理公堂事宜”⑯。

这样，上海公共租界实际上完全掌控了会审公堂，使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五卅惨案

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收回会审公堂进一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即“交还会审公堂之速，

殊出大多数人之所料。盖被一九二五年惨案催促所致”⑰。可见，在此章里，作者以辛亥革命与

五卅惨案为线索，把会审公堂的变化与临时法院产生的背景联系起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



城　　市   二 O 二 O 年  第八期

145Aug.   2020

（二）近代国人论文中的上海租界法制研究

由于论文的容量与篇幅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近代国人研究上海租界法制均以专题研究为主。

一篇论文往往研究上海租界法制中的一个问题。以这一问题为主题，进行论述，涉及的面不宽，

但有深度。甘豫立和陆鼎揆都有此类研究成果，并聚焦于上海租界的审判机关。

1926 年，甘豫立发表了《上海会审公廨之研究》一文。⑱此文对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些重要问

题作了研究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涉及上海会审公廨之沿革与组织、上海会审公廨与中国司

法之尊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交涉之经过等。作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收回上海会审公廨，

即“收回会审公廨之不可或缓，当为国人所公认”。此文同时对上海会审公廨的性质与弊端作了

概括性表述。“上海会审公廨中国领土以内之法庭也，租界市民生命财产之所恃以保障者也。乃

其权完全操之于利害冲突之外人。纵使一部分华人可以忍气吞声，甘受切肤之痛，奈国家之主权，

国家之体面。”最后，作者提出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努力方向。“惟有依据约章，自为恢复，并

将历年交涉情形，宣示世界，洞烛其谋。”

陆鼎揆于 1927 年发表了《上海临时法院》一文。⑲ 1927 年是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并

建立上海临时法院的时间。此文对上海临时法院的产生与愿景等等都做了论述，表达了自己对这

一新生法院的态度与期望。作者认为，根据 1926 年签订的条约，从 1927 年元旦起，上海公共租

界的司法权“复归还于中国国家，而上海临时法院，由是产生”。对于这个新建立的法院，作者

充满了希望，即“斯吾人不得不对于此临时法院愈抱有热烈之希望者也”。其中，作者特别希望

上海临时法院在司法中，“不仅在能随时适当地应付现状，同时且必在注意于创造一新法律之基

础者也”。

近代国人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传播

上海租界法制自建立之初起，就属于近代法制，不是传统法制。在清末法制改革以前，这一

法制与华界法制的差异很大，体现出一种近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差异。为了使进入上海租界的华

人知晓、遵守租界的法制，避免违法，近代国人力所能及地传播这一法制，而主要的传播方式是

文字传播。这一传播方式有多种，这里重点阐述沪游指南及报纸报道两种传播方式。

（一）通过沪游指南传播上海租界法制

上海开埠以后，租界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快，有不少外地华人慕名而来，但他们不知晓上海

租界法制，这就有了传播这一法制的必要。沪游指南是一种向沪游人员介绍上海情况、告知注

意事项的著作，对于传播上海租界法制有重要价值。《沪游杂记》是这样的著作。它成书于光绪

二年（1876 年），作者是被称为“老上海”的葛元煦，此著作较早地系统介绍上海包括租界法制

在内的上海租界情况，被称为是“沪游指南之针”。⑳《沪游杂记》介绍了上海租界法制先从其

施行区域开始。它在“租界”篇中，专门叙述了上海早期英、美、法三个租界的区域范围。其中，

英租界的区域范围是 ：“自三茅阁桥河北起，至二摆渡老闸河西南止。”美租界的区域范围是 ：“自

二摆渡河东北起，至外虹口一带止。”法租界的区域范围是 ：“自小东门外陆家石桥河北起，至

北门外三茅阁桥河南止。”㉑在这三个租界范围内，都施行租界法制。

接着，《沪游杂记》罗列了上海租界法制中，一些与华界不同而华人又易违反的规定，警示

大家要严格遵守。它在“租界例禁”篇中，一共罗列了二十条禁止性规定。其中包括 ：“禁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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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驰骤”“禁小车轮响”“禁道旁小便”“禁施放花爆”“禁春分后、霜降前卖野味”“禁卖臭坏

鱼肉”“禁肩挑倒挂鸡鸭”“禁乞丐”“禁聚赌酗酒斗殴”，等等。㉒华人进入上海任何一个租界，

违反这些规定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然后，《沪游杂记》专门阐述了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巡捕房，

这是一个由巡捕组成的机构，而巡捕又是近代意义的警察，具有维护治安、管理消防等城市管理

职能。㉓此著作在“巡捕房”篇中，特别陈述了早期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设置地点与求救方式 ：上

海英租界的巡捕房有两处，“一在美租界，一在盆汤弄中”。当时的上海美租界自己不设巡捕房，

其巡捕由英租界派遣。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有两处，“一在小东门码头，一在八仙桥东。”华人

如果进入上海租界发生要事，就可联系巡捕房，而且巡捕到达的速度很快。“遇有要事，电报传信，

迅速无比。”㉔

最后，《沪游杂记》还介绍了上海租界的审判机关会审公堂的情况。此著作专门提供了会审

公堂的地点、开庭时间、审理的案件等信息，并在“会审公堂”篇中有所反映。此篇记叙上海租

界会审公堂的地点有两个，即“一在法（租）界领事公署”，“一在英（租）界大马路西”。这两个

会审公堂的开庭时间有所不同。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开庭时间是“逢礼拜二、四、六”；上海

英租界会审公堂的开庭时间是“除礼拜日外”，每天都开庭。这两个会审公堂审理的案件基本一致，

即“租界中凡小窃斗殴等事”㉕。这为华人在上海租界进行诉讼提供了便利。

（二）通过报纸报道传播上海租界法制

在中国近代，报纸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有些报纸的报道实际上起到了传播上海租界

法制的作用。《申报》与《文学周报》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一些近代国人在其上撰写了一些文章，

传播了上海租界法制。

1922 年 5 月 20 日，《申报》的《汽车增刊》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走路》的文章。文章的

作者为指漪，文中把上海租界交通法规中与行人相关的内容用自己的经验告知大家，走路一定要

遵守上海租界的交通法规，以维护自身安全，也维护上海租界的交通秩序。其中的内容共有九条，

这里列举 3 条 ：“常常走阶沿上，不可站立车路中”；“有道路窄狭无阶沿之处，务须当走旁边”；“横

过车路时，当左右看清，自问可以走过，方可前进。”这三条都与个人行走有关，都是上海租界

交通法规内容的具象化。此文的最后，还专门告知要关照初来上海的农村华人、呆笨之人和小孩，

千万要遵守这些交通法规。“凡遇乡间新来者，呆笨不灵者，及不知世情之小孩，必须警戒以道

路汽车之厉害，指示行路安全之方法，谆谆劝导之。”㉖上海租界法制具有两重性，即具有积极与

消极两个方面。以上是《申报》从积极方面去传播上海租界法制，要求大家知晓并遵守。

上海租界法制中，还具有消极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有些报纸照样进行报道并予以揭露与抨击。

《文学周报》1927 年第 4 卷发表了郑振铎的一篇文章，题为《上海之公园问题》。此文专门对当时

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作出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进行了揭露与抨击，作者在文中表明，

自己有亲身体会。这个体会之一是亲眼目睹华人被驱逐出公园。“如果有几个不明白的人冲了进去，

那看门人便要呵斥地逐了他们出园来。这件事我不止见到了一次了。”体会之二是作者本人也亲自

遇到这样事情。他揭露说，有一次他与落华生等几位朋友“到黄浦江边去散步，恰巧是什么外国

的纪念会在浦江兵船上举行，探灯照得各处雪亮。我们正鱼贯地走着，一个巡捕突然大喝了一声，

把落华生拦住了，独不许他通过，因为他那天穿的是中国衣服”。接着，作者便对上海公共租界的

这一规定进行了正义的抨击。“我们当时把肝都气炸了！我们的地方，我们不能走，那真是太可笑

了的笑谈了！”“我们上海居民，最大多数的居民，乃是被放逐于公园之外的。”上海外滩公园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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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土上，只是由上海公共租界进行管理而已，华人却因此而被置之度外，当然要引起华人

的愤怒。这一切都源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规定，㉗这是一种消极的规定，应该受到人们的揭露与抨击。

上海租界法制中的三大关系及启示

近代国人用笔记录了上海租界法制，为今天研究这一法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同时，通

过对上海租界法制进行研究，还可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一） 上海租界及其法制与中外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关系

上海租界及其法制都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1842 年的中英《南

京条约》与 1843 年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都为建立上海英租界提供了依据。《南京条约》

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五口通商城市居住、经商。“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

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㉘《五口通商附粘

善后条款》则进一步规定英国人可以通过租地方式来中国居住。“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

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㉙以这些中外不平等条约为依据，

上海英租界的《上海租地章程》于 1845 年出台了。㉚它规定了上海英租界的地域 ：“兹体察民情，

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

用。”㉛翌年，上海英租界正式划定，上海的第一个租界诞生。此后，上海美、法租界也都通过《望

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而建立起来。㉜

上海租界法制依附于上海租界而存在。上海租界法制中的一些重要规定，也可以从中外不平

等条约中找到根据，这里先以上海租界的土地章程为例。上海租界都有自己的土地章程，它们是

上海租界法制中最为重要的规定，规定了租界的存在、地域及一些重要问题，被认为是上海租界

法制中的“根本法”“大宪章”。㉝上海租界土地章程就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而制定的，可以说

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衍生品。另外，根据《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关于租地“务求平允，华

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的规定，华人与英人租赁土地的近代地契产生了。租赁土地必须签

订地契，而且最后还要得到中英官方的认可。“这些地契由上海道和英领事钤印”，除了发给租地

人外，“两份副本由中国当局和英领事分别保存，以便备查。”㉞以这些签订地契的方式来保证、

体现租地的“务求平允”。

综上，上海租界及其法制与中外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本末关系。没有中外不平等条

约的本，也就不会有上海租界及其法制的末。上海租界及其法制只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一种产物，

甚至是一种衍生品。上海租界及其法制是如此，中国其他租界及其法制也是如此，从上海租界及

其法制中，可窥见整个中国租界及其法制的一般状况。㉟

（二） 上海租界法制与上海租界建立国法制之间的关系

上海租界的法制相对独立，建有自己的法制机关、颁行自己的法制，因此上海租界建立国的

法制不是上海租界法制的渊源。㊱但是，上海租界的立法者会参照、吸收租界建立国的法制，为

己所用，建立自己的法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在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受到英国法制的影响而

建立的一些制度。

据现有资料反映，上海英美、公共租界都曾参照、吸收过英国的一些规定，来制定本租界的

规定。其中，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尤为突出，涉及城市交通、卫生等领域。第一，关于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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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理方面的规定。1756 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制定了伦敦的交通法，规定所有车辆都必须靠

左行驶，即左去右来。1853 年，英国又颁布了世界上的第一部交通法规，适用面更广，内容也更

为丰富。㊲ 1872 年，上海英美租界即以英国的这一交通法规为蓝本，制订了本租界的交通规则，

也规定“凡行走于租界道路的马车、轿子、小车等交通工具，一律左去右来”㊳。第二，关于城

市卫生管理方面的规定。1875 年，英国颁行了《公共卫生法》，内容包括 ：环境卫生、食品卫生、

医疗卫生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规定，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法规”㊴。上

海英美、公共租界参照了这一法规，也制定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规定，“采取的许多公共

卫生措施，都是效法英国而来”㊵。

在上海租界参照、吸收租界建立国的法制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根据上海租界的实

际情况有所改动，使其本土化。比如，上海英美租界在参照、吸收英国交通法规时，就对其适用

对象作了改动，加入了轿子、小车这些在上海租界中常见的交通工具，而它们在英国并不存在。

改动后的规定比较适合上海租界的实际情况，能够接地气。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参照、吸收租界

建立国的法制都是近代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上海租界法制近代化的步伐，完善了自己的法

规体系，同时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进程。城市面貌由此日新月异，并与上海华界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那时，“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

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租界近代法制的积极作用。

总之，上海租界法制与上海租界建立国法制的关系，是一种上海租界参照、吸取上海租界建

立国法制的关系。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上海租界建立的法制是一种近代法制，

而当时中国还只有传统法制，无法参照、吸收。第二，上海租界的立法者都来自上海租界建立国，

对本国的法制比较熟悉，参照、吸收比较方便。

（三）上海租界法制与上海华界法制之间的关系

上海华界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受中央政府管辖，实施中国的法制。在 20 世纪初的清末

法制改革以前，上海华界施行的是中国传统法制 ；在清末法制改革以后，上海华界才逐渐开始进

入法制近代化进程。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尽管上海租界法制与上海华

界法制同时存在于一座城市，但它们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制，是一种近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

差别与共存。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种互相借鉴的关系。

上海租界为了使自己的法制本土化，便于广大华人接受，借鉴了上海华界的一些传统用语。

比如，用“巡捕”来命名上海租界的近代警察，用“工部”来称呼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行政机

关工部局。㊷“巡捕”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用语，是指古代的治安人员与职责。元朝时，上海设立

县尉，称为“巡捕”；设立巡检司，职责是“巡捕盗贼奸宄”。清朝时，京师设有巡捕营，职责是

“诘禁奸宄，平易道路，肃清辇毂”㊸。上海租界援用中国古代使用的“巡捕”来命名租界内的警

察，便于广大华人理解和法规的推行。“工部”是中国古代中央三省六部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职掌涉及器物制造、工程修建与山林、道路、水利管理等事务。㊹上海租界在建立行政机关时，

便借用“工部”之名，命名其为“工部局”。

上海华界为了加快自己法制近代化的步伐，也借鉴了上海租界法制中的一些内容。1869 年

12 月，上海英美租界出现了天花病患者，防治天花病迫在眉睫。翌年，上海英美租界作出规定，

为广大界内市民免费接种牛痘，即用牛痘法防治天花病。这一规定随后影响到上海华界。当时，

上海华界使用的是传统的人痘法，与牛痘法相比，人痘法的风险比较大，效果也不太理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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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美租界使用牛痘法的规定，上海道台在 1870 年发出布告，也动员华界的居民接种牛痘，不

种人痘。以后，上海华界居民也接受了牛痘法，认为其“简易稳当”“万无一失”㊺。此后，上海

华界于 1898 年颁行的《沪南新筑马路善后章程》中的许多内容也都来自上海租界的规定，其中包

括车辆捐照、行车点灯、禁止驰骤、定时倒垃圾、不许随地大小便、不准堆物碍路，等等。㊻

上海租界法制与上海华界法制虽存在一种互鉴关系，但互鉴的内容有所不同。上海租界法制

借鉴了上海华界传统法制中的有些名称，用旧瓶装新酒，冠以传统的名称，行近代法制之实质。

上海华界法制吸收借鉴了上海租界近代法制中的一些内容，直接用其来充实自身法制体系，取代

上海华界的传统法制。它们的互鉴最终都聚焦于城市的近代法制，是上海城市法制近代化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租界法制中的这三大关系，是这一法制中十分重要又十分核心的三大关系。在研究上海

租界法制时，往往绕不开，因此必须正视。上海租界法制是中国最早产生的城市区域法制，也是

中国清末法制改革前就已存有的近代法制，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上海租界法制共存百年时

间，是中国近代区域法制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法制，其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影响很大。对

于这一法制的探索与研究，无疑具有当代价值，为中国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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