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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重庆

江湖行

工业内迁血脉存（上）

战前重庆工业

1938 年 1 月 25 日， 重庆城下半城

兴诚银行 （川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

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
余位大多说着“吴侬软语”，神色却格外

总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 他们是抗战全
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

凝重的客人。
这些稀客并非为品尝那儿有名的

中， 第一拨共 14 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
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

英式西餐而来，也无意与近在咫尺的聚

运的紧急会议。

昌火柴公司”， 年产硫磺火柴 12.6 万
箱， 并获官方给予川省境内产销专利
25 年。 这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重庆
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 也是四川和西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 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西行客 群英会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 是国民政府

1891 年重庆开埠之时，自日本归
国的川商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经总
理衙门批准，集资 8 万两银子成立
“
森

较深。

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

家企业外，其余内迁各厂设备、人员，

家的后人。

均在辗转西行途中。 因战局动荡及人

当日齐聚重庆沙利文饭店的企业

即 1937 年 8 月 11 日， 他出任了在沪

家中，不乏业界一时翘楚。 如我国氯碱

报社编辑出身的苏汰余，是这群企

地两生疏，厂商面临不少难题，而国民

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
任委员。

工业创始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
吴蕴初，在抗战前的国内化工界，他与

业精英中唯一的重庆本地人。 他下海后
赴武昌投资创业，打造“裕大华”纺织

政府方面急盼工厂早日复工， 以供应
军需民用。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
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

立足天津的“永久黄” 系掌门人范旭
东，并称“南吴北范”。 又如毕业于同济

系，此次随沿海迁川企业一道回渝。 来
自武汉的另外两人是瞿冠英和厉无咎，

面对心急火燎又满怀惶惑的企

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

大学机械专业的浙江桐乡人颜耀秋，

他们老家都在江苏，且均为汉口申新第

厂抵渝， 势如散沙， 非急谋筹设枢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

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 为沪上华资机

四纺织厂业务主管，代表赫赫有名的无

纽，不足共策进行。 ”与会者因此一

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
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

器业之佼佼者。 还有同样是美国海归
的龙章造纸厂经理庞赞臣， 他是清末

锡荣家。
当时， 除了先期到达重庆的这 14

致 决 定 ， 筹 组“迁 川 工 厂 联 合 会 筹 备
委员会”。

业 界 同 仁 ， 林 继 庸 开 门 见 山 说 ：“各

湾创办吉厚祥布厂，使用 24 台木机织布，
重庆棉纺织工业正式起步。 此后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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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 不到半年前，

南第一家民营工厂。
1900 年，商人印用卿率先在江北沙

，

沪汉渝 一线牵

，

成立于重庆的战时企业组织，的确为

渊（浙江嵊县人，现代中国机械工业奠

为救亡图存尽一分力。 至 1938 年元月，

庆安顿下来的厂矿企业陆续增加到 30
余家。 4 月 17 日，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

在漫天烽火中保存及延续中国现代
工业的宝贵血脉，做出了不能磨灭的

基者之一）等积极呼应，内迁已成多数
重要行业厂商之共识。

共有 64 家工厂先后在汉复工。
同时，以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

成立，大家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
主任委员，吴蕴初等为执行委员，并规

贡献。
其实，这些内迁企业家们一开始的

到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上海陷落为
止，共有民营工厂 146 家迁出，除部分

席的迁汉工厂联合会，又有意到武昌城
外洪山一带设立临时工业区，安置越来

定每年这一天定期召开会员大会。
该联合会的章程明文规定：“本会
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
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
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为宗旨。 ”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临危受命

主要目的地，并不是重庆及四川，而是
武汉三镇。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资源委员会即

厂家因路途受阻遭到损失，或被迫滞留
外， 安全运抵武汉的机械材料共计
14600 多吨，技术工人 2500 余人。 这些
厂商只要稍有条件的，都在积极准备恢
复生产，因企业不怕一时亏损，就怕长
期停工，何况国难当头，加紧生产也能

越多的迁入厂家。 但当地地价飞涨，一
时难以成交，而湖北省建设厅官员更提
醒说，省府已决定迁往鄂西，此刻企业

委派林继庸等亲赴上海各民营工厂动
员，上海工业界领袖颜耀秋、胡厥文（嘉
定人，创办新民机器厂）、吴蕴初、支秉

在汉作长久之计，似非适宜。 随着国都
南京失守，战局急转直下，武汉转眼也
危在旦夕了。

。

沙利文饭店会议两个多月后，在重

重庆的织布厂占全国同类厂家总数的三
成以上。 到 1933 年，重庆棉织业达到极
盛，工厂有 1300 多家，生产效率更高的
铁轮机达 2000 台，与木机数量相等。
此外，重庆的猪鬃加工、采矿（煤
铁与石油）、玻璃瓷器、面粉、造纸、皂烛
等行业均有一定规模， 领先四川省内，
但仍不脱工场手工业本色。 从全国来
看，与集中了八成以上近代化工厂的沿
海地区相比，差距巨大。
重庆采用近代机器生产的行业中，
以缫丝业最可称道， 它也是四川丝业中
心。 1934 年投产的华兴机器厂，以及民生
实业下属的民生机器厂，算是机器业中较
有实力者。 据重庆商会统计，1933 年全城
大小机器厂（包括社、店）41 家，雇佣 20 名
工人以上的仅 10 家，不到总数四分之一。
抗战前重庆的化学工业，以桐油业
为四川出口货物之大宗，钢铁工业起步
则更晚。 电力方面，1908 年重庆就成为
四川首个用电灯的城市，在全国也属最
早之一；1934 年，官商合办的重庆电力
公司额定股本 200 万元，比当年四川全
省电力资本总额 156 万元还多近三成。

拳拳心 游子意
本来，上海厂商们想过再迁往湘南
地区，湖南方面却未表态支持，云南省
倒是热诚伸出援手， 但路途过于遥远，
大宗设备运输尤其困难，四川特别是享
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最可行的

川省投资环境多少有所了解。 川中实业
界大腕如卢作孚、刘航琛等，均与上海工
商界同行有来往，曾数次劝说前者入川。
当迁汉厂商去留彷徨之际， 抱病出
川抗战的“西南王”刘湘本人，正住在汉

厂商们介绍四川的资源和设厂条件。 刘
湘又语气严厉地电示省内各市县的地主
们，不得借故刁难迁川工厂的购地需求。
稍后， 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赴汉，
与有意入川的 20 多位厂商座谈， 恳切

研究，令厂商们大为感动。
此时， 官方的林继庸也审时度势，
出面替四川“
站台”，力促企业继续西
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且形势所
迫，上海及武汉本地企业家们不得不

总而言之， 抗战前重庆的近代化
工业尽管薄弱，毕竟还能为大量内迁的
工矿企业提供一些发展基础。从另一角
度说，这样的半空白状态，也让西行千
里的
“
外来和尚”们，有了合适的生存空
间以及充分的施展余地。

选择。
早在 1934 年，中国工程学会四川实
业考察团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 外界对

口的医院里。 他一向重视四川特别是重
庆经济建设，对工厂迁川极表欢迎，马上
电令本省工业专家胡光镳飞到武汉，向

申述该省急需纺织、炼钢、机器等多项
行业投资，并就运输、厂址、电力、劳工
乃至政治、金融、捐税等问题，详细探讨

当机立断。 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重庆
沙利文饭店的那一幕。

部分内容参考“重庆工商资料”第五辑之

未完待续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
《抗战时期重庆民营工业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