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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

解放战争。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和一批爱国企业家将部分沿海地区工矿企业迁到内地,并在抗战后

方建起了一批工矿企业。建立了水力发电、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石油及石油炼制等上百种

工业门类,生产涉及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基本能够自给、比较完整、独立性较强

的工业体系,工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管理人才, 增强了中国

的科技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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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对中国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掠夺,聚敛

了大量的财富,侵占了为数众多的工矿企业,对中国的工业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和一批爱国企业家在全国人民和各政党的支持下, 将一批沿海地区工矿企业迁到内地,在

抗战后方建起了一批工矿企业,建立了水力发电、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石油及石油炼制等上

百种工业门类,生产涉及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基本能够自给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这些工矿企业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

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

一

从经济角度而言,一部中国近代史堪称是一部近代化史。近代化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主要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价值观念领域的理

性化等。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社会之所以被称为近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这一时期中国有了新的生产力 机器大工业。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最本质的表现就是近

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工业化是国力强盛的基础, 也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一些有见识的洋务派首脑人物希望通过重工业建设使中国走上工业

化道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为此洋务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创建了一批近代军用

工业和民用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曾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发展工业的热潮, 工矿、交通等部门出现

了不少资本主义企业。到了 20世纪 30年代中期,中国数量有限的工矿企业中的约 80%集中在东

部沿海和沿江城市。全国工厂总数的 60%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广州等大城市。这些企

业大多资本少、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这些工业的门类主要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 重

工业则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 1937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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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即拥有动力或工人超过 3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全国共有 3935家, 其中分布

在长江下游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的就有 2336家,占全国总数的 56%。而上海一地就有 1235家,

占全国的 31%。! 在当时,上海工业 ∀资本额为 148464000元, 占全国资本总额的 39 73% ;工人为

112030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31 78%。# 由此可见,无论是工厂数量、资本还是技术水平,当时的

上海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重工业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早在 1936年初,主管全国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就拟

订了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 ( 1)中国经济建设, 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 ( 2)工业化必

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 ( 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 并确定了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尽量利用外资和尽量利用外国技术。% 这一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曾先后制订过多个与

发展工业相关的计划。例如建设委员会的 &10年实业计划∋;实业部的 &实业 4年计划 ∋; 全国经济

委员会的&3年发展规划 ∋等等。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 赢利时间晚, 所以这

些计划和规划尚未全面实施,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体制一度改为战时体制,政府成立了大本营, 下设 6个部。其中主管

经济和兵工的是第三部。翁文灏任该部部长, 钱昌照、俞大维任副部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草拟

了总动员计划。其中有关工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 1)完成工业品的自给自足, 不依赖外国。 ( 2)

维持制造军用品及日用工业品的工厂。 ( 3)加强日用品生产和销售的管理。 ( 4)协助上述工厂自

沿海迁入内地。 ( 5)积极推进制造军用品、日用品之工厂的设立。 ( 6)以财力和技术协助上述工

厂。 ( 7)防止工人发生罢工及工厂停工的事情。 ( 8)以军警的力量来保护上述工厂。( 这 8条内容

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推进工业建设和进行工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立即将进攻矛头直指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 上海。大批日军

从吴凇江及长江入口处陆续登陆后向上海大举进攻,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宁沪杭铁路沿线狂轰

烂炸。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工矿企业危在旦夕。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当时中国的工业

主要集中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如能发挥利用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则能增强中方的抗日力量;如

果这些工业基础毁于战火,势必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大伤元气,必将使中国的抗战实力遭到重创;如果

这些企业沦入敌手,就等于将中国约 80%的民族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其后果不堪设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上海民营企业家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等 11人发

起组建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于 8月 1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这 11名人士都是上海企业界的

佼佼者。在成立会议上,与会者推举颜耀秋为该会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负责上

海民营工厂内迁事宜。第 2天, 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此后,上海要求向抗战后方转移的工矿企业日

益增多。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为了尽可能多的将沿海地区及中国中部地区的工矿企业迁至抗战

后方, 同时安排好迁移企业尽快在新的地方恢复生产,支援抗战。1937年 9月下旬, 国民政府决定

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具体负责工厂内迁事宜。

关于内迁的路线,当时主要有陆路和水路。陆路主要是铁路。自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爆发

后,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就将上海西、北两个火车站的铁轨拆除用于构筑工事; 沪宁铁路和沪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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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主要承运军队和武器弹药,不可能为工厂内迁安排车皮。水路有三条:一条由上海苏州河经苏州

至镇江,二是经上海十六铺河道经松江至镇江,三是经海道至广州再转粤汉铁路至武昌。第三条路

线路途遥远,费时费钱,实不可取。上海工厂内迁主要是沿着前两条路线西行。

当时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运载工具主要是木船。木船运行时,为了防备敌机炮火的轰炸,每艘

船只间要保持半里左右的距离, 船上还要进行伪装。对于迁移的感受, 一位当事人曾这样回忆:

∀机械的拆运,简直可说是千辛万苦。在苏州河那段艰苦情形,至今谈来没有不被人钦叹的, 天上

有敌机的追袭,地上又得想尽办法领护照通过防线,尤以敌机的追炸与扫射, 使得迁移工厂寸步难

行,时时刻刻如过火炮山。)!从 1937年 8月 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到 11月 12日中国军队退出

上海, 共迁出民营工厂 148家, 工人 2100多名, 机器设备 12400多吨。其中包括荣宗敬的申新纱

厂、福新面粉厂、茂新面粉厂;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织厂、华丰搪瓷厂;郭顺

的永安纺织厂;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天厨味精厂、天盛陶瓷厂;

项康元的康元制罐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长城砖瓦厂等。# 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

家晏阳初将此比喻为 ∀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

在当时, ∀所谓内地,就是指平汉、粤汉两路以西地带而言 )。∃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主管工业建

设的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全部或部分迁到了后方。据统计,资源委员会仅

在抗战爆发初期迁建的工矿企业及这些单位拆迁的器材、机器见下表:

表 1

厂矿名称 器材数量 (吨 ) 机器数量 (吨 ) 总计 (吨 )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35000

中央机器厂 2500

中央电工器材厂 2500

中央无线电器材厂 240

中央电瓷制造厂 161 65 226

中央钢铁厂 2000 500 2500

钨铁厂 1000

恩口煤矿公司 250 125 375

萍乡煤矿局 5000

辰溪煤矿 383

高坑煤矿局 700

明良煤矿公司 382

自流井电厂 118

昆湖电厂 860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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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矿名称 器材数量 (吨 ) 机器数量 (吨 ) 总计 (吨 )

兰州电厂 370 180 550

岷江电厂 25 105 130

汉中电厂 56 44. 5 100. 5

贵阳电厂 242 300 542

合计 4104 2179. 5 53107 4

根据&资源委员会公报 ∋第 1卷第 1期第 76页&资源委员会附属厂矿战后内迁器材数量表 ∋整理。

以上 18家工矿企业中,属于工业企业的有 7家,拆迁的器材和机器总量为 43966吨;矿业企业

有 5家,拆迁的器材和机器总量为 6840吨; 电力企业有 6家,拆迁的器材和机器总量为 2200 5吨。

这些工矿企业迁往的地址分别是:中央钢铁厂迁往湖南辰溪; 中央机器厂迁往云南昆明; 电工器材

厂迁往广西桂林;中央电瓷厂迁往湖南沅陵;中央无线电厂迁往桂林。

在大力组织工矿企业内迁的同时,资源委员会还制订了征集技术人员的办法。办法提出,凡化

学、机械、电器、矿冶、土木建筑、纺织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学识经验者, 均予安排工作。

抗战初期,经资委会和该会所属工矿企业招募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达 3000名以上。

从 1938至 1940年,由官方资助迁移到抗战后方的工矿企业约有 450家,各种器材 12万多吨,

各类技术人员 3万多人。各主要工业部门转移的机器设备数量见下表:

表 2

门类 1938年 (吨 ) 1939年 (吨 ) 1940年 (吨 )

煤矿工业 4833 6268 7457

钢铁工业 28152 37152 37242

机械工业 5162 13254 18587

电力及电器工业 3052 5300 5375

纺织工业 26150 30822 32116

化学工业 6506 8093 9756

其它工业 6228 5148 5842

总计 80083 106037 116375

资料来源:翁文灏: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 ∋,载&资源委员会公报 ∋第 1卷第 1期, 1941年 7月版,第 92页。

这些工矿企业大批向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迁移,起到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空间传动作用。

所谓工业化的空间传动,是指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机器、市场四大要素,由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后者注入大量的工业化发展要素,并带动后者的工业化以超

常的速度发展起来。据统计,从 1937年 8月到 1940年底,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

有 639家。受其影响,福建、浙江两省自行内迁的企业有 191家,拆迁机器设备总重量约 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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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矿企业的内迁,大幅度增加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本。1937年时,四川、陕西、云南、贵州、

广西、湖南、甘肃 7省共计只有工矿企业 237家,资本总额仅 1520 4万元。! 沿海工矿企业迁入后,使

这些地区工矿企业的数量和资本额陡然成倍的增加。这次内迁不仅对于抗日战争有着积极的作

用,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保存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 奠定后方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改变

原来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尽可能满足军需民用的供给,促进后方工业近代化的进程, 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止,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华

北、华东、华南等地区。在此期间,日本对沦陷区的工矿企业采取了军事管理、委托经营、中日合办、

租赁、收买等 5种掠夺形式,大肆掠夺占领地区的工矿企业,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

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阶级、各

阶层人民形成了救亡图存、共赴国难的共识。国民政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抗日战争能否长期坚

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位置,提出 ∀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 为在抗战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创

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条件。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在后

方发展工业提供了物资条件和比较充足的技术人才。长期的战争造成对军用物资的需求量巨大而

紧迫, 沿海地区沦陷造成进口物资几近断绝,从而推动了抗战后方相关企业的迅速发展。

迅速恢复生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日战争, 是在后方发展工业的主要目的。中日战争不仅

是两国军事实力的对抗,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实力的较量。由于战争的需要,中国加快了

发展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门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集中

建立工业企业的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

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宝鸡、昆明、贵阳等 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

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保证了战时各种物资供应的不中断, 支持了抗

日战争。兴办的企业既有国家资本独家创办的,也有国家有关部门与省市地方政府、银行家、地方

企业家等合办的。

这一时期,由政府部门经办的工矿企业按照业别而论, 可大致分为三类:工业、矿业、电业。工

业企业又可分为冶炼、机电、化工等三大部类。冶炼企业包括铜铁、钨铁、钢铁、炼铜等;机电企业包

括机器、电工器材、无线电机、电瓷等;化工企业包括液体燃料、化工材料等。矿业企业可分为金属

矿和非金属矿两大部类。金属矿包括金、铜、铁、锡、铅、锌、钨、锑、汞等矿;非金属矿包括煤炭、石油

等矿。电业企业包括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两类。

关于经营工矿企业的资金, 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从 1937年 7月到抗战胜利,

国家每年拨给主管全国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的资金占当年国家财政总预算的 0 7% 2 8%之

间,预算内的投资近 12亿元,折合成战前币值为 6821万元。# 二是银行借款。抗战前期和中期多

为零星借款, 从 1943年起, ∀始由中、交 2行承放本会工贷。截止 1945年止,共借工贷 90亿 )。∃

三是对外借款。主要是资源委员会向苏联、美国等国家出口钨、锑、锡、汞等特种矿产,换取外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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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留一部分用来发展工业。据估计,第一、三种资金总数约折合战前法币 1 8亿元。!

从 1938年底至 1941年底,是抗战后方工矿企业活动迅速扩展的时期。国民政府通过独资经

营、与四川、云南等地方实力派合营、参与投资而不主办等形式, 在西南、西北等抗战后方建起了大

批工矿企业,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实力。抗战胜利前夕,利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建立的单

位已达 130家,其中 115家是生产企业,其余为服务和管理机构。这 115家生产企业包括冶炼、机

械、电器、化学、煤矿、石油、铜铅锌铁矿、钨锑锡汞矿、金矿、电力等工业企业。#

重工业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 而且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家如无重工业,则不可以言

国防。在此之前,重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薄弱的一环。如果说电力是工业的神经、煤炭是

工业的食粮,那么石油就是工业的血液。长期以来,中国由于缺少油矿,所需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

仅 1934年就进口成品油 2 5亿余加仑之多。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和主要铁路干线相继沦

陷,铁路和轮船的运输量大为减少, 公路运输日趋重要。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 由于通航河流不

多,国民政府的几百万军队及其装备给养的调运和补给,后方工矿企业原材料及生产成品的运进运

出,以及所有人员、物品的流动,主要依赖汽车运输。而此时由于战争爆发, 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

石油制品来源断绝,形势万分危急。特别是铁路大部分被日军占领,中方的运输主要依赖公路, 汽

油消耗很大。当时甚至出现了 ∀一滴汽油一滴血 )的口号,由此可见抗战后方缺油的程度。木炭、

酒精、天然气、植物油等都成为汽油的代用品。这一时期,玉门油矿职工胼手胝足,用辛勤的汗水在

祖国大西北的沙漠荒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工业城, 使玉门油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

开发规模最大、职工最多、工艺技术先进、产量最高的油矿,成为 ∀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

一。)∃玉门油矿作为一个集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运输等功能与一体的综合性石油企

业,拥有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机器设备,为中国石油工业培养了大批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其产

品在抗战期间,无论对中国军队在前方作战还是后方经济建设及民用, 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玉门油矿尽快投产,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

处负责人周恩来将陕北延长油矿正在使用的钻机借给了玉门油矿。 1942年, 日本侵略军企图从黄

河的风陵渡侵入陕西,中国的抗日军队正是用玉门油矿生产的汽油,将苏联支援的大炮从新疆赶运

到前线,击退了日军的进攻。1944年,美国空军使用玉门生产的航空油,从四川成都起飞轰炸了日

本占领的河北开滦煤矿电厂和日本首都东京, 从而加快了中国抗战胜利的进程。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把经济战线的斗争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进行了全国经济总动

员,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运用国家力量在抗战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了

国民经济体制由平时向战时的转轨。这些措施促进了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后方工业

建设, 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1940年,中国抗战后方的工业产值约为 47亿元国币。其中煤炭 1 14亿, 钢铁 1 27亿, 黄金

2 8亿,铜 0 012亿,钨 0 65亿,锑 0 1亿,锡 1 6亿,汞 0 05亿, 其它矿产 0 025亿, 机器制造 0 67

亿,电器制造 1 81亿, 化学工业 14 38亿, 纺织工业 17 63亿, 食品工业 0 39亿, 电力工业 0 99

亿,其它 3 42亿, 共计 46 937亿。%

为了宣传抗战以来后方工业建设的成就, 增强国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促进世界各国在战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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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国民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于 1944年 2月在重庆借用求精中学广场,举办

了一个大规模的工矿产品展览会。展览会分资源馆、煤馆、石油馆、钢铁馆、非铁金属馆、特种矿产

馆、化工馆、电器馆、电力馆、机械馆等共计 10个分馆。展品均为资委会所属工矿企业生产。主要

有:烟煤、白煤、焦炭、绞车、蒸汽水泵、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石蜡、天然气、高矽铁、铁合金、炭素

钢、锰钢、钨钢、矽锰钢、不锈钢、铜、铅、锌、铝、锑、锡、水银、酒精、硫酸、盐酸、纯碱、烧碱、水泥、瓷

器、坩埚、电子管、冷光灯、电话机、发电机、发动机、变压器、电表、扩音机、收音机、收发报机、电疗

机、煤气机、锅炉、水轮发电机、蒸汽机、纺织机、印刷机、抽水机、鼓风机、车床、钻床、刨床、铣床等。

配以模型和图表照片。这次展览在重庆引起很大反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临参观, 并提出要

延长展览时间,要求重庆大中小学学生均有参观机会。&中央日报 ∋于 2月 26日专门发表了题为

&民族自信心的具体化 ∋的社论。社论称: ∀参观了这个展览会陈列的实物和图片, 我们由此更增强

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不但能够以劣势的技

术打败强敌,并且能够以劣势的设备产生优良的成品,还能够更进一步, 改良我们的技术。我们的

工业化,还是在幼稚的阶段,我们不必讳言。开始我们并不是纯粹依赖先进工业国,我们在技术上

却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开发我们埋藏的资源,以增进国防的力量,改善人民的

生计。)同一天的 &大公报∋发表了题为 &看了工矿展览之后∋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准

备反攻的现阶段中,许多物资, 需要盟邦协济,欲并非由整架的飞机到一个螺丝钉, 都须由国外运

来。若干物件,中国已能自造。将宝贵的运输量,运中国所无而且最急需物件来,实是经济而有效。

倘能因目前中国这一点工矿成就,使友邦人士认识中国工业建设之有希望, 则对战后的中外经济合

作,预奠一块心理的基石, 那就更意味深长了。)

2月 28日, &自由西报 ∋发表的社论&工矿产品展览会 ∋中称: ∀由于此次展览会, 可知中国之建

国工作,如欲早日完成,非加速工业化不可。以往之成就,固堪欣慰,而待举之工作,亦正不少,以视

并世各工业先进国家,落后甚多。如欲迎头赶上,必须在战时战后,加倍努力,始克有望。)
在 ∀工业救国 )思想的影响下,政府部门先后兴办了一批新兴工业。其中包括水电工业、石油

的开采与炼制、管道输油、电子工业、煤炭洗选与炼焦、精密机床、化学工业等,填补了不少工业门类

的空白。抗战期间,中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全部被对后方工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工程

技术人员获得。例如对制碱方法有重大发明的侯德榜、主持开发玉门油矿的孙越崎、对动力机械工

业有杰出贡献的凌鸿勋等。

1943年,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矿企业 4524家, 资本额 26 37亿元, 工人数量为

273336人。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 18倍, 工人数增加了 82倍,资本增加了 164倍。! 据统计,

截止 1945年,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 4382家工矿企业中, 其分布如下: 四川及重庆 2622

家,陕西 358家,湖南 263家, 云南 211家, 贵州 204家, 甘肃 200家,江西 145家,浙江 41家, 广东

60家,福建 60家,安徽 42家,湖北 29家, 山西 21家,西康 9家,绥远 7家, 广西 6家, 宁夏 3家, 江

苏 1家。# 这不仅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而且也使中国拥有近代工业的地域有了

大面积的扩展。

由于后方工矿企业发展迅速,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仍然十分缺乏。每新

办一家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总是层出不穷,难以解决。例如甘肃油矿局的石油探采提炼技术、中

央电工器材厂的变压器设计制造技术等。这些重要的技术难题大大影响了企业生产的进一步发

 11 

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近代化

!

#

周天豹著: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45页。

黄秉维: &50年来之中国工矿业 ∋,中国通商银行编: &50年来之中国经济 ∋, 1948年版,第 181页。



展。为此,中方向美国方面提出了派遣人员到美国实习的要求。需要实习的有 7大部门,即机械、

化工、冶炼、电工、矿业、电力、工矿管理等。经美国方面同意, 中方先后派遣 5批人员赴美实习。这

些人员赴美实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其间大部分时间分别在各自相关的工矿企业主要生产部门和

环节实习,少部分时间到美国其它同类或相关的工矿企业参观考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 这批人员

在美国的实习是紧张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他们回国后, 皆能不负所望, 成为国内工矿企业不同专业

领域造诣颇深、多有建树的专门人才。其中一些成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某些方面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例如翁心源是中国第一位管道输油专家; 俞再麟是中国第一位洗煤专家;江厚渊是中国第一个

喷油系统生产组织者,并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代高速中等功率柴油机。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聘请了一批外籍专家,直接指导抗战后方的工业建设。这些外

籍专家包括闻名世界的水电专家、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 ( John Lucian Savage) ,美国奥立岗州立

大学电机系主任麦米伦 ( F red O M cm illen)。萨凡奇以 65岁高龄冒险考察了长江三峡,提出了三

峡开发计划,得到抗战后方上下一致的赞同,并对三峡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米伦在华工作了

3个月,此间他研究并指导了昆明区战后电气网的设计及井宜输电线的铺设, 设计了雷电纪录器,

并在中央电工器材厂试制成功。

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期间,

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个政治派别之

间建立起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民族凝聚力。纵观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 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独立性较强的工业体系, 具有争取民族

经济独立的重大意义。抗战以前,中国的重工业主要是采冶业和少数电力工业。抗战期间,中国先

后创办了一批钢铁、机械、石油、电器、化工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 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中国工业近

代化的进程,扭转了此前中国的重工业几乎完全被外国资本垄断的局面。

第二,初步改变了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抗战前夕,在中国工业的部门中,重工业

占工厂总数的 16% ,占资本总额的 4 4%, 占工人总数的 7 3%。其中机器工业的工厂数虽然占到

全国工厂总数的 8 6%,但资本额不到全国工厂的 1%。与此相反, 轻工业的比重相当大,仅纺织与

食品工业企业的数量就占全国工厂总数的 60%以上。!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重工

业。一般而言,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收益慢,有些行业甚至亏损,民间难以举办。抗战期间,主管工

业建设的部门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着眼于民族工业的未来, 主要经营重工业,初步改变了近代

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第三,发展西部地区工业,改变不平衡格局。抗战以前,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即采用机械为动

力、雇佣工人 30名以上的工矿企业 8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只占全

国总数的 6 03% ,资本与工人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4 04%和 7 34%。# 而到了 1944年, 西南地区

的工矿企业数量占整个国统区的 88 63% , 资本与工人数分别占 93 52%和 85 61%。∃ 正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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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马寅初所言: ∀今日的大后方,已设立的大小工厂有 5226家,资本依登记时的法币计算有 48亿

元之多,不可不认为空前的进步。)!仅以重庆为例,战前仅有大大小小的工厂 39家, 而且都以修理

为主; 到 1944年底增至 1518家。# 据统计,截止 1945年, 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工矿企

业已有 4382家。极大的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格局,使中国拥有近代工业的地域有了

大面积的扩展。

第四,建立并发展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抗日战争以前, 中国没有

强有力的工业主管部门,工业门类残缺不全,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战爆发后,由于沿海地区相

继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切断,迫使中国在抗战后方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重新建立工业

体系。这一时期,从重工业到轻工业, 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 ∀举凡国防民生之物, 无不具备 )。

在抗战前夕成立的主管全国工业建设的机构 资源委员会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特殊合

金钢制造、电解铜、精炼锌、精炼铅、发电机、煤气机等精密机床制造、电工器材、无线电设备、酒精提

炼、石油炼制、石油化工、植物油炼制轻油、化肥、新式制碱、硫酸、煤炭炼焦、煤炭炼汽油等新兴工

业。产品品种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 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

工业体系。

第五,改变了地方经济分割的局面,形成了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抗战以前,西南

地区基本上由军阀控制。四川军阀主要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 云南军阀主要有龙云、卢

汉;贵州军阀主要有周西成、王家烈; 广西军阀主要有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些地方军阀虽然在名义

上服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却各自为政,尤其在地方财政上不容中央染指。尽管他们也在各自的辖

区内开展一些经济建设,但他们毕竟是靠枪杆子起家, 以扩大地盘和扩充实力为目的, 在地方经济

建设方面难有大的作为。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西部地区和中央的经济关系随之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政府通过独资兴办和与西部各省地方政府合办一系列工矿企业, 逐步形成

了国家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战时经济体制。

第六,在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具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抗战以前, 中国重要的工业部门主要被

外资控制。抗战爆发后,外资企业绝大部分没有迁移到后方,国民政府乘机利用国家资本在抗战后

方发展国营工矿企业,重点发展民营经济不愿问津的重工业, 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是中国工

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七,重工业比重大大增加。重工业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 而且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

国家如无重工业,则不可以言国防。在此之前,重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薄弱的一环。一般

而言, 重工业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收效慢,经营风险大, 私人资本不愿也无力创办。抗日战争

以前, 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的比重在工厂数量上仅占 14 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仅占 18 27%。∃ 抗

战期间,因为战争的需要, 国家主管工业建设的部门主要发展投资大, 收益慢的重工业。在国民政

府的投资总额中,电力、石油、钢铁、机械、金属矿、煤矿等重工业部门的投资占 95%以上。在 1945

年注册登记的 4382家工矿企业中,属于冶炼、化工、机器等重工业的约占 40%。% 这一统治地位的

确立, 使国民政府能够有效地统筹安排各种战时所急需的工业品的生产,有条件对社会经济实施宏

观调控,保证抗战物资的供应。特别在石油供应方面,对坚持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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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从 1938年 1月到 1945年 3月,仅国民政府经济部受理并核准的技

术专利就有 442件。钨砂、精锡、纯锑等出口矿产品的成色,皆能达到国际标准。

第九,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 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力量, 有

利于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 后方企业一方面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训了一批专业

人才, 一方面选派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美国等国家实习或短期考察,培养了一批

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工业化是国力强盛的基础,也是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

完成工业革命,使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经

过落后挨打的屡屡惨重教训而铭刻在心的认识。八年抗战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没有

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就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的侵略。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其基本

条件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而抗战期间中国兵连祸结,人民

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长期动荡, 则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工业的顺利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要实

现工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

立,建立民主、自由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作者薛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书 讯

臧运祜著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己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9年 2月出版。

全书 36万字,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报告之修改稿。本书以

∀十五年战争时期 ) ( 1931 1945)为中心, 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系统论

述了近代日本从大陆政策到 ∀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认为: 明

治时期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大正 昭和初年 ( 1912 1930)为近代日本

亚太政策的初步实施时期, 而十五年战争时期则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时期。

作者还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与实质、政策实施的程序与手段以及政策目标的追求上,深入考

察了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历史特征。本书对于认识战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 也

具有历史借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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