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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辉

内容提要 抗战前期, 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 国民政府所属的金

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

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 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

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支援持久抗战, 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对外贸易 香港 国营企业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

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战时对外转运、国际贸易及外汇基金运筹的总基地。直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 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

外汇, 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战时国营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 并对其作用进

行了客观的评价。如王相钦和吴太昌主编的 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 8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商

业 !第 2节 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 !中, 提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

(简称贸委会 ) ∀为维持债信、出口大量农矿产品,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 对此应该予以肯定#。同时
亦揭露了该会下属的 3家国营贸易公司实行农产品管制、苛扰商民等经营弊端。∃ 又如赵德馨主

编的 中国经济通史!第 9卷第 5章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第 1节  外债与对外贸易!中,肯

定了贸委会的工作 ∀是有成绩的 #,并提及该会所属的 3家国营贸易公司。% 郑会欣著 统制经济与

国营贸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 !, 较详细地考察了抗战后期复兴商业
公司的情况,肯定贸委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调剂金融、促进运输、增加出

口诸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 按这些并未具体涉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

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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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在中国战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向华南转移。尤其是在粤汉、广九两路接轨后, 长江中游及

西部各省之客货出入, 大部趋向省港。沪宁失守后,长江下游之经济交通, 概被日本破坏或把持。

据海关 1938年贸易报告书表明, 上海出口总值下降, 而广州及华南各口岸出口总值上升,该年沪

粤对外贸易一升一降之差别, 极为显著, 俨然有以粤汉铁路代替长江航运, 以香港取上海而代之

的趋势。

1937年 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 主要原因即原运沪货物多改在香港起卸。如汉口因长江

口被敌封锁,所有以前集中该埠转往上海出口之大批物资,均改趋省港外销。这年香港入口货物

中,由中国大陆运来者价值为 2 11亿余元,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额的 34 2%。∃

就对外输出入货物的内容而言, 香港从大陆进口的主要是桐油、矿砂、茶叶、药材、蚕丝、猪鬃、

瓷器、牲畜及农副产品。如 1938年桐油经香港输出额超过由国内直接出口达 1倍以上, 钨砂占全

国出口总额的 1 /3强, 茶叶则几乎全部经由香港出口。% 从香港转输内陆的货物主要是军用物资

和工业制品。当时,中国政府向欧美各国大量订购轻重工业机器、铁道器材及其他军需物品,主要

是靠广九、粤汉两路输运入口。据估计,抗战初期中国 70%的军事战略物资都是经过广九铁路从

香港运到广东的。& 当时英国方面认为: ∀保持该线路 (指香港通道 )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

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继续起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日

本侵略者也认识到: ∀中国事变发生后,香港对于中国承担了日益重要的任务。#在 ∀香港港湾仓库

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因此, 香港是 ∀重庆政府与列强保持联系的唯一门户,同时作为援蒋物资

的中转基地或宣传、谋略基地, 更加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 #。)

1938年 10月,广州沦陷,香港与华南的正式交通路线被切断。不久, 华南沿海重要城市亦相

继陷于敌手,但内地货运尚能与香港保持经常接触,特别是香港通过澳门及广州湾对中国大陆的贸

易大为增进。1939年末, 第一次粤北大捷后, 广东战局趋于稳定,以惠州、淡水和西江南路为主的

东西两翼与香港的贸易十分活跃,广州沦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快即淡化。在华南方面, 中国政府

开放惠州、淡水至大亚湾畔沙鱼涌的门户与香港通商, 大量物资运往内地,粤战时省会曲江一跃而

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香港仍保持着重要的战略贸易地位。当时日本曾作分析,认为随

着七七事变的发展,英国不得不从华北、华中退却, 香港逐渐成为对日经济战的前沿阵地。它作为

英美对日封锁、对蒋介石援助的据点,愈加意义深远。美英中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 三国为维

持法币而成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的本部也在此。英美还支持香港与内地国统区的秘密贸易,

使国民党政权能通过香港维持战时财政。故对于重庆方面来说, ∀香港真正是抗战经济的中心 #。∗

尽管日本舰队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绞杀, 妄图切断中国的外援之路,但其阴谋却难以得逞。其中原

因,除了中国军民 (包括港澳爱国同胞 )的顽强抗争,华南沿海海岸曲折、河汊纷歧、地形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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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因英属殖民地香港的存在,日军无法阻止第三国 (特别是英美 )的船只往来, 故香港与中国大

陆的进出口业务源源不绝。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香港始终发挥着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

二 战时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后,由于香港在中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 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纷纷

前来设置分支机构。

(一 )金融企业。广州、武汉陷落之际, 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的一些机构于 1938年

10月 20日迁移到香港。∃ 翌年,四联总处为调整并加强各地分支处之机构起见,订定改组各地四

联分支处办法,规定业务重要区域设立分处,次要地域改设支处,并限令各区于 1940年 1月 1日改

组成立。依限陈报成立者,计有包括香港在内的 15个分处和 17个支处 (广州湾支处原属香港分处

管辖, 当香港沦陷后, 于 1942年初改为直辖支处 )。%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在战前即已设立了香港分行,现又将总管理处主体部分迁港, 并仍与陷

于 ∀孤岛 #的上海分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上海中行还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中国国货银行为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 1929年 11月创办于上海,为国民政府指定的经营外

汇银行,由孔祥熙和宋子良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香港分行于 1938年 3月 29日开始营业。(

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西迁, 中央信托局因对外接运物资, 于 1937年底将主力撤退至香港。行政

院院长孔祥熙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可以说在此

之前, 中央信托局的首脑部门并不在陪都重庆,而是设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 业务行政由孔令侃在

香港遥控指挥。)

此外,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原设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先是一部分迁往香港,一部分迁往昆明, 直

至 1940年时全部迁往重庆。∗ 该局易货处总处原设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于 1942年

4月迁移重庆。+

邮政储金汇业局于战时设立了驻香港办事处, 不久便感到该处人员不敷支配,应予以充实。为

增加工作效率起见,遂将本局干部陆续迁港, ∀惟于名义上仍作为设在上海, 以免敌人或有另设总

局之企图#。,

(二 )外贸企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 巩固财政, 实行统制对外贸易, 于

1938年 2月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管理之责。不久,中国战时贸易特别是官方出口贸易完

全经由贸委会之手进行, 其经营的货物包括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苎麻、肠衣、各种动物皮

等,业务繁多,范围极为广泛。贸委会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及中国茶叶等 3个公司,以利统制战

时贸易。− 这几家公司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且都在香港建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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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文钰致副经理函 ( 1938 10 27) !,上海市档案馆藏盐业银行档案,档案号: Q277 1 273。

重庆市档案馆等编:  四联总处史料 !上册,档案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7、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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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货银行广告,  香港华字日报 ! 1938年 3月 25日。

寿充一编:  孔祥熙其人其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9页。

中国保险学会编:  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35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2编财政经济 ( 4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85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2编财政经济 ( 4 ),第 385页。

满铁调查部编:  支那经济年報!,东京:改造社 1942年版,第 520页。



富华贸易公司成立于 1937年,总公司设在重庆, 总经理席德柄,协理缪钟秀。下辖香港、云南、

西北、陕豫、苏皖、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分公司, 均设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吴清

泰,襄理为孙纯一。∃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于 1939年 2月,总公司设在重庆。董事长由孔祥熙兼任,总经理董承道、席

德柄 (后 ),协理周苍柏、沈士华。下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香港及仰光分公司,均设

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林荣森, 协理为周辨明。%

中国茶叶公司成立于 1937年 5月,总公司初设上海,后迁重庆, 经理人为寄景伟、吴觉农、朱钱

农等, 在香港及内地各埠广设分公司。&

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植公司 )是以经营植物油为主、官商合办的大型企业,

隶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 1936年 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吴鼎昌、周诒春曾先后担任中植公司董事

长,张嘉铸为总经理。上海沦陷后,特在香港九龙加设厂处,以便继续桐油出口贸易(,直至太平洋

战争爆发为止。

(三 )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早在 19世纪 70年代成立之初,即已在香港设立了分局。抗战爆

发伊始,该局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香港,成立办事机构, 另由副经理沈仲毅领衔组织长江业务管

理处, 负责内河军公运输业务, 各分支机构也先后进行了调整。 1941年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

沦陷,蔡增基逃往澳门避难,总局职权无法继续行使。直至 1943年 4月, 招商局奉国民政府交通部

令在重庆恢复总局。)

粤汉、广九两条铁路于 1937年 8月 23日正式接轨通车, 次年初,香港至广州的公路顺利开通

并投入使用,粤港间公路与广九铁路并驾齐驱, 成为抗战初期中国最重要的补给线之一。1937年

10月 1日,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 (因军运保密简称西南运输公司 )在广州正式

成立, 担负繁重的国际运输任务。这是抗战前期中国政府所属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有员工不下 2

万人, 汽车约 3千辆。∗ 在香港、河内、新加坡及内地广设分处 (香港先设办事处, 1938年 2月改为

分处 ), 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越南海防,对内联系中南、西南各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综合运输

网。1938年 5月,又 ∀奉命对于各机关在 (香 )港起卸之货物运输全权负责办理#,并设 ∀关于铁路

主持之机构,专一筹运 #。+

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失守, 贯通华南沿海与内陆的港粤国际交通线遂失去效用。西南运

输处总处已于此前 ( 9月 )迁往昆明,并饬令香港分处于新加坡设分处,以便接转自香港疏散及承收

向欧美订购之物资拨运仰光。次年 2月, 香港分处迁往昆明, 并入总处,但仍留有交代清理人员,直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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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华贸易公司各地分公司工厂及各办事处一览表 ( 1941年 11月 8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

案号: 309 517。

 复兴商业公司暨各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一览表 ( 1941年 11月 13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档案

号: 309 517。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直属机关一览表 ( 1941年 10月 9日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档案, 档案号: 309

517。

 华资名厂产品介绍 !,  香港商业录 !,  香港商业年鉴 !,香港新闻社 1949年版,第 45页。注:袁剑秋认为,中国植物油料厂在

香港所设的是办事处, 1937年 9月成立,专办外销业务。见其著 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1996年第 4期。

张后铨主编:  招商局史 (近代部分 )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96 497页。

龚学遂著:  中国战时交通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第 19页。

夏兆营:  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 !,  抗日战争研究 !2003年第 3期,第 85页。

龚学遂著:  中国战时交通史 !,第 88 89页。



由上可见,战时国民政府驻港企业,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轮船招商局系原在香港即有分行

分局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才新建的。

三 战时驻港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

(一 )金融机构的经营。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等在港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调剂金融、

管理外汇、平衡汇兑及维持法币。中央银行于 1938年 3月 15日在香港设立通讯处,主要从事经营

管理外汇 (含侨汇 )、口岸汇款和印制、转运法币钞券等业务。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 ∀均以运抵香

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

民银行驻香港机构的业务和中央银行相似,主要也是经营管理外汇及印制、转运法币等。

中国银行把在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先汇到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 转由在香

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直至 1941年下半年, 港英当局宣布限制提取法币条

例,内地以法币汇港转沪这种业务才告结束。%

由于战时法币需求量大增,印制、转运法币是四行重要的经济任务。出于钞券的安全和质量考

虑,国民政府一般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是四行印制法币的重要基地,直至 1941年时, 四联总处

还曾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 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 中国、交通

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

1939年 2月至 1941年 6月,中美签订了 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 2次信用借款,可购买各种

急需物品,其中不少是利用香港输入的。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是购买战时用品, 解款最多之处

为香港, 1940年达 3600余万元法币, 上海次之,为 1530余万元。(

本来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逃避维护外汇市场, 对口岸汇款除党政军及 ∀国营#事业机关必要汇
款核明承汇者外,限制特严。但 1940年后,我国经济进入困难阶段,农业歉收, 物价猛涨, 通胀严

重,外贸及国外物资供应日减, 国家财政更为拮据。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经济问题上升到了重要

地位。鉴于后方各地所需机器原料和日用必需物资,大部分仍须由口岸内运,口岸汇款之需要始终

未减, 四行总处于 1941年提议开放港沪商业汇款,并决定 ∀以便利后方商民为主要对象, 售出外汇

购运货物,以能运入后方者为原则 #。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复函云: ∀兹为鼓励上海或其他

任何地方之物资内运前往自由中国, 以调整上海与后方各地间之法币差价, 并谋改善中国之经济情

形起见,应由本会筹议种种办法,期与中中交农四行切实合作..今后尤宜加倍努力, 增加中国物

资供给。#)据四联总处的报告, 1941年下半年重庆 14家商业银行共汇往沪港 7695万余元法币,其

中香港为 821万余元;由沪港汇入 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 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官方四行承

汇港沪款项共计 5297 5万元,其中香港为 3351万余元。∗

中央信托局的任务与四行有所不同, 该局总部于 1940年 2月 1日在重庆正式办公, 但仍在上

海和香港分地办公。驻港部门有中央储蓄会、购料处、易货处及信托处港处等, 其主要业务是采购

物资、吸收存款、发行 ∀节约建国储蓄券#、对外易货贸易。由于国内物资短缺, 国民政府颁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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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令,规定国家机关一切采购物资事宜均委托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办理。当时中信局的采购处、所

分布于香港、上海、昆明、重庆、海防及仰光等埠,而以香港为其枢纽。 ∀港处因系自由港口,各项外

货输入,均堪便利,现货供给较内地充足而齐备,即向国外订货,亦以商行林立,洽商方便, 是以各机

关托公案件多于此集中办理#。∃ 据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驻香港通讯处负责人 1939年 1月 16日致

总处函称: 该处由国外直接运往越南海防的材料,由香港中信局通知, 一共已运 10批 (截至此函

止 ) ,各批原提货单及材料清单、保险单等件,均由香港中信局直接寄往海防分局, 转交本处。另该

处还托西南运输处驻香港机构办理海防至昆明段之运料事宜。% 又如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但

凡购买仪器设备,多向香港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办理,据双方往来函件统计,仅 1941年 3至 11月间,

即共计 42件,涉及仪器、绘图材料、书籍、测量仪器、车辆、现货等。&

(二 )贸易机构的经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 1938年以集中物资换取外汇为中心工作,办理各

种农副产品对苏易货及外销业务。1940年因行政业务划分, 1月首将全国桐油购销业务划归复兴

商业公司办理。 4月,中国茶叶公司改隶贸委会后,所有外销茶叶之收购易货外销等业务,均由其

负责办理。 6月,富华贸易公司接办贸委会桐油、茶叶以外出口物资的购销业务。(

富华贸易公司出口的猪鬃一直经由滇缅公路转运香港输向欧美。复兴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

和运输桐油等农副产品,人事调配权都集中于总公司。抗战初期,总经理席德柄住在香港,公司的

业务由协理缪钟秀主持。)

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的国外贸易。数年间, 营业额达 1 24亿元,其

中外销占 70%。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后,该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才完全中止。∗

(三 )运输机构的经营。西南运输处初期的路线一经香港至广州, 一经越南海防至镇南关, 并

在省、港置有仓库设备。香港分处自 1938年 2月开始办理进出口物资运输, 设有运输科,分铁路、

水路、公路、仓库、装卸等 5个股及九龙事务所。由于铁路运费低廉,时间快, 故该处物资主要经铁

路装运。这年 2 10月,由铁路输入物资约 13万余吨, 达预期之半数, 其中军需品占 1 /4,其余为

五金材料、油类、机件等物。水路运输因轮船舱位有限, 每月不过千吨, 都是五金、电料等普通物品。

公路运输则利用在香港装卸之新车驶入内地时,随时配运。至广州沦陷前, 共驶入卡车 1201辆,但

带运物资仅 600余吨, 此项业务随广州陷落而告中止。

广州沦陷后,该处进出口物资改由航运至海防及仰光,再转入国内。因越南政府未许军用品通

过,格于禁令,所运物资亦为五金、原料及汽车机器等项。仰光线则有军用品配运。此两线一年输

入之物资约有 1 6万余吨。由香港输往欧洲货物,托交英国、苏联籍轮船运送出口者,均为矿产,如

钨砂、纯锑、生锑、锡、锌等,平均每月 1次,历时 10个月, 共运出矿产 12640吨。+

(四 )香港沦陷时驻港国营企业损失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国营企业驻港机构或被迫撤

离,或被敌人没收和查封, 损失惨重。

在金融业方面,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原有各国银行进行清理。 1942年 4月 11日, 日本总督宣

布将在香港的英、美、荷、比等国 13家银行和中国 4家银行作为 ∀敌产 #而没收, 存款被冻结, 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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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清算这些银行的资金。∃ 除了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 4行外,同年 6

月占领当局财务部又勒令广东省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 4家官办金融机构停业, 并令清算一切账

目。%

在外贸业方面,香港沦陷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设在香港的 3个分公司仓库均被日本占领

当局查封,公司职员 20余人撤退至广东惠阳。&

抗战开始时,富华贸易公司运往香港的货物,除准备在香港就地销售者外,一俟整理妥善,即随

时尽速运转欧美,但 1941年底时,美国船只驶往香港者甚少,以致待运之货舱位难得。当日本突向

英美宣战后,香港航运骤断,富华贸易公司存于港埠的货物遂无法运出。据香港分公司于当年 11

月 29日最后发出的存货报告称: 计有猪鬃 3860担 (海关担, 下同 )、肠衣 190担、山羊皮 1393担、羊

毛 160担、羊绒 161担、生丝 955担、苎麻 595担, 以上货物收购成本价估计为 962 4万余元,加上

运费估计约 409 1万余元,总共计约值法币 1371 5万元。(

另据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档案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复兴商业公司在香港的仓库存有桐

油约 1500吨,并有存款约 20万港元、100万元法币和一些美金。日本入侵后, 公司经理林荣森已

失去自由,企业被日军政部兴亚机关接管。富华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在香港存有杂货约 4000担,

也被敌接管并运走。另还有存款约 150万港元、美金 15万元和数目不详的法币。公司经理吴清泰

亦失去自由。中国茶叶公司存茶约有 10万箱, 但存款数目不详。) 可谓损失不赀。

从战后财政部编制的贸委会所属机关损失统计资料,亦可测知富华贸易、复兴商业及中国茶叶

公司香港分公司 3个单位损失之惨重。因为该会所属机关的损失主要为直接损失和商业机关的损

失,直接损失占损失总计的 99 38%, 间接损失仅占 0 62%; 商业机关的损失占损失总计的

97 42%, 行政机关损失仅占 2 56%。∗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植物油料公司香港分厂业务停顿,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

在航运业方面,战时招商局不仅船舶遭受了巨大损失,江海各埠的分局 (或办事处 )也绝大多

数被日军侵占或破坏,仓栈遭焚,码头被炸,营运被迫停业,香港分局的码头仓栈和上海、广州、天津

等分局一样,只剩下一堆堆残骸。据 1945年招商总局与 27个分局 (或办事处 )的统计,该局在抗

战时期财产直接损失达 5827万元 (法币原价 )。,

四 战时驻港国营企业经营活动之评析

战时国民政府在港企业的经营管理尽管存在着一些漏卮,但主要方面是对抗战经济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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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驻港国营企业机构经营的弊端。

在近代中国国营企业中, 官僚衙门习气和封建宗派作风历来是兼而有之, 抗战时期当然亦不

例外。如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机构受到战乱巨大的冲击,发生了自创办以来罕见的经济大案, 经营

管理一片混乱。 1938年,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将随迁到香港的 ∀海元 #、∀海亨 #、∀海利 #、∀海贞 #

等四大海轮出售给英商怡和洋行,索价 34万英镑, ∀海云 #轮也同时在香港出售。蔡氏令人将卖

船收入、营业收入及其他经济收入均存入汇丰、广东等银行, 数额颇巨。日本占领香港后,蔡增基

遁居澳门,存放于香港的招商局档案、账册、财产契据等全部散失。据蔡氏事后称, 他在香港沦陷

前提出港币 34万元,除少量开支外, 余下 30万元收藏在寓中,不料突被日军侵入, 洗劫一空。招

商局在这次案件中损失巨款, 为开局以来所罕见, 蔡氏在此案发生前后行动诡秘, 疑窦甚多。国

民政府交通部等有关当局对这一案件的审理, 延宕数年之久, 而当事人最终竟未受到任何的惩

处。 ∃

又如孔令侃在香港主持中央信托局的工作,因而有了发财的机会。他将亲信人员先后调港,利

用香港是自由商港,大量进行私人进口买卖,赚取外汇。%

(二 )战时国营企业在港经营的历史作用。

香港是抗战前期大后方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均在香港设立

网点, 如财政部贸委会驻香港机构、四联总处香港分处、香港中国银行团、中美英汇兑基金平衡委员

会香港办事处、广东省战时贸易管理处香港办事处等,这些机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金融业方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所属金融机构四行二局通过设在香港的分支行处, 经

营管理外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资金的外流,增强了外汇储备,有利于汇率的稳定, 保证军政机关

的外汇供给;印制及转运法币钞券,解决了战时所需法币钞券供应不足的困难,保证了军需供应;采

购急需物资、对外易货 (中央信托局重点在香港专办接运军火转口越南海防、河内通过滇越铁路内

运事宜,同时继续向欧美洽购军火 ), 粉碎了敌人破坏我金融之阴谋,稳定了经济局势。

出口结汇政策亦使国民政府赚得巨额外汇, 根据中国银行年度业务报告, 1939年度按银行牌

价结进港币 92 4万余元, 1940年度为 373 9万余元, 1941年度 (截至 11月底止 )近 1639万元, 增

幅大且远远高出英镑、美金及越币的款额。&

其次,运输业方面。西南运输处既是抗战时期国内战场急需的外援军需物资的主要承运者

和供给者,又是中国主要战略矿产品和农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在广州沦陷前, 利用铁路、水路

和公路并驾齐驱,抢运物资。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后,运输大动脉广九铁路中断, 中国向

英美等国订购运抵香港的各种物品, 在货仓里堆积如山。中央政府 ∀电饬留港办理人员, 迅将趸

存于港中之各种物品, 转道输运返国。各专员奉命后,即开始规划, 审查品物之先后急需,设法次

第转运#。( 其中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等所起之重要作用自不待言。

第三,外贸业方面。在战时收购和运输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维持债信, 出口大量

农矿产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初期农产品中之茶叶、桐油、猪鬃、生丝及一部分皮张等产品均在香

港或仰光交货,矿产品也大多在香港、仰光等地出口。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海运被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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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才改变。∃

财政部贸委会是中国战时出口贸易国营化之官办商业机构的核心, 竭力奖励土货,增加产量,

扩大外销市场。并会同中国植物油公司、中央信托局、中国茶叶公司等,收购全国重要外销土货,集

中香港出口,准予免税,故办理颇有成效。%

1938 1939年间, 中苏签订了 3次易货借款合约, 苏方向中国提供了总值 2 5亿美元的信用

借款, 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用物资,中国需以农矿产品输苏偿还。抗战前期,中国交苏偿债农矿产品

大都是在香港交货的,对苏贸易逐年增加, 1937年度总值 600万港元, 1938年度 1500万元, 1939年

度达 3000万元。以茶叶占首位, 次为桐油、猪鬃等。& 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主要用于对苏易货贸

易。为了保证交苏茶叶顺利输出, 贸易委员会决定 ∀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 #。
由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合同苏方办理。( 根据历年在香港交苏偿债茶叶货单记载: 1937 1938年度

为 57765关担,另 3200箱; 1939 1940年度为 12 4万市担; 1940 1941年度达 27万市担。) 大量

农产品从香港源源输往苏联,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

抗战前期,美国是向我国提供贷款的第二大国,根据 1939年 2月签订的中美桐油借款合约,美

国向中国提供了 25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中国须于 5年内用桐油偿还。战时桐油经国民政府确定

为国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议决自 1940年 1月起,将全国桐油指定由复兴公司专营,购运出口以偿

还外债。桐油运美偿还外债,对于国际信誉至为重要,国民政府为履行美国借款合约,收购、储运桐

油,由内地分途源源输往香港, 以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为 ∀转运枢纽 #。虽受日本严密封锁, 外销量

仍逐年上升,如 1939年合计由香港运往美国为 1 8万余吨 (单位: 美吨 ), 1940年合计运入香港有

2 2万余吨, 1941年增至 3万吨左右。∗ 由于复兴商业公司的出色工作, 使中国在 1942年就提前还

清了全部贷款, ∀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 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 #。+

中国用桐油借款从美国购买了大量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增强了抗战能力。

评析国营企业的对外贸易统制政策及其作用, 不能脱离战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有谓战时中国

对外贸易的主体是国民政府,它实行外贸管制,对出口贸易, 不仅严格管制, 而且直接经营。特别是

贸委会所属的几家机构,几乎垄断了主要出口产品的收购和运销。但亦应看到, 这些外贸公司在出

口口岸自行开盘和开价,最初曾一度使外商操纵出口产品价格的局面有所改变。, 曾在香港担任

富华公司协理、著名的茶叶专家吴觉农评价道: ∀茶叶自统销政策执行以后, 第一步就是由上海迁

至香港,这不但在业务的执行上对苏能够直接易货,对英美能够直接交易,而且把过去洋行买办制

度垄断之下的一切陋规..一概取缔,使茶商不合理的负担,统予减除,这样在中央、地方与茶商各

方面通力合作集体力量的奋斗之下, 三年以来,已经替中国茶业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康庄大

道。#−连当时日本侵略者亦承认: ∀中国土产出口, 原属国际资本主义之地盘, 掌握于 ..外商之
手。是故对外贸易国营化,不仅为贸易形态之变更,且含消灭国际资本主义之势力及排除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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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殖民地性质之意义。换言之,并非简单的贸易政策之问题, 而为与社会基础的构造有关系之问

题。#∃况且,往昔茶叶、桐油、猪鬃等中国农产品运到香港以后, 都由外商转销各国,不分敌我,甚至

大量流失到日本。3个国营贸易公司成立后,在香港统制农矿产品的出口业务,有目的地向友邦出

口,有效地遏制了重要物资资敌状况,也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国营企业驻港机构还发挥了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当日本宣布封锁香港后, 1940年 7月 5

日,贸委会致电香港富华贸易公司,饬令查明最近香港货运情况。越日, 该公司即复电称: ∀封锁只
限沦陷区运香港之食品,其余尚无影响, 沙鱼涌仍通, 但夫缺,可运货甚少。#% 次年 5月,富华贸易

公司香港分公司还节译了日本对我抗战贸易设施的调查报告,呈报贸委会, 受到高度重视,并复电

要求其 ∀嗣后续有所得,仍宜随时密呈。#&香港中信局经多方设法,暗设秘密电台, 与重庆和上海方

面联络,通报关于财经、与敌私谈和平以及日伪情报等信息。孔令侃并在香港创办 财政评论!杂
志,由贾士毅负责。另又组织了一个香港银行业联谊会,从事宣传组织活动。(

这些努力,对于中国坚持对日经济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张晓辉,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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