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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年上海工厂内迁研究

——基于《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考察

张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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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解放初期，为打破外部封锁禁运和连续轰炸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市委、

市政府组织部分工厂按照就原料就市场原则、以及部分搬迁合作经营模式实施内迁。虽然此次内

迁持续时间不长、内迁工厂数量也较为有限，但无论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对迁出地和

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而言，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放初期；上海工业；内迁

上海解放后，为打破外部封锁禁运和连续

轰炸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市

委、市政府作出组织部分工厂内迁的决定, 并

得到产业界的积极响应。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工厂的内迁历史来看，这一时期上海工厂

内迁持续时间不长、内迁工厂数量也较为有

限，但对作为迁出地的上海和迁入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了内地与上海双赢的结果，也为

此后上海工厂内迁的大规模开展积累了经验。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上海工厂集中内

迁期间，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

积极服务市委这一重要部署，刊发的相关报道

多达48篇，其中既包括对上海市委、市政府推

动工厂内迁方针政策的宣传介绍，对典型工厂

实施内迁的跟进报道，也包括对部分省市来沪

吸引工厂迁往的宣传报道。本文通过对这些报

道进行梳理和分析，对这一期间上海工厂内迁

的整体情况及其对上海经济转型和内地工业布

局的重要影响加以考察。

一、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

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

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

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

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

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

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一）1949年8月至11月：受到外部封锁的

影响，部分经营困难的私营工厂响应市委、市

政府号召，形成上海工厂的第一次内迁高潮。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自1949年6月23日起，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利用其海、空军优势，

武装封锁上海口岸，企图以此阻止上海内外交

通，断绝上海的粮煤及工业原料供给。由于上

海的工商业具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燃料和生

产原料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国输入，销售市场

也主要面向海外。加之当时中国尚未全部解

放，各解放区在财政经济上还处于分散自理状

态，家底薄弱，本身负担也很沉重，除东北经

济实力较强外，其他地区都难以承担大量物资

外调任务。因此，国民党实施的封锁对上海经

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明显影响，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库存严重不足，情况最紧急时，上海

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

纱厂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1周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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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武装封锁的影响，在外销断绝、内销一

时打不开的情况下，上海私营工商业一度“处

于难于维持的状态”[1]，工厂商店大量停工歇

业，失业人数激增，并很快由个别厂家蔓延到

整个行业。至1949年7月底，上海全部停工停业

的行业有绸缎印花业、地毯业、军装业、长毛

绒业、拉绒业、纸盒业等；停工停业75%的有手

帕业、玻璃业、手工棉纺业、驼绒业、整理染

织业、制镜业等；停工停业50%的有橡胶业、棉

纺业、电工器材业等。[2]这些停工的工厂，就

经济类型分析，“一般是国营厂问题不大，公

私合营厂困难较小，私营厂困难最大”[3]；就

企业规模来看，小型工厂的困难更甚于大型企

业，如“劳资问题……在较大私营企业中也比

较少，主要是在较小的工厂中”[4]。

针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

海市委制定反封锁的六项方针。7月27日，《解

放日报》发表《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

而斗争》的社论，广泛宣传反封锁六项方针：

1.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全中

国；2.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

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3.改变今后上海生产方

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

把为国内生产和为中国人民服务确定为上海所

有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4.动员大批共

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

工作；5.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

6.实行节衣缩食、精简节约，克服目前困难。

在8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第一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这六项方针以上海市

委名义作为第一个施政报告在会上正式提出并

获得通过。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人口疏

散，减少上海的人口规模；以及在可能和必要

的条件下鼓励某些工厂学校内迁，以便就市

[1]陈毅：《上海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

词》，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编：《上海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主要文件汇编》，第37页。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

（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3]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汇编：《上海市主要工业分业概况（初

步资料）》，1955年，第15页。

[4]《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文件汇编》，第19页。

场、就原料，作为上海克服困难局面的一项重

要举措，在会上得到产业界代表和工人代表双

方的极大关注。会议期间，胡厥文、盛丕华、

洪念祖等工商业界代表纷纷表示“工厂内迁是

执行六大任务的重要一环”，“部分工厂内迁

为我们产业界所一致拥护”，但同时也提出在

工厂内迁之前“我们应该有步骤、有计划的预

先布置，动力与原料的供应，销路的估计，各

种工业的适当配合，都须有周密的筹谋”[5]。

工人代表也积极响应企业内迁的号召，如机器

业工人代表表示：“机器业的主要原料是煤和

铁，这些内地都有大量出产，机器业的机器零

件较少，容易搬运，机器业的工人们，一般都

愿意到内地去发展生产。”[6]

为推动上海工厂实施内迁，上海市委、

市政府一方面通过《解放日报》等主要媒体开

展广泛的内迁动员，另一方面部署相关部门为

内迁提供优待举措。如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邀集

私营工厂代表举行座谈会，了解上海私营工厂

的情况，举办押汇、订货贷款、工业指数放款

或实物放款以帮助其解决困难，并动员产业界

人士放开眼光实施内迁；上海铁路局不仅对内

迁机械设备的运费予以半价优惠，而且“制定

不和客车相通，速度不过快，以保安全”的措

施[7]，确保这些设备能够完整安全地抵达目的

地。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积极响应上海市

委、市政府的工厂内迁号召。如太原市军管会

轻重工业处和华北职工总会太原办事处负责人

发表谈话，欢迎上海工厂迁往：“如果你们愿

意迁到太原来，我们表示欢迎，太原不仅具备

各种自力更生的轻重工业的原料，而且销路宽

阔，特别是向大西北各省推销，这是中国产业

界的一条光明出路。”[8]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

[5]《产业界拥护工厂内迁 以便就原料便推销》，《解放日

报》1949年8月9日。

[6]《工人表示：主动团结推动资方 实行部分工厂内迁》，

《解放日报》1949年8月9日。

[7]《内迁国信纱厂 迅速在徐开工》，《解放日报》1950年1

月5日。

[8]《太原轻重工业处表示 欢迎上海工厂部分迁往太原》，

《解放日报》194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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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

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

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

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

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

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

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

数机器迁往哈尔滨。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

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

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1]此后，

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

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

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

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

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

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四家企业完成内迁任

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三家正

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

阶段。[2]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

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

放缓。

（二）1950年2月至4月：受到“二六”轰

炸的影响，私营工厂内迁进一步开展，掀起上

海工厂的第二次内迁高潮。国民党当局在对上

海实施封锁的同时，还经常出动飞机对上海进

行骚扰破坏。自1950年初起，国民党空军对上

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规模不断升级，并把轰炸

目标转向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车站、铁

路、桥梁等重要设施。特别是1950年2月6日，

10余架国民党飞机分4批空袭上海市区，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共炸死市民542人，致

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3]同时，

对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

华商电气公司和法商水电公司的电厂造成严重

破坏。作为上海主力电厂的杨树浦发电厂2/3发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支援全国》（上

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2]《帮助厂商克服困难 廿家工厂响应内迁》，《解放日报》

1949年11月4日。

[3]《沪工代大会及各民主党派通电控诉美蒋轰炸上海暴

行》，《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

电设备被损坏，全厂无法发电，导致市区“百

分之八十的电力供应遭到破坏，百分之八十的

工厂生产停顿”[4]，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连

续遭受空袭严重影响上海工厂的正常生产，对

部分中小型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

厂房、机械设备因空袭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

面，电力供应不足使得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后

来决定实施内迁的私营开灵电机厂，谈起内迁

原因，就是“厂址因邻近被炸地区，玻璃窗等

震坏甚多，又因炸后电力供应困难”[5]。

考虑到现有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战

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为最大限度地保留上海

的生产能力，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连续

召集会议，实施市民疏散和工厂内迁的方案被

再次提及。正如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后

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所谈到的，“我

们有性急的，如企图利用轰炸使工业内迁，经

主席指出，我们开朗了，实际是做不到的。二

月六日轰炸之后，我们又急了，无办法，又想

提内迁”[6]。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上

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 反对美蒋的轰炸！》的社

论，要求“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

生产形式以适应防空疏散的要求”[7]，对因电力

断绝而无法复工的工厂加强疏散工作。

连续遭受空袭使得部分正筹备内迁或尚处

犹豫中的工厂加快内迁的步伐。2月6日当晚，

新华火柴厂将约30吨重的机械设备及物资原料

从上海装车运往徐州[8]，“信和纱厂为就原料

就市场，克服生产困难，早经酝酿内迁郑州，

自美制匪机滥炸本市，电力供应遭遇严重困难

后，更增加该厂内迁决心，加速准备工作”[9]。

[4]陈丕显：《怀念人民的好市长陈毅同志》，《回忆陈

毅》，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5]《吉士等厂决定内迁 日亚等厂筹备发电》，《解放日报》

1950年2月14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7]《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 反对美蒋的轰炸！》，《解放日

报》1950年2月12日。

[8]《以实际行动反轰炸封锁 新华火柴厂迁抵徐州》，《解放

日报》1950年2月11日。

[9]《避免损失坚决内迁 信和纱厂劳资协议迁郑》，《解放日

报》195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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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吉士卷烟厂、大运隆烟厂、亚洲电业厂、

开灵电机厂等也决定全部或一部内迁郑州、天

津等地。

部分已经内迁的工厂也因空袭的影响决

定加大设备转移力度。上海铅笔厂北迁的北京

分厂所用铅笔芯由上海总厂制就后供应，但自

“二六”轰炸后，上海总厂的生产遭受困难，

因而计划将制铅笔芯的机器北运，使北京分厂

成为一家独立完整的制笔厂。

上海遭受“二六”轰炸的情况得到中共中

央的高度关注，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向斯大

林提出由苏联提供空军保护的要求，得到斯大

林的同意。2月17日，毛泽东在从苏联回国前致

电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

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

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1]3月，

苏联派遣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来上海协助解

放军开展空中设防，取得三战三捷、连续击落5

架敌机的战绩，同时帮助培训新组建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随着5月舟山群岛全部解

放，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舟山为基地对上海实

行封锁、轰炸的计划终告失败。

封锁、轰炸威胁的消除使得中共中央、华

东局和上海市委明确以“维持”作为上海工业

发展的主要方向。从1950年5月开始，除已开始

内迁的工厂继续推进外，大规模的内迁工作基

本停止。

二、内迁工厂的构成与内迁特点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

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

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

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

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

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具体如下：

序号 工厂名 内迁地 行业

1 中国标准铅笔厂 哈尔滨 铅笔

2 上海铅笔厂 北京 铅笔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5页。

3
寰球内衣织造厂

（又称：寰球手帕厂）
天津 纺织

4 华孚电器厂 天津
电工
器材

5 亚美电器厂 天津
电工
器材

6 亚浦耳电工器材厂 天津
电工
器材

7 龙华烟厂 郑州 卷烟

8 康乐烟厂 天津 卷烟

9 乐华烟厂 武汉 卷烟

10 新华烟厂 天津 卷烟

11 国信纺织染厂 徐州 纺织

12 中央化工玻璃厂 沈阳 玻璃

13 人和药厂 南通 制药

14 生化药厂 南通 制药

15 信谊药厂 南通 制药

16 天丰药厂 南通 制药

17 华菲烟厂 郑州 卷烟

18 新新宏记火柴厂 开封 火柴

19 正明火柴厂 开封 火柴

20 荣丰纱厂 纺织

21 景福衫袜厂 纺织

22 裕民厂 东台 不详

23 大中厂 东台 不详

24 福昌火柴厂 蚌埠 火柴

25 美乐印刷厂 天津 印刷

26 四达公司 天津 墨水

27
生生玻璃钢铁用具

制造厂
天津 制造

28 民众烟厂 天津 卷烟

29 大陆纸盒厂 南通 纸张

30 新华火柴厂 徐州 火柴

31 信和纱厂 郑州 纺织

32 晶华玻璃厂 青岛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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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安电机厂 天津 电机

34 开灵电机厂 天津 电机

35 亚洲电业厂 天津 电机

36 吉士卷烟厂 郑州 卷烟

37 大运隆烟厂 郑州 卷烟

38 申新第五纺织厂 武汉 纺织

39
全昌正记火柴

梗片厂
秦皇岛 火柴

40 长城铅笔厂 天津 铅笔

41 中美烟厂 宝鸡 卷烟

42 义成橡皮印刷厂 郑州 印刷

43 诚德纱厂 新乡 纺织

44 新中纱厂 西安 纺织

45 大丰纱厂 武汉 纺织

46 三新针织厂 郑州 纺织

47 瑞士火柴厂 南京 火柴

48 远东火柴厂 泰州 火柴

49 复泰机器厂 九江 机械

50 苏中机器厂 沈阳 机械

51 福兴橡皮印刷厂 长春 印刷

52 嘉美制罐厂 长春 罐头

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

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

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

就不得不缓步行动”[1]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

完成了内迁。

虽然这次工厂内迁前后仅维持一年多时

间，但通过对这些内迁工厂加以比较分析，可

以看出在内迁原则、内迁主体、内迁方式方面

既有相通之处也各具特色：

（一）工厂的内迁原则从就原料就市场，

向就动力就配套拓展。上海工厂开展内迁最初

考虑也是首要考虑因素是就市场就原料，降低

成本，克服生产困难。如上海铅笔制造工业需

[1]《帮助厂商克服困难 廿家工厂响应内迁》，《解放日报》

1949年11月4日。

用的原料木材，原先大都依赖美国木材和台湾

桧木，但受到封锁的影响，原料来源断绝，而

东北的椴木因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客观

上要求上海的铅笔制造厂为就原料而北迁。再

以上海的烟厂而言，原料烟叶多来自河南许

昌，当地烟叶市价较上海便宜一半，而龙华烟

厂出品的金狮牌香烟主要市场为郑州、西安等

地，康乐烟厂生产的苹果牌香烟则行销东北和

华北，因此两厂按照就市场就原料原则选择北

迁河南郑州和天津。[2]此外，部分工厂为了利用

天津等港口的外销渠道，继续推动产品出口海

外而实施内迁。私营寰球手帕厂产品原多远销

南洋，但在上海遭到封锁后，外销即告停顿，

而天津对内的陆路交通和对外的海运都很发

达，因此决定部分北迁天津，以便外销产品由

天津出口经香港转销南洋。[3]

但进入1950年以后，受到连续轰炸的影

响，如何获得稳定的电力供应也成为上海工厂

实施内迁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二六”轰炸

后，在电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上海市军管会

签发限制用电的紧急通告，并从2月19日开始

实行区别用电的办法，机器、制药、棉纺等

行业作为次要工业[4]，企业的生产用电受到限

制。而河南开封、江苏扬州、河北石家庄等地

电力供应充足，开封工商局长就指出，上海企

业迁往当地“不但是就原料就市场，而动力也

无问题。开封的发电量是三千瓦，现只用到

一千瓦，豫省政府日后对发电量还预备继续增

加”[5]，石家庄市代表也向上海工商界人士特

别强调，当地不仅原料丰富、市场广阔，而且

“动力过剩：石家庄发电量六千八百瓦，现用

者仅三千二百瓦，尚多余三千六百瓦”[6]。因

[2]《帮助厂商克服困难 廿家工厂响应内迁 资金、厂址、劳

资等问题三月来逐渐求得合理解决》，《解放日报》1949年11

月4日。

[3]《克服生产困难打开销路 寰球手帕厂决迁津》，《解放日

报》1949年8月23日。

[4]《上海空袭后电力困难克服的经过》（1950年），上海市

档案馆藏，第8—9页。

[5]《开封工商局长刘明远来沪 接洽本市工厂内迁 指出开封

设厂的有利条件》，《解放日报》1950年3月4日。

[6]《石家庄设厂条件优越 派员欢迎沪厂内迁》，《解放日

报》195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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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海的部分工厂为确保生产的正常开展选

择了内迁。

内迁工厂引发的联动反应也在推动上海工

厂内迁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家工厂的内

迁带动一批配套工厂或具有投资联系工厂的内

迁。人和、生化、信谊、天丰四家制药厂决定在

江苏南通共同创办苏北联合药厂后，为其提供配

套产品的协丰玻璃厂和大陆纸盒厂也决定在南通

设分厂。[1]上海诚德纺织厂与无锡公泰纱厂联袂

内迁也是如此。1950年, 上海诚德纺织厂经理荣

玉德决定内迁新乡，与此同时，他积极动员参加

投资的无锡公泰纱厂一起内迁。最后，“公泰纱

厂与诚德纺织厂订立合同，以4000纱锭及所属设

备作为诚德纺织厂的一部分内迁新乡”。[2] 

（二）工厂的内迁主体从小型企业向中

型企业、从轻纺企业向机电机械企业延伸。在

1949年上海工厂内迁工作启动之初，内迁的主

体是私营小型轻纺工厂。从当年已完成内迁和

处于设备拆卸装箱阶段的7家工厂看，铅笔业

2家、纺织业2家、卷烟业3家，均属于轻纺工

业。但在进入1950年以后，受到连续轰炸的影

响，新安电机厂、开灵电机厂、亚洲电业厂、

复泰机器厂、苏中机器厂等电机、机械制造业

工厂也加入到内迁行列之中。而且，内迁工厂的

规模与之前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新安

电机厂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私营电机厂之一，迁往

天津的机器约有工作母机20部左右，包括刨床四

部、龙门刨床一部、车床十部、铣床二部等，并

有5位工程师以及20余名已具有熟练技术的工艺

生随机器设备赴津。[3]迁往河南郑州的私营吉士

卷烟厂也是一家拥有200余名职工，以及大型卷

烟机三部、切烟丝机三部、轧烟筋机一部、烘烟

丝车及磨刀车各一部的中型烟厂。[4]

[1]《继续贯彻六大任务 工厂筹划内迁》，《解放日报》1949

年11月2日。

[2]《河南省中原棉纺织厂志（1946年—1981年）》（未定

稿），第18页，转引自孙建国：《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迁工厂特

点及对河南经济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

[3]《以实际行动反轰炸 本市内迁厂日增》，《解放日报》

1950年2月28日。

[4]《吉士等厂决定内迁 日亚等厂筹备发电》，《解放日报》

1950年2月14日。

（三）工厂的内迁方式以部分搬迁、合作

经营为主。由于这一时期上海内迁工厂以中小

型私营工厂为主，规模不大，资金有限，而从

迁厂到建厂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恢复生

产，在此期间的维持费、拆运机器费、新建厂

房费等对这些企业而言负担相当重；加之这些

工厂长期在上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其他地

区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为此，

在实施内迁时，多数企业采取部分搬迁、合作

经营的方式。

部分搬迁是将工厂一分为二，部分生产设

备和人员进行内迁，辟建新厂，部分留在上海

继续维持生产。国信纺织染厂将全厂10082枚纱

锭中的2800枚拆迁往徐州，[5]信和纱厂将全厂

39676枚纱锭中的5000枚迁往郑州，[6]其余部分

留在上海以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乐华烟厂和

龙华烟厂也将全厂10部卷烟机中的4部拆迁，分

别在汉口和天津建立分厂。[7]

开展合作经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

与迁入地的工厂开展合作。如中国标准铅笔厂

的内迁得到公私合营哈尔滨企业公司的大力协

助，双方共同成立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

资金方面哈尔滨企业公司出60%，中国标准铅笔

厂出40%；前者设法安排厂房和筹划业务，后者

供给机器和负责技术。[8]内迁沈阳的中央化工玻

璃厂与沈阳玻璃厂合作经营，中央化工玻璃厂

除提供机器与技工之外，其余一切均由沈阳玻

璃厂筹划。康乐烟厂内迁天津也采取与当地私

营新兴炼钢厂合作的方式，由新兴炼钢厂划出

部分厂房作为新厂厂址，双方各出资金7500万

元，康乐厂则以北运机器作价投资。[9]另一类

则是由内迁各厂联合投资创办新企业。1949年, 

[5]《山东省人民政府欢迎沪厂迁往 国信纺染厂部分迁徐》，

《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5日。

[6]《避免损失坚决内迁 信和纱厂劳资协议迁郑》，《解放日

报》1950年2月13日。

[7]《就原料就市场 烟厂向内地》，《解放日报》1949年9月5

日；《私营龙华烟厂 即将内迁郑州》，《解放日报》1949年

11月13日。

[8]《粉碎敌人封锁克服生产困难 标准铅笔厂首北迁》，《解

放日报》1949年8月21日。

[9]《就原料就市场 烟厂向内地》，《解放日报》1949年9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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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海新新宏记火柴厂实施内迁的启示，上海

正明火柴厂姚连生主动向新新宏记火柴厂经理

王仁勋提出共同内迁的申请，两家企业在河南开

封合作成立豫明火柴厂。[1]次年，私营人和、生

化、信谊、天丰四家制药厂联合投资8000万元，

在江苏南通共同创办苏北联合药厂，根据当地的

疾病情况，生产切合人民大众需要的药品。[2]

三、工厂内迁的积极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上海工厂内迁的持续时间和

规模较为有限，但无论对于工厂自身的发展，

还是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

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而言，都形成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第一，通过内迁，有助于工厂自身摆脱

经营困境。通过开展内迁，工厂能够更加靠近

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节省运输成本和人力成

本。部分省市也对内迁企业予以特别照顾，如

国信纱厂的机器到达徐州后，由政府派武装日

夜保护，还予以电价七折优待；[3]河南省政府特

别制定新建及内迁工厂的优待办法，对厂址、

动力、资金周转等都力予协助。[4]在这些举措

帮助下，上海内迁工厂迅速在当地投入生产，

并不同程度克服了经营困境，扭亏为盈。这在

《解放日报》相关报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迁

往河南郑州的龙华烟厂经理徐石成表示：“我

们厂当未迁时，每月在上海要蚀本数亿元。幸

而内迁挽回了本厂崩溃的命运，现在我们已略

有利润可图了。年内我准备把留在上海的六台

卷烟机也迁到开封去，那边的厂址很大，动力

也不成问题，产多少可以销多少！”[5]康乐烟厂

[1]《开封文史资料》（总第18期），2001年12月，第43—44

页，转引自孙建国：《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迁工厂特点及对河

南经济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

[2]《继续贯彻六大任务 工厂筹划内迁》，《解放日报》1949

年11月2日。

[3]《内迁国信纱厂 迅速在徐开工》，《解放日报》1950年1

月5日。

[4]《避免损失坚决内迁 信和纱厂劳资协议迁郑》，《解放日

报》1950年2月13日。

[5]《内迁京沈汴郑徐各厂 成本合算产销畅旺 正纷纷计划增

加设备扩大经营》，《解放日报》1950年2月26日。

从上海迁至天津后，生产情况良好，“一个多月

来，日产量几乎增加一倍（最初日产五箱，现日

产九箱多），产品推销京、津、青岛各地共2000

余箱”，“现正计划加开机器，扩大经营”。[6]

第二，工厂内迁对改变上海经济对外依

赖和畸形发展的不足，增强上海与全国其他省

市的经济联系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旧上海的

经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下畸形发展起

来的，其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表现出明显的

对外依赖性和畸形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旧上

海的轻纺工业过度集中而重工业薄弱，高档消

费品过剩而普通消费品不足。1949年上海解放

时，全市重工业“全部工厂不过二千四百余

家”[7]，尚不及棉纺业工厂数的一半。重工业产

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8%，其中原材料工业

占3.3%，年炼钢能力3万吨，轧钢能力7万吨；

装备工业占8.5%，金属切削机床的年产量为690

台。[8]另一方面，旧上海的工商业具有严重的

对外依赖性，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够

密切。作为上海工业基础的动力生产，不仅为

外商经营，其原料80%采用进口油料，甚至20%

的煤也大部依靠舶来品；500万人生命所托的

粮食，50%—60%依赖于进口的洋米洋面；占全

国设备总量60%的棉纺业，所需原棉60%依靠进

口；占全国设备总量80%的毛纺业，全部靠进口

毛条维持生产；占全国设备1/4的面粉业，原料

全靠洋麦；月产6000余吨纸张的造纸设备，也

完全依靠进口的纸浆。[9]

通过引导部分工厂就原料就市场迁往内

地，上海的工业结构有所优化调整，改变部分

行业过于集中、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产品重

复的状况，削弱、淘汰部分不利于国计民生或

过去盲目发展的行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烟草行业。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主要

[6]《面向内地前途无限光明 内迁各厂先后开工》，《解放日

报》1950年2月23日。

[7]《解放初期上海私营工商业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B1-

2-361。

[8]《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第329页。

[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

（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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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和卷烟工业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前夕，

60％以上的民族资本烟厂集中在上海。针对上

海烟草行业过于密集的情况，市委、市政府通

过组织部分烟厂迁往天津、郑州等地，使上海

的卷烟企业由1949年高峰时的113家减为1955年

时的14家。同时，内迁也进一步密切了上海工

厂与内地各省市的经济联系，工厂生产更多地

依靠我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原材料和燃料；

也推动上海开始“把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

服务作为今后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

方向”[1]，为国内各城市、各工矿企业大量生产

所需要的机器，为农村生产所需要的农具、肥

料、布匹等。

第三，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

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

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

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以上海工厂

内迁的重要目的地河南为例，这里原先是一个

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工业发展程度不高，

除少数几个城市外，其他地区极少或根本没有

现代工业。通过承接上海工厂的内迁，河南的

部分轻纺工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纺、

卷烟、火柴等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奠定了当地

轻纺工业的基础。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

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

[1]饶漱石：《中共上海市委会对于粉碎敌人封锁和建设新上

海的方针》，《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

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

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

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

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

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2]

进一步而言，内地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

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

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

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

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

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

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

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

工人数也占全国69%，[3]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

上的重工业。[4]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

力内地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

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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