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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辑

北 海 工 商 史 概
第一章 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机 构

一、商 会

清代道光中叶，北海埠成。咸丰初年，北海成为西南诸省进出口货物集散

地。同治年间，商业更旺。广州、高州、廉州等地商人到北海经商。同治元年(1862

年)广州府商人成立敬义堂，为广州府商会会议之所，是商会的前身。各商号每

年向基金会捐赠该年进口货值 1‰，作为敬义堂经

费。该堂设理事会，下设书记员驻堂处理日常事务。广府商人遇债务纠纷或诉

讼、交涉等事，均到敬义堂会议。同治七年，高州商人成立高州会馆，并有搬

运工人及抬轿工人参加，是维护高州商人和工人经济利益的团体。会馆设理事

会，并设有专职人员。

清光绪二年(1876 年)北海辟为通商口岸。1879 年起北海轮船通航，商贾云

集，商业日趋繁荣，北海发展为华南重要商埠。至 1902 年北海商业户数约 1000

户左右，北海商关焯基、颜锡仁、梁荫来等人邀集商人会议，公举会董 24人，

草拟商会章程，准备成立商会，上报广州总商会转呈农工商部立案。经清延农

工商部核准成立“广东省总商会北海商务分会”，委任关焯基为北海商务分会总

理，会员 23人。每年改选一次。商会下设财政、知宾、管印、调查、书记等组。

商会职责是：(一)团结合作，振兴商务；(二)密切官商关系；(三)遇盗贼抢劫

掳勒索会内商号，报请地方官缉捕；(四)会员如被强豪恃势欺凌，籍机讹索，

商会秉公辩白； (五)会员如被人匿财负债，借意倒闭，商会酌量协办代理。《商

会章程》规定，除所谓“营业卑贱”及“久债倒闭未清偿者或无开有实业者外，”

北海商人均可申请入会为会员。会址初设广州会馆(今民建一街)，至宣统元年

(1909 年)始建新会址(今中山西文明粮店)。

民国期间，北海商务分会扩大组织，活动范围比以前广泛。1916 年，北海



商会分会成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会员。1925 年，北海商务分会改组为合浦县北海

商会。1929 年，按照《商会法》的规定，将会董制改为执监委员制。同时各商

户打破行帮行会的界限，不受资金多少、营业性质和入会费的限制，均可加入

同业公会。北海商会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其时，北海成立渔业、糖业、花纱布、

干鲜杂货、百货、土产、屠宰、柴炭、粮油、经纪、海味、药材、麻线等同业

公会，同业公会会员约 1000 户。1947 年，北海商会修改《章程》，规定商会宗

旨是“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其职责是：(一)

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二)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三)关于

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四)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五)关于工

商业之证明及鉴定事项；(六)关于工商业统计之调查编纂事项；(七)设办商品

陈列所、商业学校或其他关于工商业之公共事业，但须经该管官署之核准；(八)

遇有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政府维持之责任；(九)办理合于第一条

所揭宗旨之其他事项。同时规定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在北海区域内工商业及输出

业各同业公会依法加入者)和非公会会员(无同业公会之工业、商业、输出业之

公司、行号、单独加入者)。《章程》规定，凡经判决背叛民国政府，有贪污行

为，宣告破产，或无行为能力以及吸毒者不得充任会员代表。

1952 年 1 月 19 日成立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北海商会宣告解散。

1990 年 11 月北海市工商联、北海市总商会同时挂牌。

民国期间北海商会会长(主席、理事长)名录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备 注

第1届 会长 颜子容 宣统三年一民国元年(191l—1912年) 颜容泰号经理

第2届 会长 梁绍徽 民国1—6年(1912--1917年) 广昌和号经理

第3届 会长 关寿华 民国6—8年(1917—1919年) 贞泰号经理

第4届 会长 陈寿卿 民国8—12年(1919—1923) 东华公司经理

第5届 会长 李子立 民国12—14年(1923—1925年) 公元泰号经理

第6届 会长 陈绮春 民国14—15年(1925—1926年) 元发号经理

第7届 会长 颜有文 民国15—16年(1926—1927年) 广同兴号经理

第8届 会长 顾澄洲 民国16—17年(1927—1928年) 同济押经理

第9届 会长 廖竹洲 民国17—20年(1928—1931年) 廖天盛号经理

第10届 会长 吴炳荣 民国20—23年(1931—1934年) 胜隆号经理

第11届 主席 陈寿卿 民国23—27年(1934—1938年) 珠江电力公司经理

第12届 主席 吴炳荣 民国27—30年(1938—1941年) 胜隆庄经理

第13届 主席 黄则林 民国(30—36年)(1941—1947年) 珠江电力公司董事



第14届 理事长 林次屏 民国36—37年(1947—1948年) 廉昌泰经理

第15届 理事长 苏金波 民国37—38年(1948—1949年) 信和行经理

二、工商业联合会

1951 年 11 月，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2 年 1月 19 日正

式成立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工商联)，领导全市同业公会、摊贩联

合委员会和涠洲、高德分会。同业公会有纺织、渔业、海味、丝织、卷烟、榨

油、鞋业、旅业、文具、盐业、饮食、炼油、屠业、酿酒、经纪、加工、车缝、

粮食、杂货、白锡、首饰、肥皂、木器、牛皮、照相、竹木、船务、土产、行

商、理发、进出口、船料、布疋、百货、新药、国药、五金、缸瓦、修理、笏

器、造船 41个。1952 年 12 月，共有会员 1622 户，其中参加同业公会的 1242

户(工业户 423 户，商业户 819 户)。行商 328 户，小手工业 52户。

1953 年，吸收小商贩入会。当年 6月统计，所属同业公会改组后有进出口、

水产、药业、烟酒制造、皮革加工、被服缝制、缸瓦笏器、饮食、船料、旅业、

五金电器、纺织业、百货文具、竹木、化工、加工制造、理发、屠业、榨碾加

工、木器、造船、杂货、印刷映画、布疋、五金加工等 25个，会员 2968 户，

其中参加同业公会的 1240 户(工业 466 户，商业 774 户)，摊贩 1400 户，行商

328 户。

1954 年改组后成立进出口、经纪、土产、百货、纺织、文具、五金交电、

国药、新药、陶器、笏器、竹木、船料、旅业、理发、印染、水产、肉类、饮

食、杂货、烟酒、照相等 21个同业公会，参加同业公会的 880 户，从业人员 2498

人。

1956 年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同业公会有工业、百

货文具小五金、新国药、土产陶器种子、出口肉类、畜牧、棉布、杂货、肥料、

水产、服务、竹木等 12个。参加同业公会的共 387 户，从业人员 3738 人。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工商联被污蔑为“黑窝”，把成员作

为“专政对象”，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市工商联除留下 1

人外，原来的专职干部已调走，会址被占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1976 年 10 月，市工商联工作逐步恢复。

1981 年 3 月市工商联召开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



市工商联恢复正常活动。1982 年，市工商联成立对外联络工作小组、工商联经

济咨询服务组。1989 年 9月，成立水产商会，有工商企业会员 39户。1990 年 3

月，成立百货同业商会，有工商企业会员 27户。1990 年底，市工商联共有会员

377 户，其中老会员 279 人，新会员 98个(团体会员 2个，企业会员 81户，个

人会员 15名)，下设学习委员会、经济咨询委员会、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妇

女工作委员会、文史编辑小组和会员福利小组等工作机构。

1990 年 11 月，成立北海市总商会，与市工商联合署办公，两个机构，一套

工作人员。

1993 年 5 月，成立北海民间企业家联合会，入会的有企业会员 19户，个人

会员 44名。

1995 年 4 月，市工商联召开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

把工作对象重点转移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商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市工商联有会员 440 个，其中非公有制会员 70个。

2000 年 8 月，市工商联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

此后组织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2001 年底，全市三城区工商联和 27个乡镇商

会纷纷宣告成立，工商联拥有会员 1740 名。

北海市工商联自 1952 年 1月成立后，至 2000 年共召开 10届会员代表大会。

北海市工商联历届会员代表大会简况表

届 次 召 开 时 间 主 要 议 题

代

表

人

数

选 举 结 果

委

员

人

数

主任

委员

副主任

委员

第1届
1952 年
1 月 19-21 日

通过《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章程》，成立北海市工商业联
合会；选举委员。

112 18 张建业
吴坤裕
巫海秋

第2届
1953 年
5 月 12-15 日

听取市工商联一年来工作报
告，讨论了工商业者在国家
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
前途问题；作出《加强自我
学习、自我教育、才有光明
前途》的决议；选举委员。

168 134 苏金泗

张建业
吴坤裕
陈锡汉
岩 希
陈廷辉
苏涵宽



第3届
1954 年
10月 23-26日

学习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者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
政策，明确经过国家资本主
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
正确的道路；选举委员。

112 28 苏金泗

张建业
吴坤裕
陈锡汉
谭雄

第4届
1956 年
7 月 27-29 日

推动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
主义改造，积极投入社会主
义劳动竞赛；继续改造思想，
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搞好团
结；加强学习与自我改造，
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选举委员。

118 4l 张建业

陈锡汉
吴坤裕
谭雄
傅雨人

第5届
1960 年
7 月 11-13 日

传达广东省两会(民主建国
会、工商业联合会)联席会议
精神；讨论对工商界改造的
估价问题，认识大有进步，
但还要改造；选举委员。

55 38 林虹

陈锡汉
陈注本
吴坤裕
陈维庆
陈俊芳

第6届
1962 年
11月 22-26日

听取市工商联二年来工作总
结报告：讨论对成员开展形
势教育、政策教育和前途教
育问题；学习党和国家采取
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方针；选举委员。

69 39 林虹

陈锡汉
陈注本
吴坤裕
陈维庆
孙俊芳

第7届
1981 年
3 月 24-27 日

传达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
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的精
神；大会决定一致拥护中共
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动员成员必须坚定不移跟党
走，尽心竭力为四化建设服
务；选举委员。

82 16 林虹

谭雄
陈廷辉
陈仲桐
梁得邻

第8届
1986 年
4 月 l5-17 日

总结 5 年来工作成绩和经
验；动员成员为北海市改革
开放作出新的贡献；选举委
员。

94 10 陈仲桐

林虹
陈廷辉
许德钊
刘毓生

第9届
1995 年
4 月 26、27 日

以中共十四大精神为指针，
动员会员为加快经济建设步
伐和社会全面进步积极贡献
力量；选举委员。

103 45 徐晖

周善明
徐光
莫学芬
张兰芬
朱重阳
刘镇
庄继宇

第 -lO
届

2000 年
8 月 16 日

履行职能，强化服务，积极
开拓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
选举委员

115 53 徐晖

陆金英
徐光
陈星
王国强
刘启东
陆玉宝
沈祖陶
黄炳权
张均满



注：(1)1988 年 11 月，增选何贤海、林益浦、钟鼐光、凌礼初为北海市工商联第八届副

主任委员。

(2)第 9 届选举领导班子，原主任委员改称会长、副主任委员改称副会长。

(3)1996 年 5 月，因工作变动，免去周善明副会长职务；1997 年 9 月，调整北海市

工商联领导班子，增选陆金英、陈星、王国强、刘启东为北海市工商联第 9届副会长，免去

朱重阳北海市第 9届副会长职务。

第二节 主要活动

民国元年(1912 年)，北海商会推动商人恢复经营，使北海商业一度复业。

1915 年 12 月，云南讨袁军兴，政局动荡，北海商会组织保安团，人数 100 人左

右，装备精良，协助地方当局维护治安，并派出人员护送商人货物，防遭盗匪

抢劫。1918 年，发动商人集资 6000 银圆，拓建市区马路。1925 年，在地方当

局同意规划下，由商户筹款，拓宽东起审判厅，西至西炮台马路(今中山东路、

中山西路)，全长 8000 米。1926 年，北海商会参加筹建合浦县立一中学(今北海

中学)，由殷商富户捐款建筑校舍，又建文明市场收租作办学经费。1927 年，商

人集资拓宽东泰街、东华街、接龙桥路(今珠海东路、珠海中路)和民权路。1929

年北海关税率提高，因而不法商人从广州湾、湛江市、越南大量走私煤油、布

匹、火柴、杂货、手表输入北海及广西内地，价格较市价低廉，北海商业因之

衰落。北海商会在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紧急呼吁，提出《请在广州湾

择要加设关卡，杜走私而维国税，以补求北海商业》的提案，大会作出《要求

北海海关加设关卡、严缉走私，保护本国商业》的决议，引起政府的重视，随

后北海海关在安铺、龙门等处添设分卡、使走私活动有所收使敛。1931 年，北

海商会建立电话所，通过廉州可与石康、常乐、张黄、闸利、公馆、白沙、山

口、南康、福成通话，商民打电话每次收费 1 角。凡外埠打来，则由专差按址

通知，不加收费。1933 年北海糖商运销上海土白糖，被江海关(上海海关)作走

私洋糖予以没收，糖商损失严重。北海商会代表前往南京国民政府上访，抗议

江海关的错误做法，新闻界在报纸上披露事实真相，促使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员

至产地合浦调查，事后准予北海出口土糖，保护北海糖商利益。同年北海商会

筹建消防队，1935 年接管广州会馆清洁队，每个组织有 30—40 人，协助地方当

局做好消防和街道清洁卫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海商会动员工商界捐钱

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支援前线。1939 年 5 月，钦廉守备司令部在北海市区堆

放木柴、煤油，准备日军登陆“敌寇深入”时纵火焚城。11月 15 日，日舰侵入



北海，炮击冠头岭附近数小时，北海商会向军政当局呼吁不能轻率纵火，使北

海城市免于付之一炬。1941 年 3 月 3日，日军登陆北海，奸淫掳掠 7 日之久，

日军撤退后，商会协助地方当局赈济灾民 1 万多人。1942 年，北海劫后市场萧

条，粮食奇缺，北海商人冒险从越南抢运粮食等奇缺物资供应市民，合浦税局

却在北海开征货物税，北海商会主席黄则林急电广东省财政厅转报财政部，请

求免征。抗日胜利后，北海商会推动工商业者恢复经营，与香港、越南开展对

外贸易，北海商业才逐渐振兴。

解放后，1950 年 2 月，北海商会组织工商界人士参加北海市支援前线委员

会工作，解决部队所需粮食和经费，协助遣散俘虏，组织船工参加渡海作战训

练。支前工作结束后，喻元栋、苏金波、刘德等人受到合浦政府的表彰。

1951 年，北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推动工商界掀起支援抗美援朝、爱国捐

赠运动，捐款 5 万多元(折合新币，下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队

捐献慰问品折款 1439 元。听了支援志愿军回国代表的传达后，又捐献《北海号》

飞机一架(折款 9万多元)。

1952 年，北海市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北海市工商联组织工商业按行

集中学习，进行坦白交代，检举揭发。5 月，转入定案和补税退财阶段，协助政

府做好调查核实和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结论。对全体工商业户分类排队，参加运

动的工商界 1688 户，其中守法户 203 户，占 12％；基本守法户 1020 户，占

60.24％；半守法半违法户 396 户，占 23.45％；严重违法户 69户，占 4％。

1953 年，市工商联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共同纲领》，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以及新税制、婚姻法。1954 年，组织学习有关经济建设公债的方件，工商业者

踊跃认购公债。当年，桂南纺织厂、陶瓷厂首先参加公私合营，大部分手工业

户、私营布疋、粮食、百货、五金、土产、船料、副食品业等，接受政府以加

工、订货、包销、收购代销、经销等形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轨道。

1955 年，市工商联进一步加强对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动员、组织和

辅导私营工商业者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同时，组织会员学习全国工商联通过

的《告全国工商界书》，动员会员紧跟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地同全国人民一道，

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1956 年，北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小商贩、个体手工业全部



实现合作化。其中参加公私合营工商业户 208 户，投资金额 67.49 万元。按行

业分别建立公私合营玻璃厂，铁工厂、食品厂和 12个商店(公司、场)：1800 户

小商贩组成百货、五金、蔬菜、肉类、土产、水产、烟酒合作商店；330 户小商

贩加入手工业合作社。北海市工商联协助政府做好清产核资、经济改组工作。

在清产核资中，市工商联号召和组织的骨干分子，大都安排在国营企业、公私

合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安排担任国营企业副经理的 5 人，公私合营副厂

长 1 人，公私合营商店副经理 33人。一般私方人员也得到适当安排，对年老体

弱的，尽量给予照顾，分配适当工作，或吸收其子女参加工作。同年，市工商

联筹建北海市广海初级学校，至 1962 年该校合并于北海市第三中学。

1957 年 8 月，北海市工商界开展“反右派”斗争。

1958 年，成立北海市工商界农场，组织工商界人士参加劳动 200 人次。

1962 年，协助政府对符合退休条件的工商业办理退休手续，对年老体弱多

病的，可以请长假，工资照发。关心成员和家属的生活，成立生活互助会，提

取成员 10％定息、1％工资作为互助基金。是年 9 月，筹建北海市海联初级中学，

至 1968 年，毕业生 350 名。1968 年合并到北海市第四中学。

1978 年下半年，北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参加广西民建会、广西工商联临时

领导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海市工商联及时向会员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并组织他们学习讨论，对他们

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如实向党政有关部门反映，协助落实政策。

1979 年起，协助政府从原工商业者区别出 298 名原属自食其力的小商、小

贩、小手工业者，占原工商业者总数 80％；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 27名原工商

业人士全部予以改正；尚能工作的恢复原来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在历次

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 7 名工商界人士案件已得到落实解决。对在公私合

营企业担任股长以上职务的 21名原工商界人士，承认他们的职称，享受干部待

遇。原工商界人士补领 1966 年 9 月以前应领而未领的定息。“文化大革命”中

被挤占私房的，已归还 12户；发还被查抄财物，对被损坏丢失的给予赔偿；对

被动员退职的 28名原工商业者发给退职救济金；对在职的原工商业者，根据其

工作能力和健康条件，报请有关部门进行妥善安排。

80年代以后，市工商联加强对外联络，开展经贸办学活动。1980 年，北海



市工商联动员成员加强对外联络，接待港商 2 批，法国侨商 1 人，并达成有关

贸易协议。

1981 年，接待港商 9次，协助外贸部门收购中草药材 12种出口创汇。自办

民联贸易商店，安置 23名青年就业。协助安置 113 名青年就业。举办专业培训

班，传授药物、国画和书法知识，培训 352 人。

1983 年，协助外贸部门组织中草药 16 种出口；举办国画学习班，学员 30

人；与合浦县工商业联合会前往上思县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咨询服务活动；成

立北海市工商史编辑小组，搜集整理史料。

1984 年，举办外语(英语、日语)会话学习组，培训学员 485 人。将民联贸

易商店改为华益贸易公司。

1985 年，北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林虹、副主任委员陈仲桐、陈庭辉赴港，

开展对外联系。接待西南、广东工商界人士 4 批 12 人次，洽谈加强经济联系事

宜。

1986 年，加强经济咨询服务，“立足国内，面向海外”，铺路搭桥，为内地

代购水产品，介绍市外贸企业成交价值 81万美元麻袋。

1987，北海市工商联与昆明市工商联合资成立昆北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1992 年，协助外贸部门参加在墨西哥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产销会，成交额

100 万美元。

1995 年 5 月，全国工商联联络会议在北海市召开，北海市工商联会长徐晖

向大会汇报了市工商联开展对外联络情况。11 月，中南 6 省区工商联协作会在

北海召开，听取了北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张兰芬的经验介绍，大会提出下一步中

南 6 省区工商界工商联经济协作问题。

1996 年 3 月，市工商联徐晖带领扶贫光彩事业考察团赴桂西北贫困地区百

色、马山等 10 个地(市)县进行扶贫考察，与当地政府签订了 28 项开发协议，

意向投资额 2000 多万元，辅助失学儿童 10080 人。

此外，市工商联的会员积极参政议政。1956 年 11 月，张建业被选为北海市

副市长。1956 年 10 月，谭雄、苏金泗被选为政协北海市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

1980 年 11 月，谭雄被选为政协北海市委员会第二届副主席。1985 年 10 月、1990

年 12 月，陈仲桐被选为政协北海市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1985 年 10



至 1995 年林虹连任市人大第九、第十届副主任；1995 年 10 月被选为政协北海

市委员会第六届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