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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海工商业大事记及工商代表人士

第一节 北海工商业大事记

1876——1949 年

1876 年(光绪二年)

中美签订(烟台条约)开放，北海、温州、湖宜昌为通商口岸，北海开始形

成港口商业雏形。

1877 年(光绪三年)

美国设立海关(今珠海东路、东陵海尖大楼)

1878 年(光绪四年)

美国建立领事馆，首任领事何福爱(译音)到任。

1879 年(光绪五年)

英商南海号轮船从香港开航北海。

1855 年(光绪十二年)

英商双孖楼建成开业(今西塘路一中校内)。

1887 年(光绪十四年)

德商兴建“森宝洋行开业，经营煤器，招募华工出洋。

法国领事馆(今和平路中段)，建立首任领事司安迪到任。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法国邮船两艘“于爱”号、“得利后”从香港开航海防，每周经北海停泊

接邮件及客货。

美商“怡和洋行”开业，附设机动锯木厂一座。

1906 年(光绪二十二年)

北海商业成立两个分会，分别为南行和北行，南行(下府人)，北行(上府人)

即广州南海县、佛山、九江等地商人。



南行设在(今民权路白铁社左部)会员金属渔业商户，会长潘养生，是东泰

街 号店东(属五品官)。

北行分会设在(今民建一街广州会馆)会员均属商业进出口大户，会长关焯

基。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

经 批准成立广东省商务总会北海分会，将原南行分会和北行分会合并，

成立广东北海商务分会(属广东总会管辖)。

1911 年(民国元年)

新建北海商务分会址落成，(今中山西文明粮店)。

商务分会改组，首任会长关星渠(关泰号经理)。

1912 年(民国二年)

成立商团、组成团队三名维护治安及消防。

1919 年(民国八年)

成立廉北电灯公司

1920 年(民国九年)

爱国学生抗议日本侵略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修筑北海到南康公路建成通车。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北海至廉州、石康公路于同年建成开始通车。

修筑中山路东起中山东，西至中山西全长 23480 米，历时两年建成。

东华街(今珠海中路东段)发生火灾，时值北风，风大连烧几天，经全市消

防队日夜抢救灭熄，事后调查共烧毁两边铺户十余间，损失惨重，为开埠以来

最大的灾情。

1928 年(民国十七年)

市政筹备处继续修筑第二大马路，东起海关，西至大西街，全长 2800 米，

历时一年竣工。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归国华侨赵丽泉，筹建珠光电力公司，购置进口德国西门子发电机，发电



量 150 千瓦。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市政筹备处开办征收“京果海味捐”扣货抵押，例外前征，激起渔民及海

味商号罢市抗议，其他行业亦相继响应，蔓延全市性大罢市，海味捐处被砸，

后经省示电令取消，事态平息。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

北海机场修复，重开至广州航线有“长庚”号、“北斗”号两班客机，每周

对开一次。

合浦县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北海市参议员有吴炳荣、颜椿庭、谢品一参加。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为预防日敌进攻，钦廉警备司令奉令“坚壁清野”，廉北公路及桥梁全线

摧毁，汽车站撤往内地，公路交通断绝，货运停顿。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日敌机进袭本市，在中山路一带府街扫射，并在大水沟连续投弹，死伤市

民近百人。同日，日军发动在钦州登陆，进攻南宁，本市大小商号纷纷疏散。

1941 年(民国三十○年)

3月 3 日，日军舰五艘，航空母舰一艘，放下气艇向我市登陆，在市内搔扰

七天，事后调查，居民被杀害 5 人，伤 100 人以上，被抢 2 人，被奸污妇女人

数不详，被焚毁渔船 23艘和被抢夺的财物，共损失 450 万元。

1941 年至 1945 年期间

日军从钦州登陆，及本市“三三”事变搔扰，市面一片萧条，海上交通停

顿，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商业市场逐渐次复苏。

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

全市商业恢复，7 月间改选商会，选出理事长林次屏及理事监事等 15人。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

国民党将临崩溃前夕，市场金融混乱，交易买卖均以大米、洋纱、外币、

银元为单位，投机买卖猖狂。市场正当营业无法维持，连续发生商店倒闭事件。

1949 年(民国三十八年)

12 月 4 日，人民解放军 43军 128 师 348 团进抵北海，国民党残敌，纷纷溃



退逃往海南岛，余部五千余人被俘，是日下午北海宣告解放。

12月 5 日，中共地方武装与留城地下工作同志会师。

12月 8 日，北海军政委员会成立，谭俊、徐永源分任正副主任，同日发出

第一号布告，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从事肃清匪特，残敌维持社会治安，恢复生

产，筹粮支援解放军工作。

12月中旬，成立支前委员会，由军政委员会派出伍朝汉任主任委员，姚为

政、李梓明任参谋，并吸收工商界苏金泗、林次屏、陈锡汉、刘德、喻元栋等

参加具体工作。

12月下旬，军政委员会在县一中礼堂，召开全市各界大会，由伍朝汉作形

势报告，并着重对工商界阐明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至此，工

商界中，原先害怕割掉招牌不敢大胆营业，有在解放那天，全家乘轮船逃往香

港的，渐渐安定下来，纷纷回店恢复营业。

据当时调查统计，原有的工商业比较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薄弱，有纺织、

陶器、玻璃、电力、大多数轻手工业作坊，有榨油、酿酒、木制品，小五金等，

规模较大的以“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轻工业包括 2——10 人小手工业在内

只有 498 户，职工人数 1500 人，资金 23．16(新币)，商业 880 户，职工 2230

人，资金额 138.4 元万元，摊贩 1400 户，行商 308 户，资金 2.20 万元。1950

年初，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由军政委员会派人接受纳入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计划，公私合营企业。

1950 年 l0 月，广西省财委推定北海工商局为主管机构，会同交通银行广西

分行进行资产核资，市人民政府决定没收部分敌股归国有 16861 股，代管股份

19834 股，私人占 13004 股(每股定 5.50 元)50 年市成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

委员会，徐永源为主任委员，伍朝汉为副主任委员，工商人士苏会波、陈仲桐

等任委员，全市工商界积极拥护，踊跃购买。

1950 年 9 月，广西全省先后成立了省粮食土产、纱布、百货、油脂、盐业

等 6 个公司，并于交通要道较大城市建立分公司 6 个，办事处 3 个，支公司及

一揽子公司 91个单位．人员由数十人增加到 2300 多人。

1950 年 10 月，省人民政府颁发“广西省工商业同业公会及联合公会组织与

整理方案，和广西省工商业联合公会组织与整理方案。



1950 年 10 月，省人民政府颁发“广西省工商业同业公会及联合公会组织与

整理方案，和广西省工商业联合公会组织与整理方案。

1950 年 10 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公私合营领导问题的指示‘应根

据公私兼顾，各得其所的原则合理调整。

1950 年 5 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在恢复生产中我们尤

应城市工作，必须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

加强工人群众工作。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证水陆交通，加强市场管理稳定金

融物价，调整公私的关系。

1950 年 月，省工商厅为保证商人合法利益，贯通、城乡及内外物资交流，

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颁布商业登记粮商管理，经记行商管理暂行办法。

1950 年 月，广西省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主要讨论解决克服困难，维

持和恢复生产及公私和劳资关系，工人的组织问题，决议指出，搞好公私劳资

关系，工人的组织问题。

1951 年，北海全市工商业有 1250 户(未包括商德涸洲)，资本额 200 亿(旧

币)，别行商 250 户，摊贩 950 户，一年来申请开业 166 户，停业 121 户，比实

际增加 45户，工业占 38户，商业占 7 户。

一年来退租退押约 11 亿元 2981 万元，全市工商业兼地主占全市工商户数

1/4。全部退租退押七亿元(旧币)。

1951 年 10 月，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南宁召开，工商界在会上踊跃

发言中北海市工商界表示在土改运动中，认识土改的正确性，用实际行动支援

土改斗争，全市工商界踊跃捐献奖品、慰劳品，给土改工作庆功和慰问。

1952 年 2 月，市工商联组织全市工商界 1695 户进行反行贿，反偷漏税，反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偷工减料的“五反”运动学习，时间三个月。通过学习，

明确“五反”运动对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深刻意义，敢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私自

利，损人利己，损公利私腐朽思想，暴露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五害行为，评出守

法户 203 户，占 12％，基本守法户 1020 户，占 59％，半守法户 396 户，占 25％，

违法和严重违法户 68 户，占 4％，如有一些违法户利用对外贸易制度未健全，

且请吃喝，借钱等手段，拉拢腐蚀海关、外贸局负责干部进行非法经营，盗窃

国家经济情报，偷税、漏税，伪造税局印信和假帐来偷漏国家税收。



有些投机粮商，操纵粮食市场，进行围积抬价、压价，非法牟取暴利，破

坏粮食统购、统销。从反映材料看北海工商业“五害行为”极其严重的。

1952 年 7 月，“五反”后工商联的主要工作任务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组织推动私营工商业者学习共同纲领，宣传党对私营工商者政策教育，

私人工商业者要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接受工人阶级领导。

(2)协助政府帮助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和维持生产，从事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生产经营，推动私营工商业者参加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协助加强市场管理和取

缔打击投机违法活动等工作。

(3)鼓励推动工商界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推动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镇

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政治运动和认购胜利折实公债。

1952 年 7 月 27 日，按全联指示，要求(1)步定“五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巩固“五反”胜利，保证不再犯“五害”：(2)认清工商界在新中国的地位和责

任，加强学习共同纲领，发挥生产经营积极性；(3)加强团结，健全与建立各地

工商联组织。

1952 年 8 月 6 日，《广西日报》发表《开展物资交流，进一步活跃市场》社

论，要求国营经济起领导及带头作用，并要求私营工商业者，积极主动地参加

活动，克服某些人在“五反”后思想顾虑重重，消极等待、傍徨不安、无心经

营现象，要求交易双方要正确掌握和完成购销计划。

《广西日报》转载陈叔通文章，《私营工商业者应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

1952 年 11 月市工商联组织力量，搞好护税工作，成立扶税组，谭雄任组长，

订出措施计划，开展清税运动，召开工商界大小座谈会，宣传政策，启发爱国

热情，保证在一星期内完成纳税和 51年所得税全部库。

6 月抗美援朝期间，全市爱国工商界，热烈拥护政府召开，“损献武器支援

抗美援朝”动员会，在全市 1420 工商户中，共捐了(旧币)九亿七百七十余万元，

完成购买北海号飞机一架的任务。

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朝鲜前线我军作战英勇事迹，激发全市工商界爱

国主义热情，热烈捐献慰劳品代金 1495 万元(旧币)，黄金一钱多，愤怒声讨美

帝施放细菌武器，捐献防疫用品漂白粉代金五百余万元(旧币)，消防用具代金



六百余万元。

1951 年 1 月 20 日，组织工业联营，从个体走向集体经济，是工商业企业改

造必经之路，1951 年起组织有新民业、肥皂、生猪、木器、帆船、桂南、信染、

榨油、进出口贸易小组等联营。

1951 年 2 月 15 日，长沙工商界竞税收向南宁桂林工商界挑战，共贯彻爱国

公约，北海工商界积极应战，集体纳税，提前完成纳税任务，受到中南军政委

员会和各级政府表扬嘉勉。

1952年6月26日，政务院公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1)定案原则，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做到合情合理。

(2)关于核实定案工作，一般采取自报公议，三审定案。

(3)关于退财补税，对违法产品公其退财补税，小数才予罚金。

(4)关于“三反”退赃与“五反”配合问题。

1952 年 8 月 27 日，全国工商联号召工商界开展学>-3 共同纲领。

1952 年 6 月在党政领导下，在重点行业进出口经纪，百货、纱布、国药、

土产、什货、海味、渔业等九个行业和榨油联营社，建立劳资协商会 i,SCi,T

合同，基本解决了工资福利和医药费问题。

1952 年工商业概况，工业户数占 36％，资金占 15％，商业户数占 64％，

资金占 85％，营业额工业占 22％，商业占 28％。

1952 年，北海市是对外贸易口岸，在商业营业额中，外销额占相当比重，

最高为 42，一般为 20～30％。

1952 年 2 月——6 月底，市委领导在人民电影院，召开坦白检举群众大会，

工商联领导张建业，苏金泗等人带头交代。

张×X 交代在解放前用混水摸鱼去搞敌资，买卖黄金外币，苏××乘驱逐外

国人出境的时机，大量收购外币上伪装货物从广州转运香港，牟取暴利，天和

行老板××利用受贿叫妓女引诱国家干部(粮仓干部)，窃取经济隋报，谋图暴

利，还有很多工商业者套购外币、黄金，破坏国家经济政策。这次大会的召开

推动了“五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一般工商业者都能自报公议，全市有 1356 户，

评出守法户 203 户，占 12％，基本守法户 1020 户，占 59％，半守法户 396 户，

占 25％，违法和严重建法 68户，占 4％。



1952 年 月 日，一向公私合营的电影院在原娱乐戏院的旧址，经修缮后开

业，取名为市人民戏院公私合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北海人民戏院”，后于

1954 年 7月更名为北海市公私合营人民电影院，简称为北海人民电影院。

1952 年 8 月 6 日，广西省物资交流大会开幕，各地代表交易情绪高涨，购

销计划、购进计划 25634 亿(旧币)超额完成计划 27.5％，订出计划 1.54 亿，完

成销出计划仅 3.5％，原因是大宗海产品规格不合，所以没有完成。外销代表认

为北海市海产资源蕴藏丰富，将为今后更好打开销路奠定基础。

1952 年 8 月 19 日——21 日，广西省工商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通过决议衷心拥护肖一舟报告，并提出如下保证：

(1)发挥生产经营积极性，开展物资交流。

(2)努力学习共同纲领，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加强自我改造。

(3)团结互助，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各种爱国

运动。

会议选举委员 37人，北海有苏金泗、张建业 2人。

广西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数 870 人。北海市工商界出席代

表 2 人，张建业、苏金泗。

1952 年 月，私营工商业组织联营，是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议程，是

学习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决议指出，1954

年城市工作方针是整顿与发展地方工业，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加强城乡贸易工作，开增产节约运动，但在地方工业很少的城市

则除搞地方工业外，应以进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

中心。

1953 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出

席代表 673 人，北海代表苏金泗参加会议。

1953 年 11 月 13 日，《文档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 《进一步把私

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和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大道》，指出走国家资本

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切爱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要用实际行动拥

护把私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1954年2月24日，广西省工商联筹委会号召全省工商业踊跃认购建设公债，



北海市在公债债推销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工商界推销公债分会、组织全市工

商界开展学习讨论，从思想上认识发行公债的重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因而

自觉地投入推销公债热潮，全市工商界自 2 月 24 日起至 29 日止，六天时间，

就推销公债九亿元(旧币)完成认购任务 151％。

1955 年，推销建设公债于 3 月 19 日基本结束，推销任务六万元(新币)认购

总额 6.5770 万元，超额 9.62％。

1956 年，推销建设公债，于 4月 6 日基本结束，总计认购金额 26.629 万元，

分配任务为 20万元，超额 48.15％。创造了三年来认购最高记录。

1954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广西省工商业联合代表大会在南宁隆重召

开，会期 12天，代表有 290 人，其中北海代表有苏金泗、张建业、吴坤裕、陈

锡汉等九人。

此次会议经过民主协商，选出主任委员：莫乃群，副主任委员：李隆、卢

燕南、苏金泗等 8人，执行委员：王培云等 76人。会议宣告广西省工商联合会

正式成立。

1954 年 6 月，广西省公私合营工厂企业有了扩展，由 29 个扩展到 48 个，

其中有全市私营工厂接受改造最早的北 1954 年 8 月 6日——13 日，广西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代表人数 450 人，北海市工商界代表是张建业、

苏金泗。

1954 年 10 月，北海市财委李和主任报告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号召

全市私营工商业必须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

1954 年 10 月 30 日，广西省联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重要文件的指示。北海市工商界开展宪法

学习，订出学习规划，并听取了市委宣传部同志传报告，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学

习讨论，认识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者实行“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逐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用法律形式确定。

9 月 10 日，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北海五市和容县、桂林、宜山、平

乐四个专区，结束私营布局的改造安排工作，据不完全统计 5 个原有 218 户私

营棉布商贩，除一部分兼营布业者取消兼营及转业外，正式成为国家花纱布公

司代销店有 37 户，经销的 85 户，各专区县的 48 户，已建立专业代销关系 84



户，建立经销关系 659 户。共有 865 户私营棉面商走上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义道路。

第二节 工商界代表人士

一、吴炳荣

(一)从事工商业经营

吴炳荣先生，合浦人，出生于 1878 年，卒于 1941 年。青年时，开始从事

商业，在本市珠海西路开设“胜隆”号，经营瓷器碗料业，后与友人合资开设

“兴隆壮”对外贸易专营生猪出口业，1928 年秋又在高德东郊开发旷地 40亩，

独资创建地方工业——陶器厂和油行作坊，投资三千余元(白银)，是北海创办

工业较有规模的先驱者，对当时发展地方工业，促进市场繁荣，起了不小作用。

(二)两度出任北海商会主席

吴炳荣先生，第一次了任商会主席，是在 1932 年——1935 年，在这期间，

他整顿加强商团组织，维护商场治安，广泛与中外工商界联谊活动，促进对外

贸易，为三十年代形成北海最鼎盛的黄金时代作了积极的贡献，深得同业敬重。

第二次出任商会主席，是在抗战第二年，1938 年——1940 年，在这期间，

他支援抗战，组织地方自卫，协肋驻军、防空、防盗、维持治安，不遗余力。

尤以自敌寇钦州登陆，守军撤退，实行“坚壁清野”火毁北海时，为顾全全市

几万人生命财产，挺身而出，向上级八区专员公署请愿，结果得以幸免。

(三)热心地方公益事业

1、兴办教育。二十年代初与同业发起向各界捐助筹建即北海中学(原合浦

第一中学)，经过几年兴建，率先建成一所较有规模的学校，为后来学校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2、筹办普益汽车公司。1925 年，合浦与北海开发公路，他积极参与向各界

募股，在他带头认股下，很快筹足了股额，顺利地完成开办任务，为北海交通

事业作出贡献。

3、筹建运局。三十年代初，在他出任商会主席期间，由商会牵头，向商场

殷富商号，踊跃赞助，在本市沙脊街重新修建，“爱群医局”，增加驻局医师 3

人，为贫苦劳动市民，免费诊病，施医、施衣、施粥等慈善事业，深得市民称

颂。



4、开办地方电话通讯。在商会内设立电话所，架设与合浦廉城、石康、常

乐、山口、公馆等各乡镇电线，方便市民通话，对活跃城乡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5、重视消防组织。38年期间，敌机不断进袭市区，为防患未然，重新购置

新式灭火机，及充实灭火设备，加强组织消防队伍，自任队长，在行业中抽调

得力人员邓展南、易剑虹等协助指挥。

吴炳荣先生一生自奉俭朴，和善待人，热心造福地方事业，办了不少实事，

成为历届商会主席中。不可多得的贤能者。

二、赵丽泉

(一)、侨居越南艰苦创业

赵丽泉先生原藉合浦泉水乡人，生于 1879 年，卒于 1968 年。年青时来北

海宜仙楼佣工，后经人介绍出洋轮船当水手随船到过很多国家的港口城市，离

开轮船后凭他阅历经验，先后在西贡、新加坡经商，后来在越南侨居，在海防

唐人街开设“泉泰号”经营药材料货行，成为当时有名的商人。

(二)、开拓北海地方工商业

自 1877 年北海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北海与各国海

岸通商日趋频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北海工商业进入鼎盛时期。赵丽泉先

生毅然离开越南归国定居北海，首先致力筹办廉北珠光电力公司，是该公司大

股东之一。

赵先生除投资兴办工业外，还从事商业，来往于北海——海防香港之间，

沟通物资交流，同时，也注重房产业开发，在中山东路连建四间三层楼房，供

出租做商行，又在中山西连建十二间二层简易平房低租群众居住，自己还建一

间有庭园的楼房(今菜园附近)，人称“咖啡晚洋楼”。

(三)、兴办文娱乐教育和慈善事业

赵先生发迹后不忘桑梓，曾先后慷慨解襄捐资，为家乡兴办学校，建有校

舍，购买土地，给学校收租作教师聘金，学生免费入学，为地方培养知识人才。

对北海地方慈善事业亦不遗余力，先后捐资重建受群医局和爱生医院，使两个

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单位，继续为社会福利作贡献。

三十年代后期他又独资兴建和经营北海第一家较有规模影的剧院——娱乐

戏院(位于解放路南北餐厅)，可供放电影及演剧宣传之用，为北海文娱建设事



业作出了贡献。

赵丽泉先生一生自奉俭约，虽身跻殷商，一向仍保持原来本色，衣着土布，

不多花一文，但对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却不甘后人，在北海工商界中人们留下口

碑。

第三节 北海市历届商会、同业公会班子名单

1925 年商务分会改组为合浦县北海商会，至 1948 年先后更迭十七任。

任 次 姓名 商号 任期 附 注

第—任会长 关星渠 贞泰号店东 1907-1909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

募二任会长 梁缅微 广昌和店东 1909-19l 1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

第三任会长 颜子容 颜容泰店东 19ll-1912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

第四任会长 梁缅微 广昌和店东 1912-1917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

第五任会长 吴寿华 员泰号店东 1917-1919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

第六任会长 陈寿卿 东华公司经理 1919-1923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七任会长 李子雄 雄元泰经理 1923-1925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八任会长 陈绮春 元发号店东 1925-1926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九任会长 颜有文 广同兴店东 1926-1927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十任会长 顾澄洲 同济押店东 1927-1928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十一任会长 廖竹洲 廖天盛店东 1928-1931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十二任会长 吴炳荣 胜隆号店东 1931-1934 组织会员名单散失不存

第十三任会长 陈寿卿 珠光电力公司经理 1934-1938 附组织名单于后

第十四任主席 吴炳荣 兴隆庄店东 1938-1941 组织名单散失

第十五任主席 黄则林 珠光电力公司董事 1941-1947 组织名单散失

第十六任理事长 林次屏 廉昌泰店东 1947-1948 附组织名单于后

第十七任理事长 苏金波 信和行经理 1948-1952 附组织名单于后

附：第十三任陈寿卿任内委员名单

主席 陈寿卿 电力公司经理 1934-1938 附注

常务委员 吴德波 永信号经理 1934-1938

常务委员 梁戴三 广昌和经理 1934-1938

常务委员 黄福基 广生源店东 1934-1938

常务委员 陈文初 广万和经理 1934-1938 经理

执行委员 庞宽甫 合益号经理 1934-1938 经理

执行委员 吴家荣 胜隆号经理 1934-1938 司理

执行委员 黄元绍 耀米店东 1934-1938 店东

执行委员 谭瑶石 均隆号店东 1934-1938 店东

执行委员 陈仲牧 广瑞祥 1934-1938 经理

执行委员 许富元 荣昌隆 1934-1938 经理

执行委员 陈镜全 广尔祥 1934-1938 经理

执行委员 林次屏 廉昌泰 1934-1938 店长

执行委员 张月秋 汽车公司站长 1934-1938 站长



执行委员 何联玉 和生记 1934-1938 股东

候补委员 陈秀皆 提成印务局 1934-1938 店东

候补委员 颜俊峰 和生记 1934-1938 股东

候补委员 邓佰 大益盛 1934-1938 司理

候补委员 庞全 昌记号 1934-1938 店东

监察委员 吴炳荣 兴隆庄 1934-1938 经理

监察委员 颜椿庭 和生记 1934-1938 经理

监察委员 梁育光 宝光号 1934-1938 店东

监察委员 李春甫 芳记号 1934-1938 司理

监督委员 谢汉杰 合安庄 1934-1938 司理

监督委员 梁竹平 品半号 1934-1938 店东

监督委员 陈河洲 元兴隆 1934-1938 店东

候补监委 吴斗三 荣昌泰 1934-1938 店东

候补监委 胡云何 汽车公司 1934-1938 总经理

候补监委 黄作兴 公元泰 1934-1938 经理

附：第十六任林次屏改选任职名单

职称 姓名 商号 任期 店内负责
理事长 林次屏 廉昌泰 1947-1948 店东
常务理事 梁用五 金记 1947-1948 店东
常务理事 陈锡汉 永祯祥 1947-1948 司理
理事 姚单峰 安吉号 1947-1948 店东
理事 林缅明 林才记 1947-1948 店东
理事 梁星五 谦泰号 1947-1948 店东
理事 邓商南 友诚号 1947-1948 店东
理事 王惠仪 新华号 1947-1948 店东
监事 吴耀庭 九八公会 1947-1948 公会理事
监事 玉山 四昌号 1947-1948 店东
监事 吴栋南 荣昌泰 1947-1948 店东
理事长 苏金波 信和行 1948-195l 经理
常务理事 林次屏 廉昌泰 1948-1951 店东
常务理事 梁用五 金记 1948-195 1 店东
常务理事 陈锡汉 永祯祥 1948-195l 店东
常务理事 庞寿钦 论昌号 1948-1951 司理
常务理事 梁育光 宝光号 1948-1951 经理
理事 庞群辉 恒昌号 1948-195 1 店东
理事 顺家泰 胜隆泰记 1948-195l 店东
理事 刘德 德记号 1948-1951 店东
理事 杨海珊 五洲商店 1948-1951 店东
理事 陈仲梅 广瑞祥 1948-195 l 店东
理事 林缅明 林才记 1948-1951 店东
监事 邓业贤 永安庄 1948-1951 股东
监事 陈世章 华孚行 1948-195 1 经理
监事 吴谦隆 1948-1951 店东

解放后 1951 年组织临筹会会职名单

职称 姓名 原单位 时间 附注

主任委员 张建业 桂南联营社 1951 联营社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吴家泰 店东

副主任委员 巫海秋 国劳贸易公司 经理



1952 年 1 月 21 日正式成立首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张建业 桂南联营社 1952-1953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吴坤裕 广隆行 1952-1953 经理

副主任委员 巫海秋 贸易公司 1952-1953 经理

1953 年 5 月第二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苏全泗 金源号 1953-1954 经理

副主任委员 张建业 桂南联营社 1953-1954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吴坤裕 广隆行 1953-1954 经 理
副主任委员 陈锡汉 国药永祯详 1953-1954 经理

副主任委员 岩希 人民银行行长 1953-1954 行长

副主任委员 陈廷辉 生泰号 1953-1954 经理
副主任委员 苏涵宽 信孚行 1953—1954 经理

1954 年 10 月第三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苏全泗 进出口金源号 1954-1956 经理

副主任委员 张建业 桂南联营社 1954-1956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吴坤裕 进出口广隆号 1954-1956 经理

副主任委员 陈锡汉 国药永祯祥 1954-1956 经理

副主任委员 谭雄 纺织鸿彰号 1954-1956 经理

1956 年 7 月第四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张建业 桂南联营社 1956-1960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陈锡汉 国药永祯祥 1956-1960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吴坤裕 进出口广隆行 1956-1960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谭雄 纺织鸿彰号 1956-1960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傅雨人 人民银行 1956-1960 行长

1960 年 7 月第五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职 称 姓名 单 位 时间 附注

主任委员 林虹 船料公会 1960-1962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陈锡汉 国药永祯详 1962-1981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陈注本 国营商业局 1962-1981 局长
副主任委员 吴坤裕 进出口广隆行 1962-198l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陈维庆 船料公会 1962-1981 负责人

副主任委员 孙俊芳 (女)家属委员 1962-1981

1981 年 3 月第七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林虹 1981-1986

副主任委员 谭雄 原百货公司 1981-1986

副主任委员 陈廷辉 原电影院 1981-1986

副主任委员 陈仲桐 医药公司 1981-1986

副主任委员 梁德邻 百货公司 1981-1986



1986 年 4 月第八届工商联组织名单

主任委员 陈仲桐 原医药公司 1986-19

副主任委员 林虹 1986-19

副主任委员 许德钊 原风帆厂 1986-19

副主任委员 陈廷辉 原电影院 1986-19

副主任委员 刘毓生 原食品公司 1986-19

1952 年 9 月 1 日各同业公会执监委员姓名

纺织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钟浪彰

副主任委员：张建业

委员：陈伟功、龙从云、王文广、顾庆青、李芳富、廖少乾、孟初、朱期

江、黄桂桓

监委：李继喜、陈祖华、易世鹏

企业同业会会

主任委员：罗先志

副主任委员：黄鹤楼

委员：李正芳、钟信、陈日楠

监委：庞国梁、吴省三、曾振亮

海昧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郭兆庆

副主任委员：杨寿先

委员：梁育光、姚振楷、陈祖清

监委：林次屏、苏德章、张文甫

1952 年 9 月 1 日各同业工商会执监委员姓名表

丝织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陈业芳

副主委：陈锦成

委员：黄佰钦、阮恒辉、杨登

监委：顾乃光、罗成元



搓于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李正达

副主任委员：林济瑞

委员：劳波禧

监委：宁占春

榨油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林兆章

副主任委员：苏业初

委员：蔡德华、周兆美

鞋业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姚华

副主委：许友辉

委员：许东远、龙荣光

旅业同业公务

主任委员：陈乔山

副主委：彭振业

委员：李福权

监委：廖家田

文具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龙忠珍

副主任委员：蔡粹儒

委员：张孚宇

监委：刘家盛

1952 年 9 月 1 日各同业会执监委员姓名

盐业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姚远达

副主任委员：陈集贤

委员：刘仪

监委：林明衫



饮食公会

主任委员：周炜荣

副主任委员：冯述官

委员：罗传杰

监委：蓝良怊

榨油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陈泽才

委员：赵世喜、蔡康

屠业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吴国祥

副主任委员：凌立义

委员：潘以珩

委员：王炳荣

监委：陈仲富、潘以琼

粮食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陈永享

副主任委员：杨世伦

委员：包以辉、梁炳明

杂货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邓业贤

副主委：卜位堂

委员：梁星五、陈廷琳、梁耀金、张富卿、蔡庆、周启业

白锡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丁权章

副主委：杨德志

委员：梁子才

首饰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陈洲

副主委：



委员：李秀梅

肥皂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黄国昌

委员：柳永、林永昌

木器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陈子福

副主任委员：花宪隆

委员：苏万钦、陈品香、陈兆衡

牛皮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李锡禄

委员：庄开广

照相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冯云龙

委员：高惠人、严伯南

竹木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黄著彬

委员：符广经、王著荣、邓家明

船务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郑孔章

副主任委员：曾庆富

委员：何国诚、陈铭纲、郭仕文

接上船务公会委员：潘泽琴、黄同仁、邓振芳、龙经棠

土产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袁恩廷

委员：何刚义、伍朝华、罗敏斋

行商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钟山玉

委员：莫佳绪、黄国礼、吴大有、陈朝富、许振南、陈有芳、



理发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张耀秀

副主任委员：林植生

委员：蔡文生、郭相荣、苏发泰、吴头官、冯有福、钟德铨、劳定光、韩

德光、庞润光

进出口同业公会

主任委员：吴坤裕

理事：苏金泗、刘吉甫、曾家芳

监事：陈廷辉

船料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何世瑛

理事：曾锦富

监事：梁子中

布匹同业公会

理事长：谭雄

理事：吴道琼、苏金泗、黄桂恒、庞森林、王肇基

监事：潘险、周朝胜、林衡初

国药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易剑雄、陈锡汉

理事：袁应纯

百货同业公会

理事长：杨海珊

理事：邱仁山、樊雁海、伍邓良、郑华初、黄子阶、孙继亮

新药业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林宝珊

理事：孙继宗、张启才

监事：陈华东

五金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关锡福



理事：朱如琮、张培元

监事：陈廷晃

缸瓦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李华新

理事：李缉熙、庞子敬

监事：叶培森

修理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赵世喜

理事：罗人智、陈忠

监事：潘家兴

笏器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岑起喝

理事：岑珠海、蔡棣棠

监事：庞美山

造船同业公会

常务理事：陈伯雄

理事：龙起云、王德甫

监事：顾裕坎

1952 年第一届工商联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秘书室 主任秘书：陈锡汉

室教部 负责人：谭雄 龙忠珍

业务辅导部负责人：吴坤裕苏涵宽喻元材

劳资调解部负责人：邓业贤杨海珊

高德分会负责人：陈第衡

涠洲分会 主任委员：石登泰



公会名称
主任

委员

副主任

委员
执行委员

工业同业公会 许德钊 丘燊南 劳明南、韩德彬、朱如棕、曾家芳、周日光、
周泉、容佩芬、冯美华

纺织品同业公会 潘萌荷 黄明三 林衡初、韩其璇、王肇基、谭树英、张秀珍、
庞昌燕、宁树南、姚毅华

出口土产同业公会 喻元材 孙绍棠 翁守明、梁积就、刘毓生

百货业同业公会 梁德邻 张培元 伍帮良、李愈禄、蔡庆、罗星、陈胜才、黄
冠三、李贵英

服务饮食公会 周炜荣
冯云龙
林植生
张耀秀

刘德、王淑珍、李七姑、柳永、吴琼阶、刘
元

医药业同业公会 麦佳 吴清雅
蔡春生 陈仲桐、易剑雄、梁树云、张铭轩

什货业同业公会 卜位堂

苏头柳
黄胜洲
陈明光
林春南

梁耀金、罗乾烈、黄德寿、陈德修、陈业富、
陈顺中、杨寿晃、黄秀珍

肉类畜牧 陈继龙 许维新、凌德福、王合珍、苏永谷、陈廷辉、
顾能友、许志英、曹绍帮、曹德修、何秀珍

酒业同业公会 邓传仁 苏国其 张富卿、凌万、郭李缔、陈安全、杨志雄

船料同业公会 陈世佳 李润廷
庞思传 钟玉珍、陈昌甫、刘禹珍、曾云英、罗珍烈

陶器山货竹木公会 陆勋芳 岑起曙
麦锦廷 李缉熙、陈品章、李寅华、韩振绪、叶培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