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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
　中外商业竞争中的资源优势

Ξ

张　瑾

　　 〔摘要〕　在四川军阀政治的艰难条件下, 民生公司能够在川江航运的中外商

业竞争中取得惊人的成绩, 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经济的范围, 揭示出近代中国民族

资本的特殊发展轨迹。除本身具有的经济方面的竞争优势外, 广泛存在于民间的民

族主义精神、卢作孚卓越的个人素质和刘湘政府对统一川江航运的有力支持是民生

公司在短短十年间跨出川江, 进而进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重要的资源优势。

近代以来, 将长江航运开辟到中国西部最大的港口城市重庆, 一直是外资在长江上游活

动的焦点。重庆开埠为外资垄断川江航运开辟了道路。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 西方列强获得

了诸多在内陆进行商业贸易和航运经营的优势和特权, 极大地抑制了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民

族资本。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 以弱小资本, 在 20 年代中期勇敢地加入由外资垄断的川江

航运, 不到十年时间便改变了一度存在的中外航业并殖竞争的局面, 造成了民族资本新的垄

断格局; 随着民生公司的实力伸入长江中下游航段, 整个长江航运业的竞争结构也发生了变

化。本文选择民国时期以重庆为枢纽的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这一主题, 以民生公司的头十

年竞争历史为解剖对象, 通过对民生公司在川江中外商业竞争中优势资源的分析, 探讨在

“后发展”的不利态势下内陆地方民族资本特殊的生存与发展轨迹。

(一)

重庆开埠揭开了川江航运中外商业竞争的序幕。1898 年, 川江上第一艘轮船利川号由英

商立德 (A. J . L ittle) 率领从宜昌溯江而上抵达重庆, 次年返回上海。尽管川江航道十分艰

险, 接着的几年仍不断有外轮冒险闯入。一位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认为, “将蒸汽船航线开

辟到扬子江的上游重庆, 这个离上海 1427 英里的城市, 是现代航运业最浪漫的事业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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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开辟川江航运, 在客观上刺激了内陆民族资本投资轮运。1908 年护理川督赵尔丰在《奏

川省设立川江轮船有限公司折》中阐明设立川江轮船公司的目的和迫切性: “川省民庶殷繁,

物产饶富, 行人估 (贾) 客, 悉以大江为惯途”, 而“各国商人亦深知此路航业余羡可图”, 十

余年来始终未放弃涉足川江, “惟有自行设立轮船公司, 庶几通航便捷, 杜绝觊觎”。而“外

人既难终却, 曷若鼓舞蜀中绅商自行创办。能行, 则我占先着, 主权自有; 难行, 则以此谢

客, 断其希望”。〔2〕1908 年 3 月 21 日, 官商合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正式创办, 1909 年 10 月,

该公司的第一艘商轮蜀通号由英国人蒲蓝田船长带领, 从宜昌驶往重庆。1910 年,“蜀通”共

航行 14 次, 1911 年达到月平均航行两次, “总是货物满载、乘客拥挤”。“蜀通”轮驶入川江,

使川江商业轮运进入竞争的新时代, 从此“中外各公司, 乃相率竞航, 希图独霸”〔3〕。

由于“航业创办之初, 颇有利润, 川人遂以为大利所在, 集资经营”〔4〕。1914 年, 川江公

司又投资 20 万元, 向英国订购一艘新船蜀亨号投入航运。1913 年, 原川江铁路公司也成立川

路轮船公司, 从上海购得“大川”、“利川”, 两轮均为 800 马力、载重 200 吨、可载客 200 余

人的浅水轮, 第二年, 两船开始航行。不久, 该公司又有“巨川”、“济川”商轮加入川江竞

争的行列。同年, 瑞庆公司的“庆余”、“瑞余”投入使用; 利川公司的小轮“利骏”, 庆安公

司的“庆安”加入川江航运。1919 年, 华商轮船“洪福”、“洪江”也投入川江运输。一时间,

“轮船事业, 风起云涌; 华轮日有增加; 而外轮亦乘机而起”〔5〕。

在华人船业利润的诱引下, 外资商船开始加入竞争行列。这一时期, 为了打开四川广阔

的市场, 倾销煤油, 美孚油行专门购置了适合川江洪水期行驶的油轮“美平”、“美峡”、“美

川”以及拖轮“美滩”, 适合枯水期行驶的“美泸”, 〔6〕与英国亚细亚油行特购的适合川江航道

的浅水轮安澜号一起挤入川江。“这是第一批属于洋商所有的在这一带经常贸易的轮船”〔7〕。

1920 年英商隆茂洋行建造的隆茂号行驶于渝宜航线, 首先打破竞争格局。“隆茂”长 20 尺, 641

吨, 其性能远远优于“蜀通”轮。此后, 英商之太古、怡和、白理洋行, 美商大来洋行, 日

商天华洋行、日清汽船公司, 法商聚福洋行纷纷建造适于川江航行的吃水浅的船只。到 1925

年, “外轮增至二十七艘, 川江航路木船殆以绝迹, 遂皆为外商汽船之活动区域矣”〔8〕, 华商

“航业更无法与外人竞争”〔9〕。

民生公司正是在川江航业竞争白热化时期创立的。面对垄断川江航业的外资公司太古、怡

和、捷江、日清等在华航业大资本, 民生公司以颇有生气的管理机制与竞争活力, 很快打破

外资垄断川江的局面, 开创了“分享川江航运垄断”的先例。让我们看看民生公司成立以后

的竞争历史: 1925 年民生公司成立时, 公司资本仅 5 万元。1926 年 7 月, 公司第一艘仅 70 吨

的“民生”轮船驶入川江。翌年扩充资本至 10 万元, 增订小轮船。嗣后逐年收买中外别家轮

船, 合并其他公司, 或以联营方式代理同业轮船。 1931 年, 总公司由合川迁重庆, 进入了

“长足之进展”〔10〕时期。1935 年民生公司开始了“造船时期”〔11〕, 1936 年新建“民本”、“民

元”等轮船 14 艘, 改造“民彝”、“民政”等 4 艘。到 1932 年民生公司成立 7 周年时, “公司

之航业, 遂由重庆下游, 直达上海, 重要各埠, 皆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代办处设立焉”〔12〕。1937

年民生公司有 46 艘轮船, 总吨位为 19182 吨。〔13〕

在剧烈的竞争中, 不仅是老牌的川江轮船公司宣告停业〔14〕; 实力雄厚的外资公司也免不

了倒闭的命运。美国的捷江轮船公司, 于 1935 年初宣布破产, 外国学者将“成长壮大的中国

轮船公司”〔15〕作为其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到抗战前夕, 民生公司已经成长为川江最有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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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公司, 事业蒸蒸日上, “为国内航界后起之秀”〔16〕。川江航运的竞争格局也因此改变, 民

生公司不仅可以“与各外商公司, 分庭抗礼”〔17〕, 且渐渐“握有川江上游霸权”, 外资已无法

垄断川江航业。〔18〕

(二)

对于民生公司的惊人业绩, 从 30 年代以来就有论述, 有人归纳为, “其进步之主要原因,

由于领导得人, 夙夜匪懈, 刻苦奉公。其人事管理, 厉行训练, 振刷精神, 由职员、船员, 乃

至水手、学徒、茶役, 无不经过训练, 使新到职者彻底了解其工作岗位”〔19〕。实际上, 民生公

司的竞争资源优势远远不止商业竞争中的技术指标的优化。如果我们从民生公司的非经济的

优势资源的角度考察, 民生公司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

应该说, 英美日等国公司拥有的一切优势——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资源、雄厚

的外资、先进的现代管理思想和具有丰富的竞争经验的管理人员, 以及西方企业所惯用的破

坏和阻扰中国对手发展的强制性价格竞争手段等等, 使它们成为民生公司最为可怕的竞争对

手; 但是, 我们也不难发现, 民生公司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后发展”的不利条件下, 走的

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 即充分使用了“后发展得益”优势资源。从民生公司的个案看来, 弱

小的民族企业是可以同西方大企业进行商业竞争, 并取得相当成功的。在这场竞争中, 卢作

孚个人所具备的卓越的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以及公司所依靠的纯经济因素以外的竞争发展资

源, 是民生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概括来讲, 民生公司在商业竞争中主要利用了以下的竞争

资源:

一、广泛而深厚的民间经济民族主义资源。为了对付川江航业中的西方资本的“帝国主

义侵略”行径, 卢作孚所依靠的最有效的竞争手段是“经济民族主义”〔20〕。民生公司在其创立

和发达的历程中, 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经济民族主义的民众的支持。1926 年至 1931 年在四川发

生的抵制洋货运动是“经济民族主义”在此期最明显的反映, 是激发中国民众广泛动员的重

要资源, 也是民生公司参加竞争的坚强后盾。例如, 九一八事变后, 川江航业中的日商日清

公司因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抵制, 渐渐失去了以前的竞争优势。1934 年, 日本恢复宜渝航线

后, “初仍仗其兵舰政策, 以期获得实效, 不料四川形势, 不如意想顺利。”〔21〕当日本商人按

“原定计划, 所有运川倾销之日货, 决装日轮, 可减水脚, 殊云阳丸三次来渝, 民众均不与之

周旋, 提装工友, 亦不与之卸货, 计划失败”〔22〕。美国捷江公司的货船于 1925 年 2 月浪沉一

条中国木船后, 遭到了“由中国货船和苦力帮在重庆发起的抵制运动达一年之久”〔23〕。继上海

五卅惨案、1926 年川江万县惨案的发生,“川人护国热情, 油然而起, 群起而作抵制仇货之运

动。”在全国收回内河航运权的一片呼声中, 英国在华的内河航运业受到相当的打击, 英轮或

相继开赴下游, 或将船售给美国商人, 川江上英轮航行之数为之大减。据 1927 年《海关贸易

册普通行轮章程》记载重庆关: “自上年九五万县惨案发生以来, 英商太古船只, 绝迹川河,

加以怡和之嘉禾商轮, 又为英国政府征用, 改作兵轮, 故本年英商船只, 异常减少; 若与上

年相较, 则自 192 只, 共 80057 吨, 降至 28 只, 7441 吨”〔24〕。同年, 《重庆关港内行轮章程》

记载: “内港航业于最近⋯⋯发达极速, 惟本年则一落千丈⋯⋯溯其原因, 不一而足, 英轮上

年有 171 只, 共 23253 吨, 今年全行停驶, 此其最大原因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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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卢作孚的现代企业家意识及现代人的意识。应该说, 卢作孚正是利用近代中国航业

的后发展优势, 将民生公司的竞争优势化为具体的有效资源。作为地方精英, 卢作孚是近代

中国航运企业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之一。他的现代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以及敢于向川江

航运中的外资挑战竞争的意识是民生公司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卢作孚的话语中, 我们还

可以读出他强烈的现代人意识。他认为,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 是需要从国防上

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 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 从产业

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 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

校。”〔26〕“中国当前的途径非常明了, 不管是社会组织亦或是物质建设, 只有迈步前进, 追逐

现代或更超现代, 不然便会受现代的淘汰。”〔27〕卢作孚的现代意识使民生公司商业行为颇具现

代竞争取向。当西方航业界对民生公司的崛起十分忌妒并撰文攻击时, 民生公司的刊物《新

世界》署文回敬: “夫吾国今日, 尚属自主; 川江区域, 亦非荒地。又就令关系条约, 而今世

条约之拘束, 亦尚无‘禁用手摸’之极度”, 驳斥了西方航商将民生公司的发展称为“侵入”

川江, “喧宾夺主”的言论。〔28〕

卢作孚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其爱国思想极为强烈。他说, “世界上不幸而有几个

文明先进国家太商业斗争化, 不诱掖后进国家或后进民族使能并肩携手加速人类的进化; 偏

要相互斗争, 加速商品生产, 加速人口繁殖, 以相互争市场, 争殖民地, 以造成若干民族闭

塞⋯⋯最好是先进国家肯诱掖后进国家或后进民族, 实际上却不会有这段事, 必须后进国家

或后进民族自行加入赛跑, 跑向前去, 乃至跑上最前线去。”〔29〕无疑, 卢作孚的现代企业的管

理思想, 为民生公司树立了企业新形象, 也是民生公司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处于竞争优

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三、刘湘政府支持民生公司的川江航运统一计划。可以认为, 刘湘支持卢作孚民生公司

主要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 川江航运本身的经济利润使得刘湘集团不能放弃这一利益。1926

年～ 1937 年重庆是刘湘 21 军驻防司令部所在地, 重庆实际上处于刘湘军事集团的直接控制

之下。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埠, 重庆为刘湘政府提供了丰富的商业税收财源, 重庆及其紧

邻地区成为刘湘集团拥有的在全部四川军阀中独一无二的实力基地。〔30〕航业为交通的命脉,

也是贸易消长的关键因素, 控制川江航运意味着控制整个四川的贸易税源。事实证明, 控制

川江航运业无疑是抓住了重庆城市经济的支柱行业, 同时也为刘湘在重庆的军人干政获取了

相当大的合法性资源。在刘湘的支持下,“卢作孚使用了与刘湘军事集团联系密切的四川各银

行的财力, 继之以四川督办公署的力量, 然后再加上上海各银行的支持, 民生公司逐渐壮

大”〔31〕。卢作孚对此也说到, “民十八年善后督办刘甫澄先生, 感觉到航业整理的需要, 再三

要我任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 商量了两个月, 推迟不得, 请他准备了一位最好的副处长, 约

期半年, 半年期满, 即办移交, 就任在一度调查后, 愈知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 遂

决定第一桩事, 请求军事机关扶持航业”, “经过半年的努力, 盼望军事机关帮助轮船公司完

全办到了”。〔32〕川江航务管理处是刘湘 21 军政务系统中的重要机关, 该处“要政设施自多, 为

人所乐于称道者, 厥为检查外籍船舶, 查禁违禁物品, 而四川人直接间接亦蒙受大利益”〔33〕。

第二, 刘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其扶持卢作孚的重要原因。在四川众多的军阀中, 刘湘颇

喜纳贤才, 对城市的新兴产业多以不遗余力的态度加以支持; 尤其是刘湘具有一定的经济民

族主义的思想, 成为他支持卢作孚的重要原因。自 20 年代初以后, 刘湘在许多公共场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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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与外资争夺利权的思想。“所谓帝国主义, 以武力压迫弱小民族, 或

以不平等待遇弱小民族之谓也, 世界上国体政治系帝国者, 固行此种主义, 有国体政治非帝

国者, 亦行此种主义, 如各国轮船, 所达到之地, 遂将该地货财, 吸收一空, 此即为帝国主

义之侵略。”〔34〕正如费正清所说,“许多军阀也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幌子, 以使他们的行

动合法化。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 通过这种宣传, 军阀也助长了一种观念的流行, 即中国人

应该关心民族的境遇, 应争取全民族的进步。”〔35〕据刘航琛回忆, 刘湘选择川江华商中弱小的

民生公司, 是因为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有头脑, 有能力, 为人方正, 操守极佳”, 很值

得信赖, 卢作孚身上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可以助成刘湘统一川江航业。于是, 从 20 年代中期以

后, 卢作孚“配合运用政府的力量, 与民间的爱国心, 在不动声色, 不着痕迹的情形下, 将

外国籍的船运公司置于川江航务处的管辖之下”〔36〕, 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运权以

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与此同时, 卢作孚等颇具现代取向的城市精英的参与政治, 不

仅是刘湘集团与重庆城市绅商建立起良好关系的象征, 也为 21 军的军人干政增添了民间认同

的合法性资源。在客观上, 刘湘政府扮演了支持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看, 川江航运的中外商业竞争已经超越了纯经济的范畴, 折射出近代中国

救亡与挽回利权的历史主题。民生公司的成功个案也显示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不能脱

离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在“后发展”的极为不利条件下, 寻求经济发展以外的资源是民族

资本崛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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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召开纪念《社会科学研究》创刊 20 周年
暨面向 21 世纪社科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

　　《社会科学研究》自 1979 年 3 月创刊, 至今已

走过整整 20 个年头。6 月 15 日, 本刊在成都召开纪

念《社会科学研究》创刊 20 周年暨面向 21 世纪社科

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省内各大专院校、科

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期刊界同仁 100 多人出席了会

议。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社科院的领

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陈焕仁主持, 社科

院党委书记兼本刊总编李翠贤致欢迎辞。本刊常务

副总编刘昌果作了《树立强烈的跨世纪意识, 创办中

国名牌期刊》的主题报告。报告既总结了 20 年来刊

物取得的成绩, 也表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社会科

学研究》要立志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创名牌刊物, 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

与会代表对刊物今后如何发展发表了很好的意

见。他们认为,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社科学术期刊要

树立强烈的跨世纪意识, 努力反映用新的观念、新的

方法去研究发展了的新世界, 从而求得新的结论的

研究成果。此外, 面临激烈的竞争, 要创名牌期刊,

就必须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 办出自己的特色。必须

狠抓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的建设。

对于学术期刊的效益问题, 有的代表认为, 要用

长远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学术期刊具有效

益滞后性的特点。优秀的社科学术期刊是意见领袖,

要看重其社会影响力, 不在乎有巨大的发行量。它影

响领袖, 吸引专业化的人才, 当这些人接受了新的思

想以后, 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 产生出更大的社会

效益。

与会代表还对期刊的读者市场、稿源市场以及

投资市场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石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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