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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中國近代史上，1872 年（清朝同治十一年）創立的招商局有十分深遠

的影響，其地位是舉足輕重的，相關的探討，也因此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研

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通過闡述招商局的歷史沿革、重大事件、產業發展，

而以香港招商局起義的背景、經過為主題，進而論述其後香港招商局的發展，

以及 1985 年招商局集團成立後的經營狀況，指出了招商局歷史與中國近代史

和現代史的密切聯繫。此外，還把招商局歷史放在中國近代經濟中，探討其

重要意義，並對如何更深入地開展招商局歷史研究作了思考和建議。 

本文總共有六章，每章分為三節。第一章是引言，交代有關研究的情況

和文獻著作等；第二章敘述招商局的發展概況及其歷史分期；第三章闡明

1949 年至 1951 年間招商局起義的原因和過程，尤其是香港招商局起義的作

用和影響；第四章探討香港招商局的業務及其海內外聯繫，包括 1979 年蛇口

工業區建設的啟動、招商局集團的成立和振興；第五章從管理團隊、機構體

制及核心產業三方面，分析 1949 年至 1999 年間香港招商局的進展情形；第

六章為結論，對香港招商局起義作出歷史評價，申論招商局集團在香港、中

國內地以至國際上的角色和地位，從而展望今後的發展方向。附錄招商局集

團業務架構圖、招商局與香港大事年表。 

 

關鍵字： 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起義   招商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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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872 during late Qing’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China 

Merchants, also known as China Merchants Company (CMC), is a pioneer of 

China’s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etting up by the means of 

open stock-recruitment, CMC, as the first ever joint-stock company of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CMC had established China’s first 

merchant fleet, opened China’first bank and insurance company, and along with 

many start-up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and other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CMC 

had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Over the past 145 years, CMC and Hong Kong (HK) are closely tied up with 

each other. CMC has seen its rapid growth thanks to the HK environment, while 

giving back to the HK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face of the new era, since 1985, 

China Merchants Group (CMG) sticks to the ‘Go Forward with Time, while 

Sharing the Common Fate with the Nation’ belief and aims to ‘Push Forward the 

Progress of Time by the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continues to excel at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while moving forward. 

    Currently, with its headquarters in HK, CMG has carried out business in a 

number of emerging markets of significant vitality and potential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those in HK, China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etc. CMG is one of 

the Big Fou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HK.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has an 

extens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s internationally. 

Accordingl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tatus of CMG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he field. 

    In previous studies, historical researchers have produced significant findings 

on areas such as CMC’s ‘government-supervision and merchant-operation’system, 

key personnel, business success and failure, etc.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existing 

findings, aims to have a more thorough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n CMG 

through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both old and new aspects. Some attention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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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 to assessing the role in which CMG played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Mainland. This study thus fills up an important gap and off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MG in Hong Kong’s economic and 

enterpri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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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香港與招商局的關係 

 

成立於 1872 年的招商局，是中國洋務運動的產物之一。作為近代 早的

航運事業，不但歷史悠久，而且規模 大，在舊中國走過了七十七年艱難坎

坷的歲月，對我國民族航運業的發展，所做貢獻是前所未有的。1949 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舊中國的招商局沿江沿海各分支機構分別改組為各地的

海運局、港務局，對新中國的港航事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香港招商局則

繼承了原先招商局的品牌和傳統，其後更擴展為招商局集團，成為世界知名

的中國企業之一。 

招商局自創立以來，一直伴隨著中國民族航運業的進程，共歷艱辛，並

在其中發揮了至為重要的關鍵作用。一部招商局史，也是一部濃縮了的中國

近現代民族航運業發展史。招商局的豐富經驗，不僅屬於一個企業，還屬於

中國全社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的經濟命脈也息息相關。探討招商局

在香港的發展，以及香港在招商局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可以對招商局有較深

刻和切實的理解，亦有助於更宏觀地掌握現代中國航運和經濟貿易狀況。 

 

第一節 研究宗旨和探討課題 

 

在以往眾多的研究中，學者們對招商局的“官督商辦＂體制、相關重要

人物、業務成敗得失等方面，都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有學者提出“招

商局學”概念，希望學術界努力使之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分支學派。1 

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可資進一步研究的領域，藉此開拓

                                                        
1  招商局集團：〈招商局文庫總序〉，見黎志剛著：《黎志剛論招商局》（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2），書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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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方向，選擇二十世紀後期招商局在香港的發展（1949—1999 年）作

為論述對象，填補以往較為學界所忽略的課題，以期對招商局有更全面、更

完整的認識。 

研究範圍的起迄由 1949 年至 1999 年，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年份有劃時代

的意義。招商局香港分局在 1949 年中國的政治大變動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

用，當年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從香港出發的“海遼＂

輪赴汕頭中途率先宣告起事，翌年又有在港全體招商局員工及十三艘留港海

輪船員共計五百餘名宣佈起義，聲勢浩大。其後“招商局”這個企業品牌在

香港得以保留使用，至 1985 年改組為招商局集團，對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改

革開放＂路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在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過程中也有一定

的積極作用。招商局集團原先是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的直屬企業，1999 年起

由中央直接管理，成為三十九家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之

初，集團於 2001 年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整合，地產、港口、物流、科技等基本

上形成統一經營的格局，邁向另一個階段的旅程。總的來說，二十世紀下半

葉的香港招商局，在整個招商局發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組成環節。 

本文試圖通過研究招商局的創立背景和過程，連同該局在各個時期的發

展狀況，來闡明其本身的歷史，以及在中國近現代航運業中的重要角色。除

了積極作用外，還探討了它的局限性，以便對現代民族航運業的得失有客觀

的評論，且於今後發展有所幫助。論文的第一部分，主要闡述招商局創辦的

社會背景、經濟環境和產業概貌，並分析招商局成立的歷史原因和主要目的。

論文的第二部分，主要總結開辦時期、官督商辦時期、完全商辦時期以及國

營時期招商局的具體業績和經營狀況，並論述招商局近代歷史上經營方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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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的發展。論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探討香港招商局的變動及其後的進程，

包括起義的背景與經過，以及其後的政治形勢轉變等。論文的第四部分，主

要說明香港招商局與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緊密聯繫，蛇口模式的創造和招商

局集團成立初期的業務狀況。論文第五部分，主要從企業文化、管理團隊和

政府機關幾個方面探討招商局集團的概略發展，尤其是香港招商局發展成為

招商局集團以後的多元化業務。 後在結論中，從招商局歷史地位和作用的

分析，以及招商局的角色和未來發展，作總括並提出一些見解。 

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時，正值晚清洋務運動初期大舉學習西方“船堅砲利＂

熱潮開展之際。當初採取公開形式招募商股，成立符合近代定義的股份制公

司，對百多年來我國的商業貿易以至經濟發展起到長遠和重大的作用。招商

局不但組建了近代中國 早一支商船隊，還舉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和 早的

保險公司等，開拓了眾多的工商貿易業務，在百多年來的經貿發展進程及國

家現代化方面都佔有重要席位，是毋庸置疑的。換言之，招商局不但為中國

現代航運業奠定了基礎，還率先從產權形式上引入了近代股份制，引入近代

企業制度與新式企業管理方式。2 

146 年來，招商局既立足於香港，並且不斷成長，還持續以本身表現回

饋本地和國家。在新時期和新形勢下，招商局秉承“與祖國共命運，同時代

共發展”的理念及“以商業的成功推動時代進步”的任務，不斷尋求走創新

企業與提升效率之路，繼續向前航行。招商局以“愛國、自強、開拓、誠信”

八個字總結過去的歷史，並作為今日的企業精神。3 

現時，招商局集團的總部設在香港，不同類型的業務遍佈本港、中國內

                                                        
2  郭國燦著：《香港中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 28。 
3  〈招商局的精神內涵深〉，《我說招商局》（香港：招商局集團，2004），頁 24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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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個城市、東南亞諸國和地區等極具活力和潛質的新興市場，被列為香港

“四大中資企業”之一，在國際工商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廣泛的影響。另外三

大中資企業是：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華潤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光大集團公

司。研究招商局的歷史，尤其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直至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後、二十世紀結束為止，這五十年間招商局在香港的發展狀

況，由回顧過去到展望未來，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第二節 學術進展和文獻綜述 

 

關於招商局研究的大致情形，可以先從以下三方面加以介紹：首先是招

商局研究會在上海召開“招商局歷史研究專家論著書評會”的經過和討論內

容，其次是幾位國際知名學者論述招商局的代表性著述，再者是資深傳媒人

論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的見解和觀點。此外，通過現時所見一些關於招商局

的專書，亦足以說明學界的研究重點和趨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仍存在不足、

有待加強的地方。 

 

（一）“招商局歷史研究專家論著書評會”的召開 

 

    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早已形成一個獨特的招商局史門類。1993

年，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與招商局集團聯合舉辦了一個“紀念招商局成立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翌年出版的《招商局與中國近現代化》（湯照連主編）

刊行，就是該研討會提交論文的結集出版。論者已予鄭重指出：“這是一次

招商局歷史研究的集中性成果。”4 其後在 2004 年，相繼成立招商局史研究

                                                        
4  秦曉：〈招商局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易惠莉、胡政主編：《招商局與近代中國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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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創設招商局歷史博物館，在 2005 年開設招商局史研究網，2007 年再度

舉辦招商局歷史學術研討會。尤為值得重視的，是 2012 年開始出版“招商局

文庫”，為首一批，是“專家論招商局”系列。5 

2013 年 3 月 28 日，招商局史研究會在上海召開“招商局歷史研究專家

論著書評會”。 出席會議的人士，包括招商局史研究會副會長、招商局集團

副總裁胡政，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招商局史研究會副會長朱蔭貴，招商局

史研究會秘書長、招商局集團辦公廳副主任李亞東，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

授、招商局史研究會特邀顧問兼特約研究員黎志剛，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招

商局史研究會特邀顧問兼特約研究員易惠莉，社科文獻出版社總編輯楊群，

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長、上海市史學會會長熊月之，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章清，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王健，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書記朱耀斌，上海圖書

館近代文獻研究中心主任王宏，以及來自復旦大學等院校和上海檔案館、上

海圖書館、《解放日報》社等高校、研究機構、出版社、媒體的專家學者等，

總共有三十餘人。上海文史館館長沈祖煒，主持了這個書評會。 

招商局史的研究，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有不少專

家學者為此潛心研究，並取得豐碩的成果。其中，劉廣京、朱蔭貴、黎志剛、

易惠莉等人的研究具有較強的系統性。為了集中反映他們的學術成績，推動

招商局歷史研究，藉 2012 年招商局創立 140 周年的良機，招商局史研究會組

織編輯了《劉廣京論招商局》、《朱蔭貴論招商局》、《黎志剛論招商局》、《易

惠莉論招商局》四本論著，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為向學術界推廣、宣揚

這批學術研究成果，更深入地發掘這四本論著的價值，增進與學術界人士的

                                                        
5  〈招商局文庫總序〉和〈“專家論招商局”系列序言〉，劉廣京著、黎志剛編：《劉廣京論

招商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書首，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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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招商局史研究領域，招商局史研究會特於招商

局的發祥地──上海舉辦了上述這個“招商局歷史研究專家論著書評會”。 

胡政代表招商局集團和招商局史研究會致辭時，先講述招商局上海外灘

九號樓的故事，又介紹了招商局集團的產業和發展狀況，指出招商局歷史與

中國近現代史的密切聯繫，以及把招商局歷史放在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中進

行研究的重要意義。胡政說，招商局史研究會至今已經出版了四十多本書籍，

為今後繼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希望今後有更多的歷史研究專家、經濟

學者，關心、關注並支持招商局歷史研究，壯大招商局研究的隊伍，彼此加

強合作與交流，把招商局歷史研究做得更好，發表更多研究成果，為招商局

和社會各界服務。 

與會專家、學者對《朱蔭貴論招商局》、《易惠莉論招商局》、《黎志剛論

招商局》、《劉廣京論招商局》四本專著，一一做了介紹和點評。大家認為這

些論著反映了招商局歷史研究 前沿的成果，因著者深厚的學術功底而飽含

研究價值。它們的出版是一時之選，既展示了招商局這一中國 早現代企業

的眾多面相，也揭示了招商局企業文化的深刻內涵，不僅對於招商局歷史研

究是一件大事，對於整個近代企業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都有重要價值。與

會的專家、學者，對深入開展招商局歷史研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思考和建議。

胡政在總結會議時指出，今後招商局歷史研究的工作方向：一是整理基礎資

料；二是解決歷史研究為今天服務的問題；三是做好中外企業比較研究；四

是做好招商局歷史的大眾普及。胡政還再次希望和呼籲更多的專家、學者加

入招商局史研究會，進一步為更加廣泛、深入開展招商局歷史研究貢獻力量。

6 

                                                        
6  程妍琪：〈招商局研究述評〉，《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 13 期（香港：香港中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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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專家論招商局歷史 

 

    《劉廣京論招商局》一書的作者劉廣京（1921-2006 年），是中國近代航

運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也是研究清代經世思想、中國正統和異端學說的專家，

蜚聲國際。他早年在西南聯大攻讀，後於美國哈佛大學完成歷史學學士和博

士學位。曾任教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大衛斯校區，並獲選為臺

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有《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主編《劍橋中國

晚清史》、《李鴻章評傳》等近代史力著；論文方面，多以中國早期的近代化

和改革運動為題旨。他一生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建樹良多，創立了一個以

堅實史料為基礎的學風。本書由黎志剛編集，收錄劉廣京所撰關於招商局及

近代中國經濟的論文，當中提到的人物和史事，均有重要參考價值與學術意

義。全書分為五部分，依次是論中外輪船業的競爭、論招商局、論人物、論

招商局與近代化、附錄，集中反映了美國華人學者對輪船招商局和中國近代

化進程的研究成果。黎志剛指出，此書是“對中外航運競爭、招商局體制和

招商局人物作出深入分析的範例。＂7 

《黎志剛論招商局》一書的作者黎志剛，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中國近

代史教授，同時是招商局史研究會特邀顧問兼特約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哲

學博士，曾經擔任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中心主任及歷史系系主任。著作包

括《中國近代國家和市場》和《李承基先生訪問記錄》等，以及有關近代中

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論文七十多篇。現時從事的重點研究是中國公司制度的

進展及轉型、近代中國生活史等等。他以《上海輪船招商局研究》為題的博

                                                                                                                                                        
代史學會，2014 年），頁 46-48。 
7  《劉廣京論招商局》，黎志剛〈序三〉，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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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於 1993 年獲美國經濟史協會頒授亞歷山大格琴克郎獎，作為優異的

非美國經濟史博士論文，而獲得此項殊榮。《黎志剛論招商局》由九篇論文組

成，主要就是基於博士論文內容開展出來的專題研究，乃招商局研究重要著

作之一，當中涉及招商局的經營管理、國有化、政商關係等，時間集中於 1872

年至 1902 年間，另有一篇是他與恩師劉廣京的談話記錄。 

《易惠莉論招商局》一書的作者易惠莉，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曾

於西南交通大學社會科學部任教。1986 年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1989 年獲

歷史學碩士，1991 年獲博士學位後，任教於華東師大歷史系。他的研究領域

主要是中國史，包括近代思想文化、外交及對外關係、中日文化交流史等，

論著有《西學東漸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沈毓桂個案研究》、《鄭觀應評傳》

及與人合編的《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等。 

《易惠莉論招商局》是作者研究招商局論文的結集，分為兩部分：上篇

“招商局的早期歷史＂，主要論述招商局的籌建與改組，招商局併購旗昌輪

船公司及其所遇到的困境，香山買辦與同治中興的關係，洋務運動期間中樞

大臣的意見分歧等，從不同角度說明洋務運動後期狀況及這個運動必然無法

達到富強宗旨的因由。下篇“與招商局關聯的人事和政治”，旨在通過論述

洋務末期的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展現中國民族工業的兩個組成元素——官辦

與商辦在動盪的政治環境下的掙扎。《易惠莉論招商局》的內容，反映了招商

局早期在創業路上的艱難探索。 

朱蔭貴博士曾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

任，2003 年調到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除了中國近代輪船航運史外，主要

研究領域還包括股份制企業史和金融證券史。所著《朱蔭貴論招商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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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一）輪船招商局篇；（二）近代在華外國航運業篇；（三）民族資本

航運業篇。書中論述了輪船招商局的成立和初期狀況，盛宣懷主持招商局的

經過，晚清新式工商企業內所見的官商關係，清朝末年輪船招商局對外投資

的情形，以及招商局在不同階段遇到的種種問題等。此書集中反映了朱蔭貴

對輪船招商局和中國近代輪船航運業的研究成果。 

    總括來說，“專家論招商局”系列的四本論文集，內容都集中於探討招

商局早期的歷史，尤其是晚清時期，對民國時期招商局的情況很少觸及，其

後的演變更有待研究。1949 年以後的招商局，基本上仍未進入歷史學者的研

究視野。 

 

（三） 資深傳媒人論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 

 

《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一書，由王玉德、鄭清、付玉三位資深傳媒人

合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出版，以較多篇幅論述 1949 年以來招商局的

發展。該書認為，1872 年創辦之初和 1978 年重新啟程，是兩次劃時代的開

始，從而對這個富有代表意義的企業作了較全面的敘述，勾勒出一百多年來

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經濟變化，尤其是航運、金融等實體產業的狀況。踏入

二十一世紀，從 2001 年至今，是“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的新輝煌”，走上整

合、變革、轉型和創新之路。進而指出： 

招商局原是清末洋務運動留下的實業和金融遺產。1872 年，清政

府直隸總督兼北洋大臣李鴻章奏請創辦輪船招商局，以其加入到當時

為外資所壟斷的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業務競爭。航運意味著風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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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以來，金融創新多由航運領域的業務需求而催生。8 

但創辦不久的招商局，在 1875 年遇上“福星號事件”。“福星”輪由上

海駛天津途中，被怡和公司的“澳順”號撞沉，損失巨大，招商局旋即開始

籌組自己旗下的保險公司，而有中國 早一家民族保險機構——“仁和保險

公司”的成立。爾後在招商局督辦盛宣懷的努力之下，又促成中國 早的華

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獲准於 1896 年設立。 

招商局創辦之初，即致力於引進股份制，仁和保險公司及中國通商銀行

的成立和發展，其先驅意義是很重大的。這充分反映出中國人在晚清時期已

借鑒外國，引入和建立先進的治理機制，近代意義的航運業、保險業及銀行

業，都可以相繼興辦起來，藉此維護本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當時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競相推出排華法案和抑壓華人的政策，主要就是為了阻

礙國人跟西方國家作公平競爭，上述企業的出現駁斥了外國人對華的偏見。 

總括而言，早期招商局創辦的相關事業，在近代環境下實在不易經營，

路途總是坎坷的。其間招商局在體制上頻繁變更，有時是官辦，有時是商辦，

由主導權到控制權又都數度易手，在發展過程中，控制風險的機制並未臻於

完善地步，加上行業之內，外資和同行時常互相傾軋，實業、保險、銀行等

方面，都時常陷入困頓境況。到了 1934 年，由仁和保險公司改組而成的仁濟

和保險公司，終於結束，自此退出歷史舞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通商銀行不復存在，招商局在中國內地的

資產，經重組之後成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僅在香港一地，仍繼續沿用“招

商局”名稱。其後一段時間，招商局幾乎不為人所注意。二十多年後重新振

                                                        
8  王玉德、鄭清、付玉著：《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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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恢復發展，其速度之快、成就之大，反映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

的急切興起的情況。回顧一百多年前，洋務派人士李鴻章、盛宣懷等在籌組

及擴大業務經營的時候，他們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大大影響了早期招商局以

至中國航運事業和金融企業的正常發展。相對地說，一百多年後，再次創辦

輝煌業務的招商局，由於具備政策和環境等有利因素，從而創出“蛇口模式”

這一經濟奇跡。應予指出： 

1987 年、1988 年，招商局創辦了招商銀行和平安保險，前者成為

新中國第一家不需要政府直接出資、完全由企業法人控股的股份制商

業銀行，後者則為第一家完全由企業發起組建的股份制保險公司。 

這兩項創舉，恰好延續了華資銀行和中國民族保險公司的血脈傳承。9《招

商局與中國金融業》一書的精華，在於中篇“改革開放篇”： 

即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創造出“蛇口模式”，以及接連孵化創辦招

商銀行、平安保險、招商證券並探索發展境外金融業務的過程

（1978-2000 年）。無論是招商局及其“蛇口模式”，還是招商銀行、

平安保險、招商證劵等，在起步發展時都曾持續面臨政策空白，一些

金融業務的操作和監管在美國等其他國家也找不到借鑒；與此同時，

還不能不注意金融風險。10 

而在這段時期內，不論是國家的監管部門，抑或是招商局、招商銀行、

平安保險等機構的領導人物，都致力推進市場經濟國家都已具備的成熟金融

業務，並且穩妥地展開金融創新和進行多元化嘗試；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

                                                        
9  程妍琪：〈探究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發展的文獻著作——讀《招商局創辦之初

（1873-1880）》及《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有感〉，《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 16 期（香

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14），頁 64-65。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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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引資和引智兩方面。這段“二次創業”歷程，在中國金融事業發展史上

留下輝煌紀錄，於深圳經濟特區創業歷程、改革開放政策方面，都成為不可

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一提，在此書之中，著者闡述了招商局自 2001 年起逾十年間開展的

業務活動，這是其他同類著作較少觸及的，對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經貿情勢做

了扼要說明。招商局及平安集團，相應建立起混業經營金融集團，既提高了

經營水準，也標誌著中國金融業已經逐漸適應國際競爭和發展要求。 後在

本書第十二章中，還展示了一幅“招商金融新藍圖”。 

 

（四）招商局研究的重點和今後的趨向 

 

    招商局研究專著的出版，主要始自 1990 年代。交通部財務會計局、中國

交通會計學會組織編寫的《招商局會計史》上、中、下冊（北京：人民交通

出版社，1994 年），提供了較詳細的統計數據。除了前述由湯照連主編的論

文集外，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

年）也是較早的一本學術論著。由中國海員工會、交通部上海海運管理局委

員會編寫的《招商局海員起義》（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 年），是有關

方面 重要的書籍，內容分為六章，依次敘述了招商局海員起義的背景、“海

遼”輪首舉義旗、香港招商局及十三艘輪船起義、“海玄”輪駛進新加坡起

義、“永灝”油輪在香港黃埔船廠宣告起義、“海辰”輪起義海員血灑臺灣

的經過；書末附錄大事記、回憶錄、文字資料和圖片資料，有很高的文獻參

考價值。 

    二十一世紀開始，招商局歷史受到學術界和工商界較廣泛的注意。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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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編著的《官辦民營輪船招商局》（臺北：寳島社，2002 年）和他的另一本

著作《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輪船招商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都是普及性的書籍；前者以“開創中國 B．O．T．企業投資新主流”為副題，

B．O．T．是指“官督民營”（build operation transfer）。《我說招商局》（香

港：招商局集團，2004 年），深入淺出地向讀者介紹了有關招商局的種種知

識。 

在招商局研究史上，2007 年是豐收的一年。首先值得重視的，是胡政主

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招商局畵史：一家百年民族企業的私家

相簿》（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至於孫慎欽編著《招商局史

稿·外大事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則是早期編撰文獻

著作的整理和刊行。此外，有陳潮著《晚清招商局新考：外資航運業與晚清

招商局》，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張後銓主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由

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等。接著，2008 年，有虞和平、胡政主編的《招商局與

中國現代化》，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是很重要的一種著作；此書與王玉

樹、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兩者的內容都

集中於討論招商局現代化進展方面。新近出版、由胡政主編的《招商局船譜》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是歷來招商局各種大小船艇的總

記錄，並交代有關史事，圖文並茂，資料詳瞻，方便參考。 

二十一世紀初年的招商局研究，探討的問題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

對以往課題的新探討；第二，是從招商局看近代政企關係；第三，是招商局

與地方社會研究。尤為值得重視的，是“學者們在繼承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礎

上，使新時期招商局史的研究更加具有深度，問題意識也更加突出，並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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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史的整體研究緊密結合起來。”11 

    還應特別注意，招商局集團於 2004 年成立招商局史研究會，2005 年創

建招商局歷史博物館，同年開辦招商局史研究網，提供史料和資訊。關於招

商局的變遷及其在各地的情況，設於深圳的招商局歷史博物館，保存了大量

重要的文物材料，還定期舉辦專題展覽。12 胡政主編《招商局與重慶：

1943-1949 年檔案史料匯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是一冊資料集；

朱耀斌、李亞東編著《招商局與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年），闡述了招商局與上海的密切關係。此外，還有胡政主編《招商局與深圳》

（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 年）和王玉國著《招商局與臺灣》（香港：香港

文匯出版社，2010 年）等。時至今日，仍未有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專著；13 相

關的記載，只散見於各種概論書籍之中。以香港在招商局史上所佔的份量，

這顯然是很不充份和有待改善的。本文的撰述，就是希望整理有關的文獻材

料，闡明香港招商局自 1949 年以來的史事，填補現時研究的一些空隙。香港

是中外通商往來和文化交流薈萃的地方，長期以來，是中國對外經貿聯繫的

重要橋樑，在關鍵時刻所起的作用更為明顯，凡此種種，都可從招商局在香

港發展中展示出來。 

 

第三節  招商局名稱的說明 

 

    招商局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以至不同業務方面，出現過一些不同的名

                                                        
11 朱英、張世慧：〈百年招商局史研究：評述及思考〉，《近代史學刊》第 11 輯（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218-220。 
12  樊勇、肖斌：〈企業博物館的特性與價值——以招商局歷史博物館為例〉，《文化力量與

博物館的挑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35-40。 
13  在“招商局歷史系列叢書出版計劃”中，開列了二十種專著，包括《招商局與香港》在

內，但自 2007 年以來，只有此書仍然“待出”，其他十九種都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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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本文使用“招商局”（China Merchants），是一個統稱，包括晚清時期

（1872-1911 年）、民國時期（1912-1949 年），以及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以來的新時期。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有時會使用“香港招商局”，特指

1949 年和以後留在香港繼續活動的招商局，包括 1985 年成立的招商局集團

（China Merchants Group）在內。至於現時招商局集團的業務，已不局限於

香港地區了。 

    招商局在晚清初創時，原名是輪船招商公局，次年更名為輪船招商總局，

通稱“輪船招商局”。民國開始，於 1912 年稱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1926

年成為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1932 年改為國營招商局，至 1948 年改為招

商局輪船股份公司。1949 年 2 月以這個名稱在香港註冊，後於 1985 年發展

為招商局集團。中國內地的招商局，則於 1951 年 2 月成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

司，其後成為沿海沿江海航單位，七十九年歷史告一段落。臺灣招商局於 1949

年 6 月成立，後於 1972 年另外成立陽明海運公司，至 1995 年通過合併案，

將臺灣招商局併入陽明海運公司，四十多年的臺灣招商局， 終亦淡出歷史

舞臺。14 招商局這個品牌的名稱，只有在香港一直沿用至今。（圖表一）應

予指出，招商局每個名稱背後，都有一段歷史，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具體名

稱的變化，都代表著招商局進程中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稱號，均有

其自身的特點。另一方面，146 年的招商局又是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來說，

它們其實屬於同一回事。 

招商局自創立時起，已選取“漢口、香港、汕頭三處皆將來輪船分赴攬

載之區＂；15 各地招商局的稱呼都有明確規定： 

                                                        
14  胡政主編，王玉國著：《招商局與臺灣》（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2010），頁 110-112。 
15  〈奉憲核定輪船招商章程〉，胡政、李亞東點校：《招商局創辦之初（1873-1880）》（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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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局設立上海，名曰輪船招商總局，其各口為分局，如天津，名

曰輪船招商津局，其他仿此。16  

香港分局就叫輪船招商港局，簡稱港局。 

    1949 年後香港招商局的直屬企業，如 1965 年成立的友聯船廠、1972 年

成立的海通公司、1979 年成立的蛇口工業區等，以及 1985 年改組為招商局

集團後成立的直屬企業和業務平臺，多達二三十間。17 2018 年，招商局集團

下屬公司多達五十間。18 本文旨在闡述香港招商局的整體發展，個別直屬企

業的經營狀況，只在有需要的時候，才予以詳細交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3。 
16  〈輪船招商局規〉，胡政、李亞東點校：《招商局創辦之初（1873-1880）》，頁 6。按：

這份〈局規〉共有十四條，是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和會辦徐潤於 1873 年擬定的。 
17  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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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招商局譜系圖 

 
 
 

（上海） 

 
 

      （香港） 

 
              
 
 
 
 
 
 
 
 
 
 
 
 
 
 
 
                                                                 

（臺灣） 

 
 
 
參考：胡政主編、王玉國著《招商局與臺灣》，頁 153。 

輪船招商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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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招商總局 

（1873.5） 

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 

（1912.7） 

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 

（1926.12） 

國營招商局 

（1932.11）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948.10） 

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 

（1951.2.1） 

中國內地沿海沿江海航 

單位

招商局香港分局 

（1873）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949.2 香港註冊）

招商局集團 

（1985）

臺灣招商局 

（1949.6-1995.7）

陽明海運公司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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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招商局成立經過及其歷史分期 

 

招商局是中國近代 早興起的民族航運業和工商業，被譽為中國民族企

業的先驅。1949 年後，因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招商局的招

牌得以保留下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的一個駐港機構。交通部於

1978 年報經國務院批准，擴大了香港招商局的經營自主權，以傳統航運業為

基礎，並拓展相關業務和一些新的領域。這時期相繼興辦和發展起來的骨幹

企業，包括蛇口工業區、招商銀行、招商局國際、平安保險公司等。其後為

了把建立起來的大批境內、境外企業作統一管理，招商局集團經國務院批准，

1985 年在北京註冊成立。1990 年，招商局大批在香港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境

外企業，亦需統一管理和謀求發展，以招商局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名義在

香港註冊成立。現時招商局集團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管

理，是國有重要骨幹企業，經營總部設於香港，公認為香港 具規模的中資

企業之一。 

招商局成立至今 146 年的進程，跨越三個世紀，經歷了自晚清以來經民

國時期至新中國三個政治階段的時代變遷，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至

於招商局本身，則因管理體制或事業模式的更替，可以細分為不同階段，並

出現了招商局史上的三次輝煌時期。從主要的歷史分期和不同階段，可以掌

握招商局發展的基本概貌。香港在招商局發展史上的重要性，於此亦可見一

斑。 

 

第一節 晚清時期的招商局 

 

（一）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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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政府推行一連串力求富國強兵的活動，以興辦軍事

工業為主，進而擴展至其他相關的企業，史稱“同治中興”，亦即洋務運動。

1872 年 12 月 26 日，清政府批准洋務派官員李鴻章（1823-1901 年）的奏摺，

成立輪船招商局，振興工商，堵塞漏危，藉此挽救民族航權和漕糧運輸危機。

翌年 1 月 17 日，招商局正式對外開局營業。當時上海已初具中國商業中心、

航運中心的雛形，招商局作為中國新式航運業代表，選擇在上海發展，是順

理成章的。19 1873 年 1 月 19 日，招商局的第一艘船“伊敦＂（Aden）號在

上海裝貨首航香港，這艘 507 噸的貨輪是由英國購買回來的，中國沿海地區

的南北航線自此開通。同年 6 月 4 日，唐廷樞（1832-1892 年）出任招商局

總辦。招商局第一面旗幟為雙魚龍旗，7 月底開始改為懸掛紅底黃色圓月旗。

8 月初，“伊敦＂輪航行日本的神戶、長崎，是中國商輪在國際航線出現之

始。8 月 7 日，招商局從上海南永安街遷至上海三馬路新址，同時改稱輪船

招商總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本年在天津、漢口、

香港、長崎等地設立分局，總共有十九個。 

繼“伊敦＂號之後，招商局陸續購進“永清＂號、“利運＂號、“福星

＂號，並從浙江省調撥“伏波＂號輪船，組合而成中國近代第一支商船隊。

接著擴大業務，購買輪船，至 1876 年底，已有十一艘船隻，總噸位超過萬噸；

開闢了北至天津、營口的北洋航線和南至汕頭、香港的南洋航線，並積極拓

展遠洋航線。20 但因“福星＂輪被撞沉沒，招商局意識到自設保險是刻不容

緩的急務。 

                                                        
19  胡政主編，朱耀斌、李亞東編著：《招商局在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頁 17。 
20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3。 



20 

1875 年（光緒元年）11 月初，招商局發起組建保險招商局，中國人自己

辦理保險業，實自此時開始。同年，在上海英國工部局技術協助下，招商局

架設一條由總局至虹口碼頭的電話線，亦為國人的創舉。1877 年（光緒三年）

3 月 1 日，招商局收購的美資旗昌輪船公司（Russell & Co.），於當天舉行換

旗過戶；該公司的七艘海輪、九艘江輪，以及各種躉船、駁船、碼頭、棧房

等，全部財產作價白銀二百二十二萬兩，自此均歸招商局所有。中國民族工

商企業收購外商資產，是前所未有的。同年 12 月 26 日，與英資的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 Swire Co.）、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兩間輪船公

司首次簽訂齊價合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民族航權，可說是為了對抗外商

傾軋而取得的一個成果。1879 年（光緒五年）10 月 19 日，“和眾＂輪首航

至太平洋檀香山（夏威夷火奴魯魯），載客四百餘人；第二年航行北美洲，於

7 月 30 日到達美國西海岸的三藩市，創中國航海史的先河。 

併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之後，招商局在晚清時期的航運數量達到高峯，

共有船舶二十九艘，總噸位逾三萬噸。21 黎志剛指出：“李鴻章設想的輪船

招商局 初方案是合股資本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規章制度管理。＂

又說：“李倡議的這項政策不僅適用於招商局，而且也為其他官督商辦的企

業樹立了典範。＂22 進而認為，“招商局早期的成功主要是李鴻章贊助的結

果。＂他不僅有能力獲得政府支持，而且有能力使招商局的事務少受官僚干

涉。從 1877 年起，許多官員建議朝廷將招商局收歸國有，是李鴻章保護了招

商局管理的自主權，並且鼓勵商人投資企業。23 招商局創立不到半年，李鴻

章就對其領導機構進行了一次重大改組，從此形成了以唐廷樞（1832-1892
                                                        
21  同上，頁 26。 
22  黎志剛：〈李鴻章與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1872-1885）〉，《黎志剛論招商局》，頁 54-55。 
23  黎志剛：〈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黎志剛論招商局》，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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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徐潤（1838-1911 年）、鄭觀應（1842-1921 年）為核心的招商局領導機

構，促使招商局得以迅速發展。唐廷樞任招商局總辦十三年，至 1885 年離開

招商局。 

1881 年（光緒七年）1 月，正式頒佈執行《輪船招商章程》。這份章程由

唐廷樞起草、李鴻章核定，是招商局開辦初期的根本制度，有關招商局的管

理體制及營業指標，從機構、管理、財務、漕運、保險到輪運等多個方面，

都有所規定。在這一年，招商局的股本招足一百萬兩白銀。1882 年（光緒八

年）投資開平礦務局，把經營擴大到近代中國首個大型煤礦開採企業，而這

亦是招商局從事局外投資的肇始。但到了 1884 年（光緒十年）7 月 29 日，

由於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而爆發戰爭，招商局為免轄下輪船遭到襲擊，按照

戰時慣有做法，把局輪明售暗托予美資旗昌洋行，並與該洋行達成協定，進

行“售產換旗＂。戰事結束後，1885 年（光緒十一年）5 月 17 日，招商局向

旗昌洋行收回此前暗托局輪的舉措，所有局輪均重新換上招商局旗幟繼續行

駛。這年夏天，在李鴻章幕中積極參與招商局事務的盛宣懷（1844-1916 年）

頒佈《用人章程》和《理財章程》，各有十項規條，自此正式確立“官督商辦”

的特殊體制。接著在第二年（光緒十二年）2 月，把仁和、濟和兩間保險公

司合併起來，組成仁濟和保險公司。24 

 

（二）盛宣懷確立官督商辦體制 

 

    盛宣懷是協助李鴻章興辦洋務的幹練之才，在招商局創辦之初即被委為

會辦，他真正掌握招商局的領導權，是從 1885 年被委任為督辦時起。自此直

                                                        
24  胡政主編：《招商局畵史：一家百年民族企業的私家相簿》（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7），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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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02 年被袁世凱排擠出局，長達十八年間，盛宣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

招商局的壯大起到重要作用。他明確提出辦企業就是以求利為目的，反對以

官勢侵害公司利益；另一方面，他積極謀求官府的支持，是符合中國近代社

會狀況及實際需要的，有助於招商局的發展。25 

1891 年（光緒十七年），招商局投資創設上海機器織布局，這是中國近

代 早一家機器紡織企業。1892 年 (光緒十八年)，與英資太古、怡和兩輪船

公司訂立第二次齊價合同。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投資創設中國通商銀

行，是近代中國第一家銀行；又投資創辦南洋公學，這是現時上海交通大學

的前身，該校自始設至 1905 年春，由盛宣懷擔任南洋公學督辦。在十九世紀

結束之前，招商局開創了多方面的企業，初步奠定了根基，成為洋務運動碩

果僅存的少數事業。投資創辦學校和培養人才，也可稱道。至於洋務運動本

身，卻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而結束了。 

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招商局投資逾百萬兩，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

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家鋼鐵煤炭聯合企業，將漢陽鐵

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三個機構合併，此舉是招商局當時在局外投資金額

大的一個企業。1909 年（宣統元年）夏，招商局第一次股東大會在上海張

園舉行，有七百三十二名股東出席，並組成招商局首屆董事會，未幾，招商

局遂正式歸由清政府郵傳部管轄。同年秋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推舉盛宣懷為

主席。盛宣懷以郵傳部尚書身份再次兼任招商局職務，至 1910 年（宣統二

年），但因時勢變化，其間並無建樹可言。26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爆發；次年年初清帝退位，清朝結束。晚清四十年，是招商局的創

                                                        
25  李亞東：〈盛宣懷〉，《招商局史研究》，網址：http://1872.cmhk.com/ 
26  同上。 



23 

業期；在官督商辦體制確立期間，招商局發展甚為迅速，產業和制度方面的

種種創新嘗試，造就了歷史上的“第一次輝煌＂。27 商辦隸部時期（1909-1911

年），是晚清官督商辦時期過渡到民國商辦時期的中間階段。 

 

第二節 民國時期的招商局  

 

（一）從商辦到國營 

 

1912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1866-1925 年）在南京就任

臨時大總統，改用陽曆，是為民國元年。當時招商局聽從調遣，先後派出局

輪 13 艘，運載官兵及運送軍火彈藥等，累計運費二十餘萬兩。一個月後，招

商局舉行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同意把局產押借，作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臨

時政府的借款。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因經濟拮据，僅付給招商局運費十萬兩，

這還是從滬軍都督向招商局的借款中扣除的，其餘十餘萬兩始終沒有付給招

商局。論者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名下船隻承擔軍差，既是招商局對革

命政權所盡的義務，也是招商局對辛亥革命運動的支持。”28同年 3 月底召

開招商局第二次股東常會，主持人是臨時政府司法部長伍廷芳（1842-1922

年），這次會議將招商局的名稱更改為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至此遂成完全商

辦機構。1914 年（民國三年）2 月中旬舉行的股東特別會議，決定另外成立

積餘產業公司，一切非航運業務都劃歸其名下，這是招商局史上 早的航產

分業。 

1918 年（民國七年）秋，位於上海提籃橋華德路 65 號的招商公學開學，

                                                        
27〈招商局在三個世紀留下足印〉，《我說招商局》，頁 78-79。 
28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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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初期，只設中小學部，有學生 156 人，首任校長是丁賡堯。1912 年至 1927

年，是招商局的商辦時期。這十五年間，招商局體制性質幾經曲折，反映出

官商矛盾和管理階層爭權奪利等問題，國內不同派系的軍閥混戰，也嚴重干

擾和影響了招商局的正常營運。29 其間可以注意的一事，是 1916 年盛宣懷

病逝後，他的兒子盛重頤遞補其職位，擔任招商局董事，未幾又擔任經理，

以及董事會會長兼經理，1921 年被選為招商局總經理，至 1924 年在股東大

會上被撤職，並被擠出招商局。 

北伐戰爭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7 年（民國十六年）4 月底，經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成立一個國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任命

包括浙江省政治分會主席張靜江（1877—1950 年）等在內的十一個人為委員，

實行全面清查和整理招商局。同年，國民政府交通部在招商局設立監督辦公

處，王伯群（1885-1944 年）以交通部部長身份兼任監督。翌年初即命令原

有招商局董事會的全體董事停職，同時成立總管理處，任命趙鐵橋（1886-1930

年）為總辦兼招商局公學校長。李國傑（1881-1939 年）代行董事會職權，

他是李鴻章的嫡孫。全國交通會議於 8 月中旬議決，招商局由官商合辦過渡

國營企業。這年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招商公學附設的航海專科學校於 10

月 3 日正式開學；此後，該校培養了一批駕駛和機輪人才。 

李國傑於 1924 年任董事會會長，後因公開反對招商局收歸國營，一度被

驅逐下臺，至 1932 年始恢復職務。因擬引進外資，圖謀有所發展，但未成事，

被國民黨政府擠走。 

1929 年（民國十八年）中，國民黨二中全會議決，招商局由隸屬交通部

                                                        
29  朱蔭貴：〈二十世紀的輪船招商局——體制變動與軍閥戰爭的幹擾影響〉，氏著：《中國

近代輪船航運業研究》（臺中：高文出版社，2006），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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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國民政府轄下機構，並派趙鐵橋為專員負責整理。翌年 7 月 24 日，趙鐵

橋在招商局門口被人狙擊殞命。10 月下旬，行政院明令把招商局改為國營。

但到了 1932 年（民國二十一年），又決定招商局仍然歸由交通部管轄，其性

質是民有國營。1927 年至 1932 年間，是招商局的官營整理時期。1932 年 11

月 11 日起，其正式名稱是國營招商局。幾日之後，國民政府頒佈了招商局收

歸國營令。自此直至 1948 年，是招商局的國營時期。30 

 

（二）從抗戰到內戰 

 

招商局收歸國營後的幾年間，由企業家劉鴻生（1888-1956 年）擔任總經

理，大力整頓和改革局務，但因缺乏新的投資，航運業務並無進展。1927 年

至 1937 年，十年間有九年虧損，不過當時仍是中國 大的航運企業，有輪船

84 艘，總噸位 86,381 噸。31 1937 年（民國二十六年）7 月 7 日，蘆溝橋事

件爆發，中日戰爭開始。國民政府軍政部、海軍司令部聯合召開緊急軍事會

議，決定採用堵塞航道辦法，徵用各類船隻沉於港口要塞，同時佈下水雷。

這年的 8 月中，為了抵禦日軍沿江進犯，招商局以“新銘＂、“同華”、“泰

順”、“廣利”、“嘉禾”、“遇順”、“公平”七艘輪船在江陰沉船，築

成一道水下屏障；次日把“海晏＂輪沉於上海十里鋪，接著又沉“新江天＂

輪於鎮江以禦阻敵軍。9 月成立長江業務管理處於南京，處長由沈仲毅兼任，

代表招商局總局，指揮各輪後撤到長江腹地。同年年底，招商局屬下三個分

局，包括南京、鎮海、定海在內的躉船，合計四千噸，於江蘇龍潭一起沉船

禦敵。1938 年（民國二十七年），再有“江裕＂、“新豐＂及劉家廟和安慶

                                                        
30  〈招商局在三個世紀留下足印〉，《我說招商局》，頁 80。 
31  朱蔭貴：〈1927-1937 年的中國輪船航運業與招商局〉，載易慧莉、胡政主編：《招商局

與近代中國研究》，頁 399。 



26 

的躉船，沉於馬當，以抵禦日軍進犯。11 月間，招商局派“江順＂輪嘗試航

入川江，於五天之後抵達宜昌，從而展開六大江輪撤到川江之舉。大輪入川

的旅程是很驚險的，目的是為了避開日軍進行的空襲。1937 年至 1939 年（民

國二十八年）初，招商局在要塞沉船抗日，共 24 艘，約佔該局江海船艦總噸

位四成。戰時遭日軍炸毀和掠走的船舶，多達 55 艘。抗戰後期，戰況開始逆

轉，1943 年（民國三十二年），在交通部命令下，招商局總局於重慶恢復。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8 月中，日本終於戰敗投降。招商局為抗戰作出了

重大犧牲，可歌可泣，其貢獻是不可抹煞的，但已元氣大傷。32 

   在抗日戰爭前夕，招商局已建成一支有相當規模的商業船隊，擁有大小

船舶 84 艘，計八萬六千餘總噸；其中江海大輪 29 艘，六萬九千餘總噸。抗

日戰爭爆發後，招商局船隊作為中國戰時軍事運輸的主動脈，成為日軍打擊

的主要目標，為了減輕局產的損失，在上海淪陷之前，總經理蔡增基將上海

業務委託美商衛利韓洋行（HuntSteam Ship Co.）代理，並把四大海輪“海元

＂號、“海亨＂號、“海利＂號和“海貞＂號連同總公司及資料賬冊遷往香

港；1938 年 12 月，四大海輪及“海雲＂號輪在香港出售予英商怡和洋行。33 

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完，交通部旋即下令招商局等航運企業成立接收敵產

委員會。9 月至 10 月間，江海各埠分局的辦事處陸續恢復，招商局總局亦於

10 月下旬正式遷回上海。1946 年（民國三十五年）初，中國油輪有限公司正

式在上海成立，由招商局和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合資組建，招商局的投資佔了

四成，其業務是運輸石油產品。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招商局名下的船

舶約佔全國船舶總噸位的四成，在當時是國內規模 大的航運企業，共有船

                                                        
32  同上；胡政主編：《招商局畫史：一家百年民族企業的私家相簿》，頁 72-73。 
33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60，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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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 246 艘，25.7 萬噸。當時對留用船隻進行了處理，江輪一律冠以“江＂字，

海輪冠以“海＂字，其餘船隻另行命名。1948 年（民國三十七年）6 月，招

商局擁有大小船舶 469 艘，計 40.9 萬噸，達到招商局成立以來船舶擁有量

高點。這年的上半年，招商局設分局於日本東京，橫濱和神戶也有辦事處，

致力發展與日本的航運業務。同年 10 月，股份化改造完成，改組為招商局輪

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是劉鴻生，總經理是徐學禹（1903-1984 年）。這年

年底，招商局產業部奉命派員到臺灣，籌備該局遷臺的有關事宜。1949 年 3

月底，國民黨當局實行對招商局全面軍管，徐學禹任董事長，董事會又在一

個月後決定設立招商局總管理處於臺灣。徐學禹隨即於 5 月中旬離開上海，

前往臺灣。 

民國時期三十八年間，是招商局的轉折期，當中又可以細分為商辦時期

（1912-1927 年）、官督整理時期（1927-1932 年）和國營時期（1932-1948 年），

其後實行股份制，已接近尾聲了。1949 年 4 月開始，招商局實行全面遷移到

臺灣大行動，有八成以上的海輪和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員，陸續撤至臺灣。34 

 

第三節 香港招商局的發展歷程 

 

（一）業務沉寂和恢復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上海市軍管會接管了招商局，當時國共內戰仍

未結束。9 月 19 日，招商局的“海遼＂輪應差由香港前往汕頭途中，船長方

枕流率領該輪人員宣佈起事。次年 1 月 15 日，在香港的招商局所有員工和留

港十三艘海輪的船員總共五百餘人，正式宣佈起義。香港的招商局辦公樓、

                                                        
34  〈招商局在三個世紀留下足印〉，《我說招商局》，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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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和倉庫各處，同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藉此向世人宣佈，

香港招商局成為人民政府交通部下屬企業。到了 11 月初，上海總公司委託招

商局廣州分公司暫管歸國的船舶，至此，香港招商局起義海輪返回祖國的壯

舉宣告完成。起義後改組的第一屆董事會，由于眉任董事長，鄧寅冬、董華

民、陳天駿、湯傳篪等人為董事。 

1951 年 2 月開始，原先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稱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

司，香港招商局亦歸其領導。這個月的中旬，香港招商局向總公司要求繼續

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原稱，以杜糾紛。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於 3

月 15 日函覆，表示同意。次年元旦開始，由交通部華南區海運管理局領導。

在此之後的幾年間，香港招商局業務未有若何進展。35當時有很多私營航商

的船舶滯留在香港，“鞏固北船＂並且“爭取南船北歸＂成為交通部的中心

任務，香港招商局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為推動和組織南船北歸作出了貢獻。

直至 1956 年，香港招商局的業務才得以恢復。 

1958 年 11 月底，交通部決定由遠洋運輸局直接領導招商局。1962 年起，

中國內地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都由招商局負責辦理。1965 年中，友聯船廠

成立。招商局在干諾道西 15 號原本只有四層高的辦公樓投資 150 萬港元，改

建為招商局大廈，於 1966 年底竣工，樓高十四層。到 1969 年年底為止，中

國遠洋船隊轄下七十艘船舶，共 77 萬載重噸，三分之一是招商局在香港、澳

門利用中國銀行吸存的外匯貸款，陸續購買回來的。其後海通公司於 1972

年成立，由香港招商局購進九十五艘二手船隻，119.8 萬載重噸，創造了貸款

買船的新紀錄。 

                                                        
35  〈招商局大事年表（1872-2007 年）〉，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北京：中信

出版社，2008），附錄，頁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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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中，交通部部長葉飛（1914-1999 年）派部外事局負責人袁庚到

香港，負責檢查招商局工作，其後並提出一個建議充分利用招商局的匯報。

10 月 9 日，交通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呈請示，對招商局提出 24 字

經營方針： 

“立足港澳、背靠內地、面向海外、多種經營、買賣結合、工商結

合＂。36 

同時請求擴大招商局的經營自主權。經中央批准交通部請示後，袁庚於

10 月 18 日到香港主持工作；稍後，招商局耗資六千一百萬港元，購買了香

港中環干諾道中一座二十四層的商業大廈，用作招商局的辦公場所。當時該

局總共擁有資產一億多港元，職工和船員有六千人。為了重振招商局，袁庚

等人認為香港地價太高，又缺少足供大規模發展的空間，於是將視線轉移到

與香港地區相鄰的深圳那邊。37 

  

（二）現代化建設成就 

 

在深圳選址的計劃從 1979 年初開始進行，首先的步驟是這樣的： 

招商局代交通部和廣東省革委會起草致國務院的《關於我駐香港

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立工業區的報告》。1 月 31 日，李先念、谷牧兩

位副總理接見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和袁庚，李先念當即批准交通部、

廣東省革委會的聯名報告。38 

蛇口工業區建設指揮部於 4 月 1 日成立；接著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在 7

                                                        
36  〈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胡政主編：《招商局珍檔》（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9）。 
37  王玉德、鄭清、付玉著：《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頁 87-89。 
38  〈招商局大事年表（1872-2007 年）〉，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附錄，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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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破土動工。基礎工程進展的同時，招商局大力引進外資，在蛇口興辦

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努力建立外向型經濟格局。 

航運是招商局是本業，1980 年 1 月，該局的船務部實行改組，成立香港

明華船務有限公司。招商局的經營宗旨根據次月中共交通部黨組規定，在 24

字經營方針之後，還應加上“以航運為中心＂一句，明確強調航運的重要性。

《人民日報》於 1981 年 6 月 16 日刊載新華社電訊稿全文，指出：“蛇口方

式已引起人們廣泛注意＂。另一方面，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行外語播音時，

將“蛇口方式”的“方式＂一詞譯成英文 Model（意為模式）。這是“蛇口模

式＂一詞的由來，其後的進展如下： 

11 月 23 日，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副主任江澤民受國務院委託，在

五屆人大第二十一次會議上作報告時，高度評價了蛇口工業區的建設

成就及其經驗。3 月 21 日，國務院批准交通部呈報的建設赤灣深水港

計畫；並批准招商局由 1984 年起再延長十年不上繳利潤，用以入股南

山開發公司，開發深圳的赤灣港。39 

接著，由六家中外公司聯合組織的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 6 月中

旬正式成立，其中招商局佔四成股份，是另外一個重大的投資項目。40  

1984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

小平，在楊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及王震（中央政

治局委員）等人陪同下，到蛇口工業區視察，並為“海上世界＂題字。其後

鄧小平與中央領導談話，對蛇口工業區提出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

率就是生命＂予以肯定，這在當時是有一些爭議性的。1985 年 11 月，交通

                                                        
39  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40  胡政主編：《招商局畵史》，頁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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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會調整提出請示，得到國務院的批准，正式成立招

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為直屬交通部的一級企業。次年年中，招商局集團收購

了在香港上市的友聯銀行，成為利用股票市場收購上市公司的首個中資企

業，也是中國 早擁有銀行的一個非金融性企業。10 月中旬，招商局集團有

限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這年年底，招商局集團

獲谷牧及國家旅遊局批准，成立中國招商國際旅遊總公司，地點在北京。41  

1987 年 4 月，招商局發起創立招商銀行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企業投資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以此為先河。次年 4

月，招商局發起創立平安保險公司得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批准。新中國成

立後，這是首間由企業發起創辦的股份制保險公司。1989 年 3 月開始，招商

局和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合資，興建蛇口集裝箱碼頭（通稱貨櫃碼頭），該碼頭

於 1991 年投入使用。1992 年 6 月，海虹集團在香港上市，創中資企業在港

上市的先例，海虹集團即現時的招商局國際。1993 年招商局連同其他股東與

香港政府簽署投資香港西區海底隧道的協議，是參與本地建設的重大項目之

一，該工程總投資 39 億港元，招商局佔股 13%。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為

了長遠發展的前瞻性鋪排，國務院領導於 1997 年 4 月作出批示，中央編委發

文要求切實保護“招商局＂企業名稱。12 月底，慶祝招商局成立一百二十五

周年暨 1998 年元旦的盛大酒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藉此顯示招

商局集團繼續以港為家的決心。 

    概括地說，1949 年至 1978 年間，香港招商局的業務進展不大，不過“招

商局＂這個品牌得以保存下來，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實在關係至巨。中國內

                                                        
41  同上，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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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於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香港招商局在船

政、物流以至工商貿易多個不同類型的業務，都起著積極進取的作用。1978

年至二十世紀結束前，招商局從一家資產總值僅 1.3 億港元的單一航運企業，

發展為總資產五百多億港元的綜合性集團企業，成功締造了歷史性的“第二

次輝煌＂。進入新世紀後，2001 年 2 月，招商局召開“漳州會議＂，新任董

事長秦曉作了重要講話，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集團新的發展戰略，重組調整實

施方案。翌年，在總結招商局一百三十年歷程，以及分析內外形勢的基礎上，

秦曉提出再創“第三次輝煌＂的奮鬥目標。42（圖表二）此舉使招商局集團

的二萬多名員工增添了責任感，同時也加強了企業的凝聚力。當時正面對中

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的大好機遇，國家當局又支持國有企業加快發

展力度，2004 年至 2006 年間，招商局集團的總資產、淨資產和經常性利潤

等核心財務指標，在三年內翻了一倍。此後十年間，業務續有新的拓展。2016

年底，招商局集團總資產達 6.81 萬億元，在央企中排第一；利潤總額突破千

億，達 1,112 億元，排央企第二，創下歷史新高。
43 

 

圖表二：招商局的主要分期 

 

歷史時期 管理體制分期 / 事業模式階段 

晚清時期 

（1872-1911）

官督商辦時期（1872-1909）：招商局的“第一次輝煌” 

商辦隸郵傳部時期（1909-1911） 

中華民國時期

（1912-1949）

商辦時期（1912-1927） 

官督整理時期（1927-1932） 

國營時期（1932-1948） 
                                                        
42 〈招商局在三個世紀留下足印〉，《我說招商局》，頁 82-83；〈秦曉：招商局決創三度輝煌〉，

《大公報》，2002 年 12 月 9 日。 
43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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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時期（1948-1949） 

中華人民共和

國時期（1949

以來） 

沉寂和恢復時期（1949-1978） 

現代化建設時期（1985-1999）：招商局的“第二次輝煌＂ 

新世紀建設時期（2000 年以來）：以創造招商局的“第三次

輝煌＂為目標 
 

參考：〈招商局在三個世紀留下足印〉，《我說招商局》，頁 78-83。 

    有學者認為，從 1945 年 9 月至 1948 年 6 月，招商局各項收入、支出和

節餘（利潤）均有大幅增長，“在招商局百餘年歷史中，這是其第二次輝煌。”

並且強調，“關於這段歷史，研究者無論是現在的招商局還是經濟史學者，

都會有意迴避”。44 應予指出，由於為時太短，前後不夠三年，隨著內戰爆

發，1948 年初又有財政金融危機，國民黨政府決定通過出售國營企業來緩和

危機，招商局改制為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六百萬股。所以視

之為招商局史上一次短暫的發展高潮是可以的，認為是“第二次輝煌”則不

大合適。1985 年至 1999 年，才是招商局史上真正的第二次輝煌。 

                                                        
44  郭國燦、劉海燕著《香港中資財團（增訂版）》上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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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香港招商局起義始末及其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間,中國政局仍然動蕩不安,國民經濟趨於

崩潰,廣大人民過著十分艱苦的日子。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沿海、沿江積聚了

大量物資急需交流，旅客運量急劇增加，為民族航運業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

有利的機會和條件。中國海員工人的隊伍，也就迅速壯大起來，僅招商局，

已有一萬五千多人。但海員的生活越來越差，1946 年，局方規定海員 低工

資為 30 元，1947 年降為 25 元。45 其艱難的情況，於此可見一斑。 

1947 年，國共內戰爆發；內戰後期，國民黨準備向臺灣撤退。1949 年 4

月，有國民黨傘兵乘坐的招商局“中 102＂艇在東海起義；同年 9 月，又有

“海遼＂輪宣告起義。第二年 1 月中旬，就有香港招商局全體起義，當中包

括十三艘海輪和員工五百餘人，使招商局海員起義的壯舉推到高峰。上述事

件，在招商局史上稱為“招商局海員起義”和“香港招商局起義”，後者是

前者的主要內容，但並不是全部。起義背景、經過和影響，是招商局歷史上

一個關鍵的時刻。在國家民族處於危難時期之際，香港發揮了特殊作用和巨

大貢獻。 

 

第一節 香港招商局起義的背景 

 

（一）招商局海員起義的原因 

 

  招商局開辦不久，便設香港分局，舉陳樹棠為香港分局商董。中華民國

成立前，盧冠廷接辦港局，至 1916 年 6 月病逝，由盧舜雲接辦。46其後南京

                                                        
45  《招商局海員起義》（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頁 5。 
46  《招商局史稿 · 外大事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69-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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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改招商局為國營，除了民運職責之外，還要承擔龐大的軍運任務。

抗日戰爭勝利後，招商局在一方面既接收了大量敵偽船舶，另一方面又向美

國、加拿大等國家購買了一大批戰時剩餘下來的船舶，國民黨的官僚資本在

招商局內急劇膨脹，該局的客運量和貨運量因此大幅度上升。但是，招商局

的主要運力幾乎全部被用來運載軍隊和軍用物資。軍事運輸使招商局的定期

班輪無法維持，打亂了正常的運輸秩序，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收入和信譽

都大受影響。4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逐漸恢復正常，中國航運業快速增長，海員人

數也大大增加。然而物價飛漲使海員的收入無法應付所需，甚至陷於日益惡

化的境況。他們長年離鄉別井，航海工作環境艱辛，勞動力度又大，處境實

在有待改善。大批在戰時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的中國海員，儘管為支援戰時運

輸需要付出巨大的勞力，戰後本可帶來新的希望，事實卻是這樣。 

  國民黨京滬杭警備司令部總司令湯恩伯【1899-1954 年】頒佈了《非

常時期國營招商局實行軍事管理辦法》，規定不准船員離船，不准船員

有任何額外要求，對不服從國民黨管制辦法的海員，要依照《戒嚴法》

軍法加以懲處。48 

運載國民黨軍隊時，船員常遭隨意體罰、訓斥或毒打。這些海員工人剛

盼到祖國河山得以光復，又被推到內戰的深淵，為了維護自身應有的權益，

大批海員紛紛起來參加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罷工鬥爭。
49
  

  在人民解放軍迫近長江之際，時任國民黨政府總統的蔣介石（1887-1975

年），為了保存一己實力，日後可以捲土重來，於是使用招商局的船隻，把殘

                                                        
47  張後銓主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頁 550。 
48  《招商局海員起義》，頁 7。 
49  同上，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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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的國民黨軍隊運載至臺灣。1949 年 3 月，招商局被拆分為三個部分，逐步

撤退到臺灣及香港兩處。其一，是撤退到臺灣，在徐學禹（招商局董事長）

和韋煥章(副總經理）的帶領下，成立臺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又把萬噸自由輪

及較大噸位的船舶全都集中到基隆港。其二，是撤退到香港，在俞大綱、曹

省之率領下，成立華南招商局總管理處，加強控制華南地區及香港的所有分

局，並接受臺灣指揮。其三，是成立上海招商局應變小組，胡時淵、黃慕宗

等留守人員依國民黨的指示，配合上述政策，先行把若干船隻向臺灣撤退，

並將載運國民黨軍隊和物資的船隻開往臺灣，此外又把一些仍在海外的船舶

盡量集中於香港等候命令。總計撤退到臺灣地區的輪船共有一百二十五艘，

多達 35.6 萬噸；當中，屬於招商局的輪船，佔了 26 萬噸。而集中在香港地

區的輪船有七十二艘，計有 3.6 萬噸。 

 

（二）“中 102＂艇率先起義 

 

1949 年 2 月間，蔣介石一面佈置湯恩伯在上海留守，一面命令傘兵部隊

退至臺灣、福建兩處，又計劃調派傘兵三團一營作為蔣介石本人的警衛部隊。

然而，傘兵三團團長劉農畯駐防南京時，中共地下黨員已與他有秘密聯繫，

並且開展工作，準備策動傘兵三團起事。4 月 13 日晚上，招商局“中 102＂

登陸艇滿載國民黨傘兵，奉命從長江口駛到福州，傘兵在途中即宣佈起義。

登陸艇上的船員，眼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他們早已不滿國民黨的管制，

能與傘兵一同起義，正是一個大好時機。在船長的部署下，經過一番分析，

船員們決定與傘兵的起義行動配合，於是把登陸艇駛到連雲港解放區。“中

102＂登陸艇連同傘兵團起義之舉，是招商局海員工人展開一連串反抗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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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行動的先聲。該船原是招商局購買的美國坦克登陸艇之一，長 97.8 米，

寬 15.2 米，1800 馬力，3326.64 總噸，航速每小時 10 海里，起義後成為中國

海軍使用的主力艦，改名為“太行山＂。50 

1949 年 5 月，招商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

任陳毅、副主任粟裕（1907-1984 年），簽署了軍事接管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

公司的命令。在致力於使招商局恢復航運力量的同時，又聯繫撤至臺灣的海

員家屬，組成洗衣社、縫紉組等團體實行以生產和工作維持生活，鼓勵海員

親屬寫信，向身處外地的家人匯報告上海狀況，勸海員及早返家。當時招商

局總經理是胡時淵，總船長是黃慕宗，二人均留守上海迎接解放，致力保護

局產，他倆同起草了一份通電，發給招商局各海輪，號召他們起義歸來。電

文如下： 

上海解放後，軍紀嚴明，人心安定，市面穩定，你們的家人均告

平安，盼望你迅速駕船回上海，與家人團聚，並盼將到滬的船期先行

電告。51 

 

（三）引起震動的“海遼＂輪起義 

 

方枕流是招商局“海遼＂輪船長，他一直與中國共產黨員劉雙恩保持聯

繫。經過一番積極籌劃，1949 年 9 月 19 日，“海遼＂輪從香港前往汕頭途

中，方枕流指揮船員連夜偽裝船身，朝著菲律賓海峽航行，繞道太平洋，九

日之後，成功抵達中國東北的大連港口。 

  “海遼＂（Hai Liao）輪，原名“San Antonio＂、“海閩＂輪，1920 年

                                                        
50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125-126。 
51  胡政主編：《招商局畵史》，頁 146；胡政主編：《招商局珍檔》，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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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於美國馬尼托沃克。長 79.6 米，寬 17.4 米，1500 馬力，2677 總噸，航

速每小時 8 海里。“海遼＂輪回到大連解放區，成為招商局起義歸國的第一

艘海輪。為了紀念這次成功起義，1953 年發行以“海遼＂輪作為背景圖案的

五分錢紙幣。52 

“海遼＂輪成功起義後，旅大市領導接送全體船員前往大連市，舉行盛

大歡迎會和設宴招待，祝賀“海遼＂輪首義成功歸來。方枕流代表“海遼＂

輪全體人員，請旅大區黨委轉交給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1893-1976 年）

船員在航行途中製作的一件紀念品，由舵盤與救生圈模型組成的紀念品，銅

板上面刻著： 

“敬獻毛主席：你是新中國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 

銅板中間，是全體船員名字。該輪的船員旋即發表公開信，致國民

黨招商局、臺灣航業公司和多個船公司的海員： 

“諸位，快些覺悟，把船開回來吧！不要再遲疑了。＂ 

毛澤東於 10 月 24 日覆電“海遼＂輪全體船員，讚揚他們起義的舉

動： 

“慶賀你們在海上起義，並將海遼輪駛達東北港口的成功。你們

為著人民國家的利益，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脫離反動派而站在人民

方面，這種舉動，是全國人民所歡迎的＂。53 

  “海遼＂輪起義一舉成功，對全國海員造成巨大衝擊，社會大為震動。

“海遼＂輪發出通電後，就有香港招商局分公司員工及留港各輪的船員大規

模起來響應號召。 

                                                        
52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91。 
53  載 1949 年 12 月 25 日《人民日報》，《招商局珍檔》，頁 565-567；參考胡政主編：《招商

局畵史》，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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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香港招商局海員起義的經過 

 

（一）起義的策劃和安排 

 

   長年漂洋過海的船員，都會時刻思念著自己的親人，希望船隻早日返抵

祖國，自己又可以與親友聚首。在當時全國解放的政治形勢下，輪船起義的

消息傳來，對海員們的心理影響是非常強烈的。他們漸漸認清出路只有一條，

就是毅然起義回到祖國。中共地下組織於是進行活動，決意爭取湯傳篪

（1914-1984 年）和陳天駿等香港招商局負責人。 

  1949 年 4 月至 5 月，解放戰爭再有進展，南京和上海等城市先後都解放

了，國民黨政府退到廣州，當時已有七十多艘招商局的船在臺灣，另有一些

則停泊於香港海港。香港的中央地下組織根據黨中央指示，對駐港國民黨政

府各個企業積極進行統戰工作，香港招商局是其中之一，部署發動海員起事，

並且制定兩個目標：首先，是盡可能爭取更多的船隻起來集體行動，並非逐

船分開活動；其次，是先做好船長方面的聯繫，因為船長有司法權。至於停

泊在港口內的招商局船舶如何策動，則同時分兩方面進行：既要做上層工作，

主要是從各艘輪船的船長做起，也要做船員工作。形勢影響和宣傳效果互相

配合，香港招商局內的上層職員，形成了領導力量，以湯傳篪為核心，致力

爭取更多船隻藉不同理由在香港陸續集結，又遊說更多船員參加行動。 

  當時局內各方面力量的爭持日趨激烈，起義、動搖、反對起義的意見都

有。時常往來於臺灣、香港之間的董事長徐學禹，其態度猶豫不決，表現得

很彷徨，反覆不定。共產黨形勢佔優，他的情緒就傾向人民那邊；不過他認

識到革命潮流浩浩蕩蕩，無論誰人都無法逆轉。結果他作出若干舉措，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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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國民黨的情況下，又有利於起事行動。據說他靜悄悄地對陳天駿說，願

意把招商局的船全都交給人民政府。 

  當時國民黨政府要員陳誠（1898-1965 年）的弟弟陳冠澄，是香港招商

局經理，如果繼續留任，肯定會對港局擺脫國民黨造成妨礙。徐學禹於是說

服陳冠澄辭掉職務，改為擔任顧問；未幾，又安排他赴臺。接著，經理一職

以湯傳篪代理，提升陳天駿擔任副經理。到了 1949 年 9 月，徐學禹還把二十

萬元港幣交給湯傳篪，作為經營香港招商局之用。招商局華南辦事處主任曹

省之、副主任俞大綱、李平山等人，在他的安排之下陸續調職，加強了香港

招商局的獨立性，湯傳篪和陳天駿掌握了實權，為以後順利起義鋪平了道路，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起義的準備和進行 

 

  1949 年 8 月，在全國解放前夕，上海招商局的業務漸漸回復常態，逐步

重返運輸工作。當時招商局僅有兩萬多噸舊船，而上海的煤糧運輸需求極大，

實在無法擔負得起這樣繁重的工作任務，於是派陳邦達去香港安排較多的船

舶回到上海。他與陳天駿、湯傳篪二人議決四條預備行動方針：（一）表面上

仍然不要跟臺灣方面決裂；（二）尋求適當的理由把到港輪船扣留起來；（三）

南洋地區的業務要繼續維持，把船隻盡量租出去增加收入；（四）加緊宣傳和

發動對船員的工作。 

  到了 1949 年年底，已有十三艘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輪船，包括“海康”、 

“蔡鍔”、“鄧鏗”、“鴻章”、“林森”、“教仁”、 “成功”、 “登

禹”、“海漢”、“海廈”、“中 106”、“民 302”和“民 312”，起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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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已基本準備就緒。臺灣當局獲悉情報，顯得十分慌張。據當時香港的《大

公報》報導，國民黨公開通緝胡時淵、黃慕宗、陳邦達留在上海的人，並打

算派船務處長王鶴到香港，擬直接操控港局；徐學禹也動員陳天駿離港。 

雙方的對立趨於明朗，為此，陳邦達迅即返滬，匯報香港方面的情況。

中共黨組織根據當時的形勢，指示盡快會同留港的船長共商對策。香港招商

局旋於 12 月 29 日在思豪酒家 36 號房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十二人，主要是

各輪船長；一說有十四人，包括一位前船長。會上陳天駿首先宣讀一份由臺

北招商局發出的電報，內容說：英國政府快將承認中共政權，留港的各輪應

從速開到臺灣。接著，陳天駿表明香港招商局已經與北京方面建立了聯繫，

呼籲各人將船都留在香港，做好起義行動的準備。他又強調： 

“大家知道，｀海遼＇輪起義開到東北解放區。｀兩航＇飛機也

走上了起義的道路。我們也要把船舶保護好，等待時機，效法｀海

遼＇，把船開回祖國大陸。上海招商局已派陳邦達船長來香港。但目

前對外還暫時不能公開宣佈起義。一方面為了防止敵人對輪船破壞，

另一方面還要爭取更多的船來香港參加起義。＂ 

陳天駿所說的“兩航”起義，是指原屬國民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中央

航空公司的四千名員工，1949 年 11 月 9 日在香港宣告起義，同日，五十五名

飛行人員在兩公司經理劉敬宜、陳卓林率領下，駕駛十二架飛機飛回天津和

北京，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陳天駿還讀出上海招商局電

文、臺北招商局總管理處的電文，詢問各人的意見並要求表態。當時“蔡鍔”

輪船長左文淵、“海廈”輪船長王俊山、 “教仁”輪船長羅秉球、“鴻章”

輪船長蔡良、“海漢”輪船長朱頌才、“登禹”輪船長沈達才、“林森”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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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楊惟誠、“民 302”輪船長谷源松、“民 312”輪船長張事規、“成功”

輪船長徐有清以及前船長周鴻印，還有香港招商局副經理陳天駿共十二人，

先後於宣言上簽名，決定擁護起義。另外，“成功”輪船長徐漢卿和“鄧鏗”

輪船長劉維英二人，亦堅決表示支持，但因有家人在臺灣，一時不便簽署。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的外交談判正在進行中，根據中共黨組

織指示，起義的事不宜操之過急，要等待英方正式表明立場後，始可宣佈起

義，以免遭受阻力。因此，眾人對此次會議採取絕對保密的態度。54 這就是

招商局史上著名的“思豪會議”。 

英國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 1950 年 1 月 5 日；四日之後，

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898-1976 年）發出電報，宣佈以下命令： 

“令駐在香港的原屬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切政治、外

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僑務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

你們務須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嚴禁反動分子有

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匿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量才錄用。其

中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勵；有偷竊、破壞、轉移、隱匿等

情者，必予究辦。＂55 

電報使船員們至感興奮，大大提高了起義熱情。香港海員工會旋即派人

上各艘輪船，宣讀上述命令，船員獲悉之後大多決心參加保護國家財產的行

列。與此同時，起事前需要準備的相關事宜也在加緊進行。香港招商局在 1

月 11 日調動人手，宣佈全程工作由湯傳篪、陳天駿、周魯伯負責。在華南分

局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家中，華東財委香港工委的劉若明、陳明和吳獲舟匯

                                                        
54  同上，頁 162；《招商局海員起義》，頁 122-125。 
55  《人民日報》，195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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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各方活動進行情形，安排具體行動的步驟，包括起草《起義宣言》和換旗

問題等等。1 月 10 日，劉若明、吳獲舟、湯傳篪、陳天駿等人鑒於時機已經

成熟，在運通公司討論起義日期，並且上報中央，其後獲得批准，決定香港

招商局輪船於 1 月 15 日宣佈起義，在報上發表嚴正聲明，並改為懸掛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國旗。 

  1950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正，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

招商局倉庫和碼頭的上空，都一起升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十三艘招商

局輪船，包括“海康”、“海廈”、“海漢”、“鴻章”、“蔡鍔”、“林

森”、“教仁”、“成功”、“鄧鏗”、“登禹”、“中 106”、“民 302”

和“民 312”輪的甲板上，由各輪船的船長率領，全體船員肅立，舉行了隆

重的升旗儀式。伴隨著莊嚴的鐘聲，升起十幾面新中國的國旗，頓時汽笛齊

鳴，轟動港九。當時在香港的招商局人員暨十三艘海輪的船員 539 人，鄭重

宣告：“我們這些海員起義了！＂員工相互祝賀之際，不少人激動得熱淚盈

眶。56 

 

（三）起義歸國的十三艘船舶 

 

起義當天，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有大幅報導，並刊登了香港招

商局及招商局全體留港船員的《告被劫持在蔣黨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呼

籲已經到了臺灣的招商局海員迅速回來。57 以下是香港招商局起義歸國船舶

的資料： 

1.“海康”（Hai Kang）輪，原名 International，1919 年建造於美國，1947

                                                        
56  參考《招商局海員起義》，頁 125-126。 
57  同上；《招商局珍檔》，頁 57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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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6 日由招商局接收。長 79.6 米，寬 17.4 米，1500 馬力，2704 總噸，

航速每小時 8 海里。 

2.“蔡鍔”（Tsai Er）輪，曾用名“海仁”。長 78.9 米，寬 12.7 米，功

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 

3.“鄧鏗”（Teng Keng）輪，曾用名“海信”。長 78.9 米，寬 12.7 米，

功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 

4.“林森”（Lin Shen）輪，曾用名“海廉＂。長 78.9 米，寬 12.7 米，

功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 

5.“教仁”（Chiao Jen）輪，曾用名“Teng 1401”，1947 年 10 月 18 日

由招商局接收。長 78.9 米，寬 12.7 米，功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航速

每小時 11 海里。 

6.“成功”（Cheng Kung）輪，曾用名“Teng 1406”，1947 年 11 月 1

日由招商局接收。長 78.9 米，寬 12.7 米，功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航

速每小時 11 海里。 

7.“鴻章”（Hung Chang）輪，曾用名“Teng 1407”，1947 年 11 月 8

日由招商局接收。 長 78.9 米，寬 12.7 米，功率 1300 馬力，載重噸 2750，

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專門行駛北洋線。 

8.“海漢”（Hai Han）輪，曾用名“Cttawa Paeque”，1945 年建造於加

拿大維多利亞（Victoria），1946 年 10 月 11 日由招商局接收。長 68.3 米，吃

水 16 尺，排水量 1351.48 噸，載重噸 1684，航速每小時 10 海里，日耗油 11

噸。 

9. “ 中 106 ＂ （ Zhong 106 ） 輪 ， 1943 年 建 造 於 美 國 賓 夕 凡 尼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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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sylvania），1946 年 5 月由招商局接收。由坦克登陸艇改裝成為客貨輪，

長 97.8 米，寬 15.2 米，1800 馬力，3326.64 總噸，航速每小時 10 海里。1950

年 2 月，船長金鴻福率船在香港起義歸國。 

10.“登禹”（Deng Yu）輪，原名“Mulgrave Park”，1945 年建造於加

拿大 Levia Qice，屬於登陸坦克艇，後改裝為貨運船，1946 年 11 月由招商局

接收。長 99.7 米，寬 11.4 米，1176 馬力，3265.13 總噸，航速每小時 10 海

里。 

11.“海廈”（Hai Xia）輪，原名“源生”輪，1923 年建造於香港，屬於

貨運駁船，1946 年招商局購買自裕和洋行。長 97.5 米，寬 13.9 米，主機功

率 2000 馬力，排水量 3179.21 噸，吃水 7 米，載重噸 2500，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1950 年該船在香港起義歸國，改名為“利生＂，再改為“和平九號＂、

“和平十二號＂，直至 1980 年才退役。 

12.“民 302＂（Min 302）船， 屬於遠洋船，長 43.4 米，1900 馬力，596.8

總噸，吃水 4 米，航速每小時 12.5 海里。1950 年 1 月 15 日，在船長谷源松

的率領下歸國，率先開回廣州，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授予該輪“起義先鋒

船＂的榮銜，而稱谷源松為“英雄船長＂。 

13.“民 312＂（Min 312）船，屬蒸汽機拖輪，用作貨運。長 45.2 米，寬

10 米，1200 馬力，總噸位 497.45 噸，吃水 4 米，航速每小時 12 海里。原為

美國海軍救難拖船，戰後招商局自軍用引進該船後，1947 年改裝為破冰船。

58 

這十三艘輪船的總噸數為 25833 噸，載重量為 31133 噸。（圖表三）在香

港招商局海員起義後幾個月間，招商局海員及中央駐港組織，還要與國民黨

                                                        
58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86，96-97，103，106，110，118，127，133，13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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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進行艱苦鬥爭，負責保護船舶，終於成功將十三艘輪船駛回內地。國務

院總理周恩來和交通部部長章伯鈞（1895-1969 年），為此曾先後致電湯傳篪、

陳天駿二人，以及招商局全體起義員工向他們表示欣慰和勉勵。周恩來於

1950 年 11 月 5 日的嘉勉電中，指出此舉“在維護祖國財產和發展人民航運

事業上，是有很大貢獻的。”59 必須指出，返抵內地的招商局輪船，大大增

加了新中國的人民航運事業的實力，數量上雖然佔招商局所有船舶的比例不

算很高，所發揮的作用卻是十分重大的。 

 

                                                        
59  《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18 日，《招商局珍檔》，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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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1950 年香港招商局起義歸國船舶一覽 

 

 船名 船長 船寬 馬力 總噸 
船速 

（每小時）

1. 海康 79.6 米 17.4 米 1500 2704 8 海里 

2. 蔡鍔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3. 鄧鏗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4. 林森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5. 教仁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6. 成功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7. 鴻章 78.9 米 12.7 米 1300 2750 11 海里 

8. 海漢 68.3 米  900 1684 10 海里 

9. 中 106 97.8 米 15.2 米 1800 3326.64 10 海里 

10. 登禹 99.7 米 11.4 米 1176 3265.13 10 海里 

11. 海廈 97.5 米 13.9 米 2000 2500 11 海里 

12. 民 302 43.4 米  1900 596.8 12.5 海里

13. 民 312 45.2 米 10 米 1200 497.45 12 海里 

 
參考：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8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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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香港招商局起義後的形勢轉變 

 

（一）相繼起義船舶的不同遭遇 

 

在國際上，香港招商局連同十三艘輪船海員成功起義的消息，引起很大

的注意，成為 1950 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世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亦

因此大為改觀。香港海員進行的這次愛國行動，為全中國海員豎立了勇敢果

斷的英雄形象。這場波瀾壯闊、艱難驚險的壯舉，數十年來一直是中國海員

的驕傲。歸回內地的海輪，在建國初期成為南方地區一支骨幹的運輸隊伍。

美國方面為了支援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以海上封鎖和禁運方式打壓新

中國；人民政府方面以起義海員為主力，藉著這批船隻突破森嚴的封鎖，從

而開闢了華南地區的運輸線，促進了沿海地區的交通活動。  

繼香港這次盛大起事之後，招商局的另一艘船“海玄”輪，1950 年 1 月

24 日在新加坡起義，也引起世人注意。“海玄＂號長 134.6 米，寬 17.4 米，

2500 馬力，航速每小時 11 海里，載重噸 10970 噸。兩個多月後，又有“永

灝＂輪在 4 月 1 日於香港上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招商局輪船一系列起義

盛舉，圓滿地畫上句號。“永灝＂（Yong Hao）輪，曾用名“黑潮丸＂，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美軍擊沉的日本油輪，1946 年由中國油輪公司打撈，拖

到香港修理，並改名“永灝＂（油 205 號）。載重噸 14960，航速每小時 16.5

海里。船長左文淵。60 

香港招商局起義全體人員，因嚮往新時代的來臨而毅然作出行動，領導

人湯傳篪和陳天駿被臺灣當局通緝，面臨隨時被特務脅持甚至暗殺的風險。

                                                        
60  同上，頁 7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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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在香港參與起事的“成功＂輪船長徐漢卿，後於返臺探望家屬時被捕和

殺害。至於 1950 年 1 月發生的招商局輪“海辰＂號事件，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該輪於離開臺灣、前赴日本途中，擬返回中國大陸，但因特務告密，為國民

黨軍艦所攔截，起義以失敗告終，船長張丕烈和報務主任嚴敦華二人後於

1951 年 7 月 11 日在臺灣高雄馬場町刑場被處死。國家主席毛澤東向張丕烈

在內地的家屬，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證書，上面寫著“張丕烈

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61“海辰＂（Hai Chen）

輪，1942 年建造於美國舊金山，長 134.6 米，寬 17.4 米，2500 馬力，航速每

小時 11 海里，載重噸 10970。起義失敗後，“海辰＂輪被出售用來抵償美債。

62 
 

（二）起義船員和船舶的情況 

 

1950 年 10 月底，新中國港九接收工作團團長雷任民與招商局副軍事總

代表鄧寅冬，在廣州大同酒家為招商局十三艘起義輪船歸回內地舉行了一個

慶功會，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授予“民 302＂輪“開路先鋒船＂的稱號和谷

源松“英雄船長＂的光榮稱號。總計這次招商局海員起義回國的船隻有十五

艘，合共 33700 載重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是一支頗為主要的水上運輸

隊伍。當中除“海廈”輪駛往上海，更名為“利生＂號，參加北洋運輸外，其

餘船舶成為華南區海運管理局的運輸主力。“民 302＂和更名“岷山＂號的

“海康＂輪，擔負著廣州至香港的運輸任務，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禁運政

策下，起了很大作用。有的船舶一直使用，至 1970 年代末才退役。63參與起

                                                        
61  《招商局海員起義》，頁 268-270。 
62  胡政主編：《招商局船譜》，頁 81-82。 
63  胡政主編，朱耀斌、朱玉華編著：《招商局與中國港航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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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七百多名招商局船員，在這時期的航運事業中，大多成為技術骨幹人才，

於創建和推動新時代海上運輸工作作出不少努力和成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由於政局出現劇烈變化，有很多私營航商所

擁有的船隻停泊於香港，在當時為數相當可觀。1950 年代初，百廢待舉，各

行各業有待發展，海運事業和對外貿易仍在初興狀態。為了配合恢復國民經

濟和加快發展的需求，交通部把“鞏固北船並爭取南船北歸＂作為當時的中

心任務。交通部、華南財政經濟委員會、華南工作委員會、香港招商局、香

港海員工會於 1950 年 11 月 11 日聯合組成一個南船北歸領導小組，並指派招

商局天津分公司經理張慶楠正式負責此項工作。 

“招商局海員起義＂和“香港招商局起義＂這兩個用語，是有一些區別

的。前者指 1949 年至 1950 年間，在中國政權交替的過程中，招商局一系列

輪船船員的起義，當中以香港招商局起義為主；後者特指香港招商局十三艘

船舶的集體起義，在此之前的“海遼＂輪起義是其序幕，“永灝＂輪在香港

起義則為 後一幕。（圖表四） 

香港在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相連，又與臺灣海峽兩岸有不同的政治情況，

在國民黨、共產黨爭持的時候，可以發揮獨特的功能。招商局在香港的資產

得以保存，更成為其後招商局復興的關鍵。論者強調，在新舊政權交替時期，

香港招商局起義高舉支持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旗幟，作出一個歷史性抉

擇，在招商局發展史上有劃時代意義。64 

 

                                                                                                                                                        
2010），頁 153。 
64  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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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招商局海員起義日程表 

 

日 期 事 項 

1949 年：4 月 13 日至 15 日 “中 102＂登陸艇配合國民黨傘兵三團起義，

成功駛達連雲港。 

9 月 19 日至 28 日 “海遼＂輪離開香港，宣佈起義，駛達大連港。

1950 年：1 月 15 日 香港招商局及“海廈＂輪、“蔡鍔＂輪、“教

仁＂輪、“鴻章＂”輪、“海康＂輪、“成功＂

輪、“鄧鏗＂輪、“登禹＂輪、“海漢＂輪、

“林森＂輪、“中 106＂”登陸艇、“民 302＂

輪、“民 312＂輪宣佈起義。 

3 月 17 日 “海辰＂輪從日本開回中國大陸途中，被國民

黨軍艦攔截，被迫駛到高雄港。 

7 月 14 日 “民 302＂輪抵達廣州江面，中華人民共和國

交通部授予“起義先鋒船＂稱號。 

7 月 16 日 “民 312＂輪由香港駛回廣州。 

        7 月 25 日 為破除謠言並為以後各船順利開回大陸鋪平道

路，“民 302＂輪、“民 312＂輪重新返回香港。

        9 月 12 日 “中 106＂登陸艇由香港駛回廣州。 

        9 月 16 日 “成功＂輪、“鄧鏗＂輪、“教仁＂輪開回廣

州；“鴻章＂輪開航受阻，於次日向廣州開航。

        9 月 22 日 “蔡鍔＂輪、“海康＂輪駛回廣州。 

        9 月 26 日  “林森＂輪、“海漢＂輪駛回廣州。 

        10 月 9 日 “海廈＂輪駛回廣州。 

        10 月 20 日 “登禹＂輪駛回廣州。 

10 月 30 日 鄧寅冬和起義船員五百餘人，在廣州慶祝 13 艘

輪船成功起義。 

1951 年：2 月底至 4 月 18

日 

“永灝”輪事件：英國政府宣佈“徵用＂該輪，

中國外交部發表鄭重聲明。 

參考：《招商局海員起義》，頁 271-278。 
 



52 

第四章 香港招商局的業務和海內外聯繫 

 

  香港招商局起義，是招商局歷史進程的關鍵，此後，招商局就進入一個

新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招商局留在內地的所有機構，為了因

應國家政策和航政改革的需要，改稱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至於香港招商

局，為了不因財產過戶或會導致種種糾紛的可能性，仍然保留原名，從此繼

承了“招商局＂這個名稱，進入招商局總部設在香港的新時期，而更重要的

是，這還奠下了其後招商局集團的根基。 

  1950 年至 1985 年間，香港招商局的業務由護產工作、暫停活動、恢復

發展，到其他相關業務的開辦，以及“蛇口模式＂的創造，並且配合著中國

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和擴大，形成了與前不同的新貌，其間與中國內地保持

密切的關係，與臺灣地區和海外各國亦有業務上的聯繫。這三十五年，使招

商局的發展更上一層樓。香港成為中國南方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內地

獲取所需物資的轉運站。 

 

第一節  從保留名稱到恢復發展 

 

（一）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業務 

 

  招商局在香港保留原有的名稱，首要的任務是護產工作。招商局上海總

公司於 1950 年 1 月任命湯傳篪為香港招商局經理，並派董華民到香港執行接

收任務。當時，為了防止受到破壞，護產問題成為首項議題，決定組織護產

委員會。同年 6 月，朝鮮戰爭（又稱韓戰）爆發，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海輪，

為免受到威脅，先後駛抵廣州，總共有十五艘，噸位 3.2 萬噸，成為中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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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一支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 

1950 年 9 月，香港招商局正式成為交通部下屬企業。招商局上海總公司

於次年 2 月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原有各個招商局分支機構一律成為

該公司的分公司或辦事處65，並特別規定“香港分公司直屬總公司領導＂。

但香港招商局在 1948 年 10 月 1 日已正式更名為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 1949 年 2 月 10 日向港英政府辦理了註冊手續，領取營業執照，情況與

內地不同。1951 年初，中、英兩國還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如於此時更改公

司名稱，很可能在註冊及產權過戶方面帶來糾葛；為此，香港招商局於 1951

年 2 月 14 日致函總公司，要求“暫時仍沿用原名，以杜糾紛＂。66一個月後，

即 3 月 15 日，總公司復函，對此要求表示同意。 

當時香港招商局的資產，只剩下一些不動產，包括一棟四層 335 平方米

的辦公樓，一棟六層的宿舍樓，幾處貨倉，以及香港、澳門兩處破舊碼頭。

按照當時估價，這些資產總共價值約 340 萬港元。不過，論者予以指出，留

在香港的資產繼續沿用“招商局”名稱，可以“承擔一些新中國政府無法實

施的使命。＂67 歷史證明，香港招商局在往後不到三十年的日子中，發揮了

獨特而重大的作用，成就了招商局史上的“第二次輝煌＂。 

1952 年 1 月 1 日起，交通部華南區海運管理局負起領導香港招商局的職

責。湯傳篪奉調回內地，經理一職由周魯伯代理，當時由於業務未能開展，

大部分工作人員相繼奉調回國，只留下十八人，負責保管局產、處理財務賬

                                                        
65  1951 年 2 月，招商局漢口分公司改為人民輪船公司長江區公司，與長江航務管理局合

併辦公。長江全線的航政管理和航運經營合二為一，沿江各主要港口設立港務局，逐步制訂

了統一的航務、港務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接管了招商局機構在長江各港區的碼頭、倉庫和

設備。至於沿海的招商局機構資產和人員，基本流向各地海運局和港務局。 
66  交通部財務會計局、中國交通會計學會組織編寫：《招商局會計史》上卷（北京：人民

交通出版社，1994），頁 66-67。 
67  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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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維持與有關部門的一般聯繫。在 1950 年代前期，朝鮮戰爭（韓戰）爆發

後，由於國際封鎖和禁運，中國出入口貨物很少，香港招商局除了承擔港穗

間少量運輸任務及搶運國內急需物資外，正常業務幾陷於停頓狀態。主要收

入來自少量房屋租金，入不敷出，1950 年至 1956 年間，員工工資及日常開

支由國內撥款維持。68 

1957 年，世界上多個國家出現了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則擺脫了困境，貨

源充足，對外貿易有所改善，內地運到香港和經香港轉口的貨物逐漸增多，

急需大批商船運輸進出口物資。國內外客觀情況的改變，為招商局恢復發展

航運業提供了有利條件。1958 年 11 月，交通部作出新的決定，香港招商局

不再隸屬交通部，劃歸遠洋運輸局直接領導；與此同時，香港招商局改為總

經理制，任命滕正相（1912-1989 年）為總經理，至 1961 年。總經理一職由

劉雲舟（1923-1994 年）接任，至 1966 年。 

在機構調整的同時，香港招商局對局產進行了整修和改建。1956 年，對

港島西區的碼頭裝卸區進行改建；1958 年，將原有的突堤式碼頭改建為全港

第一個鋼筋混凝土碼頭；這一年，香港招商局正式成為中國遠洋船舶在香港

的總代理。1959 年，又投資在干諾道西倉庫舊地上興建新倉庫；1961 年，新

倉庫開始營業，包括六層普通輪貨倉和兩層冷凍倉，在當時是全港規模 大

的。此外，還建造了一些鐵駁和拖輪。1962 年，內地到香港的中轉貨物也全

部由招商局承辦。69 

1961 年至 1965 年，香港招商局的業務有穩步的發展。內地同香港的進出

口貿易額逐年上升；1965 年的貨運總量接近 76 萬噸；1965 年的進出口總額，

                                                        
68  《招商局會計史》上卷，頁 68。 
69 郭國燦、劉海燕著：《香港中資財團（增訂版）》上冊（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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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 1959 年的 2.26 倍。1966 年至 1976 年，由於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

的影響，香港招商局的航運業務，因而處於不穩定時期。1977 年開始，才步

入順利發展階段。以 1978 年計，招商局當年完成中轉貨運量 813 噸，代理船

舶共 500 艘次，代理遠洋船噸位元在香港航運業中居首位。70 

 

（二）相關航運業務的進展 

 

必須指出，從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招商局除了航運業之外，其他相

關的業務也是有一定進展的，這包括以下幾項： 

（一）碼頭駁運業務——招商局於 1958 年建成鋼筋混凝土碼頭，1959

年起又開辦第一艘港作鐵駁船業務。碼頭初時租給他人經營，只收租金，1961

年收回自營，1962 年至 1965 年間，碼頭裝卸業務量迅速增加。“文革＂期

間碼頭業務受到巨大衝擊，直至 1974 年逐漸恢復，拖駁船隊也發展到相當規

模，擁有拖輪四艘，鐵駁十七艘，交通艇一艘。 

（二）倉庫儲貨業務——1961 年，招商局位於西環的新貨倉啟用之初，

由於管理經驗不足，未能充分發揮效益，後來在提高倉庫使用率和加強客戶

工作方面採取了很多措施，1965 年後逐漸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 

（三）創辦友聯船廠——隨著來港國輪數量逐年遞增，維修任務日趨繁

重，1965 年 6 月，招商局在上一年設立的僑利機器維修廠的基礎上，改組成

立了友聯機器修理廠（友聯船廠的前身），並逐漸擴大規模，1966 年建成荔

枝角道的廠房，初步具備修船能力。友聯船廠從 1972 年開始，積極籌備建立

新廠，1978 年 7 月，青衣島新廠基建工程終於破土動工。 

                                                        
70  胡政主編：《招商局畵史》，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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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立海通公司——招商局為了保障船舶物資供應，於 1972 年設立

海通公司，全面為中國遠洋船隊、沿海船隊及中國各港口提供服務，業務範

圍包括船舶機械、通信導航設備、儀器、零備件、船舶油漆、燃油及物料等，

以及其他與船舶有關的物品採購和供應服務等。到 1978 年的時候，海通公司

的業務規模已有較大發展。 

（五）利用貸款買船——招商局受交通部委託，協助有關部門辦理利用

貸款買船事宜，1964 年為中國購買了六艘遠洋船舶，為發展中國遠洋船隊作

出了貢獻。71 

  不過，論者亦予指出：“儘管如此，中國的國門尚未打開，外貿有限。

當時香港招商局業務單一，財力依舊菲薄。”72 

 

第二節 蛇口工業區的建立和開拓 

 

（一）“蛇口模式”的經驗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給招商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1978

年 9 月，交通部決定由第一副部長曾生（1910-1995 年）兼任香港招商局董

事長，曾生於是派袁庚來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狀況，確認當時招商局連一條

船都沒有，只有一個修船廠和一幢十三層高的破樓，所有的資產加起來值 1.3

億元。同年 10 月，交通部黨組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一份請示，就

如何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事宜作出提議，強調招商局的二十四字經營方針： 

“立足港澳，背靠內地，面向海外，多種經營，買賣結合，工商結

                                                        
71  《招商局會計史》上卷，頁 70-71。 
72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5。 



57 

合”。 

  該請示並且建議“爭取五至八年內發展成為綜合性大企業＂。這個檔是

由袁庚起草的，當中還提出“衝破束縛、放手大幹＂的方案。73 

  這個報告獲得同意後，交通部迅即組成新的招商局董事會，曾生任董事

長，袁庚為副董事長，金石為董事總經理。同年 11 月，招商局購入干諾道中

一幢二十四層商業大廈，作為招商局總部機關的辦公場所。當時香港寸金尺

土，招商局想在香港大規模發展工業已不現實，改在臨近香港的內地沿海區

域選擇地方試辦工業區，不僅對企業發展有利，在內地為改革開放辦一個試

驗田也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經過一番考察後，決定在珠江口東側的蛇口興建工業區。蛇口距深圳市

區 30 公里，距香港中區 20 海里，是一片未經開墾的地方，而且有建港條件。

一份名為《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的文件由招

商局代交通部和廣東省革委會起草，於 1979 年初向國務院上報；隨後，副總

理李先念（1909-1992 年）和谷牧二人接見了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1911-1999

年）和袁庚，聽取口頭匯報，正式批准了招商局在蛇口籌建工業區的計劃。74 

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於半年後正式破土動工，第一期基礎建設工程用了

五年時間先後完成。1984 年 1 月 26 日，全國政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鄧小平（1904-1997 年）視察招商局蛇口工業區，並為“明華＂輪題詞“海

上世界＂。至 1985 年，蛇口工業區開發了土地 2.8 平方公里，建成萬噸級碼

頭泊位兩個，五千噸級泊位一個，完成建築面積 103 萬平方米。與此同時，

招商局大力引進外資，在蛇口興辦中外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努力建立

                                                        
73  陳敬堂：〈袁庚——從護航大隊到輪船招商局〉，周佳榮、侯勵英主編：《中國文明——
文化轉型的歴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0），頁 287。 
74  胡政主編：《招商局珍檔》，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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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經濟格局。至 1985 年，蛇口工業區共有 206 項引進項目，工業生產門

類眾多，包括鋼鐵、鋁板、造船、建材、電子、電機、化工、食品、紡織、

皮革、服裝、玩具等。袁庚指出：“蛇口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堅定不移地

進行改革試驗。＂75 

在“蛇口模式”試驗過程中，招商局以一往無前的勇氣，推行大刀闊斧

的政策，提高人員的積極性。1979 年，招商局在建設碼頭施工時，率先實行

超產獎勵制度，打破了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獎勵辦法。1980 年初，蛇口工業區

對中瑞工程有限公司的基建工程，在全國 早採用了工程招標的管理辦法。

1980 年初，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招商局和丹

麥寶隆洋行（East Asiatic Co.）各出資一半，實施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

制，還聘請了丹麥人做總經理，當時《中外合資企業法》尚未頒佈。1981 年，

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在北京等城市公開招聘業務幹部，首開全國招聘用人先

例，改變了一向以來幹部制度的委任制。同年年中，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推出

職工住房改革方案，改低租金制度為按成本租金收租，使房租從福利型轉向

商品型。1983 年，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第一次打破幹部職務終身制，實行幹部

聘任制；同年實行基本工資改革方案，即基本工資加崗位工資、職務工資、

浮動工資，打破平均主義。76 

招商局投資興建的蛇口港，及 1980 年代前期合資興建的赤灣港，與香港

一衣帶水，距離招商局堅尼地城碼頭及友聯船廠、歐亞碼頭僅 20 海里，三港

互為掎角，遙相呼應。無論是作為客貨吞吐港、中轉港、分流港，抑或是作

為多功能綜合港，都各具有價值和實力，可以互相配合和互相補充，形成極
                                                        
75  陳祖方：〈蛇口模式簡論〉，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頁 395-406。 
76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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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利的港口戰略佈局。77 

袁庚創辦蛇口工業區時，一則沒有被納入國家計畫，二則沒有財政撥款，

但爭取到兩項政策：其一，是 500 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自主審批；其二，

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貸款。袁庚於是在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貸資金，兩年間

借進十五億元，用來建設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主要是“三通一平”（即

通水、通電、通氣和平整土地）。為了使借來的錢儘快產生效益，利用已建成

的廠房設施，簡化招商程式，從談判、簽訂協定到審批註冊，一般只要個多

月，投資者投設備運去及安裝好後，就可以招工投產。香港遠東集團主席邱

德根（1924—2015 年）曾說：“雙方商談投資建廠，僅僅用了一周時間就達

成協議，這樣的工作效率恐怕在內地是罕見的。”1984 年，三洋電機（蛇口）

公司的副總經理辻井利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蛇口看到的是熱氣騰騰的建設

場面，高樓在興建，港口在擴展，處處都能感受到“長城精神”。78 

在招商局史及現代改革開放史上，“蛇口模式”又稱為“蛇口經驗”。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全國首個以改革開放為主题的博物館——蛇口改革開放

博物館（Shekou Museum of Reform and Opening）正式開館，並在深圳蛇口海

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舉行揭幕儀式。該博物館由招商局集團發起，招商蛇口

籌建，內設袁庚主題館，包括蛇口工業區從創辦到建設期間的檔、書信、照

片等資料，及工牌、紀念章、證書、產品、獎盃、獎牌等蛇口開拓時代的實

物。早年蛇口工業區的開發建設不乏香港的影子，例如：1980 年，蛇口自籌

金架設蛇口經深圳通香港的微波電話；1985 年，蛇口鋪設海底電纜，由香港

                                                        
77  胡政主編，朱耀斌、朱玉華編著：《招商局與中國港航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頁 239。 
78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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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公司直接向蛇口工業區送電，等等。79 

 

（二）航運體系的建立 

 

1979 年至 1985 年間，招商局圍繞著航運，發展出多種經營，迅速增強

了運輸系統的綜合能力。至此不僅擁有一支極具規模的遠洋船隊，而且擁有

碼頭、倉庫、駁船隊、車隊、船廠等設施，還有船務代理、物料供應、船舶

貿易等配套部門，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業務比較完整的航運體系。而

且在下列幾個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 

 （一）成立明華船務公司——招商局於 1979 年成立船務部，開始籌備開

發遠洋業務，以“臨江＂號起家，承辦了香港/黃埔支線業務。翌年將船務部

改組為明華船務有限公司，作為招商局的直屬企業，專門發展遠洋航運業務。

至 1985 年底，明華船務公司已擁有九艘船舶。 

 （二）成立船務企業公司——船舶代理、貨運代理、貨物中轉是招商局

的傳統業務和基本任務，1979 年至 1985 年間，招商局努力擴大代理業務範

圍，建立更廣泛的客戶關係，積極為一些新開航線的船東承辦代理業務。1984

年，招商局將業務改組，成立招商局船務企業有限公司，以專業代理公司的

身份，更大規模地發展傳統代理業務。 

 （三）成立倉碼運輸公司——1980 年，招商局確定在香港堅尼地城興建

新碼頭及貨倉；1984 年，深水突堤碼頭及十三層的倉庫相繼竣工投產。為了

適應不斷發展的需要，招商局成立了招商局倉碼運輸有限公司。 

 （四）成立駁船運輸公司——過駁作業是香港遠洋船舶裝卸貨物的獨特

                                                        
79  〈首個改革開放博物館蛇口揭幕〉，《文匯報》，2017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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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駁船運輸成為香港貨物進出口和中轉的重要運輸環節。招商局於 1980

年成立招商局駁船運輸有限公司，至 1985 年，已擁有各類駁船七十艘，這年

完成駁運量 128.5 萬噸，是 1980 年駁運量的兩倍。 

 （五）擴建友聯船廠——1979 年開始，友聯船廠開始擴建青衣島新廠；

至 1981 年底，青衣島新廠基本建成投產。新廠有近 550 米的碼頭岸線，有大

型機修車間和各種修船設施，以及較完善的行政和後勤設施；加上荔枝角老

廠及船塢設施，形成雄厚的修船能力，在香港首屈一指。80 

 招商局除了積極擴充傳統航運陣地之外，又大力開拓業務新領域，逐步

實現業務多元化，包括：第一，在蛇口工業區，至 1985 年底，招商局參資興

辦的工業項目，就有材料、電子、紡織、塑膠、食品、航運工業六個門類。

第二，蛇口工業區和深圳赤灣港的南山開發公司，努力為南海石油開發作好

後勤服務、設施維修、物資供應、辦公設施、人員辦公、休假場所等，都包

括在內。第三，招商局發展部於 1984 年改組成立招商局發展有限公司，繼續

為蛇口工業區引進外資，還為工業區採購機器設備、原材料及銷售產品，並

且開始嘗試從事進出口貿易業務。第四，蛇口工業區於 1979 年成立房地產公

司，又於 1985 年成立設計公司和工程公司，1982 年，招商局在香港註冊成

立招商工程有限公司，並開始嘗試承建香港社會工程。第五，蛇口工業區於

1981 年成立旅遊公司，工業區還參資興建了一批旅遊酒店、娛樂設施；1985

年，招商局發展公司將其旅遊部改組為招商國際旅遊公司，積極投入旅遊業

務的開拓。81至此，招商局基本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企業集團。 

    香港招商局的管理團隊，自 1950 年 9 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

                                                        
80  《招商局會計史》上卷，頁 73-76。 
81  胡政主編：《招商局畵史》，頁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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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董事會，至第三屆董事會，均由交通部副部長于眉擔任董事長。1978 年 10

月成立的第四屆董事會，由交通部副部長、部長曾生擔任董事長；1981 年 5

月成立的第五屆董事會，由交通部部長彭德清擔任董事長。這兩屆及第六屆

董事會，均由副董事長袁庚主持工作。（圖表五）袁庚於 1992 年離休，他在

招商局任職期間是招商局現代史的一個重要階段。 

 

圖表五：招商局集團總部管理架構 

 
 
 
 
 
 
 
 
 
 
 
 
 
 
 
 
 
 
 
 
 
 

參考：《招商局集團 2006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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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招商局集團成立和振興 

 

（一）招商局集團的航運體系 

 

 1984 年，就香港問題，中、英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中國政府提出一

系列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尤其是“一國兩制”的構想，給招商局拓展業務帶

來新的歷史機遇。按照聯合聲明的規定，199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

復對香港地區行使主權，招商局作為交通部駐港機構，在香港回歸的過渡時

期肩負著重大任務。 

 為了更好地履行招商局的職責，增大實力和加強對下屬企業的統一領

導，以分級管理的形式發揮下屬企業的功能和作用，於是進行組建企業集團。

1984 年 12 月，招商局向交通部遞呈了《關於正式建成招商局集團的報告》。

組成集團的成員包括三類企業，第一類是招商局直屬企業，第二類是招商局

代管企業，第三類是上述企業所屬的子公司和聯營企業。直屬企業計有：蛇

口工業區、船務企業公司、發展公司、海通公司、友聯船廠、明華船務公司、

倉碼運輸公司、駁船運輸公司、招商工程公司、船舶貿易公司等；代管企業

包括：遠東船舶檢驗社、華德工程公司、振華工程公司。（圖表六）該三公司

在招商局集團統一領導下，順利地開展了船舶檢驗、集裝箱檢驗，打撈拖船，

水下工程、港灣工程和其他相關業務，補充了招商局航運體系的不足部分。

至此，作為一個航運企業，擁有如此完整的航運體系，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

的。82 

                                                        
82  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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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招商局的直屬企業和代管企業（1984 年） 

 
 
 
 
 
 
 
 
 
 
 
 
 
 
 
 
 
 
 
 
 
 
 
 
 

參考：《招商局會計史》上卷，頁 80。 

 

 1985 年 8 月，交通部政治部任命江波為招商局總經理；11 月 12 日，招

商局集團及其董事會獲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集團初期設立的職能機構，有

辦公室（後改稱行政部）、人事部、財務部、企業部、研究部、電腦部、總務

部；以後隨著業務的進展，陸續設立旅遊部、運輸部、金融中心、投資管理

中心等部門。1986 年 10 月 15 日，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登記，在北京註冊及領取營業執照，註冊資本為人民幣八億元。1987

年 8 月 6 日，集團公司獲准在香港政府註冊總署作為中國公司進行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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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團成立後，進一步建成了完整配套的航運體系：第一，加快船

隊發展步伐，至 1988 年底，集團直屬船隊規模已達到 42 艘，215 萬載重噸，

在香港大船東中，僅次於當時被稱為“世界船王”的包玉剛（1918-1991 年）的

環球航運集團和華光航業集團而居第三位；83再至 1991 年底，招商局集團擁

有的船隊共 47 艘，370 萬載重噸，躋身於香港 大規模的船東公司之列。第

二，在航運代理業方面，擴大國內外業務，拓展海陸聯運、海空聯運等多種

運輸行式。第三，集裝箱（即貨櫃）運輸業務方面，1987 年，招商局集團把

所屬的船務企業和明華公司的集裝箱運輸業務集中，並與中遠總公司合營，

成立招商局貨櫃航運有限公司，進入集約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新階段；友聯船

廠利用青衣島新廠的部分設施，成立了友聯貨櫃有限公司，經營集裝箱的堆

存、拆裝、修理等業務。另外，招商局在 1986 年收購歐亞船廠，改為專營集

裝箱業務；1988 年，招商局與中遠總公司合營，成立蛇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

司，於 1991 年投產。 

1990 年代，對於招商局以至香港前景來說，既有新的機遇，但挑戰更加

嚴峻。集團董事會訂立了《招商局集團十年（1989-1998）發展規劃》，並提

出《招商局近期（1990-1994）開拓海外業務的設想》。其中一次當務之急，

是解決人才短缺和素質不適應的問題，業務聯繫面廣、連續性強，需要有比

較穩定的骨幹隊伍。論者認為：在外派幹部輪換制實施中，要爭取採用比較

靈活的措施，使骨幹隊伍保持相對穩定，此其一。香港本地員工在集團中佔

相當大的比例，如何充份發揮他們的作用，盡可能減少流失，此其二。選派

年輕有為的人員進行培養，和吸收留學回來的人才為集團服務等等，都是有

                                                        
83  同上，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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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辦法，有了人才始可再上新的臺階。84時至今日，這些見解相信還有可

供借鑑之處。 

招商局集團在發展多種經營、實現業務多元化方面，也有重要的舉措，

包括：（一）組建國際招商局貿易投資公司，逐步開展國際大宗貿易，1990

年，招商局商貿部門的營業額增至一百億港元；（二）興辦金融保險業，開創

中資企業兼辦銀行、保險的先河，1987 年在蛇口創辦招商銀行，1988 年合資

開辦平安保險公司。（三）旅遊業及酒店服務業方面，1986 年中國招商國際

旅遊總公司在北京成立，香港的招商局國際旅遊有限公司升格為集團直屬公

司；1987 年在香港獨資興建華商酒店，1990 年收購梅花村酒店，招商局集團

在蛇口和內地，還擁有多間全資、合資酒店。 

    堅持改革開放，是招商局各項事業不斷得以發展的根本原則和推動力。

1990 年代初，招商局向大型綜合國有企業方面逐步推進，在港口、航運、金

融、地產、公路、旅遊、高科技、工業等幾十個產業領域中都有拓展。1992

年 12 月，袁庚卸任退休，在他主導下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十二年試驗，至此

亦隨而結束。招商局總經理江波接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董事長一職由當

時的交通部部長黃鎮東兼任。招商局開始確定自己的戰略規劃，實行“多元

化經營、規模化投資＂。但 1997 年一場席捲亞太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招

商局陷入困頓，而這正是招商局在 2001 年至 2007 年間大重組的起源，也是

秦曉主導的“靜悄悄的革命＂、“再造招商局＂的大前提。85 

 

（二）招商局集團回師上海 

                                                        
84  張志錚：〈關於完善招商局集團經營的思考〉，湯照連主編：《招商局與中國近現代化》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377-379。 
85  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頁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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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 4 月 18 日，國務院宣佈開發上海浦東後，招商局集團常務副董

事長袁庚率領一個考察團到浦東，拉開了招商局回師其發源地上海的序幕，

並且在開發浦東的業務上擔當了重要角色。1995 年底，招商局大廈順利竣

工；接著在浦西的核心地帶，建設了上海招商局廣場。 

    1991 年 4 月，開辦招商銀行上海分行，是上海改革開放後落戶的第一家

股份制銀行，打破了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1998 年率先在內地啟動“一

網通”網上銀行，逐步形成了遍佈上海市區主要商業區和社區的網點佈局。

此外，還積極為上海的交通、工業、內外貿和外貿企業發展提供全面的金融

服務。 

    隨著中國經濟貿易的進展，以及市場全球化的趨勢，在上海的出口加工

區和保稅區建設中，招商局也積極參與其中。其一，是浦東第一個開發區——

金橋出口加工區；其二，是全國第一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招商局均

於 1990 年投資參與開發建設，為招商引資創造了良好的開端。86 

2001 年，招商局集團在福建漳州召開工作會議，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

會議，董事長秦曉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重點培育核心產業，強化總部職能”

的重組框架。招商局國際通過入股上海國際港務集團後，得以參與洋山港碼

頭項目的經營。至 2006 年底，招商局國際所屬碼頭，在全球獨立港口營運商

中位列三甲。 

    在致力參與把上海建設成國際航運中心的同時，招商局以旗下的招商銀

行、招商證券等為主力軍，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亦起著巨大

                                                        
86  胡政主編，朱耀斌、李亞東編著《招商局與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年），頁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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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僅僅限於金融業，在證券業方面也有較大影響；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其華東總部設在上海。2005 年 9

月，招商海達遠東保險經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與海達英國、海達香港

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網絡，為招商局從事保險經紀業開闢了廣闊的空間。87 

二十一世紀初年以來，招商局總資產和利潤年年攀升；2004 年至 2006

年，以三年時間完成了“再造一個招商局”的目標。2007 年開始，又啟動了

“新的再造工程”，香港和上海，分別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兩個地區發揮了重

大作用。 

 

（三）集團的核心產業 

 

總的來說，招商局現時業務集中於三大核心產業：其一是交通，包括港

口、公路、能源運輸及物流；其二是金融，包括銀行、基金、證券、保險等

方面；其三是房地產。招商局作為香港和內地交通基建產業的重要經營者及

投資者，基本上已形成全國性的集裝箱樞紐港口戰略佈局，名下多個港口分

佈於三個地區：一是珠三角（包括廈門灣在內）的香港、深圳、湛江和廈門；

二是長三角的上海和寧波；三是渤海灣的青島和天津。招商局旗下港口集裝

箱輸送量，以 2009 年為例，為 4387 萬 TEU（Transmission Extension Unit）88，

在全國集裝箱輸送量中佔三成以上；至於散雜貨輸送量，則達到 2.32 億噸。

另一方面，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十八個省市，招商局投資超過六千

公里的高等級公路、隧道和橋樑，業績相當可觀。2016 年，招商局旗下港口

                                                        
87  同上，頁 148-156。 
88  TEU 通常用來表示船舶裝載集裝箱的能力，也是集裝箱和港口吞吐量的重要統計和換算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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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裝箱吞吐量為 9577 萬 TEU，是中國 大和世界領先的港口開發、投資和

營運商。 

必須一再強調，作為招商局向來重視的傳統產業，航運業在香港業界中

是極具代表性的一支隊伍，是眾多業務裡頭的重中之重。截至 2010 年第一

季，該局總共有三十七艘 502 萬載重噸的船隊，以超級油輪為主，對國家經

濟起著重要的支援作用，對未來發展是很重要的。2016 年底，招商局航運業

務船隊總運力達 3479 萬載重噸，排名世界第三；集團超大型油輪（VLCC）

和超大型礦砂船隊（VLOC）在世界規模第一，並擁有和管理世界規模領先

的液化天然氣船隊（LNG）。89招商局物流業居於國際同行的前列，還致力於

全國性的網路建設工程。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全國六十三個重要城市中，招

商局建立了物流網路運作節點，物流網路佈局已達到全國性規模。 

招商局集團屬下的金融業，主要有銀行、證券、基金及基金管理、保險

及保險經紀等多個領域。招商銀行由招商局發起，目前又是其 大股東，在

六十多個城市中都有分支行及七百多個網點；香港設有分行，及擁有兩家全

資子公司永隆銀行和招銀國際；此外設有紐約分行和代表處於美國，設有倫

敦代表處於英國。至於招商證券，除香港外，為國內 AA 級券商之一，在全

國三十二個城市開設了七十多個營業網點。 

1970 年代末以來，招商局在蛇口工業區和漳州開發區等處，都有提供成

片開發綜合服務，房地產的開發，亦是主要業務之一。單在蛇口工業區，就

開發和建設了整個社區達 11 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漳州開發區行政轄區，開發

和建設的面積更達到 56.17 平方公里。二十一世紀初，招商地產在國內擁有

                                                        
89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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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除了上述的多元化企業，招商局於工業、貿易、科技產業投資等方面也

有巨大實力。舉其大端，招商局在香港擁有修船廠是 大規模的，在深圳擁

有世界一流的大型修船基地。另外可注意的，有以下三項：（一）世界 大的

集裝箱及機場設備製造商中集集團，是由招商局創辦並為其第一大股東；（二）

招商局旗下的香港海通有限公司，於中國交通海事貿易領域中有豐富的經驗

和成熟的市場網路；（三）在高科技風險投資領域，招商局也走在全國的先端。

總的來說，在二十一世紀，招商局本著其豐厚經驗、強大力量和創業精神，

於香港、全中國以至國際工商界的位置是舉足輕重的。 

 



71 

第五章 招商局發展狀況的分析 

 

招商局在晚清時期和民國時期，成功組建商船隊及創立銀行、保險公司、

電報局等事業，雖然已是歷史陳蹟，卻成為後來重新振興的參考經驗。一個

世紀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招商局成功開發了蛇口工業區，創辦招

商銀行和平安保險公司等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有益有建設性的嶄

新成績。招商局主要業務是航運及相關交通設施、基礎建設的經營和服務，

其次是金融投資及其管理，再次是房地產開發和經營，時至今日，這三大核

心產業在業內已居領先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招商局作為公共碼頭運營商，在全球位列三甲；香

港、上海、深圳、新加坡是世界四大集裝箱港口，招商局在其中三個港口中

是重要投資者和經營者。於短短三數十年間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雖然有順

利也有阻礙，總結其曲折歷程並加以分析，有助於探索現代中國經濟和金融

企業，對於未來將會出現的新興行業，顯然更有啟發意義。 

 

第一節 兩岸三地分途發展的情形 

 

二十世紀後半葉，招商局在兩岸三地有不同的命運。1949 年後，人民政

府接管了招商局在中國內地的產業；香港招商局留在本地發展，其後並有所

擴充，成為招商局集團，至今已是國際知名和具有地位的大企業。探討招商

局的歷史，臺灣陽明海運公司亦應一提，因為該公司的前身，就是臺灣招商

局。 

由於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各自調整其航運業務，

臺灣當政仍重視招商局，因其在境內為規模 大的航運公司。雖然隸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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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但由於地位特殊，招商局的董事長、總經理，實際上均需經 高當局同

意始能任命。在 1972 年，剛好是招商局成立一百周年的時候，臺灣成立專門

從事國際航運業務的陽明海運公司。其後招商局只剩下管理處，到了 1995

年，配合臺灣當局立法院的決議，併入陽明海運公司之內。至此，招商局之

名就在臺灣消失了。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自 1972 年 12 月 28 日成立時起，至 2010 年 5 月

底為止，擁有貨櫃船、散裝船及代營臺電運煤輪等八十艘。陽明海運公司的

員工秉持招商局一向以來的經營理念和服務原則，使公司成為世界知名的海

運機構，該公司船舶的平均船齡，更在全球船齡 年輕機構之列。90 

總的說來，百多年來招商局所走過的道路是迂迴曲折的。在晚清時期、

民國時期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於波濤駭浪的境況下掙扎求存，直

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才迎來新的機遇。1978 年，六十一歲的袁庚帶

領招商局再次回到時代的大舞臺，“蛇口模式＂成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招

商局的一連串舉措，使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密切地聯繫起來。不過，從 1978

年到 1999 年這二十幾年間，招商局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間也遭遇了一些

困難和險阻。 

1997 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令到一些銀證混業經營的國家金融體系受

到嚴重衝擊。鑒於混業經營存在的風險，國務院決定實施銀行、證券分業經

營，招商銀行應從招銀證券中退股，公司更名為國通證券有限公司。按政策

規定，招銀證券即使在公司商號上也必須與招商銀行撇清關係。1998 年 11

月，招銀證券改稱國通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至 2002 年 7 月再更名為招商證券

                                                        
90  胡政主編、王玉國著：《招商局與臺灣》，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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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論者指出，在境外金融業務的拓展方面，招商局也與同期的大型

國有企業一樣，“存在著四處開花、盲目拓展的一面。其中有成功，有失敗，

這也為新世紀招商局的金融業務整合、再造提供了基礎。＂91 

 1999 年的財務數據顯示，招商局集團涉足的十六個產業領域之中，大多

數業務不能實現高於資本成本的投資回報。（圖表七）由於投資風險控制不夠

嚴格，因而產生了頗多不良資產。即使是港口、地產等較好的項目，當時亦

存在結構性問題，投資主體不集中，以至許多相同的業務分散在各個不同的

公司內，未能形成產業規模的集聚。92 

 

圖表七：招商局集團各產業投資回報表（1999 年） 

 

招商局業務 
淨資產總額 

（單位：百萬港

元） 

投資 
資本回報率 

行業平均投資 
資本回報率 

收費公路 9014 2% 2% 
銀行 3345 1% 1% 
港口 1645 7% 16% 
蛇口地產 1642 11% 8% 
內地房產 1436 -14% 8% 
修船 835 -4% 11% 
保險 716 不詳 不詳 
證券 527 5% 2% 
海事貿易 422 -1% 4% 
散資運輸 239 1% 不詳 
石化貿易 221 5% 4% 
集裝箱製造 216 14% -3% 
油輪 167 0 1% 
油漆 82 27% 不詳 
旅行社 71 -1% 10% 
物流  不詳 不詳 

平均投資資本回報率： 4% 

                                                        
91  王玉德、鄭清、付玉著：《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頁 142。 
92  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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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新財富》雜誌 2006 年 3 月號；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頁

67-68。 

 

於是，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一系列動作，包括向核心產業整合、組

成架構再造、重新定義總部職能、財務模型塑造等等，結果都指向招商局的

結構性問題。2001 年起，秦曉接替已屆退休年齡的劉松金，擔任新一屆招商

局集團董事長，他不僅要拯救招商局一度出現的頹勢，“再造＂招商局，包

括狀態、結構、制度、利益四個層次。新的戰略綱要共有五條：首先一條是

重點發展核心產業，藉此培育並增強整體競爭力；其次是改善集團的財務狀

況，徹底擺脫財務困境的狀況；再者是加大力度重組資金，推進規模化、專

業化經營；還有就是組織架構調整，加強總部建設和實現扁平化管理；此外，

是強化內部管理和改善機制。93 領導與制度，兩者是時常互為作用的。 

 

第二節  招商局的管理團隊 

 

香港招商局的管理團隊中，有幾個重要人物。第一個是于眉（1914-1980

年），上海解放初期，軍管會任命他為駐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軍事代表（後

為軍事總代表），主持制定和公佈了《招商局軍管時期船舶管理辦法》。1950

年 1 月，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任命他為交通部航務總局副局長，並以軍

事代表名義領導招商局工作。1950 年 11 月後，于長期在交通部門擔任領導

工作。1980 年 5 月，調任國家建委副主任。94 

    董華民（1916-1996 年），1949 年 5 月，于眉任命他為接管上海招商局助

                                                        
93  同上，頁 69-70。 
94  胡政主編，朱耀斌、朱玉華編著：《招商局與中國港航業》，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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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軍代表，負責招商局業務部工作。1950 年 2 月，董華民到香港，領導香港

招商局護產鬥爭，至翌年 2 月離港。1950 年至 1981 年間，擔任招商局第一

屆至第五屆董事會董事。1993 年離休後，繼續擔任招商局集團高級顧問。95 

    袁庚（1917-2016 年），原名歐陽汝山，廣東省寶安縣人。1945 年是一位

任職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聯絡處處長的年輕軍官，曾與當時英軍駐港總司令夏

慤（H.J.Harcourt，1892-1959 年）上將舉行會談，談判日本投降後港九大隊

撤出港九地區及華南遊擊隊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等問題，結果袁庚成為東江縱

隊駐港辦事處的首個主任。這個辦事處，就是後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三十三年後，他被任命為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再度來香港，為招商局的發

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到任後採取的第一項重大舉措，是創辦蛇口工業區，

不但開啟了招商局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更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奠下了

鞏固的根基。他希望通過改革，充分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獲得較大的

經濟成果和達到更高的社會效益。經過十多年艱苦創業，他和他的同事們將

招商局由一家資產總值一億三千萬港元的單一航運企業，發展成為後來總資

產近四百億港元以上的綜合性企業。96 

2003 年，袁庚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授予金紫荊勳章，表彰他致力促進香港

與內地間的關係和經濟發展，尤其是在香港航運事業有良多貢獻。97 後於

2016 年 1 月 31 日病逝，這天剛巧是蛇口工業區創辦三十七周年。袁庚享年

九十九歲，被譽為： 

“百年招商局第二次輝煌的主要締造者、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重

                                                        
95  同上，頁 386。 
96  王曉明：〈袁庚〉，《招商局史研究》，網址：http://1872.cmhk.com/ 
97  〈中國改革之星袁庚病逝〉，《頭條日報》，2016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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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索者＂。98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1985 年至 1990 年 3 月由交通部部長錢永昌兼任，

1990 年至 1998 年 8 月由交通部部長黃鎮東兼任，其間擔任重要職位的人是

江波。江波從 1949 年接收上海招商局開始，其後作為遠洋總公司的副總經

理，又分管招商局的事務。1983 年到招商局任董事副總經理，1985 年任招商

局集團董事總經理；1993 年任常務副董事長，至 1996 年退下來，這十二年

間“正是招商局趁中國改革之東風，大發展的時期＂。99 

    1996 年 4 月，時任交通部副部長的劉松金，正式兼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

長，接替之前的江波。當時招商局的產業重心正逐漸偏離香港，向內地轉移，

這個時候，還積累了一些包括內地和國際上的債務，這使得債務危機漸次顯

現。劉松金於 1998 年卸下副部長職務，赴香港專任招商局職務，1999 年至

2001 年 1 月任招商局董事長。劉松金上任之後的一系列舉措，被視為招商局

開始應對變化的開始。100 

2001 年開始，秦曉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那時，對於招商局是個艱難

的時候。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招商局也同樣身臨困境。到了進入新世

紀，雖然度過了流動性危機，但財務依然困難，產業分散，盈利能力不強，

債務總額較高，不良資產包袱沉重。＂據當時擔任招商局總裁的傅育寧回憶，

自從他與秦曉搭班子的那天起，就面對著一個共同的任務，如何使招商局這

個百年老店在二十一世紀創造另一次輝煌。招商局的整合和發展以“靜悄悄

的革命＂作為概括，並且具體劃分為三個階段：（一）2001 年至 2003 年，招

商局重整；（二）2004 年至 2006 年，招商局再造；（三）從 2007 年開始，啟

                                                        
98  〈改革運作第一人袁庚病逝〉，《明報》，2016 年 2 月 1 日。 
99  江波著：《江海波濤——情繫招商局》（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2008），〈前言〉，頁 1-2。 
100  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頁 36-38。 



77 

動另一個再造工程。101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傅育寧任招商局集團董

事長等職。現任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是高級經濟師李建紅。
102

 

    招商局集團成立之前，1950 年至 1985 年間，香港招商局的主管人員，其

構成較為簡單，大抵只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和副總經理，

一般不超過十人。（圖表八）進入招商局集團時代，董事長之下有總裁、副總

裁，總裁之下另有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總經濟師、總

裁助理。踏入二十一世紀，招商局再造的結果，首先是建立強勢的總部，其

架構也隨而有所變更。 

 

圖表八：香港招商局歷年主管人員（1950-1985 年） 

 

日  期 職 務 姓 名 備 註 

1950 年 9 月 董事長 

董事 

經理 

副經理 

于眉 

鄧寅冬、董華民、陳天

駿、湯傳篪 

湯傳篪 

陳天駿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後第一屆董

事會 

1952 年 代經理 

顧問 

周魯伯 

吳荻舟 

 

1957 年 9 月 董事長 

副董事長 

董事 

 

總經理 

副總經理 

于眉（交通部副部長）

吳英民 

湯傳篪、董華民、周魯

伯、吳荻舟、陳天駿 

于眉 

吳英民 

第二屆董事會 

1958 年 11 月 總經理 滕正相  

                                                        
101  《秦曉談：秦曉接受媒體採訪匯編（2001-2008）》（香港：招商局集團，2009），傅育寧：

〈序〉，頁 1-2。 
102  〈傅育寧〉，《招商局史研究》，網址：http://1872.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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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5 月 總經理 劉雲舟  

1966 年 12 月 代總經理 李覃圭  

1970 年 3 月 董事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張亞平 

李覃圭 

張亞平主持工作 

1972 年 11 月 董事長 

董事 

于眉（交通部副部長）

董華民、張公忱、張亞

平、郭玉駿、陳廣輪 

第三屆董事會 

1974 年 4 月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金石 

陳廣輪 

 

1978 年 10 月 董事長 

 

副董事長 

董事 

 

總經理 

副總經理 

曾生（交通部副部長、

部長） 

袁庚 

金石、郭玉駿、董華

民、李天柱、陳新豐、

林黙之 

金石 

郭玉駿、呂振翼 

第四屆董事會，袁

庚主持工作 

1981 年 5 月 董事長 

副董事長 

董事 

彭德清（交通部部長）

郭建、李清、袁庚 

董華民、金石、郭玉

駿、錢永昌、李天柱、

江波、周吉、高明 

第五屆董事會，袁

庚主持工作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金石 

郭玉駿、周吉、高明、

王栽興、呂振翼 

 

1983 年起，江波

任副總經理 

1985 年 11 月 董事長 

副董事長 

董事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錢永昌（交通部部長）

林祖乙、袁庚（常務）

江波、盧希齡、鄭仁

周、王栽興、郭宏勳、

張敬華、朱仲平、郝洪

波、熊秉權 

江波 

王栽興、郭宏勳、王世

第六屆董事會，袁

庚主持工作 

1987 年 5 月，增

選劉松金、王世楨

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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楨、袁武 

 
參考：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頁 450-451。 
 

第三節  招商局的體制和核心產業 

     

歷史上的招商局，其身份幾經變更，在清朝末年曾經是官督商辦企業，

在民國時期曾經是國營企業。1949 年以來的香港招商局，與中國內地部門的

隸屬關係，也經歷了不同的時期，1999 年以來，成為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

要骨幹企業共有三十九家，招商局是其中之一。（圖表九） 

 

圖表九：香港招商局隸屬關係變化表 

 

年 份 領 導 備 註 

1950 年 1 月 15 日 招商局（上海總公司） 香港招商局宣佈起義 

1951 年 2 月 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  

1952 年 1 月 華南區海運管理局  

1958 年 11 月 交通部遠洋運輸局  

1979 年 1 月 交通部 部委託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代管

1985 年 11 月 交通部 國務院批准招商局成立集團及新

的董事會，招商局升格為交通部

直屬一級企業 

1999 年 中央直接管理 屬國有重要骨幹企業 
 
參考：朱士秀主編《招商局史（現代部分）》，頁 449；王玉德、楊磊等著《再

造招商局》，頁 294-298。 
 

    由於內地一些政府招商引資的部門也選用了“招商局＂這個名稱，人們

容易把兩者混淆起來產生誤解。為此，招商局集團清楚指出：“招商局是一

家企業，而不是一個政府機構。＂一百多年來，招商局的具體名稱和體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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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次改變，但一直都保留了“招商局＂這個基本名稱，並且已經在內地和

香港註冊，受到法律保護。 

1993 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就向各省和自治區、直轄市編辦正

式發出一個函件，明確要求全國各地在審批行政機構和事業單位設置時，不

要使用“招商局＂這個名稱；此前已經使用的，亦應予以糾正。其後在 1997

年，中編辦的一份專函指出：“招商局＂是具有 120 多年歷史的“老字號＂，

屬國家名牌，在海內外享有良好的信譽，應十分珍惜和保護國家這份無形資

產。由此可見，有關當局是十分重視保護“招商局”這塊老字號“國家級品牌

＂的。103 

    與此同時，港口業務亦是招商局集團主要核心產業。除在香港投資港口

外，招商局還是深圳西部港口群的主要投資者，並在福建漳州投資良好的深

水港口。其發展目標，是成為中國內地和香港在港口產業領域中的主要經營

者。104 

總部主要有兩大基本功能：首先，是要能根據市場和自身的變化，及時

確定新的戰略和具備實施戰略；其次，是要在內部資源配置和內部交易協調

方面都具有功能。總部要負起全面配置資源的責任，而子公司則要在總部給

定資源的條件下運用其資源。換言之，總部與子公司的關係：總部是戰略性

決策中心和投資中心，子公司是經營性決策中心和利潤中心（或成本中心）。 

在香港中資企業中，招商局較早進行探索現代企業集團管理，1994 年已

開始研究各國及香港地區的跨國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管理模式，1995 年出版

了《現代企業集團管理模式和構架》。至 1999 年，根據中央關於“政企脫鉤”

                                                        
103  邱樹榮：〈招商局與香港港口的發展〉，《招商局史研究》，網址：http://1872.cmhk.com/ 
104  《我說招商局》，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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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招商局正式與交通部脫鉤，由常務副董事長劉松金就任董事長；翌

年 4 月，海洋工程力學博士傅育甯出任總裁。接著，招商局聘請國際知名諮

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進行研究，麥肯錫提出招商局應通過資產

重組，確立交通基建、金融、地產、物產四大核心產業等建議。
105 

在 2001 年至 2003 年的大重組中，招商局基本上以“核心＂與“非核心

＂為區分標準，確立了交通基建、金融、地產、物流四大核心產業；其後物

流被包含在交通運輸類中，並未單獨成為主業。航運是招商局的傳統產業，

當時只列入交通運輸類之中，不過，在 2003 年，招商輪船已發展成為中國

大的遠洋石油運輸船隊，因而重新定位為核心產業。 

截至 2004 年底，招商局在十七個省市（包括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

地）投資的高等級公路、隧道、橋樑，達 3975 公里，約佔全國高速公路總里

程十分之一；參與和投資的世界級的基建工程，有江陰長江大橋、香港西區

海底隧道、香港新機場貨運處理中心等。集團旗下的華建交通經濟開發中心，

受國家交通部和財政部委託，管理中央投資交通基礎設施形成的經營性資

產，以及相應的各項權益。 

招商局旗下核心產業的主要業務量，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裡頭，以

2003 年及 2006 年作出指標對比，港口業務方面，三年增幅達到 300%以上；

金融增幅為 80%；房地產增幅為 152%；物流增幅為 235%。能源運輸方面，

訂造新船包括：5 艘共 90 萬載重噸大型遠洋油輪及 5 艘 LNG 船舶。（圖表十） 

 

 

                                                        
105  郭國燦、劉海燕著：《香港中資財團（增訂版）》下冊，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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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十：招商局主要業務量指標對比（2003 年及 2006 年） 

主要業務 項目 2003 年 2006 年 三年增幅

港口業務 

集裝箱吞吐量 995 萬 TEU 4,024 萬 TEU 304% 

散雜貨吞吐量 3,085 萬噸 14,931 萬噸 384% 

港口泊位數 53 個 220 個 315% 

金融 
招行自營 

貸款餘額 
3,074 億元 5,522 億元 80% 

房地產 土地儲備 150 萬平方米 378 萬平方米 152% 

物流 
公路運輸 

周轉量 
3.6 萬噸公里 12.27 億噸公里 235% 

能源運輸 訂造新船 
5 艘共 90 萬載重噸大型遠洋油輪及 5 艘 LNG

船舶 

參考：招商局：〈靜悄悄的革命〉，中聯辦經濟部編：《回歸十年來的香港經濟

與香港中資企業》；郭國燦、劉海燕著：《香港中資財團（增訂版）》下冊，頁

426。 

航運業作為招商局的傳統產業，現時招商局在香港擁有逾五百萬噸大型

油輪和散貨商船隊，還連同其他夥伴，組建了中國第一支 LNG（液化天然氣）

運輸船隊。招商局現已是二十餘家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地區的物流服務商，

在這方面有出色表現。在世界品牌實驗室（WBL）主持的“中國 500 具價

值品牌＂評選中，“招商局物流＂品牌經常名列前茅。 

至於在銀行、證券、基金及基金管理、保險及保險經紀等多個金融業務

領域中，招商局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在中國新興的商業銀行中，招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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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地位，國內採用國際會計標準上市的公司，以招商銀行為 早，並

且屢獲殊榮，是業界的一個著名品牌。地產開發方面，除了在全國多個城市

的大量土地儲備之外，有豐富經驗和發展實力。於蛇口工業區和漳州開發區

等處，作多元性的通盤服務。 

另外，又投資參與不同領域，包括工業、貿易、科技產業等。建設中的

深圳孖洲島大型修船基地，達到世界一流水準。還應指出： 

中集集團是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製造商，旗下企業生產的“海虹＂

牌油漆在全國船用漆、道路漆等特種漆市場中份額第一，在中國交通

產品貿易領域內有成熟的市場網路，高科技風險投資領域方面也走在

了全國的前列。106  

2017 年，在慶祝招商局創立一百四十五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

際，招商局集團和屬下企業也正在為香港尋找更大的商機。 

隨著業務的增加，招商局集團總部也相應擴大。董事長之下，有副董事

長、總經理，然後是副董事長；接著有總會計師和五位副總經理，其下是兩

位總經理助理和一位總法律顧問。現有十二個部門，分為職能和產業兩組： 

（一）職能部門──分別是辦公廳、人力資源部、財務部、戰略發展部 / 

安全監督管理部、資本運營部、監察部、風險管理部，共有七個。 

（二）產業部門──分別為基礎設施與裝備製造部 / 海外業務部、金融

事業部、區域發展部、綜合物流事業部、健康產業事業部，共有五個。 

集團總部下設資訊中心、招商創研院和審計中心等共用中心，集團旗下

共有十九家二級公司，其中香港六家、內地十三家。107截至 2016 年底，集團

                                                        
106  〈集團簡介〉，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107  2018 年，招商局集團主要下屬企業（各二級公司），香港有：1.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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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屬企業在崗職工總數約為十一萬五千餘人；集團人才資源總量為七萬八

千人，這指按國資委統計口徑的經營管理人才（佔 33%）、專業技術人才（佔

26%）和技能人才（佔 41%）。108 

                                                                                                                                                        
司（招商局港口）；2. 招商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招商金融）；3. 招商局能源運輸有限公司

（招商輪船）；4. 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招商工業）；5. 招商局海通貿易有限公司（招

商海通）；6. 招商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內地有：1. 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蛇口）；2.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中外運長航）；3. 招商局公路網路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公路）；4. 招商局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招商物流）；5. 招商局漳州開發區有

限公司（招商漳州）；6. 招商局重慶交通科研設計院有限公司（招商交科院）；7. 招商局資

本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招商資本）；8. 招商局創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創投）；9. 博時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時基金）；10. 招商局仁和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招商仁和保

險）；11. 招商局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融資租賃）；12. 招商局集團財務公司（集團財務公司）；

13. 深圳市招商平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平安資產）。 
108  〈集團總部架構〉，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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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半世紀回顧和新時期展望 

 

招商局成立至今 146 年的歷程，是迂迴曲折的，以 1949 年為分水嶺，可

大略分為清末民國時期及共和國時期。香港招商局的重要性，主要是從海員

起義開始的，其後又以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為契機，迅速發展起來。不但保

住了“招商局＂這個品牌，還在改革開放潮流中脫穎而出；1985 年組成的招

商局集團，更擴大成為中國重要企業之一。踏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集團續有

發展，成就了今日的面貌。 

 香港招商局不但在招商局發展史上有特殊地位，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

壯舉中且擔當了重要角色。回顧 1949 年以來半個世紀的歷史，可以作為大小

企業的借鏡；展望未來，亦有助今後參考。香港在“一帶一路”經貿發展趨

勢中的位置，從中亦可見一斑。本章作為全文的結論，旨在闡述香港於招商

局發展歷程中的三個課題：一是香港招商局起義的重要性和影響，二是香港

招商局的作用和地位，三是招商局集團的角色和未來發展。總結過去的經驗，

突顯招商局一貫以來的精神。 

 

第一節  香港招商局起義的歷史評價 

 

香港招商局起義，在解放戰爭中醞釀，在新中國建立不久後舉行，其間

經歷層層障礙、種種困難，終於達到成功，在歷史瞬間締造了一次劃時代事

件。中國近代海員參與的工運，1920 年代先後有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

工。1922 年 1 月 12 日，香港海員因要求英國資本家加薪遭拒絕，舉行罷工，

至月底有三萬餘人參加。3 月間，全港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參加人數增至

十萬餘人。罷工工人徒步回廣州，行至九龍沙田時，英國軍警開槍射殺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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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萬人受傷，“沙田慘案”迫使港英當局接受工人的要求。1925 年 6 月 19

日，香港工人大罷工，支持“五卅運動”（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開除工人引

起罷工，日警開槍打死、打傷工人引發全國性反帝愛國運動），人數達二十餘

萬人。21 日，廣州沙面租界的中國工人罷工。23 日，省港工人及農民、學生

遊行示威，遭英、法軍警開槍射擊，造成“沙基慘案”。廣州國民政府宣佈

與英國經濟絕交，並封鎖出海口。香港頓時陷於癱瘓狀態，罷工堅持至 1926

年 10 月才結束。招商局海員起義是另一次世人矚目事件，對招商局何去何從

尤有決定性意義和巨大影響。這樣的一次起義對於支持新生政權，具有重要

的政治作用。 

香港招商局起義，同時為新中國港航事業尤其是華南地區的運輸奠下了

穩固的根基。起義的十三艘船舶，連同“海遼＂輪，超過三萬載重噸，在新

中國建立初期是一支很重要的水上運輸力量。七百多名起義的招商局船員，

亦多成為新中國航運事業的技術骨幹，1963 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成立時，有

大批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加入，為新時代的航運事業的開展，其貢獻是很可觀

的。 

香港招商局起義，也改變了招商局自身的歷史進程，招商局從此進入了

一個嶄新的階段，自 1951 年 2 月起，開始了招商局總部在香港的發展階段，

並為其後壯大的招商局集團奠下根基。論者強調，起義“維護與捍衛了新中

國的尊嚴和利益”，在招商局內外造成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109  

香港招商局起義的事蹟，一直受到人民的緬懷。1979 年 11 月 9 日，中

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常委會委員長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

                                                        
109  湯照連主編《招商局與中國近現代化》，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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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1986 年），為紀念香港招商局起義三十年題詞：“繼續發揚愛國主義

精神，為統一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而奮鬥！＂全國政協副主席

宋任窮（1909-2005 年）在 1985 年 7 月為紀念招商局海員起義三十五周年題

詞：“駕船歸來一片丹心，愛我中華光耀後人。＂110香港招商局起義所煥發

的愛國主義精神，已經成為招商局後人的文化財產和動力泉源。 

總括而言，探討招商局的前世今生以及香港招商局起義的歷史地位和作

用，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研究招商局的歷史沿革、主要事件、產業發展，以

及香港招商局起義的背景、經過，對於我們瞭解招商局歷史及其與中國近代

史和現代史的密切聯繫，同樣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節 香港招商局的地位和重要性 

 

招商局不但是晚清以來中國民族工商企業的早期成果，而且成為推動社

會經濟進展的先驅力量；以前在歷史上是如此，現時在全球化環境下仍然發

揮巨大和廣泛的影響。論者強調，招商局史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歷史。第

一，招商局史是中國近現代史不可忽視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招商局

史是一部難得的完整的中國民族企業發展史；第三，招商局歷史內涵廣泛，

有著廣闊的研究領域和探討空間；第四，招商局留存下來的豐富的歷史材料，

為招商局史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11 

 加強招商局歷史的研究，將對社會發展和企業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和發

揮應有的作用：（一）必將豐富、繁榮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研究；（二）必將

加深對中國民族企業歷史特徵的認識，推動中國特色企業理論的完善；（三）

                                                        
110  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111  秦曉：〈招商局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易惠莉、胡政主編：《招商局與近代中國研究》，

頁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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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將對保護百年老店的歷史品牌，充實招商局企業文化產生積極的影響。論

者同時指出，要以歷史的、科學的態度，結合各方面的力量，展開對招商局

的歷史研究。首先要以歷史的、科學的態度看待招商局史，其次是要發揮各

自優勢，開展多層次的研究；再者，是適當集中引導研究方向，以奠定深入

討論的基礎，填補歷史著述的空白。“對歷史財富的挖掘一直是推動社會進

步重要動力。相信我們對招商局歷史的深入研究，也必將為推動社會進步和

推動招商局企業自身的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112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而宣告結束，連

帶百多年來，洋務運動一直被視為“枝枝葉葉的改革＂而受到批評，招商局

是少數碩果僅存的事業，時至今日，我們應該以其間具體的案例為考察對象，

對洋務運動進行客觀的評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企業何嘗不是這樣？

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得見其成的。所以通過研究招商局史，以小見大，對於

洋務運動時期的一些建設，是可以藉此令人改觀的。 

 介紹和研究招商局的書籍為數不少，但仍未夠全面，未臻完善，以主要

城市、地區為對象，招商局與上海、重慶、深圳以至臺灣，都有專書探討；

招商局與香港以及招商局在香港的眾多業務，至今仍缺乏專深的論述。經濟

學家、曾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的秦曉，在一篇專文中指出： 

“研究招商局的歷史，要將其置於特定的歷史條件下，去評述、

分析其歷史事件、歷史人物、歷史作用＂。 

秦曉又說： 

“研究招商局的歷史不僅具有企業價值，也具有社會價值。…既

                                                        
112  同上，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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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對歷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也可以是對現實的啟迪升華＂。113  

本文從歷史研究入手，主要闡明香港招商局由海員起義至二十世紀結束

前的變化和進展；填補了有關史實的一些空白，或有可供今後參考之處。至

於金融、保險等方面，只限於概括性的評論，不過有關的營運經驗，其實都

是十分珍貴的。 

 香港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優越，陸向和海向經濟腹地廣闊，是香港在

近現代得以發展，並且成為國際商港和亞太地區航運樞紐的重要因素。再者，

香港的航運自始就與貿易結下不解之緣，貿易促進航運，航運反過來又推動

了貿易。貿易與航運兩方面，都對香港經濟的發展起著先導作用。香港的商

品，絕大部分是通過水路運輸來實現的。今日的香港，是世界 大的獨立船

東總部，也是亞太地區國際航運財團船舶管理及行政中心。114 

 論者分析香港航運業的基本特點，指出香港的航運環境是 開放和自由

的，船隊以整個世界為主要活動舞臺，因此香港的航運業可以很快捷地順應

國際市場的變化，從而能夠及時捕捉到有利的商機。不過在另一方面，又不

可避免地容易受到世界航運市場的影響，經營頗為艱難，而且風險很大，會

出現起伏的巨大差異。香港曾經是世界 大的集裝箱港，碼頭作業效率之高

在同行中稱冠，大力推進港口的現代化和機械化，在港口場地窄小的情況下，

因地制宜，並採用中流作業（Mid stream）來彌補碼頭裝卸能力的不足。駁

船在水上進行過駁作業，是本地港口作業的一大特色，即用本身有動力的躉

船或拖船靠泊於貨船旁邊進行裝卸作業，並轉運至岸上或接裝至受載船舶

上，貨船並不需要靠泊於專用碼頭。駁船業在世界許多先進國家已被逐漸淘

                                                        
113  同上，頁 36。 
114  《當代香港航運》（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6），頁 1-2。 



90 

汰，但本地港口的駁船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發揮相當大的功能，駁船有時

還可以作為水上臨時貨倉。115 香港一直保持華南水鄉的特色和優點，今後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肯定大派用場。 

 

第三節 招商局集團的角色和未來機遇 

     

    現時香港是招商局集團總部所在，該集團的業務除香港外，還分佈於中

國內地多個城市，以及東南亞地區等。回顧歷史，招商局與香港的緣分，從

1873 年招商局正式創辦後不久便開始，此後香港一直是招商局業務的主要基

地之一。在正式開局後第三天，即 1873 年 1 月 19 日，就派“伊敦＂輪由上

海裝貨首航香港，同年 5 月在香港設立分局，這足以顯示，香港在招商局早

期開創者眼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招商局自始即與香港結下密切關係，絕對

不是歷史的偶然。 

    1932 年，招商局被南京國民政府收歸國營，更名為國營招商局，同時對

下屬分支機構進行了調整，香港分局得以保留，並且成為招商局新的十八個

分局中 為重要的幾個分局之一。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招商

局約佔全國船舶噸位的四成，是中國 大的航運企業，香港分局是招商局

為重要的七個一等分公司之一。 

    1951 年 2 月 1 日起，香港分局一直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公司的名稱，自

此香港在事實上成為招商局總部的所在地，開始了主要以香港為中心的一個

新的發展歷程。招商局在香港重新崛起，再次開創了招商局的一個輝煌時代。

現時，香港地區眾多業務在招商局集團總體業務中，佔有重要地位，招商局

                                                        
115  同上，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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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與香港的經濟、社會已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16現任招商局集團董事

長李建紅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同

樣是一個大時代，大轉型、大變革時代。”117論者指出： 

大珠三角是中國集裝箱運輸最發達的地區，目前已形成以香港國際

航運中心為龍頭，深圳港為集裝箱幹線港，廣州等港為集裝箱支線港，

珠江三角洲其他港口為餵給港的集裝箱運輸格局。因此，珠江三角洲是

招商局港口發展的重心所在，深圳港是招商局的基礎港和母港。
118 

招商局的前景是令人樂觀和鼓舞的。目前，招商局集團總資產已經超過 7

萬億元，2017 年前九個月的收入近 4 千億、利潤近 900 億，全年收入有望突

破 5000 億、利潤有望突破 1200 億元，各項主要財務指標均可保持兩位數的

增長。招商局從 2003 年開始設立“公司日”，即 10 月份第二個星期一，2017

年特別確定為“傳承與開拓”為該年度的主題，就是希望傳承百年積澱，開

拓嶄新篇章。作為碩果僅存的百年民族工商企業，招商局自 1872 年創立以

來，初具規模到大力拓展，由茁壯成長到多元並進，歷久彌新、生機盎然，

“招商夢＂正漸行漸近。正如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在 2017 年 10 月 9 日

“公司日＂演講時所言： 

     

招商夢，夢有根。招商夢之根在於招商局精神、招商局文化。在

145 年不平凡的歷程中，招商局始終秉承“招商血脈＂，注入“蛇口

基因＂，堅持“誠信經營、穩健發展、改革創新、合作共贏＂的經營

理念，…… 

                                                        
116  《我看招商局》，頁 121-125。 
117  李建紅：〈傳承袁庚精神推動世界一流企業建設〉，招商局集團網站：

http://www.cmhk.com/ 
118  郭國燦、劉海燕著：《香港中資財團（增訂版）》下冊，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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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夢，夢漸近。招商局將通過不懈努力，開拓創新，把使命和

責任扛在肩上，……堅持戰略引領、推動轉型升級、探索市場機制、

加強資源整合、融入“一帶一路＂、強化產融結合，各項事業穩步前

行，“百千萬億工程＂深入推進。 

     

招商夢，夢在行。這是一條由 20 萬招商人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

開闢的改革創新發展之路。這條道路也許蜿蜒曲折，也許高低不平，

但招商局依然執著前行。集團近年來的發展實踐已經證明，招商局確

定的發展方向是符合時代趨勢的，目標是科學合理的，舉措是務實有

力的。只要路走對了，目標就不再遙遠。只要堅持，夢想一定能夠實

現。 

“招商夢”並非空想，而是本著歷史經驗、基於現實條件的規劃和理念，

這就是“夢有根”。在不斷努力和創新之下，“夢漸近”；朝著正確的方向

邁進，夢想就能實現。招商局的理念包括五項：（一）是以“與祖國共命運，

同時代共發展”作為核心價值觀；（二）理念——崇商、創新、均衡、共贏；

（三）精神——愛國、自強、開拓、誠信；（四）使命——以商業成功推動時

代進步；（五）願景——致力於建設招商局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具備國際競爭

力。119 

招商夢也就是中國夢，2013 年啟動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簡稱 OBOR；或譯作 Belt and Road）策略計劃，已成為一幅未來發展的藍圖，

將會把中國夢傳到海外。百多年來，以航運業為主軸的招商局，在今後的日

                                                        
119  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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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以載著中國夢漂洋過海，抵達世界大小角落，促進中外經貿和文化交

流。其後中國公佈相關的檔，宣佈從此正式推動和進行。對於招商局和香港，

這都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招商局是國家此一戰略的重要參與者和推

動者，在全球十九個地區和國家，集團轄下的港口多達五十個，大都位於絲

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路沿綫國家和地區的重要地點及位置。120 

今日的蛇口已經成為中國自貿實驗區的組成部分，2015 年底重組上市後

的招商蛇口，確立了“前港──中區──後城”的發展模式，正在持續推動

全國近四十個城市的升級；這一模式，亦正在複製到招商局在“一帶一路”

沿線上的相關項目。2013 年，招商局港口董事局副主席胡建華指出：“招商

局是從 2007 年就開始佈局海外港口。我們在斯里蘭卡、吉布提、多哥、尼日

利亞等國家投資運營了碼頭，到目前為止已進入了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 51 個

港口。”
121 

 

    2017 年 9 月 18 日，在“香港發展：新動力、新前景研討會＂上，招商

局集團副總經理王宏表示，集團今後將繼續促進有關方面的活動和合作，發

揮 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優勢的過程中，尋求發展機會。他強調，香港可從三

個方面獲得較大的發展潛力： 

    首先，是促進市場的多元化發展。香港市場相對有限，參與中外交流活

動和促進臨近地區互相合作，有利於發展業務及擴大營商市場。 

    其次，能夠有效延伸產業鏈。香港向來以中小企業居多，且多專注於單

一領域或產業鏈的單一環節，與內地企業互相配合和發揮所長，可以完善產

                                                        
120  〈集團簡介〉，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121  徐菁菁：〈百年招商局：一個企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三聯生活週刊》，2017 年第

52 期，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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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價值鏈。 

    再者，香港將可破解制約發展的瓶頸。香港地價、房價高，人工成本、

企業營運成本高，參與上述兩大項目建設，可拓寬生產、生活空間，從而降

低成本，提升競爭力。122 

 在中國的長期經濟規劃中，香港有很大的發展機遇，招商局集團的角色

和地位，肯定是十分重要的。“百年招商，遵道崇商，行穩致遠，共圓夢想。

＂這是招商局集團在 2017 年提出的標語。123 2018 年《財富》世界 500 強榜

單公佈，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以 2,701 億人民幣（不含招商銀行）的營業收

入，首次申報並入圍世界五百強，位列第 280 名，以 146 年歷史創本次上榜

中國企業年齡之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兼招商銀行董事長李建紅強調要做好

三件事：戰略引領、人才強企、風險管控，近幾年來招商局的快速發展，與

這三件事密不可分。124回顧近代以來的歷程，尤其是 1949 年至今的發展，航

向全球化新時代的理念會更為清晰，邁向未來的步伐亦必更為堅定。

                                                        
122  〈港可建“一帶一路”國際版〉，《文匯報》，2017 年 9 月 19 日。 
123  〈寫給 145 周年〉，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124 〈執掌兩家世界 500 強企業的董事長 看重這三件事〉，招商局集團網站：

http://www.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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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招商局集團的業務架構（2018 年） 

 
 
 
 
 
 
 
 
 
 
 
 
 
 
 
 
 
 
 
 
 
 
 
 
 
 
 
 
 
 
 
 
 
 
 
 
 
 
 
 
 

參考：招商局集團網站：http://www.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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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海通有限公司 

招商局重慶交通科研設計院有限公司 

招商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局創新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招商局仁和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平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團財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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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招商局集團歷任董事長（1985-2018 年） 

姓  名 職         歷 

錢永昌 1933 年生，上海人。畢業於大連海運學院航海駕駛系，曾任

上海遠洋運輸公司總經理、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總經理。 

1982 年，任交通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1984 年 4 月至

1990 年，任交通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

央委員。 

1985 年至 1990 年 3 月，兼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 

黃鎮東 1941 年生，江蘇人。畢業於江蘇省南京航務工程專科學校數

學物理專業，後在上海海運學院研習水運經濟。教授級高級

工程師，曾任秦皇島港務管理局局長、交通部副部長。1988

年，任國家交通投資公司總經理（副部級）、黨委書記。1991

年至 2002 年，任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第十四、十五、

十六屆中央委員。1990 年至 1999 年 8 月，兼任招商局集團董

事長。 

劉松金 1935 年生，山東人。畢業於大連海運學院遠洋運輸輪機專業。

高級經濟師，曾任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總經理。1991 年，出

任交通部副部長。1994 年 6 月起，兼任招商局集團副董事長、

常務副董事長。1998 年到香港，專職招商局集團常務副董事

長工作。1998 年 8 月至 2001 年 1 月，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

秦  曉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

企業協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導師。歷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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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副董事長、中信實業銀行董事

長、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諮詢理事會中

國委員、主席，曾發表多篇有關經濟學和管理學方面論文，

並出版有、中英文專著。2001 年 1 月就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

至 2010 年。 

傅育寧 1957 年生，英國布諾爾大學海洋工程學博士。歷任深圳赤灣

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香

港友聯銀行有限公司主席，曾任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

裁、總裁等職務。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招商局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建紅 1956 年生，英國東倫敦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吉林大學經濟管

理業碩士。高級經濟師，曾任中遠工業公司總經理、中國遠

洋運輸（集團）總公司副總裁等職。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董事。現任招商局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 

   
參考：胡政主編：《招商局畫史》，頁 270-273，303。王玉德、鄭清、付玉著

《 招 商 局 與 中 國 金 融 業 》， 頁 266-269 。 招 商 局 集 團 網 站 ：

http://www.cmhk.com/。招商局史研究網：http://1872.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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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招商局與香港大事年表（1872-2018 年） 

年   份 事        項 

1872 年 

（同治十一年） 

·12 月 26 日，輪船招商公局成立。 

1873 年 

（同治十二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南永安街正式對外開局營業。 

·1 月 19 日，從英國購置的“伊敦＂（Aden）號貨輪（載

重 507 噸）由上海裝貨首航香港，打通了中國沿海南

北航線。 

·5 月，更名為輪船招商總局。 

·6 月，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招商局總辦。 

·8 月初，“伊敦＂輪首航日本神戶、長崎，是中國商輪

首航國際航線。 

·8 月 7 日，遷上海三馬路新址。 

·本年，在天津、漢口、長崎、香港等地設十九個分局。

1885 年 

（光緒十一年） 

·夏，盛宣懷頒布《用人章程》、《理財章程》各十條，招

商局正式確立官督商辦體制。 

1912 年 

（民國元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出任臨時大總

統。  

·3 月 31 日，改稱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進入完全商辦時

期。 

1926 年 

（民國十五年） 

·本年，改稱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 

1927 年 

（民國十六年） 

·11 月，國民政府交通部在招商局設立監督辦公處。 

1928 年  ·1 月，交通部監督辦公處命招商局全體董事停職，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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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 設立總管理處。 

1930 年 

（民國十九年） 

·10 月 28 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將招商局收歸國營。

1932 年 

（民國二十一年） 

·11 月 11 日，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 

1937 年 

（民國二十六年） 

·7 月初，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招商局擁有大小船隻 84 艘，

計 86,381 總噸；其中江海大輪 29 艘，69,635 總噸。

·7 月 7 日，蘆溝橋事件爆發，抗日戰爭開始。國民政府

軍政部、海軍司令部徵用招商局船隻沉於港口要塞，

阻擋和延緩日軍進攻。 

1945 年 

（民國三十四年） 

·9—10 月，抗日戰爭結束後，招商局回復江海各埠分局

辦事處。 

·10 月 23 日，招商局總局正式遷回上海。 

1947 年 

（民國三十六年） 

·本年，招商局擁有船舶 246 艘，載重 25.7 萬噸，佔全國

船舶總噸位約 40%，是當時中國 大的航運企業。 

1948 年 

（民國三十七年） 

·6 月，招商局擁有大小船舶 469 艘，計 40.9 萬總噸，是

招商局成立以來船舶擁有量的 高點。 

·10 月，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12 月，招商局產業部奉命派人赴臺灣，籌備遷臺事宜。

1949 年 

（民國三十八年） 

·3 月 26 日，國民黨當局對招商局全面實行軍管。 

·4 月 13‐15 日，“中 102＂艇配合國民黨傘兵三團由上海

開往青島起義，成功抵達解放區。 

·4 月 30 日，招商局董事會決定在臺灣成立總管理處。 

·6 月 5 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

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 

·9 月 19 日，招商局“海遼＂輪從香港赴汕頭應差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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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長方枕流率領下宣告起義，駛回解放區大連。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 年 ·1 月 15 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十三艘海輪的

船員合計五百餘人正式宣告起義。 

·9 月 2 日，交通部頒發證明書給香港招商局，確認該公

司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下屬企業。 

·11 月 1 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委託廣州分公司暫管歸國

海輪。 

1951 年 ·2 月 1 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

司，香港招商局歸其領導。 

·2 月 14 日，香港招商局致函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

限公司原名，以杜絕糾紛。 

·3 月 15 日，香港招商局獲復函，對保留原名一事表示同

意。 

1952 年 ·1 月 1 日，招商局劃歸交通部華南區海運管理局領導。

1956 年 ·本年，招商局恢復業務。 

1958 年 ·11 月 28 日，交通部決定將招商局劃歸遠洋運輸局直接

領導。 

1962 年 ·本年，內地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開始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1965 年 ·6 月 14 日，成立友聯船廠。 

1966 年 ·12 月，招商局在港島幹諾道西 15 號的原四層高辦公樓，

改建為十四層高的招商局大廈竣工。 

1969 年 ·截至本年年底，中國遠洋船隊擁有船舶七十艘，載重七

十七萬噸，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招商局利用中國銀行在

香港、澳門吸存的外匯貸款所購買。 

1970 年 ·本年至 1977 年，招商局受託在香港共買 306 艘，計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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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載重噸，對發展中國遠洋船隊作出了貢獻。 

1972 年 ·本年，海通公司成立。 

·香港招商局購進二手船 95 艘，119.8 萬載重噸，創造了

貸款買船的新紀錄。 

1978 年 ·6 月，交通部部長葉飛派部外事局負責人袁庚到香港檢

查招商局工作。 

·8 月 8 日，中共交通部黨組聽取袁庚的匯報，並對充分

利用招商局一事進行研究。 

·10 月 9 日，中共交通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關

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提出二十四字經

營方針：“立足港澳，背靠內地，面向海外，多種經

營，買賣結合，工商結合”，請求擴大招商局的經營

自主權。 

·10 月 12 日，中央批准交通部請示。 

·10 月，袁庚以招商局副董事長身份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

作。 

·11 月，招商局購入香港中區幹諾道中一幢二十四層的商

業大廈，作為辦公場所。 

1979 年 ·1 月 31 日，副總理李先念，穀牧接見交通部副部長彭德

清、袁庚，批准交通部、廣東省革委會聯名的《關於

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 

·7 月，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正式破土動工。 

·冬，紀念香港招商局起義，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國

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等題詞。 

·由 1949 年至本年，零星地添置了一些拖輪和鐵駁船。 

1980 年 ·2 月 8 日，中共交通部黨組規定招商局的經營方針加上

“以航運為中心＂，成為三十字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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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在船務部的基礎上成立香港明華船務有限公司，

經營船東、船舶代理、貨物運輸等業務。這年招商局

擁有船舶 9 艘，共 244373 噸。 

1981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電訊稿，報導“蛇

口方式已引起人們廣泛注意＂；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外

語廣播，將“方式＂譯為 model（模式）。 

·本年，陸續購進船舶，各類船舶數量增至 16艘，共 409180

噸，迎來招商局航運業的復蘇期。 

1984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

主任鄧小平視察蛇口工業區。 

1985 年 ·1 月 12 日，國務院批准交通部《關於香港招商局集團董

事會調整的請示》，招商局集團正式成立，是交通部直

屬一級企業。 

1986 年 ·6 月 6 日，收購在香港上市的友聯銀行，是 早利用股

票市場收購香港上市公司的中資企業。 

·10 月 14 日，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註  冊。 

·12 月 18 日，招商局集團獲穀牧及國家旅遊局批准在北

京成立中國招商國際旅遊總公司。 

1987 年 ·4 月 8 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招商局發起創立招商

銀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企業投資創辦的股

份制商業銀行。 

1988 年 ·4 月 1 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招商局發起創立平安

保險公司。 

·8 月 28 日，招商局投資建成香港第一家全空調無柱式米

倉。 

1989 年 ·3 月，招商局與中國遠洋運輸公司開始合資興建蛇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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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碼頭，於 1991 年投入使用。 

1992 年 ·6 月，海虹集團在香港上市，開創種子企業在香港上市

的先例。海虹集團現為招商局國際。 

·本年，招商局創立一百二十周年。 

1993 年 ·9 月，招商局和其他股東與香港政府簽署投資香港西區

海底隧道協議，招商局股 13%。 

1997 年 ·4 月，由國務院領導批示，中央編委發文要求全國各部

門切實保護“招商局”企業名稱。 

·5 月 29 日，招商局海虹正式易名招商局國際。 

·7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12 月 29 日，招商局集團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

酒會，慶祝招商局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 

1998 年 ·5 月 16—17 日，招商局集團總部遷入信德中心招商局大

廈辦公。 

1999 年 ·本年，招商局由交通部直屬企業改為中央直接管理的三

十九家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之一。 

·截至本年，招商局擁有各類型輪船 101 艘。 

2000 年 ·3 月 25 日，招商局集團（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同日，

舉辦“紀念香港招商局起義五十周年座談會＂。 

·7 月，招商局聘請麥肯錫諮詢公司對集團進行全面企業

診斷的項目正式啟動。 

2001 年 ·本年，進行大規模的企業整合，地產、物流、科技、港

口等初步形成統一經營的格局。 

2002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的招商銀行於香港設立分行。 

·12 月 19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慶祝招商局成立

一百三十年酒會。 

2003 年 ·本年，招商局集團取得深圳前海灣的科技工業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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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的發展空間。 

2004 年 ·9 月 6 日，招商局歷史博物館在深圳開館。 

·12 月，招商局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本年，招商局史研究會成立。 

2007 年 ·本年，招商局創立一百三十五週年。 

·招商局集團展開“新的再造工程＂。 

2012 年 ·本年，招商局創立一百四十周年。 

2013 年 ·本年，中國啟動“一帶一路＂戰略計劃。 

2015 年 ·4 月，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

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路的願景與行

動》，宣告“一帶一路＂進入全面推進階段。 

2017 年 ·12 月 26 日，招商局集團發起、招商蛇口籌建的“蛇口

改革開放博物館”正式開館，是全國首個以改革開放為

主題的博物館。 

·本年，招商局創立一百四十五周年。 

2018 年  ·本年，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招商局致力發展成為具

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參考：王玉德、楊磊等著《再造招商局》，附錄三，頁 290-304。招商局

集 團 網 站 ： http://www.cmhk.com/ 招 商 局 研 究 史 網 ：

http://1872.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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