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通过地
方志记载一地自然和社会状况，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党的十八大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
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
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
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９日第五次全国
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李克强总理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
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读史当从
读志始，我们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
常重视利用地方志书，为各级干部读志用志树立了良好榜样。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承方式，地方志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中
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因为，志书中详细记载一地自然地理
和社会人文资料，与国家的建设、百姓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成为执
政兴国的一份特殊文化力量。读志鉴古知今，用志经世兴邦。领导干部读点志
书，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修养和文化素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已经明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共上海市委也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上海要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
者，搞好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需要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励精图
治，这对上海各级干部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了解地方经济人文
情况、怀有深厚乡土感情也是各级干部的基本素养，在干部教育知识体系中增
强地方历史内容，值得重视。
２０１３年政协上海市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多位委员联名提案“将读志用志纳

前
言
１

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此，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着手组织专家根据《上海通志》编写简明易用的干部读本。《上海通志》是上海
市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主体工程，全书 １０册、４６卷、１１００万字，全面系统地
记述上海市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了解上海、
认识上海的权威资料性文献。《上海通志干部读本》删繁就简，秉承地方志编纂
传统，存真求实，事以类从，融汇翔实资料，呈现上海历史发展进程，可谓一册在
手，上海概貌了然于胸。
希望《上海通志干部读本》有助于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希望全市广大干部通
过读志，加强对上海地情的了解，增进对这方水土的感情，承续上海城市历史文
脉，把上海建设得更加美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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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上海通志干部读本》（下简称“读本”）是《上海通志》（下简称“通志”）的简
编本。１９９４年，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并建立工作机构
上海通志总纂室，开展《上海通志》的编纂工作。次年，编纂工作启动，２００５ 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全志 ４６ 卷加大事记，共
１１００万字。通志的成功编纂，与县志、区志、专志，组成“一纲三目”的上海市新
编社会主义方志系列，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市开展方志编纂工作以来的重
要成果。这是上海第一部成书的通志，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首部省级通志。
在县志、区志、专志的基础上，通志第一次以单套书的形式，用资料全景式展示
上海６０００年前开始成陆到１９９５年各发展阶段的形态，较为全面地厘清了上海
的历史家当。全市１００多个市职能局、部、委、办和高校、社科机构的行家、专家
数百人参与了此项工作。为了让广大的干部和更多民众能更简便地了解上海，
熟悉更多的市情，让通志更好地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服务，２０１２
年７月我们开始在通志的基础上编辑读本。要求读本压缩通志的篇幅，同时保
持通志的基本体例，坚持述而不作，体例上划正，史料上齐整，篇幅上平衡，进一
步聚焦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城市特质。在此基础上，稿本以调整篇目、压
缩文字和改写、重写节目相混合的方法进行编辑。经５轮的编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完成读本全稿，全稿约７５万字。
在简编过程中，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调整通志的篇目

１．读本取消通志的卷，以章代之，章、节、目也相应降格。
２．取消大事记和综合经济管理、人物、方言、特记等４卷１记，有关内容归
入相关章节。归并政府（上）（下）、工业（上）（下）、交通运输（上）（下）、浦东开发
开放、开发区、文化艺术 （上）（下）等 １０ 卷。由此，读本篇目由通志 ４６ 卷 １ 记
（大事记）调整为３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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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调整有关章的顺序，把经济部类中的财税、金融、城建、水利、浦东开发开
放等章，提至工业、商业、农业、房地产等章之前。部分章内节的顺序也予以调整。
二、 压缩文字

读本文字压缩为７５万字，是通志的６．８％。删除通志所有卷的概述。通志
中的１８１３个表格保留 ３ 个。大量删简文字的主要载体节和目中的文字。同
时，读本尽可能保留所记事物、事件的起始，清末民初，抗战爆发前，日伪时期，
解放前夕，解放初，１９５６年，“文革”前后，改革开放前后，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重要阶
段的基本情况。以求历史节点不断线，资料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损害。
三、 改写、纠错、补充

为适应读本简约的要求，又能保持记述的连贯通畅，改写建置、自然环境、
工业、商业、农业、外贸、财税、金融、城建、文化艺术、宗教、方言等各章。改正通
志中记述错误或前后矛盾的地方。补应记而遗漏的内容。
四、 基本沿用通志的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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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１．记述的范围。１９２７年前以上海县地域为主，１９２７～１９５８年分别以上海
特别市、上海市为主，１９５８～１９９５年以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地域为主。各时期兼顾记
述１９９５年属于上海市的其他地区，称“上海地区”或“上海”。称“全市”，均指上海
特别市后各时期上海市的实际范围。上海开埠后至１９４３年存在的公共租界（包
含英、美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保留原来称呼。华界指上海县城厢和闸北地区。
２．记述内容的时限。上限不定，大多起记于事物、事件有考或历史文献能
确定的发端期。下限一般至１９９５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浦东开发开放等章延
伸至２０００年。
３．记述所称“解放前”、“解放后”，均以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为界。
４．所记述的地名、机构名称、币种、计量单位，一般按当时称谓。解放后不特
指明的币种均为人民币，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期间人民币币值均折算成新人民币币值。
５．所用解放后全市性统计资料，原则根据市统计局公布的材料。各部门所
用资料，根据部门统计的材料。读本中所用数据，过千的一般以“万”、“亿”为基
本单位，四舍五入。
读本一定存在不足和舛误，谨望读者谅解和批评。我们要特别感谢参与通
志编纂的全体同志，是他们的出色工作，奠定了读本编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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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处东经１２０度５２分至１２２度１６分，北纬３０度４２分至３１度４８
分，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
入海汇合处，江口有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
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黄浦江流贯全市。全市面积６３４０．５平方公里。
今上海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之地，后历有变化。唐后至１９５８年，今上
海地区大致分属３个行政区。一为吴淞江以南地区。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置
华亭县，出现上海地区第一个独立县级行政建置。元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 年 ）升
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辖有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
汇等７县和川沙厅。二为吴淞江以北地区。南宋嘉定十年 （１２１８ 年）十二月
初九设嘉定县，后又析出宝山县。三为长江口岛屿地区。唐武德年间长江口
出露沙洲，元至元十四年置崇明州，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年）改为崇明县。上海
县为上海市母体，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为上海镇，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 年）
立县。１９２７年设为上海特别市，１９３０ 年改称上海市。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
海解放。全市划分为２０个市区和 １０ 个郊区。１９５８ 年，江苏省上海、松江等
１０县划属上海市，基本奠定今上海市区域。 全市辖有 １０ 个市区和 １０ 个郊
县。１９９２年９月，设立浦东新区。１９９５年，全市辖有浦东新区和徐汇、长宁、
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黄浦、南市、卢湾、静安、宝山、闵行、嘉定等 １４ 个区，
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 ６ 个县。 自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 ）
至１９４３年，上海地区另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２ 个租界，行政和司法、经济活
动自成一体。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重要都市。在历史发展中，上海以港兴商，以
商兴市，至唐宋逐渐成为繁荣的港口。明清两代经济发达，“衣被天下”，为“江
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１９世纪中后期至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中国
外贸、金融、工业和文化中心。解放后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教
科文卫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确立“一个龙头、三个
中心”（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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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６０００年，上海先民以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为生，进
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劳动生产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公元前２５００年，进
入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
并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
公元前８世纪前后，人们创造出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被称作“!”的特有的
农耕方法，推广江南。手工业有制陶、酿酒，还发展产盐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海地区海岸线离开冈身向东推进。大批中原人口避乱
南迁，栖居地广人稀的上海地区，充当世族豪强的农奴性质的佃客、部曲。上海
陆氏等望门大族，富甲一地。西晋年间，佛教传入上海，至南朝蔚为大观，梁天
监年间建有菩提诸寺。
至８世纪，今上海地区大部分涨露成陆。唐开元元年（７１３年），为防海涌，
沿杭州湾北岸长１３０余里海岸线兴筑捍海长堤捍海塘。天宝十载 （７５１ 年）华
亭县立，上海地区始有第一个独立行政建置。
唐宋时期，农业仍以粮食生产为主。吴越时期，疏浚吴淞江及治理淀山湖
上下水道。沟渠相连，大批湖沼、苇地开垦成田。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宋代西
部圩田亩产稻谷达五六百斤。北宋年间，传入北方豆、麦，推动东部高亢斥卤地
带农业生产发展。渔业生产发明渔具“沪”，顺吴淞江入海口的“沪渎”是主要渔
业区，后“沪”又成上海别称。人口增加。华亭县初建，在册户 １．２８ 万户，南宋
末达２０万户。形成众多村落和草市、墟集。有江海之便的青龙镇、上海镇等，
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口岸。
青龙镇，唐天宝初设有镇将，唐大中年间有日本、新罗海船，宋代有江南、浙
江、福建等地海船进出贸易。政和三年 （１１１３ 年），镇有茶务、酒务、税务，称为
“小杭州”。
北宋熙宁年间，设有上海务。南宋景定五年（１２６４年），青龙镇市舶分司移
驻上海镇，专管航海贸易，“上海镇”之名始见于文献。至至元年间，“有市舶，有
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筈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
北一巨镇。终于二十九年立县，出现以“上海”命名的行政建制。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佛道兴盛，寺院众多。唐、五代，吴淞江以南地区有寺
院不下２０余处。唐龙华寺、重玄寺（今静安寺）等均为江南名刹。宋有崇福道
院等道观。元建清真寺。

宋元时期，沿海地区盐业盛极。南宋建炎年间，南起今金山、柘林，北至吴
淞江口沿海，东及崇明，设 ６ 个盐场及下属团、灶炼盐。盐产量从宋景定元年
（１２６０年）２５００万斤提高至元至正初年３０００万斤。宋末元初，植棉以及棉纺织
技术传入。棉花最早传入黄浦西岸乌泥泾一带。元元贞年间，乌泥泾人黄道婆
改革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习乡亲“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成美观实用的番布，
推动棉花生产和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发展，促进整个江南经济。
宋元时期，名士辈出。元代下沙翟霆发提举上海市舶，又领两浙运使，为一
代豪富。青龙镇任仁发精于治水，成一代杰出水利家。崇明朱清、嘉定张蠧创
海路漕运，掌漕运万户府。元末天下纷乱，赵孟"、陶宗仪、王逢、高克恭等文人
避难流寓上海。
明初，天下大定，明廷对苏松两府征以重赋，松江之重又居全国之最。明中
叶，地方官员力行改革，重赋官田多行折征银、布，并行均徭及均征加耗。乡民
农耕之余，纺纱织布充抵赋役。棉花种植向东、东北及东南高亢地带发展。明
后期，全地区农业生产东棉西稻。东部地区半数耕地种棉。西部地区种水稻，
有２０多个籼、粳、糯稻品种，最高亩产达 ３石以上。经济作物种靛青、油菜、烟
草、黄草等。东部沿海一带，多赖下海捕鱼为生。西部地区河塘捕鱼，淡水养
殖。明中叶年产食盐约２０００万斤。
明中后期，手工棉纺织成为农家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万历年间，上海县
３０万人，有２０万人纺纱织布。纺织工具出现三锭纺车，工效提高。上海地区
年产棉布３０００万～３５００万匹，有“衣被天下”之称。品质精良，品种繁多，七宝
尖、龙华稀等更名闻天下。广销山陕、京师、湖广、云贵、闽广，高峰年间年输出
２５００万～３０００万匹，年贸易额白银５００万～６００万两。
明中叶后，市镇发展。从元末３０余处增至１１０余处，有大镇南翔、罗店、朱
泾、下沙、周浦、朱家角、张泾堰等。松江府城以及上海、嘉定等县城日益繁盛。
正德年间，松江府城城郭内外有坊巷２３０余条，谷阳门外秀野桥一带商贾辐辏。
明永乐年间黄浦江形成，为上海县发展创造条件，为上海成东方大港奠定基础。
上海县治所濒浦一带渐成良港。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为防倭寇筑县城墙。
明末，上海县城号称“小苏州”。
明中叶，乡绅富户竞相建筑宅第私园，建上海县豫园、嘉定县龚氏园等名
园。文化艺术科技日益繁盛，开风气，影响深远。陆深著《俨山集》，陆楫著《古
今说海》，文声名重一时。王圻竭修《续文献通考》，辑《三才图会》。董其昌书成
大家，创文人画南宗说。徐光启开中西文化交流一代新风，译著《几何原本》，著
《农政全书》。沂源、仰高、启蒙等书院创办。露香园顾绣、嘉定竹刻等代表江南
最高手工艺成就。
清前期，除粮食生产外，植棉与手工棉纺织、沙船业成为支柱产业。棉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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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５１％，年产皮棉约８０００万斤。朱泾、吕巷、七宝、黄渡等地成为家庭手工棉
纺织品集中产地。清中叶，上海地区年产棉布 ４５００ 万 ～５０００ 万匹，高峰年间
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３５００万～４０００万匹，年贸易额白银７００万～８００万两。
紫花布等输出西方各国，被称作“南京布”。
１７世纪末，清廷在上海县设江海关，列为东南沿海四关之一。辖松、苏、
常、镇、淮、扬６府２４个分海口，以及太、通两州数百里海岸线。乾隆以后，上海
口岸成为全国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１８世纪中叶，上海港常年有０．３５万条北
洋沙船、近千条南洋海船进出。运出棉花、布、土产，运入闽广糖、海产、洋货。
每年从东北、山东等地运往上海豆麦杂粮 １０００万石以上。又列为全国与日本
进行洋铜贸易的两口岸之一，雍正初年每年运入日本铜１８０万斤。
清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苏松太兵备道署从苏州移驻上海县城，上海地位
提高，始处苏州、松江、太仓等地行政中心。
人口增加，市镇发展。清嘉庆末年，上海地区在册人口增至 ４１８万人。至
道光年间镇市增至３００余处，嘉庆、道光年间全地区２０％人口居县城和市镇。
文化艺术多方面发展。清初六画家之一吴历，融西洋画技于国画之中。嘉
定钱大昕为乾嘉学派一代宗师。陆锡熊参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敬业、蕊珠
等书院开办。乾嘉年间，乡间流行花鼓戏。西方文化艺术、宗教传播。康熙年
间，建有江南天主教主要活动地点七宝地区塘湾教堂。
至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上海道以及江南海关衙门设于上海县城，上海地区政
治、经济中心已完全从松江府城移至上海县城。上海县城商贾汇聚、贸易隆盛，
繁荣远胜其他城市。并于乾隆年间出现钱庄及其同业组织钱业公所。道光年
间，钱庄银票广泛用于商业交易中，银票往来、汇划成为商务往来的重要清算手
段。商业交易采用“九八豆规元”的虚银记账本位。徽州、山陕、宁绍、闽粤、关
山东等客商，在上海县城城厢内外建有２７个会馆公所。闽、广、辽、沈之货鳞萃
羽集。县城黄浦江沿岸，码头泊位遍布江岸。上海口岸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
持续发展，船只往来远及西洋。上海县城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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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 年，上海从滨海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特大
城市，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其发展可分为清道光二十年至 １９１１ 年的晚清与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的民国两个时期。
晚清时期，上海的发展分为３个阶段。一是开埠初期，即１９世纪四五十年

代。二是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三是２０世纪开头十多年。
晚清上海的发展与上海开埠、租界设立紧密相联。 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
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二十三年，根据 《虎门条
约》，上海又成为英商可通商、英人可长久居住之地。是年九月二十六日（１１月
８日），上海开埠。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上海土地章程》订立，规定英人租地方
法、租地范围、租地使用原则、租地市政管理原则，后被视为租界“根本法”。同
日英租界辟设。此后美国、法国根据《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取得与英国相
似的在上海的特权，相继辟设美租界、法租界。租界的设立使上海一地分为租
界和华界，割裂而治，对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
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依据《上海土地章程》，上海租界系中国政府租予洋人的居留地，华人不得
租赁居住，由此在上海一地形成华洋分居。 城市重心仍在县城。 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年），小刀会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县城内大批居民和难民逃入租界，租
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华洋杂居，促使上海城市结构变化。由此，一方面使得租
界人口激增，刺激租界房地产、商业等繁荣，使得中西接触，对于中西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产生市政管理、华洋纠纷以及犯罪、卫
生、房地产、征税等问题。租界事务空前增多，具有租界行政管理职能的工部局
应时而生，巡捕制度、纳税人会议制度和会审公廨制度相继建立，构成租界政
治、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
清军和小刀会之战，严重破坏了上海县城，繁华闹市化为废墟，人口从 ２０
多万人减至二三万人。上海城市重心移到租界。
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上海租界体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点逐渐凸显，
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其间，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军３次进攻上
海，战事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对上海地区产生不小影响，对上海县城和租界影
响不大。
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吴淞江两岸
的租界连为一体，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又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租界面
积逐步扩展，是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分别达３．３５万亩和０．２１万亩。
会审公廨的设置，对上海政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同治三年、八年，洋泾
浜北首理事衙门、会审公廨先后成立，后法租界也效法。这一制度的确立，使租
界当局对华人有了司法审判权，使得租界更像“国中之国”。英、美领事夺取中
国人在租界的司法权，是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是近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藏
污纳垢之所的主要原因之一，客观上也是日后革命党人得以开展活动、各种意
识形态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
经贸方面，从以国内埠际贸易为主转为以国际贸易为主。清道光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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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咸丰五年是广州的两倍，取代广州的
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年均更占全国一半以上。近
代金融业开始出现。同治四年、光绪二十三年第一家外商银行、中资银行汇丰
银行分行、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开办。
工业发展，１９世纪中后期，船舶修造业、军事工业、纺织业，领先全国。同
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其枪炮制造水平、金工技术，在全国堪称一流。光绪
二十五年，工部局电气处安装东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锅炉。
航运业发展，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
货轮开始进入上海。同治六年，有外轮 ３４条，吨位在 ５７０～１０４０吨，居远东港
口城市首位。十一年，首家中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近现代民族运
输业由此起步，促进上海成为全国航运中心。
新式文化事业发展迅速。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创办墨海书馆，６０～９０年代先后
出现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等新式出版机构，翻
译出版数以百计的西书，占全国译书八成以上。学科涉及数学、化学、天文、地
质、生物、法学、兵工等多方面。５０年代，《北华捷报》、《六合丛谈》等报刊创办，
后出现《上海新报》、《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
均为全国之最。广方言馆、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格致书院、梅溪书院等国内
著名新式学院创办。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开
办。任伯年、吴友如等文人画，以海上画派特立于国内画坛。
人口、市政发展迅速。长达１０多年的太平军与清军的对峙，上海周围地区
战火不断，大批江浙难民流入相对稳定的上海，带来丰裕的资金、众多的廉价劳
力和消费者。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繁荣，加上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
机器织布局等大型企业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对外地人口的吸引力。光绪二十六
年，人口从开埠时５４万人增至 １００万人。市政建设方面，出现碎石路、石库门
房屋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煤气、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洒水车、垃
圾车、自鸣钟、马车、自行车的使用，跑马、跑人 （田径）、划艇、球类等运动的开
展，外滩公园、跑马场及愚园、张园、徐园等私家花园对外开放，林林总总的烟馆
与赌场，五光十色，形成与国内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风格，上海被称为 “东方
巴黎”。
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和其他各国取得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
厂的特权，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的理想之地。光绪二十一年
后，各国在上海投资猛增。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外商在华投资开办 ９１ 家企
业，４１家在上海，开办资本占总额的 ４３％。外国资本在上海的投入迅速扩大，
既拓展了西方列强对上海的掠夺，也刺激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对增强上海的经
济实力，密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提高上海的国际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带来

重要和多方面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维新运动中，上海成为全国舆论宣传中心。上海
《时务报》风行一时。出现不缠足会、农学会等新式社团并影响全国。戊戌政变
之后，上海成为维新人士的避难所，反对清廷的重要城市。二十六年初，千余士
绅通电反对慈禧拟废除光绪帝，反对缉捕通电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
全国的特殊地位越发彰显。
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为免战火波及上海等长江流域，上
海官绅策划《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议定，实行东南互保，
阻止北方战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场兵燹。经戊戌政变与庚
子事变，上海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越显重要和独特。国内维新力量和民族革命力
量汇聚上海，并以上海为舞台，展开各种政治斗争，影响全国。光绪二十七年至
二十九年上海士绅接连多次举行拒俄集会，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三省。三十一
年抵制美货，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反对美国
政府对华政策为目标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年上海绅商群起抗议租界洋人苛待
中国妇女、凌辱会审公廨中国谳员，大闹会审公堂，上海资产阶级成为上海的重
要政治力量。二十六年中国国会成立，反对以慈禧为首的专制政府，主张建立
立宪国家，揭橥国会旗帜。二十八年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创办，进行反清革
命。二十九年，发生“苏报案”。上海作为反清革命宣传中心的形象越发突出，
并成为全国进行反清革命较为安全的所在。此后又有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同
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鼓吹民族革命的《国民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
吁日报》、《民立报》创办。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
从日本迁至上海。上海成为全国反清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宣
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此
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酝酿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民国临时政府设
南京等，均与此有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清廷废除科举以前，上海新式
学校已蓬勃兴起，科举废除以后发展更为迅速，澄衷学堂、文明学堂、爱国女学、
圣约翰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学校兴办，到宣统三年有新式学
校百余所。出版事业发展迅猛，继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后，２０世纪初
十年成立的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中国图书公司等５０多家出版机构
以及众多的报社、杂志社造就了上海的中国出版业中心地位。大量出版了西方
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著作。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新式教科书，成为全国
中小学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会方面，华界以租界为学习目标，大事举办各项事业。光绪三十
一年至宣统三年，地方士绅开展地方自治运动，先后有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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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自治公所，向租界市政看齐，推进租界以外华界的市政近代化进程。辟建、
修筑道路１００多条，修理、拆建桥梁６０余座，新辟、改建城门９座，建筑驳岸１０
处，修造码头６个，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０．１７万起。改造华界旧貌，
缩小与繁荣的租界的差距，提高了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
民国时期，上海发展可分为民国初年至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和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年３个阶段。
民国初年至１９２７年，上海政治上动荡、经济上快速发展。
民国初年，上海政党林立，纷争不已，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
洋势力为争夺上海斗争激烈。其间，１９１３年３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害，引发革命
党人反对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１９１３年 ７月陈其美等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
造局未获成功，袁世凯心腹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革命党人策动
驻沪北洋海军肇和舰起义被镇压，１９１６ 年 ５ 月陈其美被暗杀，北洋势力终获
胜利。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最为广
泛的城市。１９１６～１９２３ 年上海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两件大事。一是
１９１９年，受北京五四运动影响，上海掀起六三运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
与市民为主体的爱国运动，标志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二是 １９２１年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开始全国、上海革命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人在上
海开展一系列活动，与共产国际联系，派人留法、留俄，出版报刊，创办学校，把
中央机构长时间设在上海。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上海地区战火不断，激烈动荡。１９２４年９、１０月，江苏督军
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发生以争夺对上海控制权为目的的江浙战争，在
嘉定、黄渡、青浦、松江等地混战。１２ 月，直奉军阀之战，闵行、漕河泾、徐家汇
一带皆为战场。１９２５年１月上海为奉系军阀所控制。１０月后又陷入混战，又
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同时，上海民众与帝国主义在沪势力的矛盾日益尖
锐。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市总罢工、总罢课与总罢市。运动历时 ３ 个月，
带动全国，打击帝国主义气焰，张扬民族主义。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９２７年３月，为配合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发动
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解除军阀武装，控制上海华界和兵
工厂，成立上海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除工人纠察队
武装，取消总工会，查封临时市政府，杀害３００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国民党政
权控制上海华界。
上海经济，特别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棉纺织、面粉、
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民族工业得到发展。民族工业代表企
业，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创办，

大批企业迅速发展，１９１４～１９２１年，面粉厂增加至２０家。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开设
华资工厂近５００家、华资银行４５家。外资方面，德国势力明显削弱，日本、美国
势力乘虚直入，开设银行，控制中国对外借款，开设纺织、机器制造等大批工厂。
１９１３～１９２５年日本开设棉纺厂２７家。外滩金融区形成规模，南京路商业街进
一步发展。
从民国初年到 １９２７ 年，上海市政与社会都有很大发展。首先，１９１４ 年拆
除上海县城城墙，城内外连成一体，为上海特别是南市一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基础。其次，法租界大扩张，到１９１４年从０．２万多亩扩展至１．５万多亩。至此，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达４．８万多亩，为上海县城厢的１６倍。１９１５年，洋泾
浜填平辟为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为一体。上海人口增
加迅速，从宣统二年１２９万人增至 １９２７年 ２６４万人。此外，公共交通出现，工
部局新厦、汇丰银行新厦、邮政总局大楼、卡尔登电影院、大世界游乐场等公共
建筑落成，更使上海具有现代国际大都市色彩。
文化事业处于相对自由发展的状态，不同政治色彩、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
文化艺术融于一体，各显特色。鼓吹民主科学的《青年杂志》，崇奉尊孔读经的
孔教会杂志，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的报刊竞相创刊。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发展为国内出版巨擘。大同大学、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中国科
学社自美国迁至上海。英国哲学家罗素、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诗人泰戈尔
到沪访问、讲学。第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电影事业方兴未艾。
新剧与海派京剧饮誉全国。新文化新文学崭露头角。鸳鸯蝴蝶派作品风靡全
国。上海在文化上放射出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异彩。
从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是上海快速发展的
阶段，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
上海确立直辖中央的市建制地位。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海被定为特别市，拟定
的管辖范围较原上海县大为扩展，包括上海县全部，宝山县吴淞、江湾等乡，加
上属于松江、青浦、南汇的部分乡，共计 ３０ 个市乡，面积近 ５００ 平方公里。到
１９２８年，实际接收１７个市乡。中国最大城市的地域框架基本形成。１９２９年，
制定上海第一个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计划避开由外国人管理的公共租界、
法租界，在今江湾、五角场一带实施建设上海新区。建成市政府新厦、体育场、
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等，在龙华辟设上海市植物园，在市区外围开辟中山北
路、其美路、黄兴路、三民路和浦东路等道路。这些努力，体现中央政府对上海
的重视，反映华界建设想赶上租界的雄心，也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格局发生变
化。同时，租界市政建设突飞猛进，与华界一起基本奠定上海城市格局。１９３４
年，国际饭店建成，为远东第一高楼。建成江海关大厦、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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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总行大楼、沙逊大厦、华懋公寓、新亚大酒店、永安公司大楼、大新公司大
楼等著名建筑，以及汉弥尔登大厦、峻岭公寓、百老汇大厦、毕卡迪公寓，兰心大
戏院、国泰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百乐门舞厅、跑马厅等大批的居住建筑和娱
乐建筑。
经济方面，上海在全国工业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强化。１９３３ 年，工厂数、资
本额分别占全国１２个大城市的３６％、６０％，工厂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６６％。
外商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１９３１年投资额达１１．１亿美元，占外商在华投资总
额的３４％。其中对上海进出口商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进出口商业投资的
８０％，对上海工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６７％，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占
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７０％。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地位更
加重要。１９３６年，上海外贸约占全国外贸总额增至 ５５％。埠际贸易值包括转
口贸易值８．９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７５％。外资贸易发展速
度超过华资。上海在全国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２０ 年代以后，国家资本
垄断的金融机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两局（中
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均设在上海。１９３５ 年，有商
业银行总行５８家，占全国３５％。全国资金进一步集中上海，１９３６年在沪银行、
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近一半。１９３７年，有２８家银行在各处开设
６２９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构筑成和全国各地联系的金融网络。
城市人口继续增加，社会生活与文化更凸显中国最大城市风貌。１９３０ 年
上海人口突破３００万人，１９３４年居世界大城市第五。市民的 “上海人”意识更
为浓烈，形成异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等方面都
有重大发展，基本奠定上海文化在全国半壁江山的地位。进步文化团体创造
社、太阳社、左联、社联、美联的成立与活动，鲁迅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巨匠在上海
定居与活动，小说《子夜》、《家》和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出版，《渔光
曲》、《风云儿女》等电影作品问世。文学艺术界开展关于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论争、京派与海派讨论。国立音乐专科等建立。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与
第六届全运会举行。
１９３２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给上海带来深重灾难，成为继九一八事
变后影响全国最大的事件。万余家商店、数百家工厂、数十所大中小学校，均毁
于日军战火，闸北一带变成废墟，死、伤和失踪上海市民１．８万人。全国古籍典
藏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被日军炸毁，中国文化事业蒙受巨
大损失。在日本压力下，取消中国军队驻军，上海成为不设防的城市。事变后，
中国军队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英勇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军１万多人。市民
全力支持抗日将士。其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发生史量才事件、七君子事
件、救国会成立等，影响深远，波及全国。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到 １９４９ 年上海解放，上海城市发展停滞，民主斗争波
澜壮阔。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３
个月中，中国军队投入７０多个师约７０万兵力，与３０万日军激战，歼敌５万多
人。２２００家工厂毁于日军炮火，丧生的市民更难计其数。１１ 月 １２ 日上海沦
陷，租界成为“孤岛”。上海１４６家工厂、一批学校内迁，许多文化人离沪。大批
难民涌入租界，上海人口进一步膨胀，租界一时繁荣。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上海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开始进入全面倒退的时期。日
伪对工业、日用物资进行统制，经济萧条，市民生活困苦。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英美
等国向国民政府提出废止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国民政
府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租界。２ 月 ２３ 日，法国维希政府放
弃法租界。至此，历时９８年的上海租界，从法律意义上结束。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工厂、学校复员，上海城市一度生机初显。中
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反对国民
党的独裁统治。开展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为改善生活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
斗争。１９４６年６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遭国民党特务的围攻，造
成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反对内战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掀
起高潮。开展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斗争，反对冻结生活
指数的斗争。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０日爆发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运动相结
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影响波及６０多个大中城市。
１９４８年，国民政府在上海实行限价，物价飞涨，上海经济重陷萧条，工厂开
工不足，民生凋敝。１９４９ 年年初，国民党政府濒临全面崩溃，上海面临解放。
全市各企事业、机关、大专院校广泛开展反迁移、反破坏，进行护厂、护校斗争。
建立６万人参加的人民保安队和由４万人组成的人民宣传队，护厂，护校，鼓励
上层爱国人士、专家留在上海，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
综观近现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诸多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
政治方面，租界的影响广泛而复杂。
在中国众多的租界中，上海租界开辟最早、面积最大、影响最广。按照被视
为租界根本法规的《上海土地章程》，租界是中国政府划定，租赁给外国人居住
的居留地，其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
外国殖民主义者把租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难以达到的地方。同时，设置类似
西方议会的纳税人会议，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军队、
监狱。中国军队不得随意进出，华人犯法中国政府也不能独立处罚。由此，中
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出现缝隙，在清廷、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形
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各种进步力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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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进行政治活动，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各种活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租界，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因租界存在而出现的
社会控制缝隙，还存在于租界与华界、租界与租界之间，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
界三家分治，事权不一，形成法律空隙。
外国侨民带来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租界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西方文
化通过上海租界向整个上海，乃至全国扩散。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与华
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了上海人，影响国内其他城市，推动上海加快向西方
学习。华界设立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
政运动，上海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日趋加强。华人感受到华界
和租界在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司法等各方面的差距，发起地方自治运动，旨在
学习租界市政建设和管理的长处，缩小华界与租界的差距。所颁布的各种规约
章程，不少仿效租界市政管理条例。影响所及，促使中国政府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
代制定《大上海计划》，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城市。
在将近１００年中，中国其他地方战乱、天灾不断，上海租界相对安定，成为
政治上的孤岛，产生“孤岛效应”，对上海的发展，以及在全国、世界影响的扩大
意义重大。上海无矿藏、特产，土地金贵，而成为全国工厂最多的城市，其重要
原因是上海社会比较稳定，风险较小。在人口流动上，上海充当吸纳和释放人
口的海绵。太平天国时期，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至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公共租
界人口从２万人增至 ９ 万人，法租界也净增 ４ 万人，两租界共增 １１ 万人。此
后，江浙等地恢复平静，上海人口大幅度回落。抗日战争期间，两租界激增 ７８
万人，战争结束后，全市锐减５５万人。解放战争期间，净增２０８万人，为世界罕
见。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时，减少 ４０ 万人。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来而复去的移
民潮，一方面给上海带来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带来各种人才、大量的发展资金
和消费者，给上海造就人衰我兴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住
房紧张，交通拥挤，管理混乱，贫富悬殊。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
不断，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更走在全国前列。从揭开上海近代史帷幕的吴淞
抗英战争，陈化成血染炮台，小刀会揭竿起义，四明公所事件，小车工人抗捐，拒
俄运动，“苏报案”，大闹会审公#案，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光复，二次革命，五四
时期的三罢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淞
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直到上海解
放，凝结上海人民的浩然正气。这一切和上海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相对集中，富
有斗争性有直接联系，还与这座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有密切关系。经济发达，
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事业发达，为现代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重要条

件。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与全国各地自然联系千丝万缕，又强化了上海人以天
下为己任的意识。
经济方面最大特点，是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全国最大的港口、外贸中心、
金融中心、工业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上海在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已开辟与
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２０世纪初又整治黄浦江河道，增加港
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兴建一批近代码头。到２０年代末，上海已是世界十四大
港口之一，吞吐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外贸上，上海在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成为中国
外贸中心，这一地位至今未变。金融上，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
大多首先在上海开设，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中国最主要
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本以商兴市，
１９世纪中后期近代工业初起，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工业中心。３０ 年
代，全国工业资本和产值的六成以上出自上海。交通运输方面，到２０世纪初上
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
国五分之一以上。沪宁、沪杭铁路的运营，１９２９年以后联结国内外各大城市航
空线路的开通，更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发达的交通，便捷
的通讯，众多的媒体，又使上海成为全国信息中心。
上海成为全国的西学窗口与文化中心。清道光二十年到 １９４９年，西学输
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再传到各地。戊戌变法以前，全国９家输入西学的机构７
家开设在上海。全国各种西书近八成在上海出版。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
科学影响大的、开创性的著作，几乎都出版于上海。《几何原本》后９卷、《化学
鉴原》《谈天》与《泰西新史揽要》等震动整个学界，影响数代人。戊戌变法到辛
亥革命，中国大量出版日文西学著作。全国９５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５６家
设在上海。上海出版了大量的风靡和影响知识界的严译西方学术名著和林译
西方小说。
上海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第一个国家
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均设在上海或在上海诞生。
上海又是教育文化出版中心。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
局、拜石山房等，石印中国文化典籍，取得空前成果，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康熙字
典》《二十四史》《全唐诗》等。２０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等异军突起，编纂出版各
种词典、读本、教科书，出版物畅销全国，影响社会各个阶层。１９２５ 年，上海有
中文书籍的出版机构书局、书庄、书社１２１家，外文书籍的出版机构１２家，印刷
所１１２家。报刊更是林林总总。上海又为全国教育中心之一，拥有南洋公学、
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徐汇公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等著名学校。
美术、戏剧得到长足发展，中国油画、漫画、话剧等均滥觞于上海，同时发展海派
京剧，培育越剧、沪剧、滑稽戏等地方戏剧和曲艺。一部近现代中国电影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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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由上海写成。文化团体之多，影剧演出场所之繁，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戏曲演出剧场约有一百几十所，观众席位达１０万个以上。
近代上海是全国文化人才最为密集的城市。开埠后二三十年，逐渐形成新
型知识分子群，分布在出版、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中。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
知识分子群体已颇具规模。戊戌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汇聚上海，容闳、张元
济、蔡元培等到上海发展。光绪二十六年北方战乱、《辛丑条约》签订，促使大批
知识分子奔赴上海。光绪二十九年，在上海的具有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少于
３０００人。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成就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等
方面人物，大多在上海活动过。上海产生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
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师均长期定居上海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化
活动。
在近代中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和事物，大多首先在上海出现。在
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格致书院、第一个专门性科学杂志
《格致汇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梅溪书院，第一所女子学校中
国女学堂。《万国公报》、《时务报》、《新青年》均在上海创办。还出现了新式画
报，演出文明新剧，开设模特儿临摹美术教育课，在全国率先举办文明婚礼，开
办综合游乐场，推选市花。
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紧追世界前进的潮流，在全国率先拉开批判传统的帷
幕。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开始怀疑重义轻利观念，批判重农抑商，批判君尊
臣卑、男尊女卑。与洋人交接，重视西学，竞相送子弟入洋学堂。晚清９个出身
于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的出使大臣，有８人出自上海。冯桂芬、王韬、郑
观应批判因循守旧、鼓吹革新，成为维新思潮的先声。
上海对文化的鉴赏，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一个戏班
子能够唱红上海，也就能唱红全国。一部电影、一幅画、一出戏，能够在上海得
到承认，基本上可获全国的认同。很多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在上海唱红后，再得
到剧种原生地认可。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文化消费城市。戏园、茶楼、剧院、电影院、书肆、报馆，
跑马厅、跑狗场、体育场、游泳馆、高尔夫球场、回力球球场等各种文化体育娱乐
设施，京剧、新剧、沪剧、越剧、淮剧、滑稽戏等各种戏曲和电影，外国马戏、杂耍，
争奇斗艳，各显风采，成为城市文化繁荣的标志。文化事业发展齐全，网点集
中，形成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文化名人与国际、国内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
繁，成为城市文化发育成熟的标志。烟馆、妓院林立，更是城市市民文化的病态
反映。
上海文化兼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成上海

文化汇纳百家、高度相容的特点。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又成为全国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心，全国佛教、道
教、伊斯兰教重要的活动中心，各教管理中心几乎都设在上海，各教主要代表人
物大多定居上海。并有东正教、犹太教、理教、?教、锡克教教徒和宗教活动。
市政建设方面，近代化起步早，且局部有序与全局无序并存。
首先，市政建设近代化起步早。上海城市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也是
近代城市建设的过程。北南相比，宽阔的道路代替狭窄的巷道，新型的市政设
施造就崭新的城市形象。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有严格的市政管理，６０年代始
有煤气路灯，７０年代始有电话、通火车，８０年代始有电灯、自来水。此后又出现
洒水车、垃圾车、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
例、违警条例。２０世纪，在国内最早出现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
有线电台、无线电台。上海成为全国市政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次，市政
建设的局部有序与全局无序并存。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各自管辖范围
内，市政建设大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道路宽度、路面材料、河道疏浚、桥梁建
造，都有一定的章法。但从全市看，无序而布局不合理。杨树浦和曹家渡上海
两大主要工业区之间，隔有商业网点密集、居民众多的以南京路为代表的商业
区，联系不便。道路东西向多而南北向少，南北向交通不畅，而东西向３条主干
道也因车多人众不敷使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３个区域交通各行其是，不
能互通。３个地区的自来水、供电、电话系统各自为政，自来水管网互不沟通，
水厂水压、水价不一，用电电压不一，电话网络不统一。甚至门牌号码编制标准
也不一。整个城市市政建设各自为政，严重影响上海城市改造和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上海开埠后，上海移民迅速增加，并成为城
市主要人口。到１９４９年，本地籍居民仅占全市总人口１５％。国内移民有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 １８ 个省区，以江、浙两省最多，均超过百万人。
上海经历了３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１８５５～１８６５ 年上海人口净
增１１万人。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７８万人。第三次是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 ２０８ 万人。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
意、葡、波兰、捷克、印度、越南等近 ４０个国家，最多时超过 １５万人。上海长时
间是世界上人口进出最方便的城市，进入不用签证，成为外国难民的避难所。
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无国籍的俄裔亡命上海，１９２５ 年旅居法租界的白俄有
０．１４万人，到１９３６年增至１．２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２万多犹太人为逃
避德国法西斯迫害，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避难上海。侨民 １９１５年以前以
英国人为多，此后以日本人为多。上海的包容性，使得各国移民各得其所，又在
经济、社会活动和生活风尚等方面影响上海城市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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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的历史进入新
时期。
解放上海是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用１６ 天歼敌 １５．３ 万人，胜利实现消灭敌人、保存城市、解放上海的伟大
目标。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年底，以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旧上海向
新上海的转变。政府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稳定、改造上海。没收官僚资本，建
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国营工业骨干企业、国营交通运输机构和国营贸易系统，
计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单位４１１个，接收 １５万名员工。紧急调运粮、棉、煤等重
要物资，解决全市燃眉之急。抗灾救助、疏散４０余万难民回乡生产。调整劳资
关系，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粉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
革命和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统一财经工作。打击流氓帮会恶
势力，改造娼妓和无业游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
全市经济得到恢复，并有增长，开始城市改造和建设。到 １９５２年，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９１．５％。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幅增加。市政面貌得到
改善，改造１８０处棚户区。把博彩场所跑马厅、跑狗场改造为为大众服务的人
民广场、文化广场。改变旧城市公共事业各自为政的局面。
改造和发展社会事业。接收并改造旧政府办、外资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
化教育事业机构，创建人民新闻、出版、广播、通讯事业。停办《申报》、《新闻报》
等报纸，创办《解放日报》。创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调整高
等学校院系，２５所院校裁并为１５所。提高工农子弟入学比例。调整和扩充科
研机构。建立各级防疫机构，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没有安排国家项目，开始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一年
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目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２ 年，全市私营金融机构在全
市各行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通过统一货源、统一调度和统一运
价，对私营长江、海上航运企业加强管理。对私营工业企业，采取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的形式，把私营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指导，１９５５年加工订货值占
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４９年１０％上升至８４．８％。并对６８家大型工业企

业实行公私合营。对私营批发商采取由国营批发企业逐步代替的方法，对私营
零售商采取批购、经销、代销，私营批发额的比重从１９５０年６５．５％降至１９５５年
８．６％。私营零售额的比重从１９５４年的２．２％升至１９５５年的４１．６％。１９５６年１月，
全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涉及１０．６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企业。
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合作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
集体所有制。农业在１９５１年土地改革后，发展互助组。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５年，先
后发展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９３％ 的从业人员参
加合作组织。
国家确定上海工业的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前三年上海工业发
展速度低于全国水平，１９５５年出现解放后的第一次下降。１９５６年，中共上海市
委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对工业进行调整和经济改组，有重点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利用原有基础裁并、扩建、新建一些企业。上海发展速度加
快。到１９５７年工业企业由１９５５年的２．３７万户减至１．６３万户，大中型企业由
８２户增至１２１户，初步改变上海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混乱、生产手段落后的
局面。工业总产值增长９７．１％。重工业得到加强，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上升到
３１．３％。钢产量由１９５２年７万多吨增至５２万吨。机械工业开始独立生产汽轮
发电机、矿山机械、工业锅炉等成套设备。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社会需求
旺盛的产品，产量增长２～６倍。农业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增长３２．５％。新建住宅２９４万平方米，新增道路 ７５８公里，臭水浜肇嘉浜
改造为通衢大道，开始兴建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藻浜等７个
工业区。
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分别为国家重点项目鞍山钢铁公
司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７８种、４３种产品，为全国市场提供２００多种工业
消费品。财政收入累计１７７亿元，相当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３０％。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斗
争中处理２．８万人，其中１．６３万人定为右派分子，严重扩大化。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全市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
入，是“一五”时期增加值的４．８倍。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
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现许多矛盾。１９６１年起连续５年进行经济调
整，工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
工业生产，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是 “一五”时期总额的 ３．９
倍，重点建设钢铁、机械等重工业，新建一批冶金、机械制造和化学、电子仪表工
业的骨干企业，筹建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精密机械、汽车、塑料、合成纤维等新
兴工业部门。生产高速增长，也造成财力、物力、运力的全面紧张。到 １９６１ 年
１月，因煤炭供应不足，发电量减少，大批工厂被迫停工。 此后，按照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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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压缩重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关、停、并、转 ６００ 多家工厂，工
作重点转到技术改造和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１９６３ 年起调整的效果开
始显现，前期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逐步得到发挥。１９６５ 年，轻重工业的比重
调整为５６．６∶４３．４。钢产量２４２万吨。机械工业具备生产大型、重型、精密机
械的能力，成功制造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１．２万吨水压机。开发火箭、导弹等
国防工业尖端产品，以及一批新的原材料、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织品和手表、照
相机等新产品。基本形成全国最大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农业方面，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农村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生产上出
现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分配上出现“吃饭不要钱”、供给制以及无偿
调用小集体和社员财物的“共产风”。１９５９年开始整顿。缩小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规模，全市１０３个公社调整为１９８个。核算单位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间及以后的几年，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
设，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到１９６５年，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不到１％增至１７．３％，化肥供应量增加近８倍。农业总产值
增８４．９％，粮食、棉花、油菜籽总产量，比 １９５７ 年分别增长 ７４．１％、９３．１％ 和
２５２％，主要副食品生猪上市量增长 １．３３ 倍，水产品增长 １．６４ 倍，牛奶增长 １
倍，蔬菜上市量占城市供应总量的比重增至９０％以上。
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有许多新发展。 发展独立的科研机构，科研机构由
１９５６年２９个增至８８个，科研人员由０．２６万人增至１．２万人。开展原子能、电
子计算机、激光技术、高分子合成材料等一批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高等学校
增设１１３个学科专业，专业达到２１４个。中等学校形成普通中学、中专技校、工
业中学、农业中学的多样化结构。成人教育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相
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的５５．５％，中等技术教育成为成人教育重要的组成
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市、区县、街道公社的三级网络，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大
队建立卫生站（室）。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按照中央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小四清”、“大四
清”），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５万多人组成工作队，分批到城乡基层领导
运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全国 “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特
殊的地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严重受损。同时，在一些领域取得进步。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一批全国知名学者首遭批判。１９６６年中共
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上海混乱局面从文化、教育界扩展到政治思想、经济
等各领域，打、砸、抢、抄盛行，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造
反派”制造“安亭事件”，致使沪宁铁路运输中断３０多个小时，在全国造成恶劣

影响。１１月１９日，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制造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 “康
平路事件”，９１人被打伤。１９６７年１月，发起“一月夺权”，市人民委员会被市革
命委员会所取代，影响全国，由此引起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夺权。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委员会停止活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被撤销，人民政权
组织体系被打乱，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 此后 １０ 年中制造大批冤假错案达
３１万多件，株连的人数超过 １００ 万人。１．１５ 万人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近 ２
万名机关干部到工厂劳动，０．１万名机关干部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有 ２５万多
户市民被抄家。撤并８所高校，中等专业教育全部停止，中小学学制缩短到９
年。四分之一的市级和国家在上海的科研机构被撤或裁并，４０％ 以上工厂研
究所（室）被撤销。８６％的文艺剧团被解散，一半以上的剧院、公共图书馆、博
物馆被关闭。
经济建设因上海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央支持下，仍有增长。工业
生产，除１９６７年下降外，其他年份有增长。建设后方基地、支援全国增产钢铁，
进一步扩大冶金、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能力。建设为上海供应原料、能源的南
京梅山铁矿、山东张家洼铁矿、江苏大屯煤矿、安徽铜陵铜矿等基地，建立飞机
设计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厂等，完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
的建设，研制成功 １２０ 吨纯氧顶吹转炉、万吨轮等。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并于
１９７５年成功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 工业总产值 １９７６ 年比
１９６６年增长 １．０３ 倍，轻重工业比重 ４６．９∶５３．１。全市工业整体上效益下降。
物耗上升，净产值增长率下降。１９５３～１９６６ 年，年均净产值增长率 １２．１％，
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降至５．５％。财政少收入约２００亿元。
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１９７６ 年，机耕、机电排灌面积分别达到 ９０．４％、
９８％，粮食种植实行三熟制。１９７０年，开始发展社队工业，１９７６年工业收入占
集体经济总收入的２７％。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１９７６ 年，全市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均工资 ５７．２ 元，比
１９５８年减少１４．３５元。农民人均集体分配年收入１７４元。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
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清查其反革命帮派体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开始整顿和恢复全市经济建设和以教育科技、文化为主的各项社会事业。
整顿各产业部门，恢复经营管理制度，提高产量和服务质量，全市经济得到
发展。到１９７８年，工业总产值比 １９７６年增长 ２１．９％，轻工业比重由 ４６．９％ 提
高到４９．３％。农业总产值增长７．９％，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４５．７％，外贸出口总
值增长４６．３％，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７．５％，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２７％。
社会事业逐步恢复。１９７７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１９７８年恢复被撤销或裁
并的大学。１９７７年恢复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活动，制订 《上海市 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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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上海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１９７９年起，又从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入手，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对建设项目进行“拨改贷”
试点及投资包干经济责任制等。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又先后分两步全面推行“利
改税”改革。农村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３年春开始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１９８７年扩至９４％的粮棉生产队。１９８４年起又实行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
１９８４年，国营大中型零售商业企业普遍推行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国有企
业在新进职工中试行劳动合同制。１９８７年 ４ 月，国有工业企业试行企业承包
经营责任制，至１９８８年推广到全市绝大部分工厂。１９８４年下半年部分商业服
务业试行租赁经营制。１９８５年下半年３家小厂试行租赁经营。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
对３家集体小企业进行拍卖。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股票，上海开始企业股份制试点。１９８６年试点从集体、小型企业扩大到国有
大中型企业。１９８８ 年，全市有股份制企业 １１ 家，其中 ７ 家向社会公开发行
股票。
１９８６年７月，开始全面改革行政性市级工业公司，到 １９８７ 年上半年全市
７７个公司，撤销、解体５９个，改为企业性公司 ８ 个，保留原企业性公司 １０ 个。
１９８８年，全市有各类企业集团及集团雏形的联合体１４７家，至１９９０年上海市经
济委员会系统建成３６个集团公司和实体公司。
８０年代，多种经济形式的工商经营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８０年４月，恢复对
个体工商户的申请登记，发展私营企业。１９９０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１０．９４万
户，从业人员１６．２万人；私营企业０．１６万户，雇工２．３６万人。
７０年代末，开始建立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１９８７年，全市建立各类消费品
贸易中心１３个、批发市场和贸易货栈４９个、城乡农贸市场３９５个、小商品批发
市场３４个，全市城乡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１１．１亿元。
１９８４年，农村全面实现政社分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属经济实体分别
改制成乡镇经济联合社和村经济合作社。 到 １９８７ 年，撤销全部公社、大队
建置。

７０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开始实行对外开放。１９７８ 年，首开 “三来一补 ”。
１９８１年，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第一
家外商驻沪代表机构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开业。１９８２ 年，建立闵行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１９８８年建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１９８４年５月，上海被列为全国１４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上海对外
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１９８５年 ３月，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外商独资工厂
美国３Ｍ 公司的通讯器材厂投产。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全市引进技术装备０．７４万
项，成交金额４５亿美元。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实际利用外资 ４２亿美元。１９９０年，
上海已有外资银行分行４家，外资金融机构驻沪代表处３３家，外国企业和其他
经济、技术组织常驻上海市的代表机构５６３家。
改革开放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功能的提高。
８０年代，第一产业产值基本稳定在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４％左右。从以
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１９８５ 年改革
蔬菜产销体制。１９９０年，建成５０９个副食品生产基地。
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１９９０ 年降至 ６４．８％。建成一
大批重大骨干工程。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完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重大科研项目，
“运十”大型客机设计、制造和成功试飞。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建成宝山钢铁总厂一
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石洞口第一电厂和桑塔纳轿车、３０万吨乙烯、益昌
薄板、永新彩管生产厂等大型生产企业。乡镇工业迅速发展。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促进城市综合功能恢复和加强。１９７８年，占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１８．６％，１９９０年增至３０．８％。
金融业得到恢复。１９８５年，股份制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
迁至上海。１９７９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６年，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投
资公司先后创办。１９８６年起上海开放同业拆借市场。１９８６年，上海第一家经
营个人股票交易的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挂牌
开市，到１９８８年全市有万国等３家证券公司。１９８６年，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外汇
调剂中心成立。１９８８年，上海开放国库券交易市场。１９９０年全市有各类中资
金融组织及其营业机构０．１４万个。
房地产业恢复。１９７９年，少量统建公房作为商品房出售，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达
１０６．７万平方米。１９８８年４月，全市有专营或兼营商品房公司６５家。
邮电通讯事业发展，创多个全国第一。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实行电话７位号码制，
１９８２年７月开办公众移动电话业务，１９８４年１月开办公众无线寻呼业务。
商业迅速发展。１９８０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８８亿元，１９９０年增至 ３５３亿
元。１９８０年零售商业、餐饮业、服务业网点３．４５万个，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２．６４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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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政体制发生重大变革。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年，上海市财政收入连续 ３ 年
下降。１９８８年起，施行国务院对上海市实行“基数包干上缴，一定五年不变”财
政分配法，市财力大为增强。
城市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１９７９ 年，编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纲
要》，１９８５年２月，《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获国务院批准，城市改造、振
兴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１９８６年，上海市以自借自还形式，建立利用外资的
“９４专项”基金。１９８８ 年 ３ 月，第一次以国际招标方式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
１．２９公顷地块，以土地经营权获得城市建设资金，开始城市建设中有决定性意
义的土地批租。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投资 ２２５
亿元，相当于前３０年总投资的７倍。建成上海铁路新客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
楼、沪嘉和莘松高速公路、延安东路越江隧道、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浦东
煤气厂一期工程等重大市政工程。到１９９０年，市区道路面积由１９８０年８９４万
平方米增至１７８７万平方米，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分别由１７８３
公顷、０．４４平方米增至３５７０公顷和１平方米。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安置大批就业人员。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安置“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大批
回城知识青年就业，至１９８２年达８４万人。
高校在校学生，１９９０年从１９８０年７．６万人增至１２．１３万人，全市每万名居
民有在校大学生１８７人。
１９９０年，全市有各类卫生机构０．７７万所，医院病床６万余张。市民平均期
望寿命，从１９８０年男７１．３岁、女７５．４岁分别增至７３．２岁和７７．７岁，达到世界
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１９９０年，全市职工年均工资 ２９１７ 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１６６５ 元，分别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２．３、３．１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５．１％和７．３％。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建住宅４２５９万平方米，相当于前３０年住宅建设总和的１．８倍。市区人均居
住面积从１９８５年的５．４平方米增至１９９０年的６．６平方米。
１９９０年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指出
“浦东开发可以后来居上”，上海要做到“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中共十四
大又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
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
的新飞跃”。上海的改造、振兴进入空前的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２年，产业结构排列顺序，由“一、二、三”调整为“三、二、一”。行政管理
开始探索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郊县“三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
推行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９５ 年，组建汽车、电气、广播
电视、轮胎橡胶、工业缝纫机、纺织和服装等 ４０ 家大型工业企业集团、３１ 家国

有资产经营公司，撤销１７个行政性管理局设立相应的国有资产控股（集团）公
司和实体性集团公司。
第二产业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乡镇工业
迅速发展。调整纺织、仪表电子等传统行业。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仪表电子系统职
工从１７万人降至１３．５万人。纺织系统实行资产重组、破产兼并，１９９５年职工
从以前最高年份５５万人降至３７万人。高新技术产业及新兴支柱产业规模效
益及支撑作用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以发展计算机应用产业和现代生物与医药
产业为主。１９９０年，高新技术产业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２％～３％。１９９５年，全
市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４１１家，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至 ５５５亿元，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１０％。１９９３年，确定汽车、电子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
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钢铁工业为六大支柱产业，１９９５
年这六大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４５．１％。其中汽车工业工业总产
值２９１亿元，销售收入５３３亿元。郊县工业发展迅猛。１９９５年，郊县工业工业
总产值１５２７亿元，销售额１５４５亿元，占全市工业的三分之一。在郊县建 ９个
市级工业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８０家。
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发展。１９９５年，第三产业企业达 ２０．０７万户，占全市企
业总数的７４％；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４０．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城市合作银行
等多家银行开业。１９９０年 １２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上市交易证券 ３０ 种，
１９９５年增至２５８种，上市总额４９８亿元，市价总值２５２６亿元。基本形成股票、
债券、基金和其他衍生金融商品４大类交易格局。１９９４年４月，上海城乡产权
交易所试运转，次年上市交易企业０．１４万家，上市资产总额１２３亿元。１９９４年
１１月，中国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至１９９５年累计成交６５５亿美元。１９９５年，
全市３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２．５７万亿元。是年，全市有中资金融机构０．２７
万个，各项存款余额３９２０亿元。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金融业产值７８６亿元，占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１０％以上。
商业营业面积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速。１９９５ 年，全市商业营业
面积增至８８４万平方米，人均占有营业面积０．６６平方米，有超市７００家、便利店
１１００家、集市４００余个、各类交易批发市场７９６个，形成九江路时装街、云南路
小吃街、陕西路鲜花街、江阴路花鸟鱼虫街等一批新的商业特色街及专业店群。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７０亿元，为１９４９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
房地产业发展迅速。１９９４ 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增至 ０．２１ 万家，房地产中
介、咨询公司近４００家，物业管理公司２９０家。１９９５年，房地产企业拥有资本金
总额５９１．５７亿元。
旅游业成为第三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旅游涉外星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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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１１４家、客房２．９万间，接待入境海外旅游者１３６．８万人，旅游创汇９．４４亿美
元。国内旅游有组织接待与出游人数２０４万人，产值８．２亿元。
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产业全面发展。１９９５年，陆运旅客吞吐量９８９万人
次，内河港８４９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１６５６７万吨，国际集装箱吞吐量 １５３万标
准箱，内河装卸作业量６５６７万吨。上海航运中心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上海
本地电话网全部实现程控化。全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 ３５０ 万门，用户 ２２５ 万
户。移动电话用户１７万户，无线寻呼用户７０万户。
对外贸易迅速增长。１９９５年，上海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４８１亿美元，其中
进口２２５亿美元、出口２５６亿美元。上海市进出口额１９０亿美元，其中进口７５
亿美元、出口１１５亿美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近４０％。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引
进世界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项目１．３５万个，投资金额３４２亿美元。至
１９９５年年底，注册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累计１．４５万户，投资总额６８０９亿美元，注
册资本３６０亿美元。３７家世界排名前１００位的大企业集团在上海投资。浦东
开发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引进外资项目 ０．３５万个，协议总投资额 １４２ 亿美
元，直接吸引外资 ９０ 亿美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 ３ 年增长
３０％以上。
第一产业稳定增长。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市政府投入５亿余元，实施近郊常年
菜田向中远郊转移，全市建成常年菜田１．１７万公顷。１９９５年，市郊农业总产值
９１．３９亿元，其中副食品产值比重增至６４％，粮、棉、油等产值比重下降至３６％；
农产品商品率 ７６％。务农劳力继续减少，在农村劳力中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７６．１９％减至２８．４７％。
上海地方财力以及社会投资能力逐年增强。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上海的可供
投资率始终保持在５６％左右。１９９５年，全市完成工商税收５３８亿元，财政收入
３９４亿元。
城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快，基本形成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框架。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全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８１４ 亿元，其中公用基础设施 ５０６ 亿元，较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年增约６倍。建成南浦、杨浦、奉浦 ３ 座黄浦江越江大桥，以及内环高架
路、南北高架路、地铁一号线、合流污水治理一期主体工程、沪青平公路、沪嘉高
速公路东段延伸工程等，完成改造和建设外滩、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路、四川
路、豫园、新客站不夜城、徐家汇等地区。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全市批租土地 ０．１万
幅，面积近１亿平方米。改造危棚简屋近２００万平方米，住宅建设完成投资４００
亿元，新建住宅３５００万平方米，较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５倍。１９９５年，全市城
市道路面积增至５８４３万平方米，人均６．２平方米。
个体、私营经济稳定增长。１９９５年，全市有个体工商户１５．５７万户，从业人
员２１．１３万人，注册资金１２亿元。私营企业３．９８万户，注册资本２２９亿元，雇

工３５万人。全市有私营经济区８１个，注册私营企业２．６万户。
人口在１９９３年首次出现负增长。１９９５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０６‰。全
市进入社会人口老龄化阶段，１９９４ 年全市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１７％。９０年代初起，就业安置压力增大，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下岗、待工者 ８６ 万人。
１９９４年起，开展再就业工程，至 １９９５ 年分流安置下岗、待工者 ６６ 万人。１９９５
年，全市城镇失业人员１４万人，失业率２．７％。
城市环境及市民居住质量改善。建成人民广场、徐家汇等大型绿地，杨高
路、内环高架下等绿带。１９９５年，全市人均公共绿地达１．６５平方米，绿化覆盖
率１６％。市中心区居民大量迁至市区边缘地区，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有 ６０多万户
近２００万人迁入新居。１９９５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８平方米，城乡实现饮用水
自来水化，城市家庭煤气用户普及率８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市区居民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 ９．１％，农民纯收入年均增
长３．３％。１９９５年，全市职工年均工资 ９２９７ 元。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从 １９９０
年的１６１元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４８９元。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０．５３万个、卫生工作人员１５．１５万人。医院
病床７．１万张，平均每千人１２５．２张。各类高校４５所，在校学生１４．４万人。９０
年代，建成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以及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博物馆
新馆、龙华烈士陵园。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７９５４亿元，年均递增
１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８１８元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８万元。工、农
业总产值年均分别增长１７．９％、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２３．８％。
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递增 ８．９％。 男、女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７４．１ 岁和
７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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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至春秋时期，上海地区为吴国之地。战国时期周元王三年（越王勾践
二十四年，公元前４７３年），上海地区属越，战国中期楚威王（一说楚怀王）时属
楚，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２４８年）属吴。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２年）分
属娄县、由拳县、海盐县。新莽时，分属娄治县、展武县。三国时期，分属吴郡
娄、嘉兴、海盐３县。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属昆山县、吴县、盐官县。
唐朝，上海大陆地区分属苏州华亭县、昆山县。先天元年（７１２年），分属海
盐县、嘉兴县、昆山县。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割昆山、嘉兴、海盐３县地置华亭
县，上海地区始有第一个建置县。县境约今上海地区吴淞江故道以南、川沙—
惠南—大团一线以西地区。上海地区吴淞江故道以北的大陆地区属昆山县境。
北宋熙宁十年（１０７７ 年），华亭县设上海务。至景定、咸淳年间，上海港地
区形成集镇，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遂称上海镇。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
上海大陆地区分属华亭县和嘉定县，崇明地区属海门县。
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 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在崇明沙置崇明州。至元
十五年，华亭府改名松江府，复置华亭县。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年），以华亭县户口
繁多，上海镇及周围５乡的户口数已逾６．４万，超过南方大县的３万户的户口标
准，元廷于七月己未（８月 １９日）批准置上海县。二十九年县立。县治在今中
华路、人民路环线以内，县域约包括今闵行区、南汇县、浦东新区南部、青浦县北
部、市区大部。自此，松江府辖华亭、上海２县。元代后期，除松江府外，上海地
区州府建置还有嘉定州、崇明州。
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降嘉定州、崇明州为县。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
析华亭县２乡、上海县３乡地置青浦县。至明末，上海地区行政建置有松江府
华亭、上海、青浦３县，苏州府嘉定、崇明２县。
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析华亭县置娄县。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析嘉定县

置宝山县，析青浦县置福泉县，析华亭县置奉贤县，析娄县、华亭县各一部置金
山县，析上海县置南汇县。福泉、奉贤、金山、南汇县与华亭、娄、上海、青浦县隶
于松江府，宝山县与嘉定县、崇明县隶于太仓州。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 年），析上
海县地置川沙抚民厅。清末，上海地区有松江府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
贤、南汇７县和川沙厅，太仓州嘉定、宝山、崇明３县。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起，上海地区出现租界，其行政范围不隶属上海
地方政府。是年九月二十六日（１１月８日），中英双方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
商附粘善后条款》，宣布上海开埠。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上海道公布《上海
土地章程》２３款，规定上海县城北面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黄浦江以西的地
区划为英租界。二十八年，以吴淞江北岸虹口一带为美租界。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八月初九，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称外人租界。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三月二十九日，又改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简称公共租界。道光二
十九年，法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商定，上海县城以北、英租界以南地区为法租
界。经过历次扩展，法租界成为列强在华地域面积最大的专管租界。１９４３年１
月１１日，美、英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分别订立条约，宣布上海公共租界等交还
中国政府。１９４５年１１ 月 ２４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宣布接收上海公共租界、法
租界。
１９１２年１ 月，裁松江府、太仓州。撤娄县，并入华亭县。川沙抚民厅改为
川沙县。上海地区上海、华亭、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崇明等
１０县隶江苏省。１９１４年１月，华亭县改名松江县。５月，江苏省划分为沪海等
５道，沪海道驻上海县，辖上海、松江、南汇、青浦、奉贤、金山、川沙、嘉定、宝山、
崇明、太仓、海门等１２县。
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列为国民政府直辖市。１９２８年，
宣布租界为特别区。７月，接收上海县属上海（沪南）等 １１ 市乡和宝山县属吴
淞等６市乡，共１７市乡，成为上海特别市的实际境域，并就市乡改置为１７区。
面积４９４．６９平方公里 （不含租界）。１９３０ 年 ７ 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为上海市。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市沦陷。１９４５年 ８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境域恢
复为战前１７个区和特别区区域。１１月底，市政府在市下设区，１２月划分为２９
个区。上海市面积６１７．９５平方公里。
１９２８年，上海市、县分治后，上海县保留，和松江、青浦、金山、南汇、川沙、
宝山、嘉定、奉贤、崇明等９县仍属江苏省。除沦陷期，至１９４９年不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上海市伪政
府成立，行政区划多有变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５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成立，次年
４月２８日接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领导，改组为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１０月１６
日又改组为伪上海特别市政府。１２ 月 １ 日，江苏省川沙、南汇、奉贤、崇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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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嘉定等县划归上海市，并改县为区。上海市原有区域改为市中心区、闸北
区、南市区、沪西区、浦东南区、浦东北区。原上海县浦西地区改为北桥区，隶上
海市。１９４３年７月３０日和８月１日，汪伪国民政府先后宣布收回上海法租界
和公共租界，并分别改置为第八、一区，１９４４ 年 ２ 月第八区并入第一区。 至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上海地区行政建置有上海市属江湾、沪北、沪西、浦东南、
浦东北区和申江、宝山、嘉定、崇明、奉贤、南汇、川沙县，伪市政府直辖地区（原
租界及南市区）及江苏省属松江、金山、青浦县。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２８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列为
中央直辖市，设黄浦、老闸、邑庙、蓬莱、嵩山、卢湾、常熟、徐汇、长宁、普陀、闸
北、静安、新成、江宁、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浦等２０个市区，新
市、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真如、杨思、洋泾、高桥等１０个郊区。１９５２年
１０月，新市区并入江湾区。１９５３年１１月，设水上区，全市辖 ３１区。１９５６年 ２
月，撤销老闸、嵩山、常熟、静安、北站、北四川路等 ６区。撤销杨思、洋泾、高桥
区，设立东郊区。撤销吴淞、江湾、大场区，设立北郊区。撤销真如、新泾、龙华
区，设立西郊区。６ 月，撤销水上区。全市辖黄浦、邑庙、蓬莱、卢湾、徐汇、长
宁、普陀、闸北、新成、江宁、虹口、提篮桥、榆林、杨浦、东昌１５个市区和东郊、北
郊、西郊３个郊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２６日，江苏省松江、上海、嘉定、宝山等９县先后解放，隶
苏南行署区松江专区。松江专署驻松江县。６ 月 ２ 日，崇明县解放，隶苏北行
署区南通专区。１９５１ 年，以嵊泗列岛特区设嵊泗县 （１９２５ 年嵊泗列岛属崇明
县，１９４６年划出），隶属于松江专区，松江专区辖上海、松江等１０县。１９５３年，
嵊泗县划归浙江省。１９５８年１月，松江专区撤销，所属上海、宝山、嘉定３县划
入上海市，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 ６ 县划入苏州专区。１０ 月，上海
市撤销西郊、北郊、东郊 ３个郊区。设立浦东县。１１ 月，江苏省苏州专区所辖
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 ６ 县。１２ 月，南通专区所辖崇明县，划入上
海市。至此，上海市辖黄浦、邑庙、蓬莱、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闸北、新成、江
宁、虹口、提篮桥、榆林、杨浦等 １４个区，浦东、松江、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
山、青浦、嘉定、宝山、崇明等１１个县，今上海市境域形成。后除１９６０年３月浙
江省舟山县嵊泗人民公社划属上海市，１９６１ 年重划归浙江省外，至 １９９５ 年基
本不变。
１９６０年１月，撤销蓬莱、邑庙、江宁、新成、提篮桥、榆林等区，新建闵行区
和吴淞区。全市有黄浦、南市、静安、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
闵行、吴淞等１２个区和１１个县。１９６１年１月，撤销浦东县。１９６４年 ５月，撤
销吴淞区、闵行区，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９８１年２月两区先后重建，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９９２
年９月又先后撤销，分别与宝山县合并为宝山区、与上海县合并为新的闵行区。

同时，宝山县、上海县先后撤销。１０月，撤销嘉定县，建嘉定区。１９９３年 １月，
撤销川沙县，设立浦东新区。
１９９５年，全市辖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静安、闸北、虹口、杨
浦、宝山、嘉定、闵行、浦东新区等１４区和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６
县。面积６３４０．５平方公里。
１９５１年１月，上海市郊设６１个乡镇、１８０个行政村（不含松江专区和崇明
县），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有１０８个公社、１个镇，１９８４年有２６个镇、２００个乡。１９５２年
６月，上海市区各区按公安派出所区划设人民政府办事处，９月有１３５个。１９５５
年５月底，办事处改为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关，１９８９ 年有 １２２ 个。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０４个街道办事处，２０８个镇、９个乡；３３５２个居民委员会、２９８４
个行政村。

第二节 区县 、松江府概况
一、 区县概况

浦东新区 １９９３年１月设立。１９９５年，面积５２２．７５平方公里，人口１４８．６３
万人。辖陆家嘴、崂山西路、潍坊新村、梅园新村、罗山新村、金杨新村、周家渡、
塘桥、上钢新村、南码头路、歇浦路１１个街道和洋泾、川沙、高桥、北蔡、施湾、六
团、江镇、蔡路、合庆、东城、黄楼、孙桥、唐镇、王港、龚路、顾路、杨园、张桥、金
桥、东沟、外高桥、高东、凌桥、张江、花木、钦洋、严桥、六里、杨思、三林３０个镇，
３５４个居民委员会，３３３个行政村。
徐汇区 １９９５ 年，面积 ５４．７６ 平方公里，人口 ８０．６２ 万人。辖徐家汇、天
平、湖南、斜土、枫林、田林、康健、长桥、虹梅 ９ 个街道和漕河镇、华泾镇、龙华
乡。３５６个居民委员会，２０个行政村。清末，分属上海县上海城区、法华乡、漕
河泾乡。１９１４年，法租界第三次扩张，境内今肇嘉浜路以北、华山路以东地区
划入法租界。１９２７年，分属法租界和上海特别市沪南、漕泾、法华 ３区。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属上海市第七区（常熟区）、第八区（徐家汇区）、第二十六
区（龙华区）。１９４８年２月，徐家汇区改徐汇区。１９５６年３月，常熟区与徐汇区
合并为徐汇区。
长宁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３７．９７平方公里，人口６０．７５万人。辖新华路、江苏
路、华阳路、周家桥、天山路、仙霞新村、虹桥、程家桥８个街道和北新泾镇、新泾
乡，有１８３个居民委员会、８个行政村。１９１４年，分属法华乡、蒲淞市和法租界。
１９２８年，分属法华区、蒲淞区、第二特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分属上海市第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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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１９４７年，两区分别改长宁区、新泾区。１９４８年，长宁区改称法曹区，１９４９
年６月８日改长宁区。
普陀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５４．９６平方公里，人口８２．５３万人。少数民族３０余
个、人口近０．９万人，回族占８０％，是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族种最多的区。辖中
山北路、长风新村、长寿路、甘泉路、石泉路、东新路、白玉路、宜川新村、曹安路、
曹杨新村１０个街道，长征、桃浦、真如 ３ 镇，２８８ 个居民委员会、１８ 个行政村。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上海市第十三区。１９４７年１月，改称普陀区。１９４９
年后，先后从闸北、真如、新泾、大场、西郊等区及宝山、嘉定县划入部分。
闸北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２８．４８平方公里，人口 ６７万人。辖天目西路、西藏
北路、北站、宝山路、青云路、芷江西路、虬江路、中兴路、共和新路、大宁路、彭浦
新村、临汾路１２个街道和彭浦镇，３０２个居民委员会、７个行政村。清光绪二十
六年（１９００年），地方绅商辟华办商埠，设闸北工程总局。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设闸北自治公所。辛亥革命后，建闸北市。１９２８年，闸北区设立。抗日战争胜
利后，改设第十四、十五行政区，１９４７年分别改称闸北区和北站区。１９５６年，两
区合并为闸北区。
虹口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２３．４５平方公里，人口２９．３８万户、８２．７万人。辖提
篮桥、乍浦路、唐山路、嘉兴路、虹镇、新港路、四川北路、欧阳路、同心路、广中
路、曲阳路、凉城新村１２个街道和江湾镇，３５７ 个居民委员会。清道光二十五
年（１８４５年），美国传教士在境内南部租地造屋，后为美租界、公共租界。南部
为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的主体部分，租界以北地区分属上海、宝山两县。抗日
战争胜利后，分属第十六区（虹口区）、第十七区（北四川路区）、第十八区（提篮
桥区）。１９５６年年初，北四川路区与虹口区合并为虹口区。１９５９年年底，提篮
桥区与虹口区合并为虹口区。１９８４年９月，宝山县江湾镇与大柏树地区划入。
杨浦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５２．１３ 平方公里，居民 ３５．４７ 万户、１０６．２ 万人。有
定海、大桥、平凉、江浦、四平、控江、延吉、长白、五角场、殷行 １０个街道和五角
场镇，４６５个居民委员会和 ７ 个行政村。清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 年）和光绪二十五
年，南部沿黄浦江地带划入公共租界。１９２７年，租界以北分属上海特别市政府
引翔、殷行、江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属杨树浦、榆林、新市区。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杨树浦区改称杨浦区。１９６０年１月榆林区并入。１９８４年９月，宝山县五角
场地区划入。 同月，川沙县东沟以西、荻柴浜以北和上川路以东地区划入。
１９９３年１月，区境浦东部分划归浦东新区。
黄浦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４．５６４ 平方公里，人口 ２８．５ 万人。辖人民广场、外
滩、南京东路、金陵东路４个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 ７６个。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年）起，英法等国将区境东部划为居留地（租界），以洋泾浜为界，北为英
租界，南为法租界。至光绪二十五年，区境全部划为租界。１９４３年，分属第一、

第八区。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属第一区 （黄浦区 ）、第二区 （老闸区 ）。
１９５６年，黄浦、老闸两区合并为黄浦区。１９６０年，新成、邑庙、卢湾区部分地区
划入。１９６１年，浦东县东昌、崂山、张家浜３个街道划入。１９８４年，川沙县洋泾
镇和洋泾、严桥乡部分地区划入。１９９３年，浦东部分划属浦东新区。
南市区 １９９５ 年，面积 ８．２９ 平方公里，人口 ４８．４ 万人。辖小东门、董家
渡、豫园、老西门、半淞园路５个街道、１２７个居民委员会。南宋咸淳年间，形成
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 年），上海县立，县治设今区内。上海开埠后，
商业区北移，形成新市场，称北市，上海县城厢商业区始称南市，后成地名。
１９３８年７月称南市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区境分为第三区（后称邑庙区）、第四
区（后称蓬莱区）。１９５６年嵩山区撤销，东北地区划归邑庙区。１９５９年 １２月，
邑庙、蓬莱两区合并为南市区。１９６１年３月起，先后划入浦东周家渡、塘桥、南
码头和杨思镇。１９９３年１月，划出浦东部分属浦东新区。
卢湾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８．０２ 平方公里，人口 ３９．３３ 万人。辖五里桥、打浦
桥、丽园路、顺昌路、嵩山路、济南路、淮海中路、瑞金二路８个街道，１１１个居民
委员会。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和 １９１４年，区域北部相继辟为法租界。肇嘉
浜以南为华界，１９２８年７月起属上海特别市沪南区。１９４５年 １２月，以重庆南
路和鲁班路为界，以西设第六区（又名芦家湾区，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改称卢湾区），以
东设第五区（又名泰山区，１９４７年改称嵩山区）。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先
后撤销嵩山区、邑庙区，部分地域并入卢湾区。
静安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７．６２ 平方公里，人口 ４０．４７ 万人。辖曹家渡、静安
寺、南京西路、江宁路、石门二路 ５ 个街道、１３３ 个居民委员会。清光绪二十五
年，分属公共租界、法租界及上海县。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属第十区（静
安区）、第十一区（新成区）、第十二区（江宁区）。１９４９年５月，静安区改静安寺
区，１９５０年６ 月称静安区，１９５６ 年 ２ 月撤销，境域分属新成、江宁、长宁区。
１９６０年１月，撤销新成、江宁区，建静安区。
宝山区 境域分陆地和岛屿两部分，有长兴、横沙两岛。１９９５ 年，总面积
４２５．１８平方公里，其中两岛面积１２３．９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７３万公顷。人
口６９．１８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４７．３９万人。辖吴淞镇、海滨新村、友谊路、泗塘
新村、通河新村５个街道，罗店、大场、杨行、月浦、盛桥、宝山、罗泾、罗南、刘行、
顾村、祁连、高境、庙行、淞南１４个镇，长兴、横沙２个乡，有１６７个居民委员会、
１８２个行政村。１９８８年１月，撤销吴淞区和宝山县建宝山区。
闵行区 全区分浦西、浦东两部分。１９９５年，面积３７０．７５平方公里。人口
５４．３９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５６．３％。辖纪王、诸翟、华漕、七宝、虹桥、莘庄、梅
陇、颛桥、曹行、北桥、马桥、塘湾、陈行、杜行、鲁汇 １５个镇，华坪路、碧江路、吴
泾、昆阳路４个街道，有１８６个行政村、１１２个居民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９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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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闵行区，合并建立新的闵行区。
嘉定区 １９９５年，面积４５８．８ 平方公里。人口 ４７．８８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１９．３１万人。辖嘉定、南翔、安亭、娄塘、封浜、马陆、戬浜、徐行、曹王、华亭、
唐行、朱家桥、外冈、望新、方泰、黄渡、江桥 １７ 个镇，新成路、真新新村 ２ 个街
道，有２４８个行政村、８２个居民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撤县建区。
南汇县 海岸线长约４５公里。１９９５年，面积 ６８７．６６平方公里，其中水域
面积约占１４％。人口６９．４９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７．１１万人。辖惠南、周浦、
新场、大团、康桥、瓦屑、横沔、下沙、航头、宣桥、三灶、坦直、六灶、祝桥、盐仓、东
海、黄路、三墩、彭镇、泥城、书院、万祥、新港、老港、芦潮港２５个镇，３４２个行政
村、８５个居民委员会。元初，下沙盐场东移，原盐场垦为农业区，设长人乡。明
初，盐区移至里护塘以东，塘内称漕田或有司地，属长人乡；塘外称灶田或盐司
地，属下沙盐场，设团、灶建置。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以上海县长人乡和下沙
盐场９个团设南汇县。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划属上海市。
奉贤县 １９９５年，面积６８７．３９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 １２．７５％。人口
５２．０５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１３．１３ 万人。辖南桥、奉城、江海、西渡、邬桥、新
寺、胡桥、庄行、齐贤、金汇、泰日、头桥、四团、平安、塘外、青村、光明、钱桥、奉
新、柘林、洪庙、邵厂２２个镇，３０２个行政村、２９个居民委员会。五四、星火、燎
原３个市属农场在境内。清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 年）建县，属松江府。传孔子弟子
言偃到此讲学，里人崇奉贤人，故名奉贤。县治初设南桥，雍正九年迁青村所城
（今奉城），１９１２年迁南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划属上海市。
松江县 １９９５年，面积６０５．６４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６０．４９ 平方公里、
山地面积３．５６平方公里。人口４９．５５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４．７５万人。辖松
江、泗泾、仓桥、茸北、华阳、车墩、新桥、洞泾、九亭、佘山、天马山、小昆山、大港、
李塔汇、石湖荡、新浜、五厍、泖港、张泽、叶榭２０个镇，３１６个行政村、８８个居民
委员会。松江古称华亭，别称云间、茸城。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设华亭县，成为
华亭县一部分。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华亭县升华亭府，次年改松江府。华
亭县治、松江府治均设今松江城区。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析华亭县西南境
设娄县，县治与华亭同郭。１９１２年废府，华亭县和娄县合并为华亭县，１９１４年
改松江县。１９３３年起，江苏省先后在松江县设第四、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解放后，设松江专区。１９５８年３月，松江专区撤销，松江县划属苏州专区，１１月
划属上海市。
金山县 全县分陆地、海岛，海岸线长２３．３公里，有大金山、小金山、浮山３
岛。１９９５年，面积５８６．０５平方公里。人口４７．１４万人，非农业人口占３７．０６％。
辖枫泾、兴塔、朱泾、新农、松隐、亭林、朱行、漕泾、山阳、金山卫、钱圩、张堰、廊下、
吕巷、干巷１５个镇和朱泾乡，２３６个行政村、４８个居民委员会。清雍正四年，析娄

县西南部建金山县，县治金山卫城。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县治移朱泾镇，后
几经搬迁，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起定驻朱泾镇。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划属上海市。
青浦县 １９９５ 年，面积 ６７５．５２ 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积约占 ２１．６％。人口
４５．７８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１１．３７ 万人。辖华新、凤溪、重固、白鹤、赵屯、大
盈、香花桥、环城、朱家角、沈巷、小蒸、蒸淀、练塘、莲盛、西岑、金泽、商榻、徐泾、
赵巷、青浦２０个镇和盈中乡、青浦工业园区，３２２个行政村、６４个居民委员会。
青浦崧泽、福泉山一带是上海迄今发现人类最早的聚居地。明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年），建青浦县，县治青龙镇。嘉靖三十二年撤县，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复
立，县治移唐行镇（今青浦镇）。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划属上海市。
崇明县 在崇明岛。１９９５年，面积８４０平方公里。人口７１．７９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５３．２４万人。辖绿华、三星、庙镇、合作、江口、港西、城桥、侯家、建设、
大同、新河、新民、大新、竖新、港沿、堡镇、向化、中兴、陈家镇、裕安 ２０个镇，新
村、海桥、港东、五$、合兴５个乡，４８８个居民委员会、行政村。唐武德年间，长
江口江面涨出东沙和西沙。 五代初在西沙设崇明镇。 宋嘉定十五年 （１２２２
年），设天赐盐场，隶通州。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
降州为县。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划属上海市。
二、 １
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撤销的区县概况
吴淞区 １９８８ 年，面积 ５４．４５ 平方公里，人口 ２２．０３ 万人。辖 ５ 个街道。
１９２８年７月，建吴淞区。１９５６年１月，与大场、江湾两区合并为上海市北郊区。
１９５８年８月，并入宝山县。１９６０年，重建吴淞区，１９６４年５月并入杨浦区，１９８０
年１０月再建。１９８８年１月，和宝山县同时撤销，合建宝山区。
宝山县 １９８７年，面积３７０．７３平方公里。辖 ３个镇 １７个乡。人口 ３１．８６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２５．６６万人。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从嘉定县分出，建宝山
县，以明代初年人工堆筑作为导航设施的土山之名命名。１９５８年１月，划属上
海市。１９６０年，划出吴淞镇及 ? 藻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淞区。１９８８ 年 １
月，和吴淞区同时撤销，建宝山区。
闵行区 由闵行、吴泾两个工业卫星城组成。１９９２年，面积 ４３．６８平方公
里，人口１５．５６万人。辖４个街道办事处。１９６０年，划上海县闵行、吴泾地区建
闵行区。１９６４年撤销，并入徐汇区。１９８１年恢复。１９９２年９月撤销，与同时撤
销的上海县建立新的闵行区。
上海县 分成浦西、浦东两部分。１９９２年 ９月，面积 ３６０．１８平方公里，其
中水域面积１０．５％。人口 ３９．８４ 万人。辖 ３ 镇 １４ 乡。元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
年），划华亭县东北境 ５ 乡置上海县。上海开埠后，辟英、美、法侨民居地为租
界。县城及周围地带割裂为“华界”、“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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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大部是租界之外农村地区。１９２８年７月上海县、市分治，繁华之地悉归上海
市，上海县辖原境西南隅８乡。１９５８年１月，划属上海市。８月，上海市西郊区
大部并入。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析闵行、吴泾地区置闵行区。１９９２年９月，撤销上海
县，与同时撤销的闵行区合并建立新的闵行区。
嘉定县 １９９２年，面积４８３．８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４８．８平方公里。人
口５０．７８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８．０５万人。辖４镇１６乡。南宋嘉定十年十二
月，析昆山县东境５乡置县，以年号为名。１９５８年１月，划属上海市。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撤县建区。
川沙县 １９９２年，全县面积４４６．１１平方公里。人口６２．１３万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１６．４７万人。辖３镇２６乡。清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析上海县高昌乡
滨海地和南汇县长人乡部分地置川沙抚民厅，宣统三年九月改厅为县。１９５８
年１１月，划属上海市。１９９３年１月，建上海市浦东新区，撤县。
三、 松江府

松江府辖区大体为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黄浦江以东地区，今黄浦、静安、
卢湾、南市、徐汇、长宁、闵行、浦东新区等区，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县
全部，及杨浦、虹口、闸北等区部分地区。东汉建安二十四年 （２１９ 年），陆逊以
功封华亭侯，华亭始见于史志。唐天宝十载 （７５１ 年），割昆山南境、嘉兴东境、
海盐北境置华亭县，县治今松江县城区。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华亭县升华
亭府，次年府改松江府，辖华亭１县。至元二十七年，松江知府提出分建上海县
奏议。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县立，松江府始辖华亭、上海 ２ 县。 清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年），辖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 ７县和川沙抚民厅。１９１２
年１月，江苏省裁府州厅，松江府建置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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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 面积 、地貌

上海境内除西南部有１０余座基岩残丘外，均为平原。地面高程３～５米。
陆域地势总趋势是由东向西低微倾斜。海域有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佘山等岩
岛。大金山海拔高度１０５．０３米，为上海海拔最高点。
一、 面积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土地面积 ６３４０．５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 １０．９％。土
壤资源总面积３８．２８万公顷，耕地资源总面积３４．５２万公顷。
二、 成陆

距今７０００年前后，上海地区绝大部分被海水淹覆，仅西部局部出露，成为
滨海湖沼低地。距今７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西部青浦、松江、金山湖沼平原地区，在
吴淞江南北贝壳沙带形成时已基本成陆。距今１０００～６００年前，白龙港至马厂
以东地区浦东成陆。崇明岛于唐武德年间出露水面。
７０００年前陆海 至距今 ７０００ 年前后，长江口后退至今镇江扬州一带，形
成向东开放的喇叭形河口湾。今上海地区绝大部分被内侵海水淹覆，仅余西部
局部地区沦为滨海湖沼低地。海面上升，海岸后退，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挟带的
泥沙，淤平上海地区岛状起伏的原始基底面。
７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冈身地带 距今 ７０００年起，上海地区吴淞江以北，自西
向东有浅冈、沙冈、外冈、青冈和东冈５条贝壳沙带和沙带，吴淞江以南自西向
东有沙冈、紫冈、竹冈和横泾冈４条贝壳沙带。吴淞江北的浅冈与吴淞江南的
沙冈相对应，形成于距今６８００～６０００年，是上海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贝壳沙
带海岸。吴淞江南紫冈对应于吴淞江北沙冈，代表上海地区距今 ５８００～５５００
年前海岸线。吴淞江北外冈与吴淞江南竹冈完全对应，代表距今 ４２００～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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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海岸线。吴淞江南横泾冈约形成于距今３２４０年。在距今７０００～６０００年，
当西部浅冈—沙冈一线海岸形成之时，西部上海地区已摆脱海侵影响，普遍发
育成滨海湖沼低地，高墩或低丘已有人类活动，其遗迹形成上海地区最早的文
化遗存马家浜文化。其后至３０００年前，湖沼逐渐排干，平原扩展，人类活动从
低丘高墩移向平原，形成冈身地带及其以西地区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崧泽文
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址。冈身地带东西宽４～１０公里，形成过程历时４０００
年，平均每年淤涨１～２．５米。
３０００～１７００年前中部地区 ３０００年前今浦东花木、北蔡、周浦、下沙、航头
一线成陆。形成滨岸沙带海岸。盛桥、下沙、滩浒山一线沙带海岸，形成距今约
１７００年。冈身以东至下沙沙带间上海中部地区，自西向东当成陆于距今３０００～
１７００年。上海中部地区下沙沙带海岸，形成于东晋时期或以前。唐开元年间上
海东部海岸仍稳定在花木、北蔡、下沙沙带一线。冈身地带东侧至下沙沙带之
间的上海中部地区，平均宽 １７公里，形成时间 １３００年，年均淤涨 １３米。成陆
速度快于冈身西侧。
１７００～１０００年前浦东中部地区 盛桥、花木、下沙一线以东的浦东中部
地区，北宋初期前，此线以西浦东中部地区、黄浦江以西部分地区已成陆。浦
东中部地区东西宽度约近 １５ 公里，形成于距今 １７００～１０００ 年前，年均淤涨
２１米。
近１０００年浦东东部地区 沿海成陆过程，以东、西沙带为界，分为前、后
５００年。东、西沙带呈南向分汊状。东沙带自白龙港向南经中港至泥城，距今
５８０±９０年。西沙带北起白龙港，向南经军民至马厂，距今 ６００±８５ 年。吴及
海塘至西沙带海岸间陆地，形成于距今 １０００～６００年前。其中，大团至马厂的
南汇嘴方向成陆速度最快，年均淤涨１８．７５米。自此向北，淤涨速率不断降低，
惠南至西沙年均１３米，祝桥至军民年均 １０米，顾路以东年均 ６米。西沙带以
东滨海地带，为近６００年发育形成的新浦东。马厂至果园方向的南汇嘴，最大
宽７．２公里，年均淤涨 １８ 米。万祥以东宽 ７．２ 公里，年均淤涨 １３ 米。自此以
北，新成陆地不断缩窄，西沙以东宽４．５公里，军民以东２．５公里，至白龙港一带
完全尖灭，反涨为坍。
长江南岸 宝山新陆至浦东黄家湾长江南岸地带，成陆和上海大陆地区的
成陆过程同步。盛桥西北岸段形成于距今 １７００年前，盛桥东南岸段形成于距
今１７００～１０００年前。形成之初，长江南岸上海岸线偏在今岸线之北，长江河口
段较为开阔，江中有若干不大的河口沙洲。唐代之后，尤其是元明时期，河口各
沙洲迅速扩大、合并，形成崇明岛。长江河口段过水断面缩窄，加以长江水流在
科氏力作用下南偏，导致江流对长江南岸冲刷加剧，以至不断坍陷。又因长江
南支河口段长兴各沙洲的孕育，坍没量自西向东增大。

东段。吴淞口至黄家湾。明初至今，内坍严重，岸线南移１０公里以上。
西段。吴淞口至新陆。明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 年），在今滨江的宝山故城东
北０．５公里创筑吴淞所城，距江岸 １．５ 公里，并有海塘护卫。其后岸线内坍南
移，至明嘉靖初年，城北陆地、海塘全部坍没，所城东北角没入长江。明末清初，
旧城全部坍入江中。明代，宝山城附近岸线南移 ２公里以上。明中叶，岸线显
著南移。明末清初，岸线逼临今岸。
杭州湾北岸 东晋前，杭州湾北岸涨坍和上海地区成陆同步。东晋后，上
海地区陆地继续向东推进，杭州湾北岸反涨为坍，岸线不断后退，直到明中叶，
岸线后退始受到遏制。距今７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上海冈身地带至今漕泾、柘林一
带继续向南经大、小金山而止于杭州湾北岸。东晋以前，杭州湾北岸岸线迅速
向东推移。东晋以后，岸线逐渐向北退缩。处岸边的王盘关、濮伏关最先没入
海，随后有滩虎关西北的大纾镇和濮伏关东北的临海镇没海。南朝后期，岸线
距大金山不远，东北延伸和下沙沙带海岸相接。１０ 世纪，杭州湾北岸继续内
坍。后晋天福三年（９３８年）以前，大金山立于海岸线上，成为杭州湾北岸重要
门户。北宋初期，杭州湾北岸岸线东北起自南汇大团，向西南经大金山南麓，西
与海盐岸线相接。两宋时期，岸线全线崩溃内坍。南宋淳熙年间大金山沦入
海。南宋中期，杭州湾北岸岸线退至四团、奉城、钱桥至金山卫南一线贝壳沙
带。岸线在金山嘴东南呈犁形嘴向海突出数公里。元至明初，杭州湾北岸东北
段岸线受上海东部海岸推进影响，开始反坍为涨。至明代初期，东北段岸线南
移至马厂、砂碛、朱新、柘林一线。西南段东西两侧仍坍陷，从卫南贝壳沙带一
线退至卫南老金山塘脚，导致漕泾至金山嘴以南犁形嘴岸线更加突出，明初于
嘴岸设置海防墩堡。明代中期后，东北段岸线随上海东部岸线东移继续外涨南
移。西南段金山卫南岸线反坍为涨，岸线自老金山塘脚向南推进。清乾隆初
年，杭州湾东北段岸线，南移至今奉贤随塘河一线。西南段金山嘴犁形嘴海岸
已冲刷殆尽，海船可直抵塘下。同时，新的犁形嘴在戚家墩南部形成。金山卫
南岸线南移，距老金山海塘１公里。光绪年间，戚家墩犁形突岸也被挑流冲刷
入海，漕泾至戚家墩的岸线已经定型，杭州湾北岸东北段和西南段的卫南岸线
继续南移至今岸线附近。
西部湖沼平原 西部湖沼平原区主要包括青浦、松江、金山 ３县。在吴淞
江北浅冈、吴淞江南沙冈一线海岸贝壳沙带形成时已基本成陆，距今 ７０００～
６０００年。至５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随海面下降，区内湖沼大部干涸，变为以平原为
主体的滨海湖沼平原。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平原农田。 近
２０００年，区内局部地区再次发生较大的水陆演变。平原沉沦，湖沼再次扩展，
遗址陷入湖中，直到北宋后期，仍有不少村落和大片低地淹没于湖、泖、荡、港之
中。明清后，多数湖、荡消失，存今淀山湖及大葑、白鱼、长白等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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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长江口三角洲

前三角洲 范围广阔，自水深１０米～１５米以下向东延伸至东经１２３度４０
分左右６０米以内。地貌形态主要有西北—东南向展布的长江古河道，尤以长
江古河道著称。
三角洲前缘 在前三角洲与潮坪区之间，可分为拦门沙带、航道拦门沙、河
口心滩、河口沙嘴、涨潮槽、落潮槽、前缘斜坡等７种类型。
四、 潮坪区

潮坪区处上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带，可分为长江口南岸潮坪、杭州湾北岸
潮坪、崇明东滩３部分。
长江口南岸潮坪区 从高桥水文站到芦潮港岸段长７２．４公里，其中浦东
新区段３４．７公里、南汇县段３７．７公里。
杭州湾北岸潮坪区 上海岸段从芦潮港到金丝娘桥约长６０公里。
崇明东滩 属中潮岸段，在海塘外围向东呈半椭圆形分布，最宽达 １１ 公
里。为淤涨岸。
五、 滨海、湖沼平原

滨海平原 在冈身以东，潮坪区以西的广大地区，总面积 ０．３３ 万平方
公里。
湖沼平原 在青浦县淀山湖、鼋荡、大葑漾等湖周围，面积１３２平方公里。
六、 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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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山丘１７座，分布在西北部松江县、青浦县和东南部金山县。松江县
的山丘史称松郡九峰，实有１２座，均呈西南东北走向，海拔 １００米之下。金山
县有３座，分别为秦望山、甸山、查山。青浦县２座，分别为福泉山、淀山。天马
山最高，海拔９８．２米。福泉山仅为土丘，甸山已被夷平。
天马山 又名干山。海拔９８．２米，面积４４．４７公顷。为上海陆上海拔最高
地点。有南北两峰，形如天马，故名。黑松、油桐、毛竹等郁郁成林。
西佘山 海拔９７．２米，面积４６．７１公顷。有数百年香樟、榉、榆等，佘山天
主教堂。西坡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辟的茶园２７亩。
薛山 海拔７４．１米，面积３２．５７公顷。毛竹成林。
东佘山 海拔６８米，面积３２．５７公顷。植被完整，松竹成林。
辰山 旧名神山，唐天宝六载（７４７年）改称细林山。又因在松郡九峰东南
方辰位，故名辰山。海拔６９．８米，面积１７．７８公顷。山之西南、南、东面的悬崖

为古今采石地，其西南面已成深坑，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采石仍未停止。山
后坡多竹木。
横山 海拔６８米，周长２．５公里，面积２１．６０公顷。山南坡多黑松，北坡多
毛竹。
小昆山 原名昆山，南朝梁因有昆山县，改称小昆山。俗名牛头山。山有
南北两峰。海拔５４．３米，面积１１．９７公顷。广植松樟。
凤凰山 海拔５１．１米。面积１５．５３公顷。
北竿山 旧志称竿山，宜长箭竹，故名。因在干山之北，又名北竿山。海拔
４０．４米，面积１４．９４公顷。有众多白鹭栖息。
钟贾山 因介于松郡九峰中间，又名中介山。 海拔 ３９．２ 米，面积 ７．７８
公顷。
机山 海拔３８．９米，面积４．６１公顷。
秦望山 海拔３２．１３米。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开采白泥，致山腹中空，后填
泥充实，并造建筑物覆盖。多灌木。
查山 海拔２３．２３米。岩石为中生代火山岩。山体坡度平缓，岩石裸露，
间有杂草灌木。
淀山 海拔１５．４米。旧时有“九峰之祖”的说法。清代，全山尚在淀山湖
中，后泥沙淤积，化为田畴，依山成村。
厍公山 高１０余米，面积１．３３公顷。
福泉山 古称息壤，也名覆船山。后以旁有井泉甘美，改名福泉。山有朝
真道院，传说有薛道人居此，故又称薛道山。山体高７米。面积０．７公顷。
甸山 古在柘湖中。旧称柘山，后湖湮陆成，遂称甸山。高出地面 ７ 米，
１９５８年采石炸平。
七、 岛礁

上海市有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九段沙、黄瓜沙、东风沙、青草北沙、青草
南沙、扁担沙、复兴岛等２０个冲积岛，大金山岛、小金山岛、浮山岛（乌龟山岛）、
佘山岛、鸡骨礁等６个基岩岛礁。
崇明岛 中国第三大岛屿、最大的冲积沙岛。东西长 ７８ 公里，南北宽约
１３～１８公里，面积１１６２．２９平方公里。地面高程 ３．２１～４．２０ 米土地占总面积
９０．６５％。分长江河口水流为南北两支。唐武德年间有东沙、西沙出水，五代杨
吴时（９０２～９０５年）置崇明镇，始有“崇明”之称。北宋建中靖国（１１０１年）初，又
长出三沙，明正德年间，与东沙、姚刘沙合并，形成长江河口大型沙洲，奠定今崇
明岛基础。
长兴岛 在长江入海口。东西长约２０公里，南北宽约４公里，面积８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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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地面最高３．２米，最低２．２～２．４米。清代起，长兴等沙洲不断涨坍，
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长兴岛为核心，由石头沙等沙洲合并而成。
横沙岛 又名开沙。在长江入海口。长１１公里，宽８公里，面积４９．２６平
方公里。最高３．６米，最低２．６米。出露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光绪年间发育成为
大沙洲。
九段沙 位于长兴岛、横沙岛东南，是长江口最外部的一块新生沙洲。东
西长约１８公里，南北宽约１３公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落潮时上沙露出水面，
７０年代以后生长加速，１９９５年面积１１４平方公里。有１０多种自然生长的高等
植物，中沙、下沙有人工种植芦苇、互花米草促淤。
复兴岛 在黄浦江下游，距吴淞口６公里。长３．４２公里，中部最宽处５５０
米。原为黄浦江中一处浅滩，清光绪三十二年已成雏形，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６年在浅
滩东侧抛石筑堤，滩面淤高，后多次填泥、围埝，终成新岛。
大金山岛 古称钊山，在距杭州湾北岸陆地最近点金山嘴 ６．２公里海中。
海拔１０５．０３米，面积０．２２９平方公里。有上海其他地区绝迹的原始植被中亚热
带地带性植被。
小金山岛 亦称胜山，在大金山岛西北１．７５公里海中。海拔３４．２３米，面
积０．０３６平方公里。
浮山岛 亦称王盘山，整个山体状如乌龟，俗称乌龟山。 在大金山岛南
０．６３公里海中。海拔３１．７１米，面积０．０３１平方公里。
佘山岛 又名蛇山，崇明岛以东 ３５ 公里。 海拔 ５４ 米，面积 ０．０３７ 平方
公里。
鸡骨礁 在长江口外，由３个小礁石组成。大者直径１０米，面积１００平方
米。小者直径５米。

第二节 地震区划 、矿产
一、 地震稳定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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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可划分为５个地震稳定程度不同的小区，分别为金山—奉贤稳定
区、昆山—青浦较稳定区、崇明—启东和南汇嘴轻微不稳定区，以及上海—佘山
岛较不稳定区。上海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均分布于此。
二、 矿产

上海矿产资源已查明有金山张堰铜矿，少量浅层天然气和天然建筑材料等。

第三节 气候
上海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影响上海的天气系统有台风、东
风扰动、温带气旋、梅雨、寒潮。春末夏初形成梅雨天气。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
出现城市气候。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至１９９０年，上海有１１３年出现气象灾
害，气象灾害年出现几率０．９６，破坏性潮灾约１８年一遇。
一、 气温

平均气温 上海有系统、规范化的气温观测记录始于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至１９９０年累年平均气温为１５．５℃。７月最热，平均气温市区２７．８℃，郊区
２７．４～２７．７℃。１月最冷，平均气温市区３．６℃，郊区３～３．７℃。
极端气温 清同治十二年至１９９０年，一日内最高气温大于３５℃的炎热天
气，平均有７．６天。极端最高气温，出现过４０．２℃（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２日）。１月和
２月上中旬是全年最冷季节，一日内最低气温小于－５℃的严寒天气日数，平均
有４天。最低气温出现过－１２．１℃（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９日）。
四季分配 春季约４月２日～６月１５日，７５天。夏季约６月１６日～９月
１７日，９４天。秋季约９月１８日～１１月１９日，６３天。冬季约１１月２０日至次年
４月１日，１３３天。清同治十二年至 １９９０年平均气温，上海温度年型可分为暖
年（年平均气温≥１６℃）、平年（年平均气温１５．０～１５．９℃）和冷年（年平均气温
＜１５℃），分别占 ２１％、６４％、１５％。１９３０～１９９０ 年，暖年占 ３７％，平年占
６１％，冷年占２％。
无霜期 清同治十二年至 １９３０ 年，年均无霜期 ２１４ 天，平均始于 ４ 月 ８
日，终于１１月７月。１９３１～１９９０年，平均无霜期２２８天，始于４月２日，终于１１
月１５日。７０、８０年代，无霜期延长至２３０天。
二、 降水

降水量 上海降水观测始于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至１９９０年累年平均降水量１１４９毫米。从上年１１月到当年５月平均４８３毫米，
占全年总量４２％；６～１０月平均６６６毫米，占全年总量５８％。５～９月汛期，各月雨量
都在１００毫米以上。降水最多月是６月１７４毫米，最少月１２月３７．５毫米。
降水日 清同治十二年至１９９０年，全年降水日数累年平均１３２天，从上年
１１月到当年５月平均有７５天，６～１０月５７天。６月有梅雨，降水１４天，居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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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首。３～５月有春雨，９月秋雨，各月降水日 １２～１３天。冬季降水日最少，各
月８～１１天。
降雪日数、积雪日数、雪深 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４１年、１９５１～１９９０
年，年均降雪日６．２天，降雪平均始于１月初，３月上旬结束。初雪最早见于１１
月２日（１８９５年），终雪最晚出现在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９８０ 年）。年均积雪日 ２．８ 天。
积雪最早出现在１１月２７日（１９０３年），最晚结束于３月２６日（１９２５年）。积雪
一般在１１月至次年３月。积雪日最多年１６天（１９０５年）。最大积雪深度一般
小于１０厘米。
三、 雾

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上海开始雾观测。至 １９９０年，上海内陆地区雾日
数平均约４０天，多于长江口沿岸和杭州湾北岸地区 ２５～３０ 天。内陆多辐射
雾，一般在５～７时成雾，７～９时消散。
四、 风

冬季盛行偏北风，１２～２月风向频率５４％。夏季盛行偏南风，６～８月风向
频率５３％。春秋两季为南北风向转换季节，春季多东到东南风，秋季多东到东
北风。年均风速３．１米／秒，春季３、４月份风速最大，秋季最小。全年西南风的
平均风速最小。
五、 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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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台风记载始见于三国吴太元元年（２５１年），至１９９０年有１９５年出
现台风成灾。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至１９９０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有３００次，年均
２．６次，每年都有，最多 ７ 次。 伴有 １０ 级以上大风约占 ２１％，伴有暴雨约占
２４％。１９５９～１９９０年，年均出现３．４次，最多８次，伴有１０级以上大风占２６％，
伴有暴雨约占３２％。台风最早见于 ５月 １８日（１９６１年），最晚见于 １１月 ９日
（１９７２年）。台风影响时间平均２．６天，最长 ８天。台风过境引起台风大风、台
风暴雨、台风风暴潮“三碰头”。光绪元年至１９９０年，台风大风极大风力大于１２
级占３．７％。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台风大风最大风力１０～１１级年均２次，占２％。有４２
次台风暴雨（日最大降水量大于或等于５０毫米），年均１次。雨量１００毫米以上
大暴雨、特大暴雨有１８次，２．５年一遇。台风暴雨持续时间１２小时以上占８５％，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叠加高潮抬高吴淞口潮位最高的有２次，分别达５．５８和 ５．７４米。
六、 寒潮

１９５９～１９９０年冬半年，影响上海的寒潮１１２次，年均３．５次，最低气温－１１℃

（１９７７年１月３１日上海县）。
七、 梅雨

梅雨或称霉雨。清光绪元年至１９９０年，平均入梅日为６月１５日，平均出梅
日为７月４、５日。梅雨期平均２０天，最长５９天（１９５４年），最短３天（１９５８年），
称空梅年。梅雨期雨量平均２３０．９毫米。有的年份出现两段梅雨期的倒黄梅。
八、 城市气候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上海市区出现城市气候，和市郊气候有明显的差异，其
特征主要表现在热岛效应、干岛和湿岛效应、混浊岛效应、雨岛效应和城市
风场。
九、 气象灾害

上海地区气象灾害记载，始于三国吴太元元年 （２５１ 年），主要有洪涝、干
旱、暴雨、潮汐、台风、大风、雷暴、冰雹、龙卷风、大雾、大雪、严寒、酷暑、霜冻等
１０多种。

第四节 水文
上海地区北、东、南三面滨江临海，西面又有以太湖为主的密集湖群分布，
境内水网稠密。河网绝大部分属黄浦江水系，平原外围有长江口与杭州湾水体
环绕。沿海水域包括河口、海湾、近海水域（通称长江口外水域）以及毗连的东
海陆架部分水域，还包括南黄海部分陆架。江、海岸线长 ４４９．６６ 公里，大陆岸
线长１７２．３１公里，岛屿岸线长２２７．３５公里，沿海０～－２０米等深线范围内水
域面积０．７２万平方公里。上海沿海是中国沿海海洋初级生产力最高的区域
之一。长江有丰沛的水资源，大通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 ２９３００立方米／秒，
有９６００亿立方米淡水泄入河口。 长江口自然河道天然最浅水深 ６ 米。 江
河、湖泊、塘陂水域总面积０．１８万平方公里，陆域水面面积６９１平方公里。河
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６～７ 公里。 黄浦江贯穿上海全市，在吴淞口汇入
长江。
一、 东海

东海北在长江口北岸启东角和韩国济州岛西南角连线与黄海分界，南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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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澳岛和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连线与南海分界，东至琉球群岛，西濒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海域面积７７．３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３７０米。
二、 长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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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起，以江苏省太仓县徐六泾为长江河口段起点，以下流经上海市至
入海口５０号灯浮，全长１６７公里，通称长江口，其下口从苏北嘴迤南至南汇嘴，
相距９０公里。上海市长江口段长 １４８公里，流经宝山区、崇明县、浦东新区和
南汇县。２０００年前，长江在今扬州、镇江附近入海，河口宽阔，称海门。唐武德
元年（６１８年），崇明岛雏形出露水面，长江河口被分为南、北两支。１９ 世纪后
期，长兴、横沙诸岛在南支河口出水，南支形成南港、北港分汊形态，长江主泓在
南、北港交替摆动，迭为主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九段沙形成后，南港分为南槽、
北槽，长江形成今之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特殊河口。
北支 长江口被崇明岛分汊的北侧水道，或称北泓道。又因上段邻江苏海
门，又称海门水道。西起青龙港，东至连兴港，长８０公里。青龙港附近江面宽２
公里，航道最深不足２米。口门位于江苏省启东县连兴港东侧，宽达 １５公里，
呈喇叭口状，沙洲密布，航道曲折，最浅处０．８米。
南支 西起白茆口，至吴淞口长约 ６５公里。白茆沙南水道和宝山水道为
长江口主航道，水深一般在１０米以上，沙洲遍布。
北港 崇明岛与长兴、横沙岛之间，或称北水道。西起崇明堡镇港，东至佘
山岛，长约８０公里，平均宽约９公里。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２０年，为长江
入海主要航道，１９２７年后逐渐淤塞，航道为南港取代。今横沙岛以上之北港水
深保持在１０米以上，横沙岛以下至佘山岛最浅水深５米。
南港 长兴、横沙两岛南侧。西起吴淞口，东至九段沙西端，长约４０公里，
平均宽６公里。航道水深７．４米，宽近４００米。北槽，长江口铜沙浅滩与九段沙
之间。１９７３年后因南槽水道淤浅而启用。疏浚扩大加深，１９８４年 ５月浚后分
流口航道深７米。自横沙岛中沙灯船经牛皮礁至长江口灯船，长 ６８公里。是
年，南、北槽分流口中沙灯船至北槽中灯船辟为人工航道，维护水深７米，槽宽
２５０米。北槽中灯船至长江口灯船为自然航道。南槽，长江口九段沙以南，自
南北槽分流口的中沙灯船至长江口灯船，长约 ７０ 公里。１９８４ 年，大型船只改
从北槽水道进出。
三、 杭州湾

从浙江省澉浦以东至海口，称杭州湾，是钱塘江河口外海滨段，长９０公里，
其中上海岸线从金丝娘桥至南汇嘴长６０公里。河口呈喇叭状，滨海河口向内
逐渐狭窄，南汇嘴和对岸浙江镇海相距 １００．６公里。因湾面迅速束窄，潮流强

劲，每月朔望，潮头高１～２米，最高约３米，每小时传播２０公里。
四、 河流

主要河流有吴淞江（苏州河）、黄浦江，以及太浦河、济河、?藻浜、油墩江、
淀浦河、大治河、浦东运河—浦南运河。
吴淞江（苏州河） 古称松江，上海开埠以后称境内段为苏州河。北宋松
江、吴淞江两名已并见。吴淞江或作吴松江，元、明以后习称吴淞江。最早正源
出自今江苏省吴江县南之太湖口（今吴江市城南），为太湖下游主要出水口。两
晋之间，河口开始淤浅变窄。东晋，入海口在今青浦县东北旧青浦镇西的沪渎，
唐代中期在今江湾以东，宽达２０里。北宋，太湖其他泄水通道剩吴淞江一个主
要出海口。河口已东移至今复兴岛以东内高桥附近的南跄浦口，宽约９里。南
岸有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苎浦、烂泥浦等，间距 ５ 里、７ 里。北宋中后期
后，上游泄水不畅，河口段淤浅。嘉六年 （１０６１ 年），在今黄渡北开一新河自
白鹤汇北至盘龙浦北，旧河道废。南宋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 年），河口在南跄口，即
南跄浦口，在今南跄浦东约 １０里。元大德八年 （１３０４ 年）和泰定年间，江口约
在今虹口区嘉兴路桥附近。明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自黄渡至宋家桥（约今福建
路桥附近）长８０里，其下游今之河道开始形成。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浚四
江口（大盈浦口附近）迤东之横娄口起至新闸大五庙，形成今之吴淞江。今河道
全长１２５公里，自上海市青浦县赵屯乡入上海市，至外白渡桥汇入黄浦江。上
海市境内５３．１公里，最宽６００～７００米，市区最狭４０～５０米。曲折多变，从北新
泾至外白渡桥有急弯９处，河底宽１５～２０米。
黄浦江 古称黄浦、大黄浦。南宋，始有黄浦之名的水道，为今黄浦江上游
闸港、三林塘之汇。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开通范家浜，上接大黄浦，下接南跄
浦口（今吴淞口）。引导淀山湖一带泖淀湖水由大黄浦入范家浜东流，在今复兴
岛附近同吴淞江汇合，折向西北至吴淞口入长江。范家浜开挖后，泄水通畅，水
流湍急，不浚自深，河口不断扩大为“横阔头二里余”。成化八年 （１４７２ 年），黄
浦总汇杭嘉之水，又有淀山泖荡诸水以建瓴之势，不再淤浅。至嘉靖年间黄浦
江水系全面形成。今干流８２．５公里，上段自米市渡至闸港２８．５公里为东西向，
河面宽约３００米。至闸港（大治河西口）转为南北向，长 ５４公里。龙华镇以下
４０公里，河道弯曲，穿越市区后在吴淞口汇入长江。黄浦江水系在上海市境内
流域面积５１９３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８１．９％。江之两岸有５０余条支流。上
游有三大源流。西北一支为主流，自淀山湖口淀峰起为拦路港，下接泖河、斜
塘。中间一支为大蒸塘—圆泄泾，两支汇合为横潦泾。西南一支为大泖港，大
泖港汇入横潦泾后为竖潦泾，折向东流为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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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湖泊

上海境内较大湖泊有８个，以淀山湖组成淀泖湖群。
淀山湖 古名薛淀湖，在上海市西部，环湖与上海市青浦县，江苏省吴江、
昆山两县接壤，属太湖水系。是上海市最大淡水湖泊。原为陆地，地层构造下
沉而形成湖盆，战国以后开始积水，秦、汉、魏、晋时期发展成洪水期滞洪的积水
洼地。唐代，积水面积扩大，至宋代形成一个多湖泊的泖淀湖荡群，南宋绍熙四
年（１１９３年）《云间志》始见薛淀湖之名。元明时期，淀湖周围２００里，清中叶缩
减至７０余里。湖底平坦，为厚达五六米的坚硬黄土层。１９９５年，面积６２平方
公里，近１０万亩，属上海市部分 ４７．５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２．１１ 米，最大水深
３．５９米。旧有河港７０余条进出，今剩 ５０余条。上游承太湖吴江地区来水，经
急水港、大朱厍、白石矾等２４条河港汊入湖，以急水港为主流。下游出水河道
经拦路东西泖河、斜塘，下泄入黄浦江。一天中有两涨两落潮汐。１９５９ 年，有
鱼类６０属、７５种，１９８２年减为４２属、６２种。
湖荡 上海西部以淀山湖为主的淀泖湖荡群，有鼋荡、大莲湖、火石荡、汪
洋荡、急水港、雪落漾、吴天贞荡等７个湖荡。面积２４．８８平方公里。２个水域
全部均在青浦县境，５个水域分属于上海市青浦县和江苏省昆山、吴江市。
六、 水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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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水文 地表年径流量。降水产生的径流量，上海年际变化大，年内分
配不均，年径流量１８．６亿立方米。太湖流域来水量，多年平均１００．６亿立方米，
年际变化大，丰水年（１９５４ 年）来水量 ２３８ 亿立方米，枯水年 （１９７９ 年）４８ 亿立
方米。
潮汐。黄浦江，为湖源型感潮河流，潮流可上溯至淀山湖—浙沪边界，潮区
界至苏嘉运河平湖塘一带。最大涨潮流量 １．０１ 万立方米／秒，最大涨潮水量
１．２５１亿立方米（历时５小时４１分）。最大涨潮流速１．８米／秒。每潮平均进潮
量０．５８亿立方米，年均进潮量 ４０９亿立方米。吴淞江，为中等感潮河流，潮流
界在嘉定区黄渡，潮区界在青浦县赵屯。沿江水闸引潮量，崇明、横沙、长兴 ３
岛，嘉定、宝山２区沿江建有水闸，在长江高潮位可直接引水入内河水网，每年
可引水约６５．７亿立方米，其中江岛引水３２．２亿立方米，嘉定、宝山地区３３．６亿
立方米。
地表水总量 上海地表水总补给量５９３．５亿立方米，本地径流１８．６亿立方
米，占３．１％；上游太湖来水量１００．６亿立方米，占１６．０％；长江进潮量４７４．７亿
立方米，占８０％。
含沙量 陆地水含沙量以吴淞口最高，多年平均含沙量 ０．２６３ 公斤／立方

米。黄浦江上游含沙量小，米市渡０．０６７公斤／立方米。
海洋水文 径流、输沙。长江大通站最大洪峰流量 ９．２６ 万立方米／秒，最
小枯水流量０．４６万立方米／秒。最大年径流量１３６００亿立方米（１９５４年），最小
年平均流量６７６０亿立方米（１９７８年）。多年平均流量 ２．９３万立方米／秒，年径
流总量９０５１亿立方米。大通站统计长江年均含沙量０．４８６公斤／立方米、输沙
量４．３３亿吨。
潮汐。长江口、杭州湾潮波属东海前进波、黄海驻波系统。长江口外东海
前进波半日潮波同潮时线为东北—西南向，枯水期水潮能上溯至安徽大通，为
全国深入内陆最远的潮波。东海前进波潮波南股通过金塘、册子、秀山水道从
东南传入杭州湾南部。北股由巨山至大戢山间进入杭州湾北部，南、北同时到
达杭州湾湾口，同潮时线呈弧状，至王盘山附近接近直线，湾北岸水深较大，潮
波传播速度较快，在浙江尖山附近形成钱塘江潮。长江口崇明、长兴、横沙３岛
水域和杭州湾内属非正规浅海半日潮。
七、 地下水

上海市地下水分潜水、承压水和岩溶水，总资源约 ２２．７ 亿立方米，潜水补
给量７５％，深层承压水可开采量占２５％。
潜水 资源丰富，天然补给量１６．９６亿立方米／年。开采资源７．４９亿立方
米／年（平均布井法）。潜水层是地下第一个含水层，１９８５ 年郊县农村约有 ６４
万口土井开采潜水，年开采量约１．８３亿立方米。８０年代开始，因地表水污染，
不再作饮用水源。
承压水 有５层地下深层承压水，深层承压水总量５．７１亿立方米／年，其
中淡水资源量２．０７亿立方米／年。第二至五承压水层总开采资源约 ５．７０８亿
立方米／年，其中 ７５％ 的开采资源集中在第二、四承压水层。 资源计算约
４．３８７亿立方米／年，其中淡水资源为 １．７８５ 亿立方米／年，微咸水 ０．８９７ 亿立
方米／年，半咸水至咸水资源 １．７０５ 亿立方米／年。淡水资源占总开采资源量
的４１％。开采资源主要分布在浏河—罗店—大场—周浦—奉城一线以东至
长江河口一带，以及西部的金山。 全市承压含水层总开采量 １．１２８ 亿立方
米／年。始采于清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年 ），英商旗昌洋行开凿第一口深水井，井
深７６．８米。
岩溶水 分布于北新泾—大场、奉贤齐贤—钱桥、崇明城北、宝山罗店、青
浦重固—凤溪、松江松隐—闵行、金山吕巷、南汇坦直。岩性多为下古生界碳酸
盐岩，面积数十至数百平方公里。北新泾—大场岩溶含水层，面积约３０平方公
里，顶界埋深２４０～２６０米。７０年代发现，８０年代起水质确认为矿泉水，为低矿
化度含锶重碳酸氯化钠天然矿泉水，达到或接近国际标准。矿泉水资源１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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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年，１９９２年总开采量约１３万吨。

第五节 土壤
１９８０年，上海地区土壤分为水稻土、潮土、滨海盐土、黄棕壤 ４ 种土类，可
分作７个亚类、２５个土属、９５种土种。水稻土土类分布最广，面积 ２８．１６ 万公
顷，占全市土地资源总面积 ７３．５６％、耕地面积 ８１．５７％。潮土类，有土地面积
４．６６万公顷，占土壤资源总面积１２．１６％，耕地１３．４８％。滨海盐土土类，有土地
面积６．１万公顷，占全市土地资源总面积１５．９３％，耕地总面积 １７．６６％。黄棕
壤土类，土地面积４３８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０．１０％、耕地０．１２％。

第六节 生物
一、 植物

乡土植物区系 上海约有５００种（包括种以下分类群）乡土植物，佘山地区
有唯一上海特有种上海黄檀。
外来植物区系 区系中外来植物 ３５０种，大致通过铁路、公路、航道、航空
等交通线路引入。
二、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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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生动物，以适应田野生活和人工豢养种类为主，如啮齿目动物和饲
养生畜等。在马桥、崧泽文化遗址中有豺、虎、金钱豹、麂、獐、亚洲象、野猪、梅
花鹿、麋鹿等中大型哺乳动物遗骸。旧志中见野生鹿、虎、獐等动物记载。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在崇明及长江口沙洲上鸟类有 ４２４种。大小河流、长江口、杭州
湾水域有各种鱼类２０３种。上海动物地理区划属东洋界中印亚界华中区东部
丘陵平原亚区。动物名录计有多毛类动物２０种、软体动物１５种、甲壳动物２２
种、昆虫类动物１４７种、淡水鱼类９２种、两栖动物８种、爬行动物２５种、鸟类６１
种、哺乳类动物３４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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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口数量 、分布
一、 人口数量

１８４０年前人口 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华亭县立，约有１．９万户、９．０４万人。
北宋元丰年间９．７８万户、２１．２４万人。南宋绍熙年间约９．７万户。元至元十三
年（１２７６年），２３．４５ 万户，旋因宋元鼎革，户口减半，仅 １３ 万户。至元二十七
年，松江府１６．３９ 万户、８８．８１ 万人。明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 年），２２．７１ 万户、
１０９．４７万人，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 年），２１．８４ 万户、４８．４４ 万人。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年），２０．９９万户、１０４．９５万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２６０余万人。元至元二十九
年（１２９２年），上海县立，人口约１０万人。明代开国至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
上海户与口始分别记录。是年，上海县有１１．４３万户、５３．２８万人。清代初期上
海地区统计额定征赋的户口人丁数。清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 年）上海县人丁
８．６７万，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５２．７５万口。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人口 上海市人口。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上海华界人口
５４．４４万人，租界人数极少。太平军进军江南地区后，周边省市居民避难涌入租
界。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公共租界 ９．２９ 万人，法租界 ５．５９ 万人。次年，华界
５４．３１万人。战争结束后，逃亡到沪人员大批返乡，至同治九年公共租界人口减
至最低，为７．６７万人。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法租界人口减至最低，为３．３７万人。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华界人口达６７．１９万人。次年，公共租界人口５０．１６万人，
法租界１１．５９万人。民国时期，上海人口迅速增加。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市人口
２６４．１２万人（含租界，下同）。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人口３１４．４８万人，１９３６年３８１．４３
万人，１９４５年３３７．０２万人。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９年３月，外地人口大量涌入，上海市
人口增长６１．８６％，１９４９年达５０２．９２万人。
江苏１０县人口。１９３５年，松江、上海、青浦、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
金山、崇明１０县人口２９５．２５万人，１９４９年２６０．２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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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人口 全市户籍人口。１９４９年５０２．９２万人，１９５８年７５０．８０
万人，年均增长率４．５５％。１９５９～１９６８年，严格控制外省市人口迁沪，精简城市
职工回原籍农村，知识青年赴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等，人
口增长缓慢。１９５９年，全市人口１０２８．３９万人，１９６８年１１０８．９７万人，年均增长
率０．８４％。１９６９～１９７６年，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落户外省市，市内强化计
划生育管理，人口下降。１９６９ 年，全市人口 １０９３．９９ 万人，１９７６ 年 １０８１．３０ 万
人，年均净减０．１７％。１９７７～１９８９年，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沪、５０ 年代
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迅速。１９７７年，全市人口 １０８６．４７万
人，１９８９年１２７６．４５万人，年均增长１．３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逐
年下降，人口迁入大于迁出，人口稳定增长。１９９０年，全市人口 １２８３．３５万人，
１９９５年１３０１．３７万人，年均增长２．７９％。
市区户籍人口。１９４９年４１８．９４万人，１９９５年９５６．６６万人，增长１２８．４７％。
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上海市区地域扩大。
郊县户籍人口。１９４９年８３．９８万人，１９８３年５５４．９４万人。大幅度增长的
主要原因为上海、松江等江苏１０县自１９５８年后划归上海市。１９８４年，全市郊
县人口５１６．６５万人，１９８８年５２９．７７万人。此后至１９９５年，因全市行政区划调
整，郊县范围缩小，人口总量减少，１９９５年减至３４４．７１万人。
全市常住人口。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为６２０．４４万人，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１１８５．９７
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据１％抽样调查推断１３７３．５８万人。
外国人。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上海市常住有 ３２０４９ 人，１２ 月 ２５９１７ 人，１９５０ 年
１１９３９人。１９８０年，有６１８人，为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最少。１９９５年１１０１２人。
二、 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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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人口分布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上海辖区人口华界占７８．５％，公共
租界和法租界占２１．５％，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分别为５８．４９％、４１．５１％。１９２７年，上
海特别市人口华界占５６．９４％，租界占４３．０６％。清同治四年至１９３６年，华界人
口增长近３倍，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增长约１２倍、７．５倍。１９４２年，上海
人口公共租界占４０％、法租界占２１．８％。１９４７年，上海市人口４４９．４４万人，市
区、郊区人口分别占 ８３．０４％、１６．９６％，１９６４ 年分别为 ５９．３８％ 和 ４０．６２％，
１９９０年为６１．５６％和３８．４４％。
租界人口密度 清同治四年，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
为３．７８万人和７．３６万人。１９４２年７．０２万人、８．３６万人。同期，华界０．３万人。
市区、郊区人口密度 １９４７年，分别为每平方公里人口４．５１万人、０．１４万
人。１９９５年，１０个市中心城区２．７５万人，宝山、闵行、浦东新区、嘉定等非中心
城区０．１万人。

城镇、农村人口 １９４９年，分别占９０％和１０％，１９５９年分别为６７．３２％和
３２．６８％，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９６．９８％和３．０２％。

第二节 人口变动
一、 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出生 人口出生率。１９２９～１９３６ 年，上海华界年均出生率 １２．８‰。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共出生７４６．４９万人。１９５４年人口出生率５２．６‰，１９９５年
５．５‰。
全市常住人口一孩、二孩生育率。１９８１年４６．３６‰，１９９５年１８．１２‰，二孩
生育率分别为６．４２‰和１．４３‰。
人口死亡 按人口死亡登记，１９２９～１９３６ 年上海华界死亡率 ７．３‰ ～
１２．９‰。１９１０～１９３６年，公共租界人口死亡率，中国人１１．２‰～１７．５‰，外国人
１２．５‰～２１．２‰。１９５０ 年，全市死亡 ３．８４ 万人，死亡率 ７．７‰，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９．７９万人、７．５‰。死亡率男性人口高于女性，１９８９ 年为 １１０∶１００（以女性为
１００）。婴儿死亡率，１９５１年８３．９６‰，１９９５年１０．１０‰。
人口自然增长 １９４９年，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２‰ ～４‰。１９５０ 年，增
加７．５１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５．１‰。１９９３ 年，人口自然增加比上年减少 １
万人，为１９４９年后的首次负增长，负增长率 ０．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负增加
４．７２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 －１．２１‰。１９９５ 年，负增加 ２．６８ 万人，自然增长
率－２‰。
二、 迁移变动

上海开埠后至１９４９ 年，上海人口总体迁入大于迁出。１９２９～１９３６ 年，迁
入３０３．４万人，年均迁入率９８．１‰；迁出２０６．７万人，年均迁出率６６．９‰。净迁
入９６．７万人，年均净迁入人口１２．０８万人，年均净迁入率３１．２‰。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年，迁出大于迁入，全市迁入１１４３．３４万人，迁出１１５７．９５万人，净迁出１４．６１万
人。上海本籍人口所占比重较低。清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年）开始，公共租界对
人口作分省籍调查。是年，公共租界内本籍人口占 １５％，１９３５年 ２１％。光绪
十一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人以江苏省籍人口为最多（含上海县本地籍人口），次为
浙江、广东。１９２８年始，华界始有居民籍贯登记。１９３６年，江苏、浙江省籍人口
分别占华界总人口４０．５％、１９．２３％。１９４６年，上海市本地籍人口 ７６．７９万人，
占总人口２０．７％，１９５０年１月为７５．０９万人、１５．１％，江苏、浙江省籍贯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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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４８．１％和２５．８％。１９５４年，郊区迁入市区３．９７万人，市区迁入郊区２．３３万
人，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８．２７万人和３．８３万人。

第三节 人口构成
一、 人口自然构成

人口性别构成 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上海县男２７．８９万人、女２５．３９
万人，男女性别比１０９．８５（以女性为１００，下同）。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分别为
３２．２１万人、２４．６３万人，性别比１３０．７８。１９２９年，全市男８５．４１万人、女６４．６４万
人，性别比 １３２．１３。１９４９ 年，男、女分别为 ２７４．８７ 万人、２２８．０５ 万人，性别比
１２０．５３。１９４９～１９６０年，人口性别比下降１８．４２。１９６１～１９８３年，上海女性人数
超过男性，主要原因是外迁人口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人口分别为 ５２８．９４ 万
人、５３０．０５万人，性别比 ９９．７９。１９８４～１９９５ 年，男性人口数量大于女性人口。
１９８４年，男性６０２．５９万人，女性６０２．１９万人，性别比为１００．０７。１９９５年，男、女
人口分别为６５６．４８万人、６４４．８９万人，性别比１０１．８。
人口年龄构成 １９３０～１９３６年，上海华界１２岁以下少年儿童人口所占华
界人口２５％以下，６１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２％～３％。１９４６年，１８～６０岁人口
占全部人口 ６２．２６％，１９５３ 年、１９６４ 年全市分别为 ３３．０２％ 和 ４２．３１％。１９７３
年，０～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２６．２８％，１９９５年为１７．１４％。
人口老龄化 １９６４ 年，上海市区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市区总人口 ５．６７％，
１９８２年为１２．８７％，为老年型人口类型。１９６４年，全市郊县６０岁以上人口占全
郊县６．９％，１９９０年１２．２５％，为老年型人口类型。
二、 人口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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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人口 １９５０年１月，全市有２０６．５１万人，占总人口４１．４６％。１９９５年，
分别为 ７９４．１９ 万人、６１．０３％。在业人口中，１９８２ 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３．８７％，小学占 ２０．８９％，文盲、半文盲人口 １１．３４％，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１１．４％、
１４．５％和５．９％。
不在业人口 １９４６年，全市１２岁以上人口中为１１５．８６万人，其中无业（包
括失业者）占１２．０８％。１９５０年１月，有１４０．６３万人，占总人口２８．１６％，１９９５年
分别为２２６．９１ 万人、２２．３％。１９３５ 年，上海失业人口 ６１．０７ 万人。１９４９ 年 ６
月～１９５７年，上海市区登记失业人口６７．２万人。１９６２年，约１２万人，其中城镇
失业人口６万人、滞留家中的初高中毕业生６万人。１９６７～１９７７年，城镇失业

人口约６０万～８０万人，部分为未按政策规定去农村插队落户、农场当员工滞
留家中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大量在农村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返城，有的未能及时就业，累计失业人口 ４３．２９ 万人，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安置 ４１．２
万人。１９８２年，全市城镇失业人口 ２．５７ 万人，失业率 ０．５％，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１４．３６万人、２．７％。
三、 人口民族构成

元至正年间，松江府有色目人３１户。１９５１年，全市少数民族族别１１个；居
民１８４６７人，占全市总人口０．３５％。民族分别为回、蒙古、维吾尔、乌孜别克、高
山、苗、塔塔尔、鞑靼、哈萨克、藏、瑶族。１９９０ 年，少数民族增至 ４６ 个；人口
６２１７１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０．４７％。民族分别为蒙古、回、藏、维吾尔、苗、
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
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
佬、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塔塔尔、鄂伦春、赫哲、基诺、普米、景
颇族。

第四节 人口素质
一、 身体状况

平均预期寿命 １９５１年，上海市区人口 ４４．６岁。１９５２～１９９５ 年，全市人
口男性从５２．４岁提高到７４．１１岁，女性从５５．５岁提高到７７．９７岁。
残疾人口 １９５６年，市区约有盲聋哑人０．８９万人，１９７９年全市有２０万人。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残疾人５２．１７万人，占全市总人口４％。
二、 文化程度

１９４７年，全市人口３７２．６２万人，受过高等教育者占２．１４％，高中占４．０％，
初中占 ７．０８％，高小占 ８．６６％，初小占 １８．９１％，私塾占 ９．９３％，不识字者占
４９．２８％。１９９５年，６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９．５％，
高中占２２．１％，初中占３６．１％，小学占２３％。１５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
７％。全市每万常住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１９６４年２２０人，１９９５年９０４人。文
盲半文盲人数１９６４年全市０．２１万人，１９９５年７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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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人口调节
一、 计划生育

１９７８年，全市出生１１．６ 万人，符合计划生育人数 ９．７７ 万人，计划生育率
８４．３％，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１１万人、７．０９万人、９９．７％。１９８０年，全市３６．６７万名
已婚育龄妇女领取独生子女证，领证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２２．６％，１９９５年分别
为１９３．０９万人（不包括已领证独生子女在１６岁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７１．４％。
１９７８年，有１２７．０１万名已婚育龄妇女落实节育措施，节育率８６．４％。１９９５年分
别为２５０．４９万人、９２．７％。
二、 人口迁移、流动调节

１９４９年６月 ～１９５０ 年，上海市对市外人口迁入迁出不加限制。１９５１～
１９５７年，限制外省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迁入，准予 ７种人迁入。１９５８～１９７６
年，严格控制外省人口迁入，特别是农业人口迁入，并大规模动员职工随厂内
迁，支援内地建设。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调整外省人口特别是上海紧缺人才的迁入
条件。１９８７年１月，市政府规定凡被批准的经费渠道不属上海市的单位，从外
省迁入上海的各类人员，须按人缴纳城市建设费，迁入郊县城镇的每人１万元，
迁入新市区的每人２万元，迁入老市区的每人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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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至明代地方政府
一、 府衙、县衙

唐、宋、元、明代，上海地区设县，元代增设府。
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华亭县设立，为上县。上海地区始有独立的行政区
和行政管理机构。县治设于今松江县城，设县令。宋代，华亭县为望县，设置知
县事厅事、丞厅、主簿厅、尉厅等。
元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松江府有华亭、上海２县，均为上县。元制，设
达鲁花赤、县尹、县丞各一员。
明代，上海地方行政机构分府、县两级。松江府，设经历所、照磨所、司狱司
等办事机构，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员。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 年），松江府
辖华亭、上海、青浦３县。上海县设知县、县丞、主簿各一员。
二、 职官

松江府知府 元代，自元至元中刘宣任首任，到至正末共 ２８任。明代，自
元知府王立中归附明，续任知府，到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共７８任。
上海县职官 元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年），雅哈雅任上海县达鲁花赤，到至正六
年（１３４６年）兀奴罕共４任。至元三十一年，周汝楫任上海县尹，到至正二十三
年苏宗瑞共１２任。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年），张平首任上海县知县，至崇祯十六
年（１６４３年）彭长宜共９２任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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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地方政府 、基层组织 、自治机构
清代，上海地方行政机构有道署、府衙、县衙。道署先后为分巡苏松兵备道
署、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署，又称上海道署。府衙为松江府衙。县衙清初有华亭、
上海、青浦３县县衙，至清嘉庆年间有１０县１厅衙门。
一、 上海道署

上海道署是清代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顺治年间，清廷在苏
州、松江两府设苏松兵巡道，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 年 ）常州府并入，改设分守苏松
常道。此后道时撤时设，与上海县均无直接行政关系。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年 ）
兼理江海关，上海县始在关务上与苏松道有直接的关系。 八年海禁大开，分
巡苏松道加兵备衔从苏州移驻上海，上海县从此在巡道的直接监察之下，道
因此被称为上海道。至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年），太仓州划归上海道管辖，道又改
称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道台主要职责为监督地方行
政、维持地方治安，鸦片战争以后为办理地方外交、从事洋务活动。机构有会
丈局、洋务局、会审公廨、巡防保甲局、船捐捕盗局、改过局。 苏松道、苏松太
道（上海道）道员，自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王之晋首任，至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
刘燕翼共１７４任。
二、 松江府衙

松江府衙设知府一人，民国初府裁撤。顺治二年，张铫任松江知府，至光绪
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戚扬共１５４任知府。
三、 上海县衙、基层组织、自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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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衙设知县一人。自清顺治二年陶渔任，到宣统元年田宝荣共１６５任
知县。下置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有承发房、刑房、礼房、吏房、兵房、简房、
总库等部门。县以下依次有乡、保、区、图等基层组织。全县各图以１０户为牌，
１０牌为甲，１０甲为保的连环互保。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起，上海县地方士
绅成立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闸北工程总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城自
治公所等，开展铺桥、筑路、维护社会治安等事务。

第三节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
一、 建市前地方政府、行政机构

民国时期，上海行政机构历经更迭。民国初建到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前，除上海县
政府外，先后有沪军都督府、沪海道、上海特别市政府与上海市政府。抗日战争期
间，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等伪政权。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恢复上海市政府。
沪军都督府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上海革命党人起兵响
应。九月十六日，总会、商团等各界代表宣告沪军都督府（也称上海军政府）成
立，为军政合一的机构，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１日撤销。
沪海道署 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华民国成立，上海地区废除上海道，裁松江府。
１９１３年１月，恢复道制，１９１４年１月设置上海观察使。１９１４年５月，设沪海道，
驻上海县城厢，辖上海、松江、南汇、青浦、奉贤、金山、川沙、太仓、嘉定、宝山、崇
明、海门等１２县，１９２７年沪海道结束。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在龙华镇设立，管辖范围上海县，吴淞
市，宝山县高桥、殷行、江湾、真如、彭浦等乡，共计２５个市乡。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９
日撤销。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民公会第二
次市民代表大会召开产生，２９日成立。４月１２日，四一二政变后结束。
二、 上海市政府

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上海特别市。７ 月 ７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改为上海市政府。１９３７年１１
月上海沦陷。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国民政府任命市长，９月 １２日接收人员接收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组成上海市政府。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
立，上海市政府结束。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上海市特别市政府、上海市政府设１处１０局，分别为秘书
处和财政、公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土地、港务（后裁撤）、农工商（后改社会
局）、公益（后裁撤）局。抗日战争胜利初，上海市政府设警察、财政、社会、教育、
卫生、工务、公用、地政 ８ 局和秘书、人事、总务、财务 ４ 处，参事、机要 ２ 室。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有财政、警察、社会、卫生、公用、工务、地政、民政、教育 ９ 局，秘
书、人事、总务、会计、调查、统计、新闻７处，参事、机要、研究、观察４室。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９３０年６月上海特别市、１９３０年 ７月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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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长各 ３ 任，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４ 任。历任市长黄郛、张定、张
群、吴铁城、俞鸿钧、钱大钧、吴绍澍、何德奎、吴国桢、陈良、赵祖康（代理）。
附：日伪市地方政府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军在上海先后操纵建立 ３个伪市级政权，
分别为“上海市大道政府”（１９３７年 １２月 ５日 ～１９３８年 ４月），伪市长苏锡文。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１９３８ 年 ４～１０ 月），督办苏锡文。“上海特别市政府 ”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９４５年８月），伪市长先后为傅筱庵、陈公博、周佛海。

第四节 上海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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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１９５５年２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改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９６７年
１月市人委会被“造反派”非法夺权。２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同月改称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先后行使市人委会的职能。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根据市七届人大二次
会议决议，改为市人民政府。１９４９年，有工作部门２３个，１９９５年 ５８个。历任
市长（革命委员会主任）陈毅、柯庆施、曹荻秋、张春桥、苏振华、彭冲、汪道涵、江
泽民、朱基、黄菊、徐匡迪、陈良宇、韩正。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２３个，分别为办公厅、秘书处、行政处、
交际处、人事处、市郊行政办事处、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教育局、高等教育
处、卫生局、新闻处、劳动局、财政局、直接税局、货物税局、工商局、公用局、地政
局、房地产管理处、工务局、外侨事务处。
１９５５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 ５６ 个，分别为办公厅、参事室、人事
处、新闻处、外事处、专家工作处、华侨事务处、郊区工作办事处、宗教事务处、劳
动局、农业局、计划委员会、统计局、物资供应局、储备物资管理局、重工业办公室、
第一重工业局、第二重工业局、轻工业办公室、第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纺织
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财粮贸办公室、财政局、税务局、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
第三商业局、粮食局、对外贸易局、交通运输办公室、交通局、内河航运管理局、市
政建设办公室、市政工程局、规划建筑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建筑工程局、对资本
主义改造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局、政治法律办公室、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监
察局、文化教育办公室、教育局、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文艺
办公室、文化局、出版事业管理局、文物保管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处。
１９６７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部门 ２８ 个，分别为办公室、组织组、政宣

组、政治组、材料组、工业组、市政交通组、教育卫生组、财贸组、科技组、经济计
划组、劳动工资组、地区组、外事组、接待组、农村组、群运组、专题写作组、大批
判写作组、政法指挥部、三秋指挥部、文攻武卫指挥部、毕业生工作委员会、保卫
组、调查组、联络组、火线指挥部、查抄物资组。
１９８０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７６个，分别为办公厅、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办公室、参事室、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局、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科技干部处、
档案局、人民防空办公室、旅行浏览事业管理局、政法办公室、民政局、司法局、
公安局、国防工业办公室、计划委员会、统计局、物价局、劳动工资委员会、经济
委员会、冶金工业局、第一机电工业局、第二机电工业局、仪表电讯工业局、化学
工业局、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农业机械工业局、医药管理局、物
资局、劳动局、航空工业办公室、后方基地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委员会、农业
局、农场管理局、水利局、基本建设委员会、城市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局、园林管
理局、房地产管理局、建筑工程局、建材工业管理局、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环境保
护局、文化局、电影局、出版局、广播事业局、教育卫生办公室、高等教育局、教育
局、卫生局、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农教育委员会、财政贸易办公室、财政局（税务
局）、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粮食局、水产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集体事业办公
室、供销合作社、进出口办公室、对外贸易局、对外经济联络局、外事办公室、科学
技术委员会、标准计量管理局、侨务办公室、宗教事务局、民族事务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５８ 个，分别为办公厅、研究室、法制办
公室、参事室、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局、监察委员会、技术监督局、协作办公室、
档案局、民防办公室、旅游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管理局、民政局、国家安全局
（国家保密局）、公安局、司法局（监狱局、劳教局）、计划委员会、统计局、物价局、
城市规划管理局、财政局（地方税务局）、经济委员会、劳动局、郊县工业管理局、
医药管理局、交通办公室、交通运输局、农业委员会、农业局、水利局、建设委员
会、环境保护局、市政工程管理局、公用事业管理局、园林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
局、房屋土地管理局、市政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化局、广播电影电视局、新闻出
版局、教育委员会、卫生局（医疗保障局）、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财
政贸易办公室、审计局、粮食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外事办
公室、科学技术委员会、侨务办公室、宗教事务局、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若干年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人委会、市革委会）机构数量情况表
单位：个
年 份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机构数 ２３ ２５ ５６ ６２ ６３ ２８ １９ １９ ７６ ７６ ８５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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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大、政协、代议机构

第一节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１９４９年８月３日，召开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后改称为上海市第一
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市一届一次会议，余类推）。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为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的协议机关。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组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市协商委员会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关。市协商委员会推选产生常
务委员会，并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至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历经
３届 。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召开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代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至１９５４年８月，共３届。
１９５０年６月，市协商委员会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职权。
一、 代表

第一届会议代表６５６～７１０人，第二届８２３～８６３人，第三届９１０人。
二、 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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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代表会议，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召开３次会议。二届代表会
议，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５３年２月，召开４次会议。三届代表会议，１９５３年２月～
１９５４年８月，召开２次会议。
三、 协商委员会

一届协商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召开１１次全体会议。二届
协商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９５３年 ２月召开 １６次全体会议。三届协商委员

会，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１１次全体会议。
上海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协商委员
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一届三次会议起，市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均由上海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历任主席陈毅。

第二节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一、 代表

市人大代表 １９５４～１９６６ 年，选举产生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第一届
８００人，第二届７９０人，第三届８００人，第四届８２６人，第五届９００人。“文化大
革命”中，上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未能选举产生。
１９７７～１９９３年，选举产生市第七至十届人大代表。第七届１２００人，第八届９７７
人，第九届８８７人，第十届８９０人。
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５４～１９９３ 年，上海市选举产生应选的第一至八届全
国人大代表 ，除 “文化大革命 ”期间 ，由市革命委员会协商产生外 ，其余各届
由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 第一 、二届均为 ６３ 人 ，第三
届 １４０ 人 ，第四届 １８１ 人 ，第五届 １８４ 人 ，第六届 ８２ 人 ，第七届 ７２ 人 ，第八
届 ７０ 人 。
二、 市人大会议

１９５４～１９９５年，市人代会经历第一至五届、第七至十届，共举行市人代会
３６次，列入会议议题２２４项，审议工作报告１５６个，通过决议、决定１３３项，制定
地方性法规４件。
三、 常务委员会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宪法、法
律赋予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开展日常工作，设立办事机构办公厅。
１９８０年５月，在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中首设专业工作机构政治法律、财政经
济、市政建设、科学文教４个专门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５月，设立法制、生产、财政贸
易、市政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卫生５个专门委员会。历任常委会主任严佑民、胡
立教、叶公琦、陈铁迪、龚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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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一、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２日，在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５月，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至１９９３年２月共８届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届，由２７个界别２７５名委员组
成。第二届２８个界别４０５人，第三、四届均为２８个界别５０２人，第五届２８个界
别６２７人，第六届３０个界别６９４人，第七届３０个界别６８５人，第八届３３个界别
６８１人。历任政协主席柯庆施、陈丕显、彭冲、王一平、李国豪、谢希德、陈铁迪、
王力平、蒋以任。
二、 政协会议

一届会议，１９５５年 ５ 月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举行全体会议 ４ 次。 二届会议，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９６２年７月举行３次。三届会议，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９６４年９月举
行２次。三届一次全会起，市政协全会和市人大会议同时召开。 四届会议，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举行全体会议 ２ 次。五届会议，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
１９８３年４月举行５次。六届会议，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９８８年４月举行６次。七届
会议，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３年２月举行５次。八届会议，１９９３年 ２月 ～１９９５年
年底举行３次。
三、 全国政协在沪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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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１９４９．１０），常务委员３人，委员１９人（其中１人１９５１年增补）。第
二届（１９５４．１２），常务委员２人，委员６１人（其中１１人１９５６年增补，１３人１９５７
年增补）。第三届（１９５９．４），常务委员３人，委员８４人。第四届（１９６４．１２），常务
委员 ２ 人，委员 ７８ 人。第五届 （１９７８．２），副主席彭冲，常务委员 ８ 人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年各增选１人），委员１２１人（其中５人１９７９年增补，３人１９８０年增补，７
人１９８１年增补）。第六届（１９８３．６），副主席巴金、刘靖基（１９８４年５月增选）、钱
伟长（１９８７年 ４ 月增选），常务委员 １８ 人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１９８７ 年各增选 ３ 人，
１９８６年增选１人），委员１２１人（其中３人１９８４年增补，４人１９８５年增补，２人
１９８６年增补，４人１９８７年增补）。第七届 （１９８８．３），副主席巴金、刘靖基、钱伟
长、苏步青，常务委员２０人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各增选 １９ 人），委员 １２１ 人 （其中 ５
人１９８９年增补）。第八届（１９９３．３），副主席巴金、刘靖基、苏步青、董寅初，常务

委员１９人（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各增选１人），委员 １１６人（其中 １人 １９９４年增补，３
人１９９５年增补，２人１９９６年外省市调入）。

第四节 代议机构
一、 上海市民代表会议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２日，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组成。３月 ２２日，举行第二次
市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由委员１９人组成。３月２９日
市民政府成立，主席王晓籁。四一二政变，市民政府结束。
二、 参事会、参议会

上海县议事会、参事会，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由参事员７人组成，１９１４年２月
解散，１９２３年恢复，１９２６年 ５月解散。上海县参议会，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４ 日成立，
１９２７年３月解散。上海特别市参事会，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成立，１９２８年７月改
为市参议会。上海市临时参议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设立，史量才为议长，１９３５年２
月王晓籁继任。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停止活动，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８日恢复，
徐寄为议长。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３日，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临时参议会结束，选举
杜月笙为议长，杜辞，重选潘公展为议长。１９４９年５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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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 、中央在沪机构 、重要活动
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多次开会商讨建
党。６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５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
（今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开会，确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起
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选举陈独秀为领
导人（书记）。８月，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意见
名共产党。
１９２０年９月，《新青年》第８卷第１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
物。１１月，中共发起组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中共发起组帮助建立全国第一个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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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召开。第一、二天会议在白尔路 ３８９号（今太仓路 １２７
号）博文女校举行。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７月３０日会议进行中，受法租界巡
捕房的侵扰，停止举行。８月初大会在嘉兴南湖举行。
三、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各时期在沪机构，有中共中央局 （１９２１．８～１９２２．１０，
１９２３．４～１９２３．６，１９２３．９～１９２７．４）、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１９２７．９～１９２８．９）、中
共中央政治局（１９２８．９～１９３１．１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１９３１．１０～１９３３．１）、中
共上海中央局（１９３３．１～１９３５．２）、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１９３５．３～１９３５．８）、中共

上海办事处（１９３６．１０～１９３７．８）、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１９４６．６～１９４７．３）、中
共中央上海分局（１９４７．１～１９４７．５）、中共中央上海局（１９４７．５～１９４９．５）、中共中
央华东局（１９４９．５～１９５４．６）、中共中央上海局（１９５４．１１～１９６０．１０）、中共中央华
东局（１９６０．９～１９６７．１）。
四、 中共中央在沪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沪举行过３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其他会议１３次。
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１年 ７月 ２３日 ～８月初在
上海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召开。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２年
７月１６～２３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今成都北路７弄３０号）召开。中
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２２日在上海东宝兴路２５４弄２８支弄
８号举行。
其他会议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在
上海举行。中共三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０～１５日在上海
举行。中共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１９２６年 ７月 １２～１８
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１０日在上海
举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１９２９年 ６月 ２５日 ～７月初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１９３０年６ 月 １１ 日在上海举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扩大），１９３０
年９月２４～２８日在上海举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
上海举行。解放后各次会议均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有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４月１日举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１９５９年４
月２～５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６０年１月７～１７日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４～１８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
会议，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１５日举行。

第二节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
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上海地区组织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５月，各时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区委员会组织有中共上海
地方委员会（１９２１年年底～１９２２．７）、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２．７～
１９２４．４）、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４．４～１９２５．８）、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１９２５．８～１９２７．６）、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兼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２７．６～１９３０．７）、江苏
省总行动委员会（１９３０．７～１９３０．１０）、中共江南省委员会（１９３０．１０～１９３１．１）、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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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江苏省委员会（１９３１．１～１９３５．１）、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６年年底～
１９３７．５）、中共上海三人团 （１９３７．７～１９３７．１１）、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１９３７．１１～
１９４３．４）、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 （１９４３．４～１９４５．９）、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５．８～１９４９．５）。历任负责人陈望道、张太雷、徐梅坤、邓中夏、王荷波、庄文
恭、尹宽、王一飞、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邓中夏、项英、李富春、徐锡
根、罗广、罗迈、李立三、陈韵玉、王云程、史通、袁孟超、孔二、赵跃珊、宝尔、王明
德、王尧山、刘晓、刘长胜、张承宗。
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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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５０年１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上海工作，华东局部
分领导成员同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领导职务，领导机构一度用中共中央华东局
暨上海市委员会名称。１９５０ 年 １ 月，上海市委领导机构与华东局分开。１９５６
年７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第一届委员会，并经一届一次
全会选出市委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市第二、三
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并经二届一次、三届一次全会选举产
生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处。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９６７年 １月 ６日市
委被“造反派”“夺权”，２月５日建立全市性政权组织“上海人民公社”。２月２３
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会），实行党政
合一。１９７１年１月，市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市第四届委员会，并经市委全会选
出常委会。１９７７年１月，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任命新的市委常委会。
１９８６年３月，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第五届委员会、市顾问委员会和市
纪律检查委员会，经五届一次全会选出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２
月，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第六届委员会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经六届
一次全会选出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历任市委书记（第一书记）饶漱石、
陈毅、柯庆施、陈丕显、张春桥、苏振华、彭冲、陈国栋、芮杏文、江泽民、朱基、
吴邦国、黄菊。
上海解放初，中共上海市委工作机构设有组织部、近郊工作部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改郊区工作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青年运动委员会（青委）、妇女
运动委员会（妇委）和党校等６个部门，秘书、机要、宣传、统一战线和纪律检查
工作分别由华东局办公厅、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兼管。
１９５０年３月后，市委和华东局机构分开，市委增设办公厅、政策研究室（１９５２年
３月撤销）、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统一战线工作部。１９５０年８月增设市委
财经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２年年底，市委工作机构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一
战线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郊区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党校、解放日报社等１１个部门。１９６６年５月，市委工作

机构有办公厅、政治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监察委员会、经
济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业生产委员会、工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市
政交通政治部、教育卫生工作部、农村政治部、调查部、外事小组、政法小组、妇
女工作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党校、解放日报社等２１个部门。１９７６年８月，
市委、市革会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组织组、调查组、写作组、统战小组、专案办公
室、工业交通组、地区组、财贸组、科技组、文教组、外事组、郊区组共 １３ 个组。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开始，市委恢复建立市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
作部、调查部和市委党校等工作部门。１９７９年４月建立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筹备组。１９８１年１月设对台工作小组。１９８１年 ７月设政法领导小组。１９８２
年１月设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１９８２年 ６月设老干部局等。１９８３年成立中
共上海市工业、交通、建设、财贸、对外经济贸易、农村、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
８个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派出机构，行使一级党委职权。１９９５年 ３月，市委
工作机构有办公厅、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
工业、交通、建设、财贸、对外经济贸易、农村、科技、教育卫生、综合经济等各
工作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等，
共１８个部门。
三、 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

１９８４年 １２ 月，上海市委成立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钟民。
１９８５年６月，成立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１９８６年 ３月，中共上海市
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中共上
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再设立市顾问委员会。
四、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书记刘
晓，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分设，成立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先后有王尧
山、王一平、郑平。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一届市监察委员会，书记魏文伯。１９５９ 年 ２ 月，第二届市委监察委员会产
生，书记魏文伯。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第三届市委监察委员会产生，书记杨士法。
１９６７年２月市监委被取消。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６８年８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
织组下设纪律检查组，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取消。１９７９年 ４月，市委建立市委纪律检
查委员会筹备组，行使纪委职权，组长先后有张祺、杨心培、王尧山。１９８４年 ４
月，改为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先后有王尧山、张定鸿。１９８６ 年 ３
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市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分别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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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鸿、张惠新。
五、 直辖组织、基层组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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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组织 １９２３年７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建立后，上海５３名
党员编为上海大学等４个直辖小组，１９２４年下半年增为 ８个组。１９２５年上半
年，建立以企业、机关或地域为单位的支部 １５ 个，有上海大学、俄领事馆等支
部。１９２５年８～９月，上海区委所辖为５个中共支部联合干事会（下属共５０个
支部），１５个机关、企业支部。至１９２６年６月，建立８个部委员会，另有６个独
立支部。１９３２年７月后，各区委相继遭破坏。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９２８年年底，中共
江苏省委所辖邻近上海的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和崇明８县
先后分别成立中共县委，至１９３４年４月均遭破坏。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共江苏省
委恢复重建，按不同产业和职业建立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先后
建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军委）等１２个委员会。另设直接领导的海关特别支部、
巡警特别支部和南京党小组。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９４９年２月，除市政、
交通、文化、警察、妇女系统党委和人民团体总党组直属市委领导外，撤销其他
产业、职业系统党委，按地区建立区委。先后建立沪东等 ９ 个地区委员会 （区
委）。同时还成立市政工作、交通工作、妇女工作、警察工作等委员会和人民团
体总党组。１９４９年９月，建立沪东等９个区委。此后，按照行政区划变动调整
区、县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调整为黄浦等２０个区委。１９５５年
１２月～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又调整合并为黄浦等 １４ 个区委，加上水上区为 １５ 个区
委。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６５年２月调整为１２个区委。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又调整为１０个区委。１９４９年９月，市郊建立新市等１０个区委，１９５６年１月～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调整为东郊、北郊和西郊 ３个区委。１９５８年 １～１１月，江苏省上
海等１０个县划归上海市领导，１９６６年有１０个县委。１９９５年年底，市委直辖党
组织有１３个区委，浦东新区工委和６个县委；１２个市级政权、军事、统战、群众
团体党组（党委）；９９ 个局党委 （党组）和产业党委。其中 １２ 个直属机构党组
（党委），１５个科技文教卫生党委（党组），６９个工业、交通、农业、财贸、综合经济
各局党委（党组）和产业党委，３个政法各局党委（党组）。
基层党组织、党员 １９２１年年底，上海地方委员会有党员１５人。１９２３年７
月，有５３人，按党员居住地点编为直辖党小组４个。１９２５年１月以后，市区设
１５个支部，有党员２２０人。９月，上海本埠有支部６５个，外埠有支部９个，党员
共１０８０人。１９２７年１月，有８个部委、１４２个支部，党员０．３６万人。３月，经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党员增至０．８万人。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７月降为 ０．１２
万人，１９２８年６月不足 ０．１万人，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 ０．３万人，１９３４年 ９月 ４７５ 人。
１９３５年９月，区委以上党组织破坏殆尽。１９３８年２月，约有党员 ３００人，１９３９

年１０月０．１６万人。１９４２年７月，有 ６个系统党组织。到抗战胜利前夕，市区
有党员０．２万人。１９４６ 年内战爆发，年底全市有党员 ０．５ 万人。１９４８ 年下半
年，市委先后向华中解放区和大洪山、大别山、四明山等解放区转移党员８９１人
和２００人。至上海解放前夕，全市有党员０．８７万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
放，原上海各党组织划归市军管会所属各接管系统和群众团体党的领导机构领
导。７月，全市有基层组织７１７个、党员１．７６万人，其中随军进入的近１万人。
８月，接管工作结束，按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至 １９９５ 年不
变。１９４９年年底，有基层组织９５６个，其中总支部７２个、支部８８４个；党员２．０６
万人，占全市人口 ０．４１％，其中女党员 ０．３６ 万人。１９６５ 年党员 ３４．５５ 万人。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１９６７年９月以后吸收
一批“造反派”人员入党。据１９８５年统计，“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又不符合
党员条件，后予以除名的有０．５４万人。１９７６年，全市基层组织３．４１万个，其中
基层党委０．１２万个、总支部０．１５万个、支部３．１４万个，党员６３．６５万人。１９９５
年，全市党的基层组织６．６１万个，其中基层党委０．３万个、总支部０．３６万个、支
部５．９５万个。有党员１１４．６７万人，占全市人口８．７９％，其中女党员２９．４８万人。

第三节 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
一、 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１５日在上海秘密举
行，出席代表５２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８～２６
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出席代表３７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１～２６日在上海中苏友
好大厦友谊电影院（今上海展览中心电影院）举行，出席代表７７５人、候补代表
８０人。第二届代表大会，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６日举行，出席代
表４９８人、候补代表５０人。第三届代表大会，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２５日在上海市
人民委员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代表 ５８９人、候补代表 ５９人。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４～１０日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出席代表 ０．１ 万人。第五次代表大
会，１９８６年３月３～６日举行，出席代表９８１人、候补代表８１人。第六次代表大
会，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２０日举行，出席代表７８７人、特邀代表３３人。
二、 代表会议

上海市第一次代表会议，１９５３年１月 ２８日 ～２月 ７日在上海艺术剧场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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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席代表５５１人。第二次代表会议，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２４ 日举行，出席代表
９４１人。上海市代表会议（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２日举行，出席代表５５８人。
上海市代表会议（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５～２７日举行，出席代表６１７人。上
海市代表会议（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９日举行，出席代表６４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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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党派群团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
一、 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沪机构

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九月二十九日设立。三
十二年春，和江苏分会合并，三十三年机关消失。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统三
年（１９１１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同盟会总部由东京迁上海后终止活动。中国
同盟会总部及上海支部，宣统三年九月上海光复，中国同盟会东京总部迁上
海，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迁南京，４月迁返上海，是月迁北京，５月成立中国同盟会
本部驻沪机关部。国民党上海分部，１９１２ 年 ８ 月由同盟会上海支部改成，１０
月设国民党上海交通部，１９１３ 年 ８ 月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均中止活动。中华
革命党在沪机关，１９１４年７月反袁军第一路军设中华革命党在沪秘密机关，
１９１６年５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迁至上海，７月停止活动。中国国民党本
部，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本部
设于上海环龙路４４号，１１月１７ 日撤销上海本部及中央干部会议，另组中国
国民党驻沪执行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１９２４年 ２
月２５日上海执行部首次会议。１９２４年３月 １日办公，１９２５年为国民党西山
会议派接管。
二、 上海市党部组织

上海特别党部，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成立上海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
变中被陈群强行接管。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委员会，１９２８年２月组成。中国
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会，１９２９ 年 ２ 月国民党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上海特别市第一届执监委员会 ，１９４８ 年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全部转
为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委员 。 历任负责人恽代英 、王守谦 、陈群 、吴开先 、童
行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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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汪伪国民党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８～３１日，在上海举行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２４０人。后先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４日举行一中、二中全会。９
月５日，在上海成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１９４０年迁南京。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
成立汪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

第二节 民主党派 、其他政党
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在上海先后建民革
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１９４８年６月）、民革上海临时分会（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民革
上海特别小组（１９４９年１月）和民革上海分会等 ４个地下组织。１９４６年春，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由重庆移至上海，建立民联联络处，同上述４个组织
之间均无联系。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上述５个组织与民革南京分会合并成立民革
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３月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民革上海市分部筹
备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民革上海市委员
会。至１９９５ 年共历 ９ 届。是年基层组织 １２８ 个。１９４９ 年，党员 ９２４ 人，１９９５
年３０８３人。历任主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丁超五、赵祖康、徐以枋、厉无畏。
二、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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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
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统称“三党三派”）在重庆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
盟，１９４４年９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４６年８月，民盟上海市支部成立，１９４７
年１２月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成立民盟
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经选举产生民盟上海市第一届支
部委员会，１９５６ 年 ５ 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 此后，１９５６ 年 ８
月～１９９２年７月，召开８次盟员和盟员代表大会。民盟成立之初基层组织设区
分部和小组，１９５６年５月改称支部，１２月改称区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８年改区委员
会。１９９５年，基层组织４０６个。１９４９年５月，盟员５３５人，１９９５年９２３３人。历
任主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王绍鏊、童伯钧、彭文应、闵刚侯、陈仁炳（代）、刘思
慕、苏延宾（代）、沈志远、陈望道、苏步青（代）、谈家桢。

三、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１９４６年４月迁上海。１１月１０
日，民建上海分会成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与民建总会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
会议，成立临时干事会，承担总会与上海分会的双重职权。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９日，
扩大为临时工作委员会。９月２７日，民建总会迁北京。１９５３年，“临工会”改建
为民建上海市分会，１９５６年５月改称为民建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５６年５月，召开
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至１９９５年共历８次大会。１９４９年，成立１８个基层小
组，１９５５年改称支部，１９８８年有１１个区委员会、１２个工作委员会、３３个直属支
部，１９９５年有 ３１９ 个基层组织。民建上海分会创建初期，有会员 １３４ 人，１９９５
年６６７９人。历任主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盛丕华、胡厥文、刘靖基、陈铭珊。
四、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１９４９年 ６月 １９日，成
立民进上海市分会，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 １日改为民进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５１年起，建
立基层组织，１９５６年有１０９个支部，１９９２年有３１７个支部，１９９５年有３３４个基
层组织。１９４５年，会员２６人，１９９５年５４８６人。历任主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
谢仁冰、赵朴初、吴若安、赵宪初、刘恒椽。
五、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２８年，谭平山等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在上海进行秘密组织活动。１９３０年
８月，邓演达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
机关设上海，并成立上海小组。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央改组上海小组。１９３５年１１
月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建立以上海为基地的华东区领导机构，
恢复上海市组织。１９４７年２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党名改为中
国农工民主党。同时成立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会，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改组为
上海市整理党务工作委员会，８ 月成立农工民主党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
１９５０年１月，成立农工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召开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第一次
党员大会，至１９９５年历８届。１９２８年，建立４个基层小组，１９４７年建立６个区
级组织，１９５２年６月开始建立支部，１９９５年有基层支部２３４个。１９４９年５月，
党员约７００人，１９９５年４５２７人。历任主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郑太朴、罗任一、
漆琪生、李士豪、何仲珉、曾伟、虞健、申葆文、李士豪、周谷城、黄器周、陈灏珠。
六、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４日，中国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成立，党员１０人。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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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升为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９５年，有基层组织４０个、党员１４７５人。
历任市主任委员董寅初、吴肇光。
七、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２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１９５３年 ８月改九三学社上海
分社委员会，１９８４年４月改称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１９５２年，成立２个基层
组织（支社），１９９５年有２０１个。１９４８年，社员２６人，１９９５年５７７３人。历任主
要负责人、市主任委员褚辅成、卢于道、杨賧。
八、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１９４９年３月迁北平，
１１月迁上海，１９５５年２月迁北京。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１日，台盟华东总支部在上海
成立，１９５４年与台盟总部合并办公。１９５５年 ４月，台盟华东总支部撤销，成立
台盟上海市支部，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改为台盟上海市分部，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 ３０日改为
台盟上海市委员会。初创时有盟员１６２人，１９９５年１９６人。历任主要负责人、
市主任委员谢雪堂、许文思、林田烈、郑励志。
九、 其他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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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各种政党团体建立，上海成为全国集会结社的中心。１９１２
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少政党北迁，仍有部分有影响的政党团体在上海设立
全国性办事联络机构。民国初年，先后成立或主要活动于上海地区的主要政党
团体有６０多个。重要的有保国会，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成立，上海设总会。
光复会，光绪三十年十一月设上海支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改为总部，１９１２年
１月停止活动。预备立宪公会，光绪三十二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宣
统三年在上海成立，１９１２年并入国民党。国民协会，宣统三年在上海成立，１０
月并入民主党。中国社会党，宣统三年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１９１１年１１
月改为中国社会党，１９１２年 ６月与中华民国工党联合，１９１３年 ８月解散，１９２４
年６月恢复，次年改为新社会民主党，在上海设支部。共和建设会，宣统三年在
上海成立，１９１２年３月后停止活动。共和统一会，宣统三年成立，总部设上海，
１９１２年８月并入国民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民国宪政党），宣统三年成立。
中华共和促进会，宣统三年十一月成立，１９１２ 年 ８ 月并入民主党。女子参政
会，１９１２年１月在上海成立，为上海光复会第一个妇女团体，４月与女子后援会
等联合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中华民国联合会，１９１２年１月２个中华民国联合
会在上海成立，后合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个有影响的政团，３月改称
统一党。统一共和党，１９１２年 ２ 月与共和统一会等联建，在上海设交通处，后

与同盟会等联建国民党。国民共进会，１９１２年 ２月在上海成立，８月与同盟会
等合并为国民党。国民公党，１９１２年３月改组中国共和研究会而成，旋与同盟
会等合组为国民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１９１２ 年 ３ 月成立，总事务所设上
海。１９１２年５月成立。少年中国党，１９１２年４月成立，事务所设上海。上海国
事会议，１９２２年５月在上海成立。

第三节 群众团体
一、 工人团体

上海总工会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全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１日成立上海总工会，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遭破坏。
上海市总工会 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１日，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０
年２月，上海市总工会成立。是年，有下属产业工会 ３７个、区办事处 ２０个，会
员８８万余人。１９５５年１月，改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１９５９年 ８月改称上海市
总工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篡权，工会组织停止
活动。１９７８年９月，工会组织恢复。１９８１、１９９３年，先后始在外商投资企业和
私营企业建立工会。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９８个产业（局）工会、１４个区总工会、６个
县总工会，１．６万余个基层工会，会员４２５．２８万人。历任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
钟民、张祺、王洪文、王林鹤、袁张度、江荣、滕一龙、包信宝。
其他团体 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年，主要工人团体有上海邮务工会（１９２４年成立）、
京沪、沪杭甬铁路工会（又称两路工会。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末成立）、上海工会联
合会（１９２９年成立）、工人救国会（１９３６年成立）、职业界救国会（１９３６年成立）、
上海市总工会 （１９３１ 年成立）、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 （简称工福会，１９４６ 年
成立）。
二、 农民团体

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成立，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结束。上海市贫
农、下中农协会，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成立，１９８０年３月结束。
其他组织 １９２７、１９３３ 年先后成立上海市农民协会、上海市农会，后均
解散。
三、 青年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组织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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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１９２２年５月，团中央委员
会设在上海，同时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 （团上海地
委）。１９２５年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上
海地方组织改为共青团江浙区委，６ 月分别成立团江苏省委和团浙江省委，
１９３５年７月共青团中央、团江苏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组成。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８日，召开第一届团代会，成立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全市团员１７万人。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活动，１９７６ 年恢复。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４个区委员会、６个县委员会、９６ 个市局级委员会，４．１３ 万个
支部，团员８３．１万人。历任市委书记周克、李琦涛、张浩波、陈新发、汪明章、李
源潮、黄跃金、钟燕群。
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 １９３９ 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筹
备处，１９４６年４月成立干事会，１９４７年并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其他组织 有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１８９９年成立）、爱国学社（１９０２年）、
寰球中国学生会 （１９０４ 年）、上海少年宣讲团 （１９１２ 年）、上海中华童子军协会
（１９１８年）、上海学生联合会（１９１９年）、上海学生总会（１９２７年）、上海学生（界）
救国会（１９３１年）、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１９３７年）、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１９３７
年）、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１９３７年）、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１９４８年）等。
上海学生联合会。１９１９ 年 ５ 月，复旦大学、南洋中学等 ３１ 校学生联合成
立，６月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１９４７年５月，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
到１９９５年举行１１次上海市学生代表大会。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１９５３年 ５月成立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１９５８年改上
海市青年联合会。
四、 妇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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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３６个妇女团体联合成立上海市民
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２～２７日，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议召
开，会议确定上海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上海市民主妇联没有建立前，是上海各
种妇女组织的统一的联合组织。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２日，上海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
会召开，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市总工会女工部、市学生联合会女同学
部、郊区农会妇女部和上海科技界妇女联合会、文化界妇女联合会、市家庭妇
联、基督教女青年会等１３个妇女组织成为市民主妇联首批团体会员。１９５７年
１１月，改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１９９５年，下设１４区、６县、３２６个街道（乡镇）妇
女联合会，０．８９万个基层妇代会，９８个局级妇委会。历任市妇联主席、主任章

蕴、赵先、郭建、关建、汪湘君、谭芸、邢至康、章博华。
其他组织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至 １９４９年 ５月，上海先后成立 １００
多个妇女团体。重要团体有中国女学会，光绪二十三年初秋，李闰、黄谨娱倡办
成立，为上海第一个妇女团体。还有不缠足会（１８９７年成立）、基督教女青年会
（１９０５年）、上海妇女会（１９１５年）、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１９２４年）、上海各
界妇女联合会 （１９２４ 年）、上海妇女救济会 （１９２７ 年 ）、青年妇女俱乐部 （１９３５
年）、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１９３５ 年），以及 １９３７ 年成立的中华妇女互助会、中
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上海劳动妇女战
地服务团、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１９４６ 年成立的上海
妇女联谊会。
五、 工商业团体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１９４９年 ８ 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９
月１日接管上海市商会和市工业会。１９５１年２月，举行上海市工商界第一届第
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活动，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恢复。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起，同时称上海市商会。初期，市工商联组成有团体
会员、个别会员和个人会员。团体会员主要是各业同业公会和工商业组织，有
企业８万余户。１９５１ 年，市工商联筹备会将全市 ３３７ 个同业公会调整为 ２７６
个，１９５７年１７６个。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同业公会撤销，原来的私营工商业者成为个
人会员。１９８５年８月，发展以各类工商业企业为主，包括新的工商团体、企业家
和经济工作者为新会员。１９９２年，重点吸收非公有制企业为会员。１９９５年，市工
商联会员２．４７万个（人），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会员０．５７万个（人），国有企业等
会员０．５万个（人），原工商业者会员１．４万人。历任市主任委员盛丕华、刘靖基。
其他团体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正月至三十年，
为中国第一个全市性商会。其他有上海总商会，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上海市商会，１９３０年 ６月 ～１９４９年 ９月。上海市工业会，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９４９
年 ９月 １日 。
六、 其他社会团体

清初，上海开始出现会馆、公所、善团等社会团体。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上海先后建立同乡团体 ２１ 个、同业团体 ８１ 个。戊戌变法前期，强学会、正气
会、不缠足会等社会政治团体在上海成立。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上海成立
第一个学术研究团体沪学会。此后，医学会、体育会等团体相继建立。辛亥革
命期间，成立各种政治团体，１９１３年有 ３５０余个。民国建立以后，商业、教育、
文化、医疗、宗教、妇女等社会团体竞相建立。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中，上海学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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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市商业公会、旅沪同乡会等 ６３ 个团体联合组成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
１９２７年后，上海特别市政府把各种同业团体改为同业公会，１９４７年工商业公会
２９７个。１９４８年，全市社会团体１３２０个。经１９５２年登记整顿，全市１９４９年以
前建立的社团中存３０３个，解放后成立的２８７个，合计５９０个。１９５６年，对解放
前留下尚未清理的３０３个社团继续清理整顿。６０～７０ 年代，社会团体发展基
本停止。１９７８年后，社会团体恢复并迅速发展。１９８１ 年，全市有 ６３３ 个，１９９５
年３１３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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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安司法
第一节 公安
一、 警察局、公安局

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设警务委员会和
巡捕房。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上海道设南市巡防保甲局，又称保甲总巡局，光绪
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改为上海警察总巡局，三十三年改为上海巡警总局。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设南市警务公所。１９１３年 １月，南市、闸北警务公所分别
改为上海商埠巡警局、闸北巡警局，５月组合为江苏淞沪警察厅，次年１月改称
督办淞沪水陆警察署。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成立，警员０．４６万人。
１９３０年７月，改称上海市公安局。１９３７年改为上海市警察局。１９４５年９月，接
收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包括抗日战争前市保安处、公安局、公共租界警务处、
火政处、法租界警务总监部、救火会、巡捕医院、万国商团等８个机构，合并成立
上海市警察局，警员１．１２万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６月
２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１９６８年１月，驻沪空四军部队对全市公安机关实行军
管，市公安局和市法院、市检察院合并为市公检法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３ 年 １ 月上
海市公安局恢复。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警员１．３１万人，１９９５年３．７万人。
二、 惩治反革命犯罪

镇压五类反革命分子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０年，破获武装匪特案、阴谋暗害
市党政主要领导人派遣特务案、配合敌机轰炸的潜伏特务案及潜伏间谍电台案
等６５２件，逮捕间谍特务分子０．５６万人。１９５１年１月５日，上海市军管会命令
原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党团骨干和特务组织成员等登记，至８月全市２．７
万余人登记。４月２７日，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统一部署集中行动，
搜捕反动党团特务分子０．８３万人，至１９５３年全市共逮捕３．５万人。经审理，枪
毙０．２８万人、判处徒刑１．３万人，大部分人员押送至陕西延安和安徽皖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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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工地劳动改造。
惩治反动会道门首要人员 １９５２ 年起，全市公安机关共查明 ５２ 种会道
门，明令取缔一贯道、九宫道等１０种。１９５３年５月，令坛主、盘主、三才、办事员
等办道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登记１．０６万人。３０多万人公开声明退道，逮捕道
首６００余人。嗣后，取缔中教道义会等８个组织。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９月，
取缔三教德善会等组织。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处理反动会道门首０．１万人。１９５７～
１９９５年，破获反动会道门复辟案９１件。
惩治以宗教为掩护的反革命犯罪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开始，接连破获２件
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间谍案，逮捕１３人。７月１８日，公安机关宣布驱逐
马尔敦等５人出境。１９５３年６～７月，侦破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情报活动
案６件，逮捕中外籍特务分子２７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１０４人。１９５５年９月，
逮捕４５７人。１９８１年１１月，逮捕１９人。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配合青海、安徽、江西
３省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流窜到沪的反革命分子４人。
惩治反革命宣传煽动犯罪 １９６０年，全市发生散发反革命传单，投寄反革
命信件、匿名信、张贴反动标语案５４９件，占是年反革命案件总数４０．８％。侦破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２日署名“爱国党”、“中庸党”反革命油印传单散发案。１９８３年４
月，侦破“青年近卫军”、“中国国民党上海分部”案。１９９０年，侦破“中国民主阵
线上海总部”案。
惩治反革命暴乱犯罪 １９５０年上海市军管会破获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
江苏省游击司令部”及“江南突击军江苏纵队”案，判处１９名主犯死刑。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年，公安机关每年发现和侦破反革命集团案件约１００件。１９８４年３月，破
获阴谋劫持铜川号货轮反革命集团案。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侦破阴谋劫机投敌主犯
违法洽购３２支五四式手枪案。
三、 惩治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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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发案４．１９万起，盗窃占６１．７％、诈骗８．７％、制毒贩毒占５．８％、抢
劫１．７％，破案率７０．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发案１０．０１万起，破案率７２．２％。１９９５
年，发案２．４３万起，盗窃占７２．３％、诈骗９％、强奸１．９％、投机倒把０．５％、扒窃
８．４％、凶杀０．７％，抢劫６．５％、制毒贩毒２．５％、伪造贩卖假币０．４％、走私０．２％、
制贩淫秽物品０．１％，破案率７６．２％。
四、 禁毒、禁娼、禁赌

禁毒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破获毒品案件 ０．６９ 万件，抓获毒犯
１．２２万余人，缴获鸦片３７万两。１９５２年８月，成立禁毒委员会总指挥部进行肃
毒，至１１月缴获鸦片１．３万余两、制毒吸毒工具０．６３万件。捕获毒犯１．３６万余

人。市政府拨款３．６万元，帮助１０万人戒除毒瘾。１９５３～１９７９年，全市未发生
烟毒案。１９８０年，发生首例烟毒案。１９８２～１９９５ 年，全市查获贩运毒品案件
０．１５万件。１９９１年 ９ 月，设立戒毒所康复中心，至 １９９５ 年收治吸毒者 ０．１４
万人。
禁娼 上海开埠后，娼风炽盛。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市军管会明令妓院院主
到公安机关登记，规定妓院须设簿登记嫖客姓名等。１９５０年年底，全市登记在
册妓院减至１５６家，妓女５５９人。１９５１年，关闭一批妓院，是年１０月还剩妓院
７２家、妓女１８１人。１１月２５日，全市统一行动，查封残余的６１家，逮捕收容妓
院主、老鸨３３４人，其中判刑７４人，２０２名妓女由民政部门安置，至此妓女基本
绝迹。８０年代后，重又出现卖淫活动。１９８３年，全市查处３６４起、９７３人，１９９５
年达０．３１万件、０．６６万人。公安机关于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９８７年９月先后建立卖
淫女和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收容卖淫妇女 ０．６６万人、嫖娼人
员０．２万人。被查处的卖淫人员，１／３以上系外省市妇女。
禁赌 上海开埠后，赌业发达，出现各种赌场和各种赌具、赌法。１９２２年１
月，江苏淞沪警察厅明令禁赌，１９２４年又规定对摇宝、牌九或麻将、掷骰者随时
严查严办，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再次禁止斗鸡赌博。但均屡禁不止，赌博泛滥。１９５１
年８月２７日，上海市军管会下令收回跑马厅、逸园跑狗场、好莱坞赌场。１９５３
年，取缔设摊聚赌４００多处。１９６３年１月４日，查获赌博案件９０８起，查处０．３６
万人，至此赌博基本被制止。７０年代末，赌风再起。１９７９年 ９月，查出赌博团
伙１０５个，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查获赌博案件５．８６万件，查处２０．１１万人。
五、 收容整治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战区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最
多时达７０万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难民收容所 ２００ 多处。抗日战争胜利
后，大批难民、灾民流入上海，搭盖简屋栖身，有的沿街乞讨或为盗贼。市警察
局对流浪乞讨或有偷骗行为者，强制收容，令其习艺从业。解放初，公安机关集
中收容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会同民政部门收容安置难民灾民。至１９５０年，全
市收容散兵游勇１．８万余人、难民灾民１０．３万余人。嗣后，平均每年收容遣送各
地盲流来沪沦落街头的人员２万人。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流入上海的灾民倍增，每年
收容遣送 １０ 万人以上。１９６１ 年后减少，至 １９８８ 年年均 １．１ 万余人，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年年均４万余人。
六、 查处治安案件

１９５８年，查处６．３２万件，处罚 １．４７ 万人。８０ 年代，年均查处 ７．９ 万余起，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年均１．２万余起。１９９５年，查处１５．０４万件，处罚１７．８万人。

第
八
章
公
安
司
法
８１

七、 户口管理

常住户口管理 １９４６年，上海市警察局对年满 １４ 周岁居民颁发 《国民身
份证》。次年，居民户口登记分为 ６ 类。解放初，全市户口登记由市民政局管
理，１９５０年３月改归公安局。是年，开展户口普查，试行 １６ 项异动登记制度。
１９５３年起，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常住户口人数核发口粮票证，从此上海
市户口管理与粮食计划供应挂钩。１９５８ 年 １ 月，户口划为家庭户、集体户、船
舶户３类，市区和郊区户口，向每户发１本户口簿，作户籍登记和领取计划票证
用。１９８２年７月，全面开展户口核对，换发市区户口簿。１９８６年８月，全市实
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对年满１６周岁公民颁发居民身份证。民国时期、解放初，
常住户口迁出入不受限制。１９５１年７月，规定凡从外省市迁上海市人口，须凭
迁移证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１９５８年起，实行严格控制外省人口迁入和
郊县人口迁入市区的政策。１９８５年后，放宽对外省人口迁入的限制。
蓝印户口管理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试行，到１９９５年１３０２人取得上海市蓝印户
口资格。
常住外国人户口管理 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允
许外国人在上海四郊旅行，须当天返回原居住地。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天津条
约》签订后，在沪外国人只需持本国领事所发护照，经上海道盖印，即可赴各地
游历经商。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起，上海市始实行外国人居留证制度。１９５０年１１月，
市公安局始对居沪外国侨民进行全面登记和户口查对。次年５月，市政府规定
凡居沪外国侨民，均须办理户口登记，申领外侨居留证。１９５４ 年 ８ 月，规定在
沪外侨均须持护照和有关证件到所在地公安机关申领居留证。１１ 月，举行外
侨总登记。１９６４年４月后，对在沪外侨年检居留证 １～２次。１９８３年 ９月，规
定定居的外国专家 （包括外籍华人 ），可延长居留期，有的给予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述人员到乙类地区旅行，免办旅行证，不再限制旅行工具。
１９４９年６月，在沪常住外国人３．２万人，１９５０年１．１９万人。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５
年，离境１．０４万人。１９９５年，常住１．１万人。
八、 出入境、边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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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出入境管理 １９１９年６月，无约国人或无领事管辖国人途经上海，
须到警察局注册，有约国人可自由入出边境。１９３０年后，形成外国人入境管理
制度。１９５０年，市公安局规定外国人入境须持有经中国驻外使领馆签证的护
照或外交部指定机关所颁发的入境证件。１９５８年，规定外国公民到沪旅行，一
般都予批准。１９７８年，给予集体自费来沪旅行的外国人团体签证，无须个别申
请。１９８０年开始，实行口岸签证。１９８３年６月后，为部分到沪定居的外国专家

或外籍华人，办理长期有效的多次出入境签证。１９８７ 年，临时到沪外国人
６３．４８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０７．３万人。
中国人因私事出国管理 １９２９年，上海特别市公安局规定市民出洋留学
或游历，须凭教育局证明或旅行社、同乡会担保，申请出境护照。１９５０ 年，归
侨、侨眷因私出国一般均可获得批准。１９５７年后，对归侨、侨眷出国严加限制，
１９８０年，又重新放宽出国条件，简化出国申请手续。１９８５年起，上海市公安局
取消公民出境须办理签证的规定，简化受理出境申请审批手续。公民出国人数
大幅度上升。１９８８年，上海市首次试办赴香港、泰国出境旅游业务，首创市民自
费集体出境旅游。１９９４年，简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出国保留党、团籍的手续。
１９５８年，市民因私出国２１５人，１９６８年５人，１９７８年０．１８万人，１９９５年４．０８万人。
因私事往来港澳台地区管理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起，凡居民赴港、澳地区，须向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领出入境通行证，凭证从指定口岸出境。１９８０年后，进
一步限额，“定居严格控制，短期探视尽量给予方便”。签发多次往返香港的证
件，上海列入经海路进入香港的口岸之一。１９８１年起，国家公安部规定上海赴
港人数名额，１９９２年每日去港单程（定居）３人、双程（探亲）１６人。１９８５年，每
月去澳门人数名额单程２人、双程５人。１９９４年，上海市在全国首先实行在港
有亲属即可前往探望。１９８４年 ７月，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开始办理上海市民
赴港澳旅游，１９９５年旅行社组团 ０．１１ 万个，５ 万多人次赴港澳旅游。１９５０ 年
起，市民因公赴港澳地区访问、考察、交流或洽谈业务，实行审核发给签证。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签发４．３４万人次。
到沪港、澳居民管理 解放初港澳居民因私到沪，只须事先向市公安机关
申领出入境通行证。１９５６年起，改在入境时向深圳或拱北口岸边防检查站领
取入境《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书》，凭介绍书即可到沪。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起，改用《港
澳同胞回乡证》。１９８６年，港澳到沪人员１０．６３万人次，１９９５年１５．５１万人次。
对沪台居民互来管理 １９５０年起，上海市和台湾居民断绝互往。１９８６年
后，对两岸民众往来实行一系列方便措施。１９９０年１月，允许台胞到沪投资或
经商者及其亲属可办理多次入出境证件。１９９２年５月，执行国务院《中国公民
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１９８７年，台湾到沪人员 １．１７ 万人次，１９９５ 年 １１．１９
万人次，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１５７．０９万人次。１９８８年上海去台湾人员２１人次，１９９５
年０．２９万人次，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０．８６万人次。
华侨到沪管理 １９５０年，华侨到沪４６人次，１９５９年１０人次，１９７９年０．５６
万人次，１９９５年０．７６万人次。
九、 道路交通管理

交通队、人员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公共租界建管理街头交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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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巡长１人、巡捕１６人。１９３６年，上海市警察局行政警察处第二科设交通股，
担负华界交通管理。１９４８年５月，市警察局行政处设交通科和交通大队，配置
警官１７人、警长１１５人、警员５００人。１９４９年６月，市公安局行政处设交通科、
交通大队，１９５５年１月，交通大队辖２２个中队、１个直属分队。１９９４年１月，全
市设交通警察支队１个、交通警察大队１７个、交通队５个、交通科１个，有警员
０．５８万人。
机动车管理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市政府公用局负责管理机动车辆。各种车辆
须持合格证向警察局申领牌照。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全市有汽车、电车、摩托车等机
动车２．３３万辆。１９５０年起，机动车管理由市公安局承担。１９９３ 年，始对助动
车进行管理。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客车２万辆、货车５．５７万辆、摩托车８．８６万辆、残
疾人专用车０．９１万辆。
非机动车管理 １９４５年 １１ 月，各种非机动车由公用局会同警察局登记、
发证、管理。１９４９年 ４月，全市有自行车、黄包车、汽胎轮榻车、铁轮车、马车、
粪车等非机动车３５．７８万辆。１９９５年，全市登记领照的自行车５７６．９２万辆、人
力货运车１０．２４万辆。
交通事故 １９４９年，发生交通事故 ０．５１万起，死亡 １４３ 人、重伤 ４６３ 人、
轻伤０．１７万人。１９５０年，发生交通事故０．９１万起，死亡１２３人，１９９５年分别
为１．６７万起、７８８人。
十、 消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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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机构、设施 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上海县城厢内外分东、南、
西、中４区设民间救火团体 ２０个，９月在华界成立救火联合会。１９１９年，成立
东、南、西、北区和浦东区５个救火会。１９２７年，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始设立消
防股。１９３０年１月，有救火会２２个，义务消防队员６６０人、雇用消防员２２０人。
１９３５年，全市有救火会２１个，义务消防队员９００人、雇用消防队员１５０人，划分
为９个责任区。１９４５年，上海市警察局设立消防处和消防总队，处下设９个区
队。１９４８年，成立救护总站，下设 ５ 个分站。共有警官 １０６ 人，长警工友 ８８４
人，有民办救火会 ２６ 个。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成立市公安局消防处，设 ９ 个区队。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接办沪东、沪西、沪南、沪北 ４区民办救火联合会及其管辖的 ２６
个消防队。１９５２年９月，下辖７个区队、２２个分队。１９７４年１月，恢复消防总
队建制，１９８３年１月列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１９９１年，市公安局消防处改
为上海市消防局。１９９５年，下辖 ６ 个支队、１ 个大队、５３ 个中队和 １ 个教导大
队，警员０．４７万人。全市配备消防车４８７辆、消防艇５条、消防泵８９台。
火灾 １９５０年，全市发生报案火灾１５６起。１９９５年，发生０．１１万起，经济
损失２１００万元，死亡４７人，受伤８６人。

第二节 检察
一、 检察机构

民国时期检察机构 １９１２年１月，上海地方检察厅成立，隶属江苏高等检
察厅，下设５个初级检察厅、３个初级检察分厅，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裁撤，并入法院，
改称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
界会审公廨成立，１９２７年１月改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上诉法院。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年，先后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设立江苏上海特区、第二地方法院检察处
（后改为江苏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处）及其上诉机关江苏高等法院
第二、第三分院检察处，隶属国民政府司法部。１９３７ 年 ８ 月，伪政权占据江苏
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１９３９年６月 ～１９４０年 ５月先后设置伪上海法院浦东分
院检察处、沪西分院检察处、嘉定分院检察处、崇明分院检察处。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汪伪接管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处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检察
处。次年１２月，接管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处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
分院检察处，改组为汪伪司法机关，仍沿用原名称。１９４３ 年 ８ 月，上海所有法
院、检察处撤并为伪上海高等法院、上海高等检察署和上海地方法院、上海地方
检察署。１９４５年８月，国民政府接管所有汪伪上海司法机关，改组为上海高等
法院、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和上海地方法院、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为上海市军管会接收，并予以解散。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１９５１年 １月，成立上海市人民检察署，１９５４年 １２月
易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１９７５ 年 １ 月起检察机关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１９７８年８月重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１９５５年９月成立，次年１月撤销，成立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二分院，１９５８年 ５月合并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文化大
革命”中停止工作。１９７９年３月重建，１９９５年６月分置第一、二分院。
派出检察院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成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地区人民检察院。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成立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区人民检察院、军天湖农场区人民检察
院、四岔河农场区人民检察院、川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２年１２月，成立青
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５年６月，成立浦东张江地区人民检察院。
专门检察院 铁路运输检察院，１９５４ 年 ４ 月上海铁路沿线专门检察署成
立，１９５７年９月撤销，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成立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上海分院，１９８７年
６月易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隶有上海、南京、蚌埠、杭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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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昌６个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上海水上运输检察院，１９５５ 年 ７ 月成立，
１９５７年９月撤销。
检察人员 １９５１年，全市有６５人，１９９５年０．４万人。
二、 刑事检察

刑事检察审查批捕 １９５５ 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
３．８６万人，审结逮捕的２．８５万人，不逮捕的０．５７万人。１９６６年，受理２２．６１万
人，审结逮捕的１０．０８万人，不逮捕的１．５２万人。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８．６５
万人、１４．８５万人、１．７１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９万人、１．４万人、０．１万人。
刑事检察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对刑事案件提起
公诉委托公安机关执行。１９５５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审查起诉案件
０．４４万件，审结予以起诉０．３６万件，不起诉２４６件，１９６６年起诉６６３件，免予起
诉３件，不起诉４４件。１９７９ 年，受理 ０．３９ 万件，起诉 ０．２８ 万件，免予起诉 ９８
件，不起诉８０件，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０３万件、１．４６万件、７９５件、２８件。
三、 经济检察

１９５１年３月，市人民检察署首次起诉原上海市人民法院一执行员贪赃枉
法、贪污受贿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１９５５ 年，市检察机关办结经济犯罪
案件３０６件，起诉 １８２ 件，１９６６ 年分别为 １７ 件、１２ 件。１９５５～１９６６ 年，办结
０．５８万件，其中起诉０．３５万件。１９７９ 年，办结贪污贿赂案件 ４ 件，其中起诉 １
件、免予起诉２件、撤销 １ 件，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０．１６ 万件、０．１５ 万件、１２６ 件、２９
件。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为１．７万件、１．２万件、０．４４万件、５３９件。

第三节 审判
一、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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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审判机构 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英国驻沪领事取得审理英租界内
中国人违警事件及轻微民、刑案件的权力，情节较重的人犯由上海县衙审理。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创立，八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和
法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附设裁判
所，审理违警案件及民、刑诉讼案件，命盗重案仍由上海县署审理。宣统三年九
月，设立上海司法署，主管司法审判。
民国时期审判机构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上海司法署改上海地方审判厅。１９２７

年１１月，上海地方审判厅、检察厅改组为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和检察处，又名南
市地方法院，隶属江苏高等法院。１９２６年８月，北洋政府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
廨。１９２７年１月，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上诉院成立，１９３０年 ４月撤销，成
立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后改为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
院。１９３１年８月，在法租界设立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
第三分院。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１２月伪上海市大道政府成立后接管江苏上
海地方法院。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汪伪国民政府接管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江苏
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次年２月又接管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江苏上海第
一特区地方法院。１９４３年 ８月，上海所有司法审判机关分别合并成立伪上海
地方法院、上海地方检察署、上海高等法院和上海高等检察署。１９４５年８月抗
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接管汪伪在沪的一切司法审判机关，成立上海地方法院、
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以及上海高等法院、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
上海市人民法院 １９４９年８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隶属于上海市人民
政府。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在上海成立。１９５５年４月，撤销
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二、三３个中级人民
法院。１９５６年５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并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３日，撤销上海市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上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１９６８年１月，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各级法院与同级公安、检察机关建立
统一军管机关，法院为其一个业务组 （审理组），经办审判。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各级
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分设。１９７９ 年 ４ 月，上海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分设。
１９９５年７月，撤销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上海市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
１９５０年，全市法院工作人员６９４人，１９９５年０．５５万人，其中审判人员０．３４万人。
专门法院 上海水上运输法院，１９５５年７月成立，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撤销。上
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１９５５年４月成立，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撤销，１９８１年１２月重建。
上海海事法院，１９８４年６月成立。
外国在上海租界的机构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
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共有 １９ 个，其中英、美、法、
德、俄、比、丹、意、日、荷、挪、葡、西班牙、瑞典、瑞士、巴西等 １６ 国先后在上海
租界设立领事法庭。 清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 年 ）六月，英国首先设立领事法庭。
英美两国又先后将领事法庭改成特种法院。九年，法国在法领署设立违警罪
裁判所。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 ），英国在沪设立高等法院，代替原有的领事法
庭。尔后，英国又设立上诉法院，行使英国上诉法院及刑事上诉法院权限，管
辖范围亦及于中国全境。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年），租界设置领事公堂，专门受理
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被告的民事案件。三十二年，美国在上海设立美国
在华法院，１９２０年又设立上海美国司法委员法院，地位相当于美国国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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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
二、 刑事审判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刑事审判分为普通和特种刑事审判两类。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５６年，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受理１５．７８万件案件，反革命案件
占４．７％，普通刑事案件占 ９５．３％。 审结 １５．８１ 万件。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年，受理
１２．３３万件案件，反革命案件占３３．４％，普通刑事案件占６６．６％。审结１２．３８万
件。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缺１９６８年资料），收案３．８１万件，结案３．７８万件。收案反
革命案占全部刑事案件２２．１８％，１９６９年高达０．２５万件。刑事审判造成一批
冤假错案，尤以反革命案件错判为多。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后，对大批冤假错案进行
复查纠正。至１９８１年８月，复查处理刑事案件２．８２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０．５６
万件、普通刑事案件 ２．２６ 万件。在复查的反革命案件中，属于宣告无罪的占
７１．６％。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收案２．２万件，结案２．３５万件，其中收案反革命案３２０
件。１９８２年，上海市高、中级法院公开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
徐景贤、王秀珍等８人反革命案件。１９８２～１９９５年，受理１３．６６万件案件，反革
命案件占０．４％，普通刑事案件占９９．６％。审结 １３．９４ 万件。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５ 年，
反革命案减至各１件。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１９６８年无资料），全市各级法院
审结４５．９１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５．８９万件、普通刑事案件４０．０２万件。
三、 民事审判

１９４９年８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接管前法院民事未结案 ０．１４万件。至 １９９５
年，全市各级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９８．５３万件，审结９７．９１万件。年均审结３．２６
万件。其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受理３６．１４万件，审结３６．１７万件。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受
理一审民事案件１４．０６万件，审结１４．２２万件。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无
统计数），分别为４．４５万件、４．２３万件。１９９５年，４２．９万件、４２．６２万件。
四、 经济审判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８８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６５年，工商业公私纠纷两类合计收案０．８５万件，占同期
民事纠纷案件收案数１．７％。１９７９ 年 ４ 月起，上海市各级法院成立经济审判
庭审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１９８３ 年受理 ５２８ 件，１９９５ 年 ３．５８ 万件。１９８３～
１９９５年，受理一审案件 １６．５４ 万件，审结 １５．９ 万件，结案诉讼标的金额
２４６．３５亿元。
五、 行政审判

１９８３年９月，黄浦区法院受理上海历史上首例行政诉讼案，华生电扇总厂

不服黄浦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对其罚款 ０．１万元的行政
处罚。经审查，法院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请求不予支持。１９８７～
１９９５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０．２９万件。

第四节 司法行政
一、 律师

律师、律师组织 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 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会审公廨
成立，律师始参与诉讼，都为外国籍律师。１９１３ 年，回国留学生组织上海律师
公会，会员近百人，为中国最早的律师执业团体，１９４９ 年 ４ 月会员 ０．１３ 万人。
１９５０年１月，被上海市军管会解散。１９４９年 ８月，上海市人民法院设辩护室，
有公设辩护人２人，１９５３年公设辩护人改称公设律师。１９５５年，市司法局设立
公证律师处。１９５６年４月，成立上海律师协会筹备会，年底全市成立６个法律
顾问处，律师和工作人员３０８人，１９５９年６月均撤销，上海律师制度中断。１９７９
年４月，上海市律师协会筹建，是年全市有律师１６人。１９８０年，市第一、二和崇
明县法律顾问处成立，１９８４ 年，改称律师事务所。１９９５ 年，全市律师事务所
２１５家，律师０．４４万人。
刑事案件辩护 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９５９年３月，律师参加辩护的刑事案件、反
革命案件０．６４万件，刑事自诉案件６５１件。１９７９年７月，律师首次担任律师制
度恢复后辩护人。１９８０年，律师辩护 ０．１１ 万件，５ 人参加审理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案辩护。１９８２年下半年～１９８３年春，２１人参与上海两次审理江青
反革命集团在沪骨干案的辩护。１９８１～１９８８ 年，律师办理的刑事辩护案件年
均０．４万件，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年均０．７万件。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一般占法院收
案的６０％。１９９５年起，实行指定律师为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是年，涉案辩护
０．８６万件，占法院收案数６８．９％。
民事案件代理 是民国时期律师的主要业务。１９４９ 年 ８ 月，上海市人民
法院设公设辩护人，至１２月辅佐民事案件２７４件。１９５７年，办理民事案件代理
０．６７万件。１９５９年６月，取消民事案件代理，１９７９年恢复，１９８０年代理１１０件。
１９９５年，代理民事诉讼１．９９万余件，占法院受理数４３．７％，经济诉讼代理分别
为２．５２万件、６７．２％。
二、 公证

１９３６年８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指定上海第一特区、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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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地方法院设立公证处。１９４９年８月，上海市人民法院设公证处，１９５４年
在６个区法院建立公证室，工作人员１８人。１９５５年，分别改并为市第一、二、三
公证处，１９５６年合并为市公证处，公证员１人、助理公证员２０人、书记员２０人。
１９５９年撤销，国内公证停办，涉外公证由市高级法院涉外组兼办。１９８０年４月
重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公证处２２个、公证员２１８人。１９８０年，办证０．５７万件，其
中国内公证４１６件、涉外公证０．５３万件，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４．４７万件、８．９９万件、
１５．４８万件。
三、 劳动教养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始在横浜路 （今同心路）７２３ 号设上海市劳动教养收容所。
至１９９０年，建１１个劳动教养场所。后撤并 ３ 个，３ 个改为劳改场所和国营企
业。１９９５年，有５个劳动教养场所，分别为市劳动教养收容所，在殷高路５号，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设立。上海市第一、二劳动教养管理所，在江苏省大丰市，先后于
１９５９、１９８３年建立。上海市第三劳动教养管理所，在青浦区，１９５９年设立。市
女劳动教养管理所，１９９０年安徽省白茅岭农场女劳教大队改今名，１９９１年迁青
浦区。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全市开始收容劳教人员，１９６８年５月停止，１９７１年１１
月恢复。１９５７～１９９５年，全市收容劳动教养对象１５．７万余人，女性占７．５２％。

第五节 监狱
一、 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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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界，１９１２年上海县监狱改称上海地方监狱。１９１３年，设立上海地方分
监，１９２０年改称江苏第二监狱分监。１９１９年，江苏第二监狱启用，１９２４年第二
监狱分监撤销并入。１９３６年７月，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启用。
在租界，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厦门路监狱启用，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四
月华德路监狱（今长阳路，即提篮桥监狱）启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八月法租界
会审公廨监狱启用。此外，租界内先后还有两个会审公廨拘押所和诸多巡捕房
拘押所关押华人犯人。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１９５１年７月改称上海监狱，
８月改称上海市监狱，１９９５年６月改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１９５０年３月，在江
苏省大丰县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收押犯人。１９５３年，建
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１９５４年，全市有监狱、少管所、劳改农场各１处，劳改队
９所，看守所３所。１９６５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部分迁青海省西宁市，建为上海

市西宁劳动改造管教支队，１９６９年划归青海省。１９７４年起，皖南白茅岭、军天
湖２个劳动教养农场改作劳改农场。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全市各劳改队统一称为监
狱，有提篮桥、五角场、周浦、北新泾、青浦、白茅岭、军天湖、女子等 ８所监狱，１
所少年管教所。
厦门路监狱，清同治七年建，在厦门路 ４号（今 １８０号）。主要建筑为一幢
二层楼监舍，设男、女监，有７２间。１９３５年９月撤销。
提篮桥监狱（即原华德路监狱），清光绪二十七年建，二十九年启用。初占
地１０亩，１９１６年扩建，１９３５年形成今规模，占地６０．４１亩。设华人监区，有９幢
监楼。另设西人监和病犯医院。全狱监室０．４万间。上海使用时间最长、关押
犯人最多的狱所。上海人以“提篮桥”为狱所代称。
白茅岭监狱，１９５６年３月建，又称白茅岭农场，在安徽省郎溪、广德两县境
内。初为上海市民政局下属安置无业游民农场，１９５８年由市公安局接管，改为
劳动教养场所，１９９５年改称今名。
女子监狱，１９９５年９月建，次年启用。在松江县泗泾镇。
二、 收监

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公共租界华德路监狱新收犯人５４８人，１９２９年
新收犯人０．５１万人。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法租界收犯人２９２人，１９３０年新收犯
人７５８人。抗日战争胜利后，部辖上海监狱（提篮桥监狱）关押一批汉奸犯和日
本战犯。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９４８年９月处决日本战犯１９人。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
放，６月１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５０年代末，提篮桥监狱为上海市收押犯人的总
入口，集中收监各法院判处的１８周岁以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简称死缓）、无期
徒刑、有期徒刑男女犯人。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９５年，上海监狱系统收押犯人约４０
万人（含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６０年未决犯），其中女犯３．２９万人、外国人犯４０２人。
其间，１９４９年６～１２月收押１．５２万人，１９９５年０．８万人。
三、 释放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监狱中服刑者剩６５０人，其中政治犯５０人。１９５０
年，上海监狱系统释放０．６３万人，１９９５年０．５２万人，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９５年，释
放１４．７万人。
四、 调犯

上海解放后，上海监狱系统分批调押犯人到外省从事开荒、水利、筑路等劳
动。调出的犯人，多数是余刑３年以上的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年龄１８～５０
岁，身体强壮，无严重疾病。主要调往地有陕西、安徽、福建、青海、宁夏、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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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江苏等地。１９５０年４月，第一次向外省管理的监狱整批量调押犯人 ２２８
人，目的地陕西延安。１９８３～１９９５ 年向新疆、青海等调押 １．７５ 万人。１９５０～
１９９５年，共向外省调押犯人１５．５万余人。
五、 减刑

清宣统二年，华德路监狱犯人减刑 １４０ 人，至 １９２５ 年共减刑 ０．４５ 万人，
１９３２～１９４２年减刑０．３万人。１９５１年３月，解放后上海市监狱系统第一次减刑，
１３人减刑，１９９５年０．３５万人。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减刑２．１３万人次，其中１９７８～
１９９５年１．９５万人次。
六、 假释

１９３４年起，华德路监狱实施假释制度。是年，获假释人数占在押犯总数
０．２６％，以后一般占３％～４％，至１９４０年共０．１８万人。１９５１年１月，上海监狱
系统在解放后首次对 ５ 名犯人假释，１９９５ 年假释 １５２ 人。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年，共
８８２人。
七、 大赦、特赦、宽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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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 １９１２年～１９４９年５月，实施９次赦免，其中北洋政府时期３次。解
放以后国家不实行大赦。
特赦 根据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国家主席特赦令，上海市分两批特赦共１１００
人，其中反革命犯２４４人、普通刑事犯８５６人。
宽大释放 １９７５年９月，上海市劳改局对５名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司法机关
判处无期徒刑的强盗犯、杀人犯，３９名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宣布释放。对８名
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全部恢复公民权利，对２３名家住台湾要求返台的给足路费，
其余２４人由原籍政府安置。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对原国民党省将级人员２５人、县团
级人员４５人宣布释放，给予公民权。对 １５４名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发给就业证
明书，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１９７６ 年，对 ３２ 名因遗漏或审查
时职务没有核实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按照宽释政策办理。上海
市接受外省转沪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２６１ 人。１９７６ 年，对
在押的原由国民政府司法部门判决的７名汪伪汉奸犯，予以释放，给予公民权。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１８日，对１６名在押人员发给释放证，对０．１１万名已刑满留场
就业的人员安置回原籍。释放１０名监外就医人员。

军

第九章

事

第一节 驻军
一、 军事机构

从明洪武年间到１９９５年，在上海先后设立过１２种军事机构。
卫、所 明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松江上官场设金山卫 （今金山东南），委
指挥使１人（正三品），统辖松江前、后、左、右、中及青村（今奉贤奉城）、南汇、吴
淞、宝山等地守御千户所。
海防道 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倭寇掠扰江浙沿海，松江府增设海防
道衙署。清初，松江府仍设海防道同知，管辖海上军务。
提督衙署 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在松江府设江南提督衙署，统理苏州、
松江、常州、镇江４府军务。辖有本标５个营及松江城守营等。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统理江南全省的军务。
水师 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年），设立崇明水师镇，委总兵 １ 人，驻防吴淞
江和崇明海口。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水师总兵升为水师提督。
上海道 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分巡苏松兵备道由苏州移驻上海县城大
东门。乾隆元年（１７６３年），增辖太仓，改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亦称上海道）。
沪防水陆全军司令部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十六
日沪军都督府成立，设沪防水陆全军司令部（简称沪防军）。
镇守使 １９１３年７月，设上海镇守使，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与松江镇守使合
并为松沪护军使，１９２５年１月撤销。
警备、卫戍司令部 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进驻上海，６月设
上海警备司令部，８月改称淞沪卫戍司令部，１９２８年４月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
１９３７年撤销，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在重庆重组，９月上旬迁沪。同月，改称京沪卫
戍总司令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改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同月迁往无锡，后移至南
京，１９４９年３月又迁回上海，５月上海解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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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海解放设
立，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４个接管机构，１９８７年牌子撤除。
上海警备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淞沪警备司令部。７
月，重建淞沪警备司令部，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改编为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兼淞沪警
备司令部，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先后改称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１９５５
年１１月成立上海警备区。
海军上海基地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８ 日，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部在沪成立。
１９５０年８月，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由南京移驻上海。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华东军区
海军改名为海军东海舰队，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调防，建东海舰队上海基地。
空军上海基地 １９５０年３月，建上海防空司令部，９月和华东军区空军合
并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１９５１ 年 ２ 月，成立华东军区防
空兼上海防空司令部。是月，空军上海基地成立，１９５２ 年 ７ 月以此为基础，组
建空军第四军，１９５７年９月撤销防空军番号。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整编为空军上海
指挥所，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改编为空军上海基地。
二、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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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 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沪军都督府编有沪军 ２０ 个营。１９１２ 年中
旬，沪防全军改为陆军第三混成旅。１９１３ 年 ６ 月，北洋政府陆军第七、第十九
旅驻沪。１９１５年 １１月，陆军第四、第十师驻松江、吴淞、龙华、高昌庙、闸北等
处。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改由陆军第六混成旅驻防。１９２４年９月后，直系、奉系、鄂
系、苏系、直鲁、浙闽等系的军队相继驻沪，调动频繁。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国民革命
军东路军北伐进入上海，第一军第一师驻防吴淞口、江南造船厂等地。１９３２年
一·二八事变前，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二军一部、第
三十七师、第五师和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先后驻防淞沪。１９３２ 年，中日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按协定中国正规军不得进驻安亭至浒浦一线以东地区，上海
失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第九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六十七师、整编第
四十六师、青年军第二二师第二旅先后驻上海。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中
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辖第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十军、三十三军
担负上海的治安、警备。８月，第三十三军九十七师、九十八师、九十九师和第
一师、吴淞要塞部队组成淞沪警备部队。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第九十七师、九十
八师、九十九师改编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部队，第一师整编后
调防，吴淞要塞部队划归海军。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上海警备区成立，执行副兵团级
权限，担负上海海防和城市警备。
海军 机构、部队。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 年），设崇明水师都督，调拨标兵
万人，驻防吴淞、崇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年），清廷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派舰

驻防吴淞，始有海军驻沪。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长江、巡洋两舰队驻上海高昌
庙。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各地海军起义代表会集上海，在高昌庙海军舰队事务处设
临时海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国海军，１９１２年改为海军总司令处，１９２４年复称
海军总司令部，北洋海军第一舰队驻沪。１９２９ 年，海军总司令部撤销，机构归
沪江舰队司令部。１９３２ 年一 · 二八事变后，练习舰队、水雷游击舰队调往南
京，第一舰队继续留守。１９３４年，练习舰队调回上海。１９３７年，驻沪海军调往
长江中下游参加抗战，大部分舰艇沉于江阴要塞航道，阻止日舰入侵。抗日战
争胜利后，恢复和新建的驻沪海军部队有海军陆战大队、第一练兵营、巡防处、
警卫部队等。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五、六、
七舰队所属若干舰艇驻防上海，吴淞要塞划归驻沪海军建制。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２
年，先后组建驻沪海军鱼雷快艇基地、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扫雷舰大队、练习舰
大队、航运大队、训练大队等。１９５５年，华东军区海军改称海军东海舰队，驻沪
海军部队有１０４３部队、淞沪水警区、海军航空兵基地和航空兵 ３７７５３部队、海
军修船管理支队、海军护卫舰支队等。以后驻沪海军部队多次精简整编。
军港。有吴淞军港，在吴淞镇北，黄浦江入海口西侧。
空军 机构、部队。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由重庆迁至上海。
９月，在上海设立空军供应司令部。１０月起，先后调空军第八大队空运第一、第
二大队及空军高射炮团等部队驻沪。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沪组建高射炮兵第三师，中国政府邀请苏联空军防空集团驻防上海。１９５０
年８月，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第四旅进驻上海，１０月参加抗美援朝，在沪另组
建空军驱逐第二旅。１９５１ 年后，空军航空兵 ２５０２、２６８０、３７９６ 等部队驻沪。
１９５４年４ 月，在上海组建高射炮兵 ４１５４ 部队，８ 月高射炮兵 ４１５２ 部队驻沪。
１９５７年，驻沪高炮部队划归驻沪空军建制。其他驻沪空军部队有２６４４、４１５３、
４１５８、３７７７等部队。以后驻沪空军部队经过多次精简整编。
军用机场。 虹桥机场，１９２１ 年辟建，１９７２ 年改为民航专用。 大场机场，
１９３８年建。丁家桥机场，又称王浜机场，１９３８年建，１９６５年起用于民兵军事训
练。江湾机场，１９３９年建，１９９４年８月关闭。
武装警察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警卫旅进驻上海，６月
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１９５０年 ７月改称人民公安部队上海市公安
总队，此后历经变化。１９８２年８月，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
外国军队 根据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中英《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
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外国兵舰可常出入吴淞口，停泊黄
浦江。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夏，为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英、法军０．１２万人驻守
上海县城，５００余人驻守上海城北江湾和城西徐家汇，法军 ２００ 人驻守董家渡
天主堂附近。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初，英、法军驻沪总兵力增至０．４万人，光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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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增兵０．３万人。此后，德国等亦派兵驻沪。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
革命军北伐逼近上海，英日美法等国军队 ２．３ 万余人先后在上海登陆。１９２８
年，驻沪外国军舰２６艘。１９３４年１１月，驻沪外国军队有英国驻沪陆军司令部，
驻大西路兵力０．１万人。法国驻沪陆军司令部，兵力０．１６万人。美国驻沪海军
陆战队，兵力０．１２万人。光绪二十八年起，日本开始在上海驻军，１９３２年一·
二八事变前，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兵力０．１８万人。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日军设立
上海警备部队，总兵力约１．２万人。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在上海设军
事机构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美军驻华基地司令部、中国战区美军调防部、美
军驻华空军司令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美军第十航空队、美空军后勤司令部、
美国驻华海军总部、美军第七舰队、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上海办事处。另
有英国皇家空军大队。上海港军事管制一年，在港美国军舰最多时达 １２０ 多
艘，驻沪美军最多时达２万余人。１９４９年４月３０日，美国在沪最后一批海军陆
战队４００人撤离。美军驻沪军事机构相继撤离。

第二节 兵役 、兵事
一、 征兵

征兵 解放初实行志愿兵役制，１９５５年实行义务兵役制。１９５５～１９９５年，
全市征集兵员４０余万人。
退役 １９６８～１９８０ 年，全市共接收复员军官 １．９ 万余人，１９８９～１９９５ 年
０．６万人。解放初期，士兵退出现役，实行复员制度。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全市共接
收３万余人复员。１９５８年５月后，士兵退出现役，一律作退伍安置，至１９９５年
全市安置３８万人。
二、 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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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兵事主要有东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沪渎之战、明嘉靖三十年至三
十四年（１５５１～１５５５年）抗倭、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吴淞抗英之战、清咸丰
三年至五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年）小刀会起义、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１８６０～１８６１
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光复之役、１９１３年上海讨袁之
战、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北洋军阀争夺上海之战、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１９３７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战役、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剿匪肃特战斗。
一·二八淞沪抗战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２３时３０分，日海军陆战队突然袭
击闸北天通庵路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第十九路军自卫还击，接防的宪兵第六

团一部亦奋起抵抗，战役正式开始。３月 ４日，正式停战。５月 ５日，国民政府
被迫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禁止中国正规军队驻防上海。上海成为
不设防城市。此战，日方出动陆军６．５万余人、海军陆战队１．３万余人，加上海、
空军，总兵力达８万余人，各型舰船约８０艘，飞机３００余架。中国军队出动约５
万余人，飞机３０余架。
八一三淞沪抗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上午９时许，一支日军窜入横浜路，保
安队哨兵对天鸣枪以示警告，日军平射还击。下午４时，日军主力向宝山路、八
字桥、天通庵路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战役正式开始。１１月５日拂晓，日军
２个师团及国崎支队，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
围。中国守军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８日，国民政府统帅部
下令全线撤退。１２日，上海失陷。八一三淞沪战役结束。此次会战，日军９个
师团投入总兵力２２ 万余人，坦克、装甲车 ２６０ 余辆，作战舰艇 １３０ 余艘，飞机
４００余架。国民政府守军一再增加兵力，最高时总兵力达６４个师７０余万人，作
战飞机近２００架。
解放上海战役 １９４９年４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第三野战
军一部直逼浙江宁波，其余各部多路疾进上海。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
守军８个军２６个师及海、空军和特种兵共２０余万人，凭借４２５５个永备型碉堡
工事，固守顽抗。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第九、第十２个兵团８个军（后又增加２
个军）、３０个师及特种兵纵队近 ４０万人，沿太湖南北走廊发起解放上海战役。
５月２３日夜，发起总攻。２７日下午３时，第二十七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国
民党军，上海解放。此次战役，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约 １５．３ 万人，缴获火炮
１３７０门、枪支８万余支（挺）。解放军牺牲７７８４人，伤２４０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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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劳动人事

第一节 劳动力
１９５２ 年，全市劳动力 ３０７．２９ 万人，其中城镇、农村分别占 ５７．５％ 和
４２．５％。１９５８年，分别为 ４００．５１ 万人和 ６５．４７％、３４．５３％，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７９４．１９万人和７０．９９％、２９．０１％。
一、 城镇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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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上海首家工厂墨海书馆开设，出现工人。同治
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江南制造总局约雇工 ０．１３ 万人。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上
海外资企业有工人３．６万人。１９２６年３月，棉纺、制革、造纸、水电、煤气、翻砂、
装卸、旅馆等５８个行业有产业工人１３．３８万人。１９４７年，全市有产业工人３６．７４
万人。１９４９年末，全市职工９８．１７万人，１９９５年４７０．５６万人。１９５６年，全民所
有制单位职工１７２．８０万人，１９９５年 ３２４．１９万人。５０年代，个体经营者加入合
作企业，成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１９５２年全市有８．７４万人，１９９５年８０．９３万
人。１９７９年后，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发展，出现各种所有制企业，部
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出现其他所有制职工，１９８４年有
３．９１万人，１９９５年增至 ６５．４４ 万人。１９５９ 年，上海市统计局按八级制技术标
准，调查２５．３万名技术工人，平均等级为 ３．５５ 级。１９８５ 年，对工业、基本建设
两个部门２００万技术工人调查，平均技术等级３．６级。其中，初级工（３级及 ３
级以下）占技术工人总数 ６５％，中级工 （４、５、６ 级）占 ３３％，高级工 （７、８ 级）
占２％。
二、 农村劳动力

１９４９年，有 １２１．５４ 万人，１９５９ 年 １３３．０４ 万人，年均递增 ０．９１％。１９６０～
１９７７年，年均递增 ４．５％，１９７７年 ２７０．１５万人。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劳动力减少，

１９９５年减为２３０．４３万人。农村每百亩土地负载劳动力，１９４９年 ２１．６人，１９８２
年５６．８人。１９７８年后，农业劳动力加速向以乡（公社）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
转移。是年，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有６５．９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６４．８２万人。
三、 外地在沪劳动力

１９５９年４～１０月，民政部门集中遣送３０万名盲目流入上海市的外来人员
回原籍。１９８６年开始，建筑、装卸、海洋捕捞、翻砂以及纺织挡车等行业和工
种，招用山东、江西、福建、安徽农民轮换工 ０．１１万人。１９９５年，全市使用外地
劳动力５２．８万人。

第二节 劳动就业
一、 失业、待业人员

１９３２年５月，全市有失业者３０余万人。１９４６年，有３０万人，为全市产业
工人总数４０％。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７年，累计登记的人员 ６７．２万人。１９５７年，
市人民委员会宣布失业问题基本解决，全市尚剩失业人员 ３ 万人。１９６４ 年年
初，上海市劳动局恢复城镇待业人口统计，１９７６ 年待业人员近 １０ 万人。１９８７
年以后，出现就业难、招工难。１９９５年，１４．４万人失业，失业率２．７％。其间，出
现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待工人员，１９９５年１９．７万人。
二、 就业安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主要安置失业人员就业，６７．２万名登记失业人员大部分就
业，剩３万人。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组织大批家庭妇女进入工厂企业，或参加街道、
里弄兴办的生产加工和生产服务事业。１９６０年，全市职工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７３．８
万人。１９６１年开始，工厂企业停止招工，精简家庭妇女和家在农村的职工，对
未能就业的新成长的劳动力采取“面向外地，面向农村”的方针。１９６１年，动员
知识青年到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至１９６６年有８．５万人。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全
民所有制单位招收城镇待业人员８．３万多人。街道、里弄兴办的生产、生活服
务事业安置一批妇女和青年。１９６８年起，对中学毕业生实行 “面向农村、面向
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就业方针，动员上山下乡，到市郊和外地农村务
农。至１９７６年，全市上山下乡务农１０４万人，分配进市全民企业８８．４万人、城
镇集体企业２７万人，在街道里弄生产、生活服务单位就业 ６．９ 万人。１９７８ 年
起，主要安置按政策回沪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全市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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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３万人。

第三节 干部
一、 干部队伍

解放后，干部队伍迅速发展，纳入干部队伍管理的对象有各级中国共产党
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政协、各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全民
所有制事业、企业单位由国家行政、事业企业费供给的国家干部，包括行政人
员、管理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选聘在干部岗位上的人员。１９４９年，
全市干部２．６１万人，１９９５年８６．５７万人。１９４９年，全市有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１万
人，１９９５年８４．７９万人。
二、 干部管理

１９５４年，招收录用干部１万人，１９９５年２．１２万人，１９５４～１９９５年共１１１．３４
万人。主要从５方面录用干部。（１）南下干部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干部、党外
积极分子。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华东局从山东、江苏等老解放区抽调０．９万
名干部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同时选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
０．９万人，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工作，成为市、区政府机关干部骨干。（２）留用整
编。１９４９年年底，市政府录用前政权机关人员３．４５万人。（３）毕业生分配。解
放后高等院校、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是干部主要来源之一，１９５４～１９９５年全市
接收大中专毕业生６４．５５万人。（４）军队转业干部安置。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安置
５８１人，１９９５年８４７人。（５）招收录用。解放后政府各级机关多次从工矿企业、
基层单位、社会上待业人员招收录用工作人员，６０年代后选调工人充实干部岗
位，“以工代干”。１９９５年起，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
职务的国家公务员，均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用。
三、 专业技术干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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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定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国家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１９５６年
后停顿。１９５６年６月制定《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条例》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学衔
条例》。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先后制定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人员和经
济专业人员的技术称号条例和办法。１９７７年９月，国家恢复职称制，实行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专业技术人员 ８４．７９ 万人，其中高级 ６．４７ 万
人、中级２７．０３万人、初级５１．２９万人。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１９８４年起，上海每两年进行一次选拔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２７７人获此称号。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１９９０年开始，国家实行对部分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专家和著名教授、学者发放政府特殊津贴的政策。上海首次发放对象１０人，至
１９９５年有０．６５万人。
博士后流动站 １９８５ 年，国家建立博士后研究制度，至 １９９５ 年上海地区
有２８个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立５７个博士后流动站，在企业设立２个，进站博士
后５５９人。
人员交流 １９７３年，引进外国专家２０７人，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引进３．５４万人。
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全市派出０．８３万人次赴国外培训。

第四节 职工工资 、奖金 、离退休
一、 工资

１９５２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７６２元，１９９０年２９１７元，１９９５年９２７９元。
二、 奖金

１９７９年，全市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人均奖金９２元，１９８７年５３０元，１９９２
年１３６３元，１９９５年２８４５元。
三、 离休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离休人员５．０５万人。
四、 退休

１９５１年，按政务院《劳动保险条例》，实行职工退休制，至１９５７年全市０．２５
万人退休。１９９５年，有退休人员１７６．５３万人，其中企业１５２．９５万人、机关事业
单位２３．５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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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驻沪外事机构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对外事务悉由上海道台
兼理。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特设洋务局作为道台对外办事机构。宣统三
年（１９１１年）九月，沪军都督府内设交涉司，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改称驻沪通商交涉
司，１９１３年改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驻沪通商交涉使。１９１４年１月，设上海观察
使，兼理外事。１９１６年２月，在沪设特派江苏驻沪交涉员公署，办理一切对外
事务，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撤销，外国人注册、护照签证等事务由市公安局外事股办
理，其他对外事务分别由市政府相关处局兼办。
１９２７年６月，设北洋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另设国民政
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销，１９４６年２月恢复。
奉准核办普通护照、入境签证及外国人入内地旅游等签证，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
放后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此后，上海地方外事先后由市人民政府外事处、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管理。

第二节 外国驻沪使领馆 、联合国驻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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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国驻沪使领馆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九月，英国首先在上海建立领事馆。至２０世纪
初、中华民国建立前，美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
瑞典、挪威、俄罗斯、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巴西、墨西哥、古巴等１８国相继设驻
沪领事馆。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北洋政府时期，又有智利、波兰、瑞士、芬兰等国建
馆。其间，１９１７年北洋政府与德、奥同盟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国关闭驻沪领事

馆。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除前２２个国家驻沪
领馆外，又有捷克、希腊、伊朗、尼加拉瓜、巴拿马、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国在沪
设馆，其中部分旋设旋停。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结束后，意大利、捷克、丹麦、日本、
古巴、比利时、瑞典等国原驻北京大使馆和公使馆，未按国际惯例迁驻首都南京
而改迁上海，英国、波兰、智利、瑞士等国则在沪设使馆代办处。１９４０年３月汪
伪国民政府成立，凡未承认汪伪政府以及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德日宣
战的国家，其在沪领馆，或被日伪限令停止活动，或被封闭。与汪伪政府保持
“外交关系”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和法国维希政府，其驻沪领馆继续存
在。中立国瑞士驻沪领馆继续业务，并代管美国、荷兰、英国在沪利益与侨民事
务。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美、英、苏等领馆恢复。至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有美
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荷兰、西班牙、阿根廷、印度、伊
朗、意大利、以色列、葡萄牙、挪威、巴拉圭、菲律宾、瑞士、瑞典、希腊、芬兰等２２
国领事馆或总领事馆。其间，瑞典大使馆，丹麦、巴拿马等国驻华公使馆也设上
海，巴西、秘鲁、墨西哥、多米尼加、希腊、奥地利等国在上海设使馆办事处。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各国驻沪使领馆或撤闭，或停止外交事务。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承认前国民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
交关系，提出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１２月，苏联第一个设立新的总领
事馆。１９５０～１９６１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士、丹麦、波兰、挪威、民主
德国、朝鲜、越南、印度尼亚西等１０国先后设馆，瑞典、英国在沪驻办理侨务人
员。６０年代，中苏、中印、中印 （尼）关系恶化，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
印度、印尼驻沪领馆先后撤闭，瑞士、朝鲜、越南等部分国家驻沪领馆因领事、
侨务事务不多，或因改变有关事务管理而闭馆。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年，剩波兰总领
事馆一家。１９７５年９ 月，日本设总领事馆。１９８０ 年 ４ 月，美国设总领事馆。
此后至１９９５年，法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新
加坡、伊朗、古巴、新西兰、韩国、墨西哥、巴西、丹麦、奥地利、以色列、荷兰、瑞
士、芬兰、印度等２１国先后设馆。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民主德国、苏联、捷克斯洛
伐克领馆恢复。匈牙利新设领馆。１９９０年后，匈牙利领馆关闭，苏联总领事
馆改名俄罗斯总领事馆。捷克斯洛伐克领馆改名捷克和斯洛伐克总领事馆，
旋关闭，捷克设领馆。民主德国总领事馆闭馆。１９９５年，有２５个国家在沪设
总领事馆。
二、 联合国驻沪机构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５７年７月，联合国在沪先后设立过 ９个办事机构。分别
为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１９４７年 ６月 １３日成立，１９５７年 ７月 １０日停止活动。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１９４６年 ５月自重庆迁上海，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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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局，１９４６ 年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迁上海，
１９５２年９月结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１９４７年 ４月 １日在上海
成立，１９５０年７月结束。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１９４７年 ６月 １７日联
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在上海设立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１９４８年迁新加坡。
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上海署），１９４８年９月在上海设立，１９４９年９月结
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１９４８年２月在上海成立，１９５３年７月
关闭。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１９４８年２月在上海成立，１９５１
年１月结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顾问团办事处，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日在
上海成立，１９４９年９月结束。

第三节 取消外国在沪特权 、处理外国在沪企事业
一、 取消外国在沪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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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和收回前国民政府供美国军事、情报机
关和美军使用的房屋、场地和仓库，１９５１年 ６ 月收回前法国兵营地产和房屋。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起，接管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中比（比
利时）庚子赔款所建镭锭医院，法租界巴斯德研究院上海分院和公董局非法转
移的１０余处外国公产。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前国民政府财政
部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宣布停止美国人李度的总税务司职务，终止总税务司
署对全国各地海关的管辖权。１９４９年 ５月上海解放时，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吴
淞口和长江的特权即告终止，６月上海市军管会规定外国民用船只进出上海港
须经市军管会批准，１９５０ 年上海港务局规定外轮进出上海港，一律由中方引
水，在中国领水内发生海事事件，按中国海事处理办法处理。１９５１ 年 ８ 月，上
海港港务监督成立，统一管理中外进出口船只。１９４９年６月，华东区对外贸易
管理局实行新的进出口税制、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通告
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本国和外国商人都必须申请进出口贸易经营执照。１９５１年
７月，成立上海商品检验局，执行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制度，统一办理对外贸易
公证及商品鉴定业务。
二、 处理外国在沪企业、房地产

处理外国企业 １９５０年６月，全市有外资企业６８５家，分属３４个国家。解
放初，市政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敌伪财产予以接管，收归国有，对遵守中国
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的外资企业，允许继续经营。同时开始处理各国资产在

沪企业。美、英、法资在沪企业分别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处理完毕。瑞
士、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在沪企业，逐步收缩、转让和歇业。至１９６７年年底，全
市尚留５家外侨小商店和牛奶棚，由上海市工商部门按常规管理。
处理外国人房地产 １９５１年８月，上海市地政局公告，要求在沪外国人申
请登记房地产。经登记，外国公私机构和私人在沪占有土地面积２．６万亩；房
屋７６５万余平方米，约占全市房屋面积的 １４．４％。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对外国人在华房地产的处理原则》予以处理。至１９６４年年底基本处理完毕。
三、 清理外国在沪宗教、文教事业

１９４９年，天主教上海教区有外国修会和修会办事处 ３０ 多个，上海基督教
外国差会２０多个。上海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基督教教牧传道人员中，外籍人员
分别占４６％和３７．７％。外国天主教在沪附属事业，计有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
文理学院２所高等学校，男女中学１９所，广慈医院、公济医院等医疗机构７所，
天文台２处，慈善机构４处，还有报馆和杂志社。所有机构占地总面积０．３４万
亩，有房屋０．７５万幢。外国基督教有教会团体和出版机构 ４０所，经营的事业
单位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３所，神学院 ４所，中小学 ８６
所，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等医疗机构７所，慈善团体１３个。所有
机构占地０．１８万亩，有房屋７３５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有关政策予以
清理，１９５３年清理基本结束。

第四节 国际会议
在沪召开的重要的国际会议，有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二月召开。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召开。联合国
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召开。基层妇幼卫生保
健组织区间讨论会，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３～２８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海召开。国际台
风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６～１１日召开。国际海事会议，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举办。
卫星通信国际研讨会，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１２日举办。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
询会议，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上海召开首次会议，１１个国家２１名世界知名大公司董
事长或总裁、总经理为咨询会议成员，至 １９９５年召开 ７次会议，第五次会议于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成员增至１３个国家２５家世界知名大公司
企业家。亚太地区城市合作网上海会议，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与上
海市政府联合召开。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１７日举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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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协（亚洲区协）气象工作技术管理会议，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３～２７日世界气象组织
召开。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科技工业园区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举行。大
都市城市与地区规划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１～１４日上海市政府与联合国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举办。亚太地区裁军与安全问题研讨会，１９９２年 ８月 １８
日举办。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３～１６日召开。第二届
国际水都会议，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１９ 日召开。“犹太人在上海”学术讨论会，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９～２２ 日举行。迈向 ２１ 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４
年１１月１１～１３日召开。

第五节 外国友好城市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上海市和横滨市结为友好城市。至１９９５年，上海市与
３１个外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分别为日本横滨市、日本大阪市、意大利米兰
市、荷兰鹿特丹市、美国旧金山市、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日本大阪府、朝鲜咸兴
市、菲律宾大马尼拉市、巴基斯坦卡拉奇市、比利时安特卫普、加拿大蒙特利尔
市、希腊比雷埃夫斯市、波兰革但斯克省、德国汉堡州（市）、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市、法国马赛市、巴西圣保罗市、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苏联列宁格勒市）、澳大利
亚昆士兰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埃及亚历山大省、以色列海法市、韩国釜山
市、越南胡志明市、瓦努阿图维拉港市、新西兰达尼丁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市、葡萄牙波尔图市、也门亚丁省、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市。
１９８３年５月，上海市和芝加哥市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至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又
与５个外国城市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分别为美国华盛顿市、瑞典哥德堡市、法
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海
参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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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侨务、港澳台事务
第一节 侨务
一、 华侨、华人、侨眷

元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松江真净寺高僧清拙正澄应邀东渡日本传经。清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朱舜水因反清，从上海流亡日本，在日传授中国文化，被
尊为“国师”。鸦片战争后，出国者增多，大多数通过“契约华工”出国，道光二十
九年（１８４９年）至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从上海贩至美、澳、非等洲的约０．１万人以
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列强在华公开大量招募华工，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至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运至美洲、非洲的华工至少有０．３万人。同治十一
年至光绪元年间，清廷选派１２０名“留美幼童”，其中上海籍的１８人，为上海人
最早出国留学人员。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在上海设立招募华
工的机构，１９１７年数千华工至法国，１９１６～１９１８年数千华工到英国。１９１７年，
英法在上海、青岛等地设立招工局，招募华工１０．２４万人，次年送往欧洲等地。
２０、３０年代，上海有大批商人、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移居国外。解放初，出国减
少。１９７８年后，出国留学人数剧增，部分学生学成后留居国外，成为新一代移
民。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上海到国外留学的６．３６万人次。１９９５年，上海海外华侨、
华人（含港澳同胞）３４．５４万人。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归侨、侨眷（含港澳同胞家属）４２．２２ 万人。其中归侨 ０．３２
万人、侨眷１５．８４万人、港澳同胞家属１５．５３万人，华人家属４．２６万人，其他（指
旁系亲属和有海外关系者）５．９１万人。
二、 侨汇、捐赠

１９５２年，全市收到侨汇１２５４万美元，１９９０年１０９０万美元。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
共５．３２亿美元。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通过市侨办向上海市有
关单位捐赠款物总值７．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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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轮船招商局招集华侨资本，在泰国曼谷筹集股金 ５
万银两。至１９４９年，华侨在沪投资企业共 １８７ 户、投资额折合 １．０７ 亿元人民
币。１９７８年后，华侨、华人在上海投资创建企业增加。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批准侨
资项目（包括港澳）７６０８个、协议利用侨资１９１．９１亿美元（含港澳台，下同），侨
资批租土地约占全市批租土地面积９０％。
四、 事务

安置 上海解放初期，安置６３名归侨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
究所工作，其中欧美各国高级研究人员４３人（包括解放前夕回国的９人）；东南
亚各国２０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７人。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大批旅日华侨回国，
多数安置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和学校求学。１９６６年前，安置印尼、马来西亚等２９
个国家０．２４万名归侨，绝大多数分配在８９３家工厂企业就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全市批准华侨（含港澳同胞）６８９人回沪定居。
维护权益 １９５０～１９７６年，全市归侨、侨眷（含港澳同胞）因“海外关系”受
到错误审查处理，造成冤、假、错案 ０．２３ 万件，其中 “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占
８９％，到 １９８９年全部平反纠正。１９７８年开始，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
的华侨私房进行甄别处理，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全市有０．１７
万户华侨（含华人及港澳同胞）私房被挤占，使用面积２０．５３万平方米，到１９９０
年全部退还原主。１９８６年７月，对土地改革中被没收、征收的１．８９万平方米华
侨私房，均予以腾退和补偿。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对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社会主义改造期
间被错误改造的３０６户１．２７万平方米的华侨私房作退房处理，退还２９１户。代
管的华侨房产，绝大部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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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港澳同胞、家属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太平军逼近上海，有富人到港澳避难。后有上海籍太平
军和小刀会成员，躲避清廷镇压移居港澳。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一批民族工
商业者和文化界人士迁香港。１９４６年内战爆发，又有大批工商业者，携资带人
移居港澳。至５０年代中期，在香港形成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 “上海帮”。
１９６２年因国家经济困难，一批市民迁居港澳。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上海到香港定居

６．９７万户、１６．５万人，澳门０．３万户、０．６６万人。港澳同胞在沪家属 ７．３ 万户、
１７万人。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到香港定居 １．２ 万人，到澳门 ３００ 人。至 １９９５ 年，
上海市民在港澳定居的共 １８ 万余人。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年，港澳居民到沪定居的
有４２１人。
二、 出入境

１９５１年３月起，市公安局对上海市民因私赴港澳地区实行出入境管理。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上海因私赴港澳地区人员２．７４万人。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每年赴港澳 ０．１ 万 ～０．３ 万人，１９６２ 年 １．０７ 万人。此后急剧下降，
１９６７年７５ 人。１９７０ 年 １４ 人，为历年最少。１９７８ 年以后，人数上升，１９９５ 年
１．６５万人。
１９８６年，港澳到沪１０．６３万人次，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超过３０万人次，创历年
最高。１９９５年１５．５１万人次。
三、 经贸、投资

经贸 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上海对香港的出口值，占上海商品出口总值
１．５％。光绪二十年上升为 １２．４％。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出口桐油占全国出
口量６８％，全部经香港转口去美。１９５３年，对港澳出口０．２２亿美元，占上海市
出口总额１２％，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３．２６亿美元、２０％。上海开埠初，从香港进口
的主要为鸦片。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上海从香港进口商品额占上海全
部进口值５％，光绪二十年占２２．６％，居上海进口额的第二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初，占１０％。解放初，香港成为上海主要的转口贸易港口，上海组织私商对西
方国家进行易货贸易，进口急需商品。１９５２年，从港澳进口商品０．１３亿美元，
占上海进口总额３０％，１９９５年１１．９５亿美元。
投资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香港英商汇丰银行设上海分行，其外汇交
易占上海总交易量６０％～７０％，业务量超过香港。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 ）
至１９３７年，港澳人员和东南亚各国华侨到沪开办 ８３ 家企业，１９４１ 年后港澳
停止对沪投资。１９８１年，香港联沪毛纺织有限公司和上海纺织品经营公司
等联办上海市首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 到 １９９５ 年，港
澳在上海协议投资额累计 ２４０．４４ 亿美元，签订合同数累计 ０．７９ 万项。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有美亚织绸厂、天厨味精厂、新亚药厂等到港投资。
１９４６年起，上海厂商迁厂或设厂香港，其中有 “搪瓷大王 ”童世亨、“针织大
王”蔡声白、“电池大王”丁熊照等，申新集团在港开设伟伦等 ４家纱厂。１９８１
年７月，上海实业公司在香港成立。至 １９９５ 年，上海在香港办有 ３６ 家贸易
和非贸易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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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捐赠

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港澳同胞向上海各界捐赠钱物约合７．２亿元。

第三节 台湾事务
一、 台胞、台属

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上海的台湾同胞增多。１９２３
年，台湾学生在上海南方大学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１９２８年４月，台胞谢雪红
在上海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在沪台胞约 ４０
人，主要从业医务和工商。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台湾征集劳工
到沪，在上海台胞增至０．３万人，１９４９年减至０．１５万人。此后，在大陆各地的
台胞移居上海，１９８５年增至０．１６万人。１９９０年起，部分在沪台胞和１１３名原国
民党军队台湾省籍老兵返台定居，１９９５年在沪台胞７７５户、０．１３万人。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从上海到台湾的人员有 ９．６９ 万人，在沪的去台人员家属
５．０４万户、２１．５８万人。
１９８０年，有台胞工商业者吴氏一家定居上海，至 １９９５ 年台胞在沪定居的
有４２４人。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沪台两地通婚的有 ０．１８万对，占大陆、台湾两岸通
婚总数１２％，居全国第二位。
二、 人员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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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５月起，台湾和上海航运断绝，沪台两地人员正常交往基本隔绝。
１９８７年１１、１２月，首批台湾民众０．３万人次到沪，１９９５年１０．９万人次。１９８７～
１９９５年共１５４．７万人次。１９８８年１１月，虹口区一居民被批准赴台奔丧，为上海
首个１９４９年５月后被批准赴台居民。１９９５年，全市赴台人员０．２９万人。１９７３
年１月１日，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渔轮抢救在长江口外作业的台湾全兴１号渔
轮７名随轮沉水的渔民，为１９４９年５月后首次交往，也是上海最初的涉台事务。
至１９９５年，接待台湾船只０．１５万条次、渔船０．１２万条次，渔民１．３７万人次。
三、 经贸、投资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沪台经贸往来中断。１９７９年后，台湾渔轮到沪避风
时，渔民出售海鲜品。１９８１ 年 ９ 月后，经新加坡转运，上海进口台湾海鲜。
１９９０年７月，台湾启盛号渔轮直接从台湾到沪，出售１４８吨海鱼。１９９０年起，

沪台间接转口贸易开始活跃，１９９５年１２．４２亿美元。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沪台贸易
总额３８．５４亿美元。１９８７年４月，上海永丰贸易发展总公司成立，是全国第一
家以对台贸易为主要特色的涉台贸易机构。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海首家沪台合资
企业上海联华合纤有限公司创办，至１９９５年台资企业 ０．２５万家，合同台资额
２６．６５亿美元。
四、 通话、通邮、通航

通话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沪台两地中止。１９７９年３月，上海接通经
香港中转的台湾长途电话５次，均为台湾民众寻找上海亲人电话。以后两地通
话次数逐年增加。１９９５年１２０３万次。
通邮 １９４９年５月沪台两地中止。１９８８年 ４月，台湾红十字会首次为台
湾民众转寄大陆信件，到年底上海收到台方信件 １１ 万余件，寄往台湾信件 ３２
万余件。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６１万件、５７０万件。
通航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上海至台湾最后一班轮从上海驶出，此后沪台两
地航运中止。１９８８年９月９日，基隆—那霸—上海海上客运航线通航。台湾第
一条赴大陆探亲船昌鑫轮从基隆港启航，乘客 ６６ 人，１２ 日抵上海。１９８９ 年 １
月９日，上海市锦江航运公司开辟上海至香港延伸到高雄、基隆集装箱货运航
线，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０日停航。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澳门航空公司以“原飞机、换班
号”，开通上海—澳门—台湾（台北、高雄）航线，全程约４个多小时。
五、 权益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在沪部分台胞、去台人员家属受到审查和处理。１９７９
年后，２５件台胞、０．１５万件去台人员家属冤假错案予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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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浦东开发开放、开发区

第一节 浦东开发开放
一、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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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策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３日，国务院批复１９８４年２月《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方案》，指出：“当前，特别要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
浦江大桥及隧道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立
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１９９０年年初，邓小平在上海与上海党
政负责人谈话时，表示支持开发浦东。２月中旬，国务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
任邹家华实地考察浦东地区。１９９０年３～４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国务院
有关部委负责人到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形成《关于上海浦
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专题汇报，并获原则同意。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
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赋予上
海浦东在全国首次实行建立保税区、引进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试点、引进外资
商业零售企业试点和试办证券交易所的特殊政策措施。１９９０年６月２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报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
上海市方案 １９８５年２月，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联
合制订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获国务院批准。提纲提出上海
的城市和工业布局重点是“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的建设”。１９８６年春，
上海两次召开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对上海城市发展方向的专家主导意见是东
进，在浦东辟建新市区。１９８７年５月，多次呼吁开发浦东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
林同炎专程访华，向中央领导提出开发浦东。６月，在中央领导的建议下，上海
成立开发浦东联合研究咨询小组，形成《开发浦东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大纲）、
《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等文件。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４日，市政府召开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对开发浦东的一些重大方面形成基本共

识。１９８８年９月３０日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等上海
市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领导汇报关于开发浦东研究工作。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
市长朱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浦东开发的
条件已经成熟。
二、 规划

１９９１年，开始编制《浦东新区总体规划》，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规划获上海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规划提出，全区规划为若干功能分区，有浦东中心
城、新兴工业城、外高桥—高桥分区、张江—北蔡综合区、周家渡—六里综合分
区、川沙—施湾分区。 以 “三轴六分区 ”城市空间布局构架。 规划人口近期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１８０万人，远期（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２５０万人。用地规模４００平方
公里。
三、 行政管理体制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建立浦东新区。同时，中共上海市浦东
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筹）成立。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上
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１０个职能局，编制８００人。
四、 国民经济概况

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１９９０ 年 ６０．２４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４１４．６５ 亿元。２０００
年，区国内生产总值６２０．６３亿元，第三产业占４６．３％。
五、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２７２ 亿元。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７７４ 亿元，市政工程投资大约占 ４０％、运输邮电约占
３５％、电力建设约占１３％、公用事业约占１２％。市投资１０００多亿元，建设南浦
大桥等１０大基础设施项目。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南
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扩建、外高桥港区一期、外高桥发电厂一期、凌桥自
来水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浦东煤气厂二期、内环线浦东段等工程。第九个
五年计划期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地铁二号线一
期，东海天然气、外高桥发电厂二期、外环线一期、污水治理二期、信息港工程
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全区新建房屋４０４６万平方米。
六、 要素市场

到２０００年，要素市场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房地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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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上海产权交易所、中国上海人才市场、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上海市建
设工程交易中心浦东分中心、社会事业资源配置市场、上海钻石交易中心。
七、 招商引资

外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引进项目６６５３个，总投资３４４．３亿美元，合同外资
１４４．５１亿美元。１００多家排名世界５００强的企业到区内投资。２０００年，三资企
业税收５５．９３ 亿元，进出口关税 ２９．４７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 １０６．７２
亿元。
内资 至２０００年，全区引进市外投资项目０．５７万个，注册金额２３８．１７亿
元。工业企业占 １０％，商业企业占 １５％，房地产企业占 １０％，投资类企业占
５０％，其他综合类企业占１５％。各省及国家部委投资建造的楼宇３１幢。
八、 金融

１９９９年，全区有分行、分公司以上金融机构７９家，其中中资银行１７家、证
券交易所１家、证券公司（总部）２家、中资保险公司７家（其中总部１家）、信托
投资公司２家、财务公司１家。外资银行 ４２家，外资保险公司 ６家、外资财务
公司１家。有银行、保险、证券等中外金融网点４４６家。是年底，中资金融机构
存贷款余额１７００亿元，约占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１／７。外资银行外汇存贷
款余额１１０亿美元，占全市总量３／４。金融业增加值占浦东新区 ＧＤＰ的比重由
１９９０年５．１％增至１９９９年１７．３％。
九、 贸易、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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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１９９２年，日本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家在中国境内保
税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公司落户外高桥保税区。１９９６ 年，中国第一批中
外合资外贸公司兰生大宇公司等注册成立。１９９９ 年，全区有进出口业务的企
业０．３３万家，进出口总额１５３．６４亿美元。
国内贸易 １９９５年，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上海第一八佰伴
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注册。远东最大的现代化商城新上海商业城建成。全区
商业营业面积１６３．７１万平方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８．３１亿元。
旅游业 旅游景点以新都市人文景观为主，有东方明珠、滨江大道、金茂大
厦、世纪公园、孙桥现代农业区、三甲港海滨乐园等。有星级设施的宾馆４８家，
其中五星级宾馆４家。旅行社５１家，接待游客７４２万人次。
会展服务业 １９９８年起，浦东新区发展会议展览业。１９９９年，上海国际会
议中心建成。

十、 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全区发展汽车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及计算机、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生
物及现代医药、电站成套设备及配件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等产业。１９９９ 年，全
区工业企业０．４３万家，资产总额２０７９亿元，工业产品销售收入１２１７亿元，税收
１０６．５亿元。工业增加值３８１．８亿元，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 ４７．７％。工业总产
值１４５１亿元，占全市２３．４％。其中，汽车制造业占９．７４％，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计算机工业２０．６７％，钢铁制造业２．９６％，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及现代医药
工业１６．５６％，家电制造业９．５４％，船舶制造业３．３９％，港口机械制造业１．３９％，
轻纺业１４．９５％。
１９９９年，形成“一江三桥”的高科技技术产业带。初步形成外高桥以计算
机外围设备为主的计算机产业基地，金桥以微电子和现代通讯、汽车制造、家用
电器为主的电子、通信和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张江以现代生物与医药以及
计算机软件研究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和软件研究开发基地，孙桥以现代集约化
设施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 ５００亿元，占全区 １／３强；高
新技术企业数占２／３。高新技术企业１５６家。１９９９年，全区信息产业产值２６４
亿元，占全市３０％。
十一、 房地产业

１９９１年，率先在全国执行有偿使用土地制度。由此形成由政府将土地使
用权作为投入，财政、公司、土地部门三者票据支付，货币资金空转，土地使用权
出让方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和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公司，分别从政府受让到 １．５１、４、４平方公里的首期开发土地，实行
“资金空转、支票转让、成片出让、土地倒让”空转模式。国家以 ４０多亿元的土
地空转资本，使得重点小区开发公司吸纳 ２００ 多亿元的土地空转资本、１２０ 亿
元的土地转让收入，吸引９００多家中外资房地产公司和总量约４００亿元的房地
产开发资金。１９９１年，批租土地６幅，１９９５年１３６幅。
十二、 现代农业

１９９４年，全国第一个现代农业开发区上海孙桥现代农业示范区成立，规
划开发面积９．５平方公里，首期开发３ 平方公里，建成一批以自控温室、法国
温室、连栋温室和单体塑料大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生产设施。 设博士后工
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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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发区
一、 闵行、虹桥、漕河泾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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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９月，市政府决定建立闵行新工业区和虹桥新区。１９８３年４月，开
始征地动迁和开发建设。１９８５ 年，市政府建上海市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
１９８６年，国务院批准闵行、虹桥 ２个开发区为经济技术开发区。１９９１年 ３月，
批准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１９９５年，３个开发区
规划面积１０．１３６平方公里，实际开发面积８．１５２平方公里。引进项目８２０项，
其中三资企业３９０项。外商合同投资３５．７４亿美元，实际投资２１．６２７亿美元。
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面积３．５平方公里。１９８３年４月，开始征
地动迁，７月开始“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１９８３年 ６月，建上海市闵行虹桥
开发公司。１９８５年２月，成立沪港合资的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开
发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开发区引进项目“以工业项目为主，外商投资企
业为主，产品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两类企业为主”。１９８４ 年 ４ 月，第一家三资
企业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进区建厂落户，到１９９５年有１１０家企业。至１９９５
年，引进项目１３０个，协议总投资 １３．５５亿美元。进区项目单项平均规模 １０４２
万美元，在国内开发区中名列前茅。引进的项目来自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投
资占总投资额 ３２．７％。１９９５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１０１ 亿元，销售经营总收入
１１０．４５亿元，企业净利润 １３．４４ 亿元，税收 ７．６４ 亿元 （不含海关关税 ７．３４ 亿
元），出口和营业创汇 ７．１５ 亿美元。劳动生产率 ３６．５ 万元，人均创利 ４．８５ 万
元，人均利税７．６０万元、创汇２．５８万美元。开发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国家
级工业性开发区中名列前茅。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投产企业投资回报率３０％以上。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面积 ０．６５ 平方公里，以发展外贸为主。
１９８３年，成立上海闵行虹桥开发公司。１９８４年，成立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
司，１９９４年改为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区内开发建
设和经营管理，开发和招商引资。１９８３年，完成征地。７月，首次向海外客商招
商引资，至１９９５年批准项目７４项，总投资１５．７６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项目７１
项，总投资 １４．７９ 亿美元。投产项目 ６０ 个。至 １９９５ 年，批租土地 ９ 块，面积
６．７５公顷。开发区辟有领事馆区，面积５．６４公顷。１９８５年，日本第一个签约借
地建馆。１９９５年，进驻有交通银行总行以及日本等 １６ 家外资银行，佰富等证
券公司上海代表处，８家律师事务所，３家会计事务单位。至１９９５年，全区累计
营业收入３３．１８亿元，利润３．７５亿元，税收１．５７亿元。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规划建设面积 ５．９８ 平方公里。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建上海市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开发公司，１９８８年７月改上海市漕河泾新兴
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１１月，建立中外合资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
有限公司，经营业务主要为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兴办新兴技术产业。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完成近４平方公里区域基础设施。到１９９５年，开发区内新建建
筑设施面积８５万平方米，其中建成标准通用厂房３５．２１万平方米，商品住宅３０
万平方米，办公、仓储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２０万平方米。１９８８年７月，引进第
一个外资项目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至１９９５年，进区企业６１６家，其
中三资企业１８９家，外商实际投资 ７．５９亿美元。全区基本形成以微电子技术
为先导，计算机、现代通讯、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元器件、激光、工业自动化仪
表、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为基础的产业群体。是年，全区工业产值１０９亿元，销
售收入１０９亿元，利润７．４亿元，税收４．３亿元，出口创汇２．６亿美元。
二、 浦东新区国家级开发区

１９９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１９９２年国务
院批准设立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和上海张江高科技
园区，均为国家级开发区。至１９９５年，４个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７３．８平方公
里，实际开发面积１９．８１平方公里。有企业（项目）０．２７万家（个），其中三资企
业０．１５万家，吸收外资４５．６９亿美元。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综合型、多功能、
具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对外开放区域。规划面积１０平方公里。１９９０年９月，
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成立，负责区内成片开发和综合经营管理。１９９２ 年 ４
月，上海海关驻外高桥保税区办事处建立，１９９５ 年改上海外高桥海关。１９９５
年，５．５平方公里区域实现封关。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建成外高桥港口一期工程，年
吞吐能力２４０万吨。至１９９５年，批准项目０．２２万个，总投资额２９．２９亿美元。
保税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１０１．８９亿元。１９９３年，国内最大的保税生产资料
交易市场上海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开业，１９９５年改为上海市保税商品交易
市场，月交易额超亿美元。是年，全区有国际贸易企业 ８４１家。进出口贸易总
额９．４３亿美元，国际转口、过境贸易货物值０．９２亿美元。港口吞吐量２２６．２万
吨，货物运输总量２７２．６７万吨。仓储企业 １２６家。产品销售收入 １５．３８亿元，
进出口贸易额３．０４亿美元。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面
积２８平方公里。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以及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与浦西外滩
和黄浦区商业中心共同形成２１世纪新上海中央商务区（ＣＢＤ）。１９９０年，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成立。１９９１年，建上海众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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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Ａ 股６１８０万股（每股面值 １元，下同）。１９９２年，建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折价６．７亿股，向社会公开发行个人股 １５００万股。
１９９４年，向境外发行 Ｂ 股２亿股。开发公司以协议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至
１９９５年，转让土地６７幅、面积５７．１６万平方米，投资总额１７９亿元人民币、１９．９
亿美元。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全区拆除旧建筑 １１８．６ 万平方米，动迁居民 １．３３ 万
户、企事业单位３１３家，动迁量约占同期浦东新区的５０％。开发面积４．４８平方
公里。在建项目１０８个，总建筑面积５１６万平方米。进驻金融机构银行３０家、
证券交易机构２０家。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建立。
１９９２年，建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Ａ 股 ３．４５亿元人
民币、Ｂ股折合人民币１．４３亿元。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内第一个出口加
工区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主要发展出口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规划面积 ２０
平方公里，至１９９５ 年开发 ７．５ 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以现代通信、汽车及零部
件、生物工程、微电子、现代家电、仪表电器６大支柱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
业群。企业２９８家。工业总产值１２３亿元，出口交货值１６．１亿元。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１９９２年建立，成立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区开发公司。
以现代生物医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为主。规划面积 １５．８ 平方公里，至
１９９５年开发２．３３平方公里。引进土地批租项目２５项、高新技术促进中心孵化
器项目８项、标准厂房租赁项目３项。有外资企业１４个项目，其中生物医药业
６个 。
三、 市级工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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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建市级开发区上海星火开发区，至１９９５年
全市有市级工业开发区１１个。规划总面积１８２．１１平方公里，实际开发９４．５４７
平方公里。市政府规定上海市市级工业开发区均享受闵行、虹桥、漕河泾开发
区和浦东新区开发区的所有优惠政策。是年，市级工业开发区内有企业 ０．３９
万家，其中三资企业４６１家、内资企业０．３５万家。
星火开发区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建立，上海市第一个市级开发区。为工、商、房
地产、旅游业综合性外向型开发区。规划面积１６．８２平方公里，至１９９５年开发
７．２平方公里。１９９５ 年，有企业 １９７ 家，工业总产值 １５．３８ 亿元，利润 ６４２２ 万
元，税收５３３０万元。
松江工业区 １９９４年５月建立。规划面积 ２０．５６平方公里，至 １９９５年开
发９平方公里，项目２３０项，总投资１４亿美元。社会总产值７０亿元，工业总产
值５２亿元，税收１．２亿元。
康桥工业区 １９９４年８月建立。规划面积２６平方公里，至１９９５年开发８

平方公里。有企业６５２家，其中投产开业 ５０家。初步形成汽车组装和零配件
生产行业、新型建材生产行业、医药保健生产行业、电子生产行业、通信器材配
件行业。工业总产值１９．５８亿元，销售（营业）收入１９．０４亿元，利润０．８８亿元，
税收０．７亿元。
嘉定工业区 １９９４年８月建立，由嘉定、戬浜、马陆３个工业小区组成。规
划面积２４．８平方公里。嘉定工业小区，规划面积８．４２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有４７
家企业，总投资额４．５ 亿美元。戬浜工业小区，规划面积 ５．２５ 平方公里，１９９５
年有８０家企业，初步形成汽车配件、电光源、通讯设备、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电
子元件、新型材料、纸塑包装、轻工机械和食品加工等产业。工业总产值 ５．２９
亿元。马陆工业小区，规划面积７．５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有９０余家企业。区内建
有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希望经济城。
金山嘴工业区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建立。规划面积２２．８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有
２８１家企业。工业总产值１１．５亿元，税收９７０万元。
崇明工业园区 １９９４年建立。规划面积１０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有３００家
企业注册，产值４亿元。
青浦工业园区 １９９５年８月，青浦工业园区建立。规划面积１６．１６平方公
里。１９９５年，投产企业２７家。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和上海科技园坐落在
园区内。
奉浦工业区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建立。规划面积１８．８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项目
３７项，工业总产值１６５６．４万元。
莘庄工业区 １９９５年８月建立。规划开发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
有９０家企业，产值２．１亿美元。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建立。规划面积４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
有投资项目１０项。
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 在青浦区。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创办，是全国第一家
具有行业特色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规划面积 ８．５２ 平方公里。
１９９５年，有项目１５项，总投资３９．７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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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经济综述

第一节 上海经济概况
一、 宋、元代上海经济

宋代，上海西部亩产稻谷 ５００～６００斤。宋后期，华亭县每年赋税粮 ４２万
余石。北宋初，专种粳稻。宋太宗后，豆麦等旱作渐在上海东部高亢斥卤地带、
西部圩岸、堤堰等灌溉艰难、不宜植稻的地区种植。渔民利用吴淞江阔达２０里
的入海口，发展渔业，并发明捕鱼工具“沪”（又称“簖”）。出现青龙镇、黄姚镇、
练祁市、江湾镇、钱门塘市、吴会镇、上海镇、乌泥泾镇等市镇。青龙港成为上海
地区主要对外贸易港。北宋天圣年间设上海务。南宋景定、咸淳年间，稻棉种
植、渔盐、蚕丝、棉纺织业日益发达，航运繁盛，上海镇成为华亭县东北的巨镇。
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列入全国７大市舶司。至
元二十九年，上海县立，上海镇贾肆鳞次栉比。元贞年间，棉布业发展。
二、 明代、清代前期上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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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广泛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棉纺织业崛起。明代中叶，
出现搅车等棉纺织机具及棉纺织机具制作专业工匠，棉纺织业成为重要经济支
柱。“沪渎棱布，衣被天下”，上海的棉布销路扩大到全国各地。
明代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黄浦江与吴淞江合流，上海逐渐形成内河航运，
长江航运，沿海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两江构成通达太湖流域的水运网
络。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解海禁，江、浙、闽、粤等船来往于黄浦江、吴淞
江，上海县城小东门成为大码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贸
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乾隆年间，上海港船只达０．３万条，向亚洲各国出口
丝、绸缎、茶叶、纸、瓷器及各色棉布，输入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觉罗、
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船只运入的各种欧洲货品，从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及波
里尼西亚群岛运抵的鸦片、火石、胡椒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经济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此后，英美法等国设租界。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年），外商在上海开设洋行１１家，大宗的鸦片和外国棉纱、棉布、呢绒、玻璃
器皿、机器五金等廉价工业品进入上海，再分销全国各地，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
茶叶等商品由上海转口，运销国外。上海年进出口贸易额约占全国一半以上。
同治元年，外资旗昌轮船公司首家经营上海至汉口之间的长江航线。十一
年，首家华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到１９世纪末，上海成为全国最
大的轮船航运基地。
道光二十七年，上海首家银行英商丽如银行设立。此后一批外商银行在上
海建立分支机构，经营国际汇兑业务。６０年代后，取代洋行，经办华侨汇款、埠
际汇款和发行钞票等业务，并通过大额信用贷款，控制华商资本钱庄、票号和商
号，霸占海关税收权，垄断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上海对外贸易发
展，同治九年至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对外贸易额占全国６２％。
１９世纪中叶，外商在上海投资开办船舶修造、缫丝、轧 （棉）花和打包等加
工厂，并投资棉纺织、日用轻工业、印刷等行业。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
之后，外商在上海的工业投资重点转向纺织、烟草、食品、造船工业和公用事业，
发展机械制造、化学和日用品工业。同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建立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同治四年江南
制造局、十一年招商局、光绪六年电报分局、十六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二十一年
６家机器织布厂等先后建立。华商私人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至光绪二十年
有１４家船舶修造和机器制造企业，还有印刷、造纸、面粉、缫丝、棉纺织、火柴、
皮革制造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期间，华商工业进一步发
展，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等业尤为迅速，建成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等大型企业。开始形成华商银行业、保险业。兴办西药、电器等
新行业。２０年代，美、日、英等外国资本重新大量投资上海，规模超过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３０年代中期，上海工业资产总额、工人数、工业产值分别约占全国
４０％、４３％和５０％。
四、 ２
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经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已经形成远东中心城市。上海港码头岸线长 １０．４８
公里，航线通达１００多个国家 ３００ 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
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１９３３ 年进出上海港的国内外商船吨位 ３５２２ 万吨。
是年，对外贸易约占全国５０％。上海成为国内埠际贸易的枢纽，与内地贸易的
货值逐年递增，１９３０年７７７４万海关两，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０年分别增至８．９亿元、１３．２
三、 上海开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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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５２％和８８％。
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交易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１９３５
年，有外商金融机构约３０家；５８家华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占全国银行３５％。有
银行机构１８２个和其他金融机构６３个。建有远东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
和证券交易市场。１９３６年，上海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资力估算为３２．７亿元，
占全国金融资力４７．８％。
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１９３５年，有工厂０．６１万家、工人４１．６４
万人。商业批发企业０．８３万家，约占全国１／３，６０％工业品销往全国各地。建有
全国规模最大的纱布交易所和中国机制面粉交易所，以及米、粮食等３４个主要
商品交易市场，区域经济网络遍布全国。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闸北地区工业几乎全部损失，杨树浦、虹口和南市地
区工业分别损失７０％和３０％。租界内机械、棉纺等行业因此而发展。华商机
器厂从１３１家增至７８４家，棉纺业纱厂从９家、纱锭３４万枚、织机０．１７万台增
至２０家、６５万枚、０．４８万台。商业、华商进出口贸易、金融、营造、交通运输、房
地产业等出现短暂繁荣。
五、 ２
０世纪４０年代上海经济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接管在沪所有英、美商工厂
７１家。接收包括上海电力公司等在内的所有大型企业，以及汇丰等 １５ 家英、
美银行。１９４２年３月，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
等实行统制，削减电力供应量。１９４５年，民用品生产工厂大部停产。１９４５年抗日
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接收巨额日伪产业，估计价值法币１２６４８亿元。同时，美国剩
余物资和各种商品倾销上海市场，民族工业遭受打击。１９４６年内战爆发，通货膨
胀加剧。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到１０月底，上海有１１４．６
万两黄金、３４４２万元美钞、１１００万元港币、３６９万余元银元、９６万余两白银，总值２
亿美元以上兑换金圆券。１９４９年年初，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１９４８年年末～
１９４９年年初，全市８７个重要行业１．３６万家民营工厂，开工的占１／４。
六、 １
９４９年５月至１９５２年时期上海经济
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央在全国紧急调运“二白一黑”（粮、棉和煤炭）物资，保证
上海供应，实行统制贸易和保护贸易，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１９５０年 ３
月，从整理税收、推销公债和银行控制投入三方面，实行统一的财政收入，统一
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结束连续１３年的通货膨胀，确立国营经济在金融业和商
品市场的领导地位。１９５０年，市政府采用加工、订货、贷款、收购及提高工缴费
等方式，扶植私营工业，活跃城乡经济。救济失业工人。完成郊区土地改革。

１９５２年，上海市实现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财政税收等都恢复到
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全市工农业总产值７１．４９亿元。上海口岸出口创汇１．１９７
亿美元。全市财政收入 １９．３ 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 １０．５％。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年，
２３．６万余人就业。
七、 １
９５３至１９５７年时期上海经济
１９５３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５年下半年起，对部分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
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合营。１９５６年１月，全市２０５个行业、１０．６万家私营工
商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公私合营，其中工业８５个行业、３．５万家，商业
１２０个行业、７．１万户。郊区９６．６％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０．１８万个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转为３４８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市１１．６万名手工业者组成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占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９３．１％。１２．１万名商贩组织合作商
店和合作小组。对全市工业进行经济改组，２．２６ 万家工厂裁并改组为１．６３万
家，并按行业建７４个专业公司，连同原已建立的９个公司，共８３个行政性专业
公司，分别按行业归口领导。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１９５７
年，工业总产值１３４．１５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２３．８亿元，外贸出口商品总值
４．５２亿美元，港口吞吐量１６４９万吨。五年财政收入１７７．３亿元，约占全国财政
收入１／８。４２万名失业人员绝大部分就业。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援国家
和外地建设。为鞍山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玉门油田和佛子岭、梅山、
官厅水库建设提供协作配件，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１５６万枚纱锭的细纱机
和５．９万余台自动织布机，以及电站用汽轮发电机、矿山设备等。向全国市场
提供２０２．７亿元工业品。为国家积累资金１８９．４亿元，资金总额相当于“一五”
期间全国基建投资额的１／３以上。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有２８万名职工、２７２家轻纺
工厂迁外省市，支援外省市经济建设。
八、 １
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时期上海经济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年），全市工业以轻纺工业为主向以重
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发展，开辟桃浦、彭浦和漕河泾 ３ 个工业区。
１９５８年５月以后，开展“大跃进”运动，全民炼钢，农业放 “卫星”。全市建土高
炉０．６７万座，４０万～１００万人参加炼钢。是年完成钢产量１２２．２６万吨，比１９５７
年增长１．４倍。钢铁工业从业人员超过１０万人，比１９５６年增长３倍多。基本建
设投资额比上年增加１．６倍，其中冶金工业投资增１０．６倍。工业结构不合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重工业产值三年内增加４．１倍，轻纺工业发展减缓。基本建设战
线长，三年平均每年在建项目０．１３万个，比“一五”平均增加１倍多。集体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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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在所有制上升级，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有７００多家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
工厂，涉及从业人员７万人。商业削弱，１９６０年，零售商店从 １９５７年 １２．９９万
个减为２．９万余个，从业人员从４４．９万余人减为３２．８万余人，一些传统的经营
特色消失。商业部门收购的主食品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１６％、副食品下降５３．６％，轻
工业的农副产品原料减少４１．８％。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大幅减少，居民消费水
平下降。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进行第二次工业调整改组，通过裁并转产，剩 ０．３８万
家工厂。加强机械工业，发展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新建、扩建和改建２５家冶金、
２０多家机械和一批化学、电子仪表等骨干企业。发展钟表、照相机、合成洗涤
剂、日用塑料等工业，填补国内工业空白。开始发展汽车、半导体和国防尖端工
业。初步建成闵行、吴泾、嘉定、松江、安亭等新的工业基地和卫星城镇。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按照
农轻重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加
强支援轻工业品和紧缺原材料生产。 调整工业结构，１９６２ 年钢产量压缩到
１２０．８万吨。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３９．２ 万人，精简企业职
工３５万人。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重工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减少５８％和４７％。扩大
城乡居民凭证定量供应商品范围，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敞开供应。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年，进行第三次工业改组、定产品方向、定生产规模、定生产协作，发展电子等新
兴工业，提高机械和原材料工业水平。上海开始形成全国最重要的门类比较齐
全、物质技术基础较强、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到１９６３年６月，７
个工业局停、关、并、迁工业企业５７４家，涉及从业人员７万余人。１９６４年起，调整
重点同发展新兴工业赶超国际水平相结合，重点发展新型金属材料、电子器件、电
子设备、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硅酸盐材料、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以及
精密仪器仪表等６个重点新兴工业，以及工业自动化等１８项重大新技术。
至１９６５年，重、轻工业产值比例由１９６０年５６．３∶４３．７调整为４３．４∶５６．６。
原材料工业得到优先发展，钢材和化工原料的自给率提高。工业产品品种规格
达到１０万种以上。钢的品种达 ５００种。机械设备成套生产的品种 ２２０种，占
全国主要成套品种８７．３％。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尖端技术研究，初步适应航空、
原子能、精密仪器仪表等尖端产品的发展需要。郊区蔬菜平均亩产突破万斤，
全市蔬菜供应自给率约９５％。重、轻工业投资比例由１９６２年８８．２∶１１．８调整
到７９．２∶２０．８。全市国民收入１０３．２８亿元，工业净产值平均年增２１．５％。全市
社会商品零售额２９亿元，工业品采购和调往市外数量、农副产品购进额等都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地方财政收入６１．７５亿元。全市职工 ２７２．１３万人。支援建
设战略后方和全国经济建设，４７家（个）工厂和车间迁到四川等内地，随迁职工
近万人，搬迁设备０．４６万台。

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８年时期上海经济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市经济管理削弱，经济出现混乱。１９６７年１
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夺权，形势迅速恶化，全市工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交
通运输紧张。是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普遍较上年降低１～２成，工农业总产值
下降９．４％，钢产量下降１７．１％，铁路货运量下降４２．３％，基本建设投资额下降
４２．３％，地方财政收入下降２１．２％。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经济回升，加强发展科技
和“四新”（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以及基础工业改造。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
年，经济下降得到缓解。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
业产值年均增长７．５％，低于全国８．９％增幅。商业经营特色遭受破坏，花色品
种减少，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剩 ２ 万多个，比 “文化大革命”前减少一半以上。
１９７６年起，上海经济再次面临严重危机。工业产品质量下降，１４４种主要产品
有１０８种低于“文革”前，７１种产品的１００项原材料、燃料单耗有８４项高于“文
革”前。经济效益低下，８个工业局成本上升，利润减少，亏损户增加７７％，亏损
金额增加近１倍。地方财政收入下降２．３％，连续３年没有完成计划，历年地方
财政结余全部用完。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２．１％，企业上缴利
润增长１８．６％。农产品自给率提高，食用油和蔬菜全部自给。社会商品零售额
６０亿元，外贸口岸出口２８．７亿美元。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１４．６亿元，建成住
宅１５０万平方米，财政收入１６４亿元。
十、 １
９７９至１９８４年时期上海经济
１９７９年起，集中三年时间贯彻中共中央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方针。
１９８２年，全市工业进行第四次改组。对轻工、手工、仪表、农机等工业局实行按
行业归口管理，按专业化协作组建７１家工业公司。发展专业化协作，优化企业
组织结构，提高短线产品生产能力，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拓宽对内经济交往。
１９７９年，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到１９８０年，全市有０．１２万家工业企业进行扩
大自主权试点。冶金局、纺织局和２８个专业公司实行全行业扩权试点。物资、
建工、商业、外贸企业和国营农场，也分别采用利润留成、财务包干等方式。改
变基本建设投资方式，１９７９年８月起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到１９８０年全市
有１７个行业６６个项目进行试点。商业方面，全市开设 ５００多个工业门市部、
经理部和服务部，开办６０多个农贸市场，建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小商品批发
市场等。到１９８４年，市政府下达 ２７个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对地方财政收支
实行“核定基数，总额分成”。１９８５年起，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
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扩大企业自留资金使用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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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搞活流通体制，７个国家一级批发站与市公司合并，建立 ４００ 多个贸易市
场。放开部分副食品和小商品价格，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发展各种专业户。
国民经济开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协调，农村经济开
始综合经营协调发展。工业产品注重市场需求导向，原材料工业逐步向“加工
深度化”迈进。工业技术改造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六五”时期，生产性建设比
重由８１．５％下降到７０％，非生产性投资由１８．５％上升到３０％。五年住宅建设
投资额相当于前２８年投资总和的２倍。第三产业年均增长１２．５％。财政收入
与生产同步增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 １９８５年，全市有中外合资企业
９７家，中外合作经营项目６１项，外商独资企业６家。上海同世界上１６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１２．７ 亿美元，引进技术 ８００ 多
项。对内经济联合得到发展，到１９８５年与２７个省市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
体０．３万个，投资额２０亿元，达成技术协作０．４１万项，各种技术咨询服务１．５万
多项，联合开发资源项目３０４项。加快新产品和优质产品开发。到１９８５年，有
３３７项重点产品被评为赶超国际水平的优质产品，有国家、部、市级优质产品
０．２２万项，优质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值２０．９％。１９８１年９月，上海参与研制
的“一箭三星”发射成功，１９８４年４月长征３号运载火箭发射中国第一颗地球同
步通讯试验卫星。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年增８．６％，农民家庭纯收入增长１倍多。
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增至５．４平方米。市区煤气家庭用户普及率５０．８％。
１９８４年５月，上海列为全国 １４ 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１９８５ 年 ２
月，《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获国务院批准。
十一、 １
９８５至１９９５年时期上海经济
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８．４％。 第三产业以每年
９．８％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２９．２％。同时，上海经济和社会生活
出现新的困难和问题。部分职工收入减少。工业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升，产品
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下降。地方财政收入连续几年下降，从 １９８５ 年 １８４．２３ 亿
元降至１９８７年１６８．９７亿元。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过大，同期职工生活费用价
格总指数１４３．３和１５４．９，消费品价格指数１５９．７和１７３．１。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共
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５个新的突
破点。国务院同意在５方面给上海增加地方财力和扩大地方管理权限。１９８８
年，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停建、缓建０．１５万个项目，压缩投资 ４８亿多
元。１９９０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７５６．４５亿元，实现前 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标。中
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利用外资
４２．５３亿美元，比“六五”时期增长１７．６倍。上海口岸外贸出口总值合计３５７．７４
亿美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１７７．８１亿元，比“六五”时期增２．２倍。居民住

宅竣工２２４５万平方米，市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增至６．６平方米。１９９２年，中共
第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实施“一
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要求上海“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旧区改造全面展
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综合经济实力的增长。

第二节 经济总量
一、 综合经济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１．８９万元，列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
列全国第四位。农业总产值列全国第二十五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列全国第三
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列全国第七位。外贸进、出口均列全国第二位。财政
收入列全国第三位。港口吞吐量列全国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钢、钢材、塑料、
发电设备、汽车、民用钢质船舶、化学纤维、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等产
量分别占全国１／８以上，其中钢和钢材产量列全国第一位，化学纤维列全国第
二位，生铁和烧碱列全国第四位。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列全国第二位，其中
产品销售率９８．６７％、劳动生产率３．１７万元，均列全国首位。成本费用利润率
６．２５％，列全国第二位。资金利税率１０．９９％，列全国第三位。
１９５２年、１９９５年上海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情况表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９５年
项
目
上海市 占全国（％） 上海市 占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３６．６６
５．４
２４６２．５７ ４．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１７
０．６
６１．６８ ０．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１９．２２ １３．６
１４０９．８５ 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１５．２７
７．９
９９１．０４ ５．５
工业增加值（亿元）
１８．２２ １５．２
１２９８．９７ ５．３
农业总产值（亿元）
３．４３
０．７
１８２．４７ ０．９
全市财政收入（亿元）
１９．３
１０．５
７０２．４６ １１．３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２．２８
０．５
１６０１．７９ ８
货物运输量（万吨）
２４２０
７．７ ２７５７１
２２．３３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５５９．９
４５．６ １６５６７
２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１９．５
７
９７０．０４ ４．７
外贸出口商品总值（亿美元）
１．１９ １４．５
１１５．７７ ７．８
口岸进出口商品总值（亿美元）
１．３５
７．７
２４３．５７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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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５２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３６．６６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２４６２．５７
亿元。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年均增长８．９％。
劳动生产率 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增长７．３３倍。１９９０年，人均０．９６万元，１９９５
年３．１２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５８０７．９亿
元，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４０９６．０８亿元，集体经济单位８１５．２１亿元。
城乡私人建房投资１８７．０５亿元。商品房投资６３８．６亿元。
金融业 １９５２年年底，全市银行存款余额９．３６亿元，贷款余额３．５４亿元。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０５６．７６亿元、２３８７．３３亿元。
财政收支 １９５０年，全市财政收入１．０９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１．６％。１９９５
年７０２．４６亿元，占全国１１．３％。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５３３９．１６亿元，
占全国８．７％。１９５０ 年，全市地方财政支出 ０．８ 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１．１％。
１９９５年，２６７．８９亿元，占全国３．９％。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地方财政支出１５６８．１１亿
元，占全国２．５％。
二、 部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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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１９５２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６６．６０ 亿元，轻、重工业分别占 ７９．３％ 和
２０．７％。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５３４９．５３亿元，４５．４７％和５４．５３％。１９５２年，全市工业综
合能源消费量１５５．２万吨标准煤，１９９５年增至３５１２．５万吨。１９８５年，工业每万
元值综合能耗２．３２吨标准煤，１９９５年降至 ０．９４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每百元固
定资产利税从８７．１６元降至１７．７６元，资金利税率从７５．２１％降至１０．９９％，产值
利税率从３３．３４％降至１０．１４％，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从２４．６元降到６．８３元。
１９９５年，９００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４４％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６０％
以下。
农业 １９５２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３．４３亿元，１９９５年 １８２．４７亿元。牧业和
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１９５２年为１４％，１９９５年５７％，种植业和林业占农业
分别为８１％和４３％。
交通邮电 １９５２年，货物运输总量２４２０万吨，１９９５年２７５７１万吨。１９５２～
１９９５年年均增长５．８％。１９５２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５６０万吨，１９９５年 １６５６７万
吨，占全国２１％。国际集装箱吞吐量１９９５年１５２．７万标准箱，约占全国沿海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１／４，跻身于世界集装箱港口２０强。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铁路货运
量年均增４．８７％，１９５２年８２９万吨，１９９５年６４１６万吨。１９４９年，邮路０．３万公
里，１９９５年１９．３万公里，与世界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邮件直封关系，每天进出
口国际邮件１．５万多件、国内邮件１５５万件。１９４９年，电话交换机容量 ７．３万
门，１９９５年３４５．７万门，电话用户分别为６．６万、２２３万户。

国内贸易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５２ 年 １９．５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９７０．０４
亿元，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平均增长９．５％。消费品零售额结构，５０年代食品类约占
５０％，１９９５年占３９．６％，日用品类分别为２８．９％和４５％。上海市调往全国各地
的工业品，１９５２年为１８．３９亿元，１９９５年为１３０．１６亿元。外地调入上海市的农
副产品总值，１９５２年为９．８２亿元，１９９５年４７．９７亿元。
对外经济贸易 １９５０ 年，上海进出口贸易 ２．２１ 亿美元，占全国 １９．４７％，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９０．５６亿美元、６．７９％。
利用外资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 １．５３ 万个，签订合同金额
２６９．３９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１９９．３４亿美元。其中，１９８５年，批准利用外资项
目１２５个，签订合同金额４．１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１．１５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利用
外资项目０．３３万个，协议外资１２５．８８亿美元。

第三节 所有制结构
１９４９年，国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１６．３％，１９６５年９７．１％，１９９５
年３７．９％。１９７８年，全市工业基本为国有、集体两种所有制，其资产比重９１．７∶
８．３。此后发生变化。１９９５年，公有制经济占５５．２％，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
企业占２８．０％，股份制经济占７．７％，联营、私营、个体等其他经济类型占９．１％。
１９７８年以前，商业经济基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１９９５年，国有商业占全市商业
零售总额４２．２６％、集体商业占３１．２１％、私营个体商业占５．７％，其他经济类型
占２０．７４％。
一、 私营经济

工商业 １９４９年，全市有私营工业企业２．０３万家，年工业产值占全国私营
工业总产值３６％。棉纺工业纱锭约占全国纱锭总数５０％，卷烟厂设备占７０％
以上，面粉厂产量约占 ４０％。私营商店行号 ９．３ 万户。私营轮船运输业船只
９２５艘，占全国８０％以上。私营银行钱庄１９４家。１９５６年１月，市人民委员会
批准全市２０５个行业、１０．６２万家私营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公私合营
企业私股资本金１１．２２亿元，其中工业私股资本金占８２．４％、商业私股资本金
占１２．２％、运输业私股资本金占２．５％、建筑业私股资本金占０．４％、其他（含典
当、房产、地产、影剧院等）私股资本金占２．６％。按国务院规定，对私股资本金
持股者按私股资本金５％支付定息，１９５６年起为期７年。１９６３年起，按国务院
规定，延长３年，到１９６６年９月因“文化大革命”停发。此后公私合营企业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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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国有企业。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
命”，上海的私营工商业基本消亡。１９８２年起，允许个体工商户零售兼批发，允
许承包、租赁、租买国有、集体商业网点，扩大经营。并且准许经营私营企业。
在个体工商户中出现一批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１９９５ 年，全市私营企业 ３．９８
万家，雇工 ３５ 万人。注册资本金 ２２９．５１ 亿元。营业额 １６９．８１ 亿元，零售额
１１９．１４亿元。
农业 １９５０年，上海市郊区（含１９５８年划入的江苏省松江专区９县和南通
专区崇明县）贫农 ４０．９７ 万户，有土地 １００．９１ 万亩。中农 ２３．５０ 万户，有土地
１９８．９０万亩。小土地出租者０．８５万户，有土地４．８６万亩。富农１．８１万户，有
土地５１．５９万亩。地主１．８７万户，有土地２３０．６３万亩。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及其他土地３００．８２万亩。
二、 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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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月，公有资本纱厂纱锭 ９０．５５ 万枚、布机 １．６７ 万台，分别占全市
３７．７％和５７．０６％。公有资本控制铁路、公路、邮电、航海运输的全部或大部，控
制全市 ５５％ 轮船吨位、４８％ 码头总长和 ３２％ 仓库面积。有垄断性贸易公司。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
国家金融机构的总行或总管理处都设在上海。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对整个
企业属于官僚资本的，均予没收。对公有资本同私有资本股份并存的，没收公
有资本部分。是年接管官僚资本工厂、银行、贸易和交通运输机构 ４１１ 个单
位、员工１５．３万人和一批重要的资财。其中在工业系统，接管和没收中国纺
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工业系统的工厂和业务机构 ６９ 家，前国民政府资源
委员会、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和海军造船所等重工业系统的工厂和业务机构
４５家。金融系统，接管和没收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邮政
储金汇业局等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取消外国在华银行的一切特权。对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主要没收其官僚资本股，保留私股权益。对新华、中国通商、
中国实业、四明等官商合办银行，主要没收官股。 交运邮电系统，接管港务、
铁路、航政、浚浦、公用局、招商局轮船公司等 １７ 个港航机构，邮政、电信、国
际电台，黄浦江沿岸码头 １６９ 座、苏州河沿岸码头 １７１ 座、船只 ４３２ 艘 （共计
１８．９６ 万总吨 ）。 商业系统，接收扬子建业公司等 １０ 余家公有资本企业。
１９４９年６月，成立国营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建立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市粮
食、煤业、日用品、花纱布、油脂、医药、烟麻、五金机械、盐业、土产、交通电工
器材等一批国营商业公司，开始形成全民所有制商业批发体系。同时建立国
营零售商店，发展消费合作社。

三、 公私合营经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全市有公私合营工业企业６５家，１９５２年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５．６％。新华等５家私营银行组建为公私合营银行。１９５３年，对私营批
发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４年，全市公私合营工业企业２４４家，产值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升至２０．３％。１９５６年１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全市尚未合营的
私营工商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是年全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转为国营企业。
工业 １９４９ 年年末，公私合营股份制工厂 １５ 家、产值 １１７１ 万元。１９５２
年，工厂６５家，产值３５．４亿元，分别占全市工厂和产值９８．９％和６６．７％。１９５３
年起，分期分批，逐步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是年全市有 ６８ 家公私合营工业企
业。１９５５年，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个别合营与按业改造相结合，经济改组、生产
安排和扩展公私合营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改造。棉纺等８个轻纺行业实行全行
业公私合营，船舶等 １３ 个重工业行业实行整个行业中部分企业的公私合营。
年底，全市公私合营工业企业３７５家、从业人员１８．６９万人、产值２６．５亿元，分
别占全市１．６％、２３．９％和３０．２％。１９５６年，全市工业８５个行业、３．５２万家私营
企业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商业 １９４９ 年，全市商业全部为私营经济。１９５２ 年，商业批发零售总额
４０．４２亿元，其中公私合营股份制商业 １３９６万元、私营商业 ２１．７７亿元。１９５３
年，首先对私营批发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５ 年，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
等批发商营业额占全市批发营业额８８．８％。１９５６年，全市商业１２０个行业实行
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公私合营企业７．１１万家、从业人员２２．３３万人，其中定
息户１．９４万户、从业人员１２．８９万人。
金融 １９４９年，官商合办的新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和四明银行，在没
收其官僚资本股份后，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１９５２ 年年底，私营银行、钱庄
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基本完成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信贷
资金全部纳入国家、公私合营银行管理。 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后，私股资
本金１１．２２亿元。
四、 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全市农村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 万
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４１．７％。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使用耕
牛、农具、生产资金，统一调配劳动力，实行土地、劳动力按比例分红。１９５６ 年
春到１９５７年，全市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０．２８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
９７．４８％。净收入２５９３９万元，其中税收４３１５万元、集体积累１８３８万元、社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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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所得１８２８６万元。１９５８年９月，建１０３个人民公社，至１９８４年全市有２０８个
公社。１９８３年，实行政社分设，公社成为集体经济组织。１９８７年 ５月，人民公
社改为乡经济联合社，或称农工商联社、公司。生产大队改变为村经济合作社，
或称公司。按规定，乡经济联合社属全乡社员共同所有，对村队合作组织负有
指导、服务、扶持的责任。村经济合作社是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是村
经济合作社的基层单位，独立核算。
城市集体经济 １９５６年，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组织合化社，合作社成
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年，全市组成手工业合作社（组）１６２８个、从业人员１１．６２
万人，合作商店（组）３８６４个、从业人员９．４万人。１９６０年，全市剩１３９家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菜场、饮食、服装鞋帽、理发、废品收购、自行车修理等行业企业升
为高级合作商店。１９６１ 年，街道工厂发展到 ５００ 多家，里弄生产组 ０．２ 万个。
同时，调整政策，“大跃进”时期吸收到国有企业的 １．１万多名手工业者和小商
贩，退出国有工商企业，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升为高级合作商店
的企业，划小划细核算单位。１９７９ 年前后，为安置大批回沪知识青年就业，全
市各系统内建３６０多个集体所有制企业，９６万名知识青年就业。１９９５年，集体
工业企业１．７２万家，从业人员１２３．９８万人，产值６６１．９４亿元。集体商业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３０２．７９亿元。
五、 三资企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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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后，开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１９８０ 年，中国与瑞
士、香港地区客商合资开办上海迅达电梯公司，为上海１９５２年后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的第一个项目。至１９９５年，累计外资投资项目 １．４４ 万个，协议投资金额
３４０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 １１４．１１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三资项目 ５４３７个，
协议投资金额１４０．１６亿美元，实际投资４５．９５亿美元，包括合资项目３４０５个、
合作项目９６６个、独资项目 １０６２个、股份制项目 ４个。总计有 ７１个国家和地
区投资，以日本１６４０个项目和美国１６８８个项目、实际投资９．８３亿美元和１６．７７
亿美元为最多。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中资集团投资项目 ９００２个，其中合资项目
５１１８个、合作项目１７４５个、独资项目１２６７个、股份制项目３１个、其他项目８４１
个。协议投资金额１９９．８２亿美元（因资料不全，不含香港８１９个、台湾２２个项
目的资金，下同），实际利用金额６８．１６亿美元。以香港５９３７个项目、实际投资
５６．１２亿美元为最多。
六、 股份制经济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４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从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中分离，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试点。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１

家，其中上市公司９２家。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日，上海首家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主人印刷厂成立，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股份合作制企业０．６９万家。
七、 个体经济

１９４９年年底，市公安局批准８．４６万人为马路摊贩，在指定地段设摊。１９５１
年，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许可证１２．４６万张，其中固定商贩９．３６万张、流动商贩
３．１万张。１９５５年，全市有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２ 万户。１９５６ 年，资本
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个体工商户始按行业归口管理，组织合作
组织。１９５８年，市工业部门吸纳 １．３４ 万人，商业系统组成合作商店吸纳 １．０９
万人，高级合作商店吸纳４．４５万人，合作小组吸纳１．１２万人。动员到市郊落户
参加农业生产１．２２万人，组织回原籍务农 ０．６８万人，安排到外地工作 ０．４２万
人，自行转业１．７８万人。１９５８年，批准继续经营的还有 ７．５４万人。１９７８年剩
０．８３万家。１９７９ 年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１９９５ 年有 １５．５７ 万家、从业人员
２１．１３万人。

第四节 产业结构
１９５２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 ５．９％，第二产业占 ５２．４％，
第三产业占４１．７％，１９５７年分别为３．９％、５８．７％和３７．４％，１９９５年为２．５％、
５７．３％、４０．２％。
一、 第一产业

１９５２年，全市种植业占 ８０．７６％，林业占 ０．５８％，牧业占 １１．９５％，副业占
４．６６％，渔业占２．０４％。１９９５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４２．５９％、牧业占４４．６５％、
渔业占１２．５１％、林业占０．２５％。
二、 第二产业

１９４９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分别占 ８８．２％ 和 １１．８％，１９５７ 年
分别为６８．７％和３１．３％，１９９５年为４５．５％和５４．５％。
三、 第三产业

１９５２年，第三产业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４１．７％，其中商业餐饮业占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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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占１１．７２％，金融保险业占５．９６％，房地产业占０．３３％，
社会服务业占 ５．８３％，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占 ０．７９％，教育文艺电影业占
２．１６％，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占１．９０％，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服务占
２．６２％。１９９５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２４．７７％。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占１７．１３％，商业、餐饮业占 ２７．１９％，金融保险业占 ２４．７７％，房地产业占
９．２１％，社会服务业占８．３８％，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占２．４１％，教育、文艺、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占４．５２％，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占３．４０％，国家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事业占３％。

第五节 投资结构
一、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 ４１７６．８８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
６０．６％、技术改造投资占 ３９．４％。 农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１９５０ 年占 ７．５％，
１９９５年占０．５％。“一五”计划时期，轻、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分别为１．４３亿元
和４．１７亿元，占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２３％和６７％。“八五”计划时期，轻、重工
业分别投资６７．２８亿元和４８３．７３亿元，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１２％和８３％。
二、 资金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以国家投资为主。“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占全部基本
建设投资 ８９．６％，自筹和其他投资 １０．４％。１９９５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０１．７９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 １．７７％、国内贷款 １７．３６％、外商直接投资
３．６３％、对外借款 １．７２％，市自筹 ６．３％、中央各部门自筹 １．０７％、区县自筹
１．６％、企事业自筹４８．４８％、集资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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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物价 、服务性收费
一、 农副产品价格

粮食 上海开埠以后，粮价上升。粳米批发价格，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
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每石由２．７１元（银元，至１９３４年，下同）上升到 ３．８６元。
小麦批发价格，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年 ）每担在 ２．９１～４．７７ 元。

１９１３～１９１９年，米价每石６．４２～７．４０元，１９３７年１１～１２元。小麦价格，１９１２～
１９２４年除１９１５年每担５．４８元外，其余在３．８１～５．１４元，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年５．７３～
６．３５元，１９３７年６．０７元。面粉价格走势与小麦相应。１９５３ 年，上海市区标二
白粳的零售价每斤０．１５１５元，１９６６年０．１６４元。１９９１年６月，标一白粳每斤零
售价由０．１７元提高为０．３０元，１９９５年３月为１．２元。
油料、食油 １９２６年，豆油零售价每斤０．１７３元，１９３０年０．２２１元，１９３６年
０．２４１元。１９５４年，每斤菜油零售价０．４７元，１９９５年在３．８元上下。
棉花 １９２５年，棉花（火机棉）每担批发价４４．０８元，１９４８年９～１２月８２７．７８
元。１９５２年，平均收购价（皮棉），代表品每担为１０７．４８元，１９９５年收购价 ７００
元，价外补贴１０元，合计７１０元。
生猪、猪肉 １９３０年，猪肉零售价格，腿肉年均价每斤０．３６６银元，１９３６年
０．３５７银元。１９４９年５月，鲜猪肉批发价 ９２６６６６６６７ 元 （金圆券）。１９５２ 年，猪
肉零售价格统货０．５～０．６元，１９７９年１．１元。１９８５年，零售价鲜猪肉１．６元、冻
猪肉１．５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５．９元和５．２元。
二、 轻纺产品价格

棉纱棉布 １９１２年前后，１６支棉纱每件市价 １７９．９元（银 １２９．５两），１９３７
年１月１０日２５５元。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支棉纱每件法币２８０元、１２磅白细布每
匹法币９．８元。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分别为２１０８元、８７元。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７０７、
２９．５元。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０日，龙头细布每匹批发价 ２８．３ 元，１９５０ 年 ３ 月，２３．５
元。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８日２７．８元。１９５６年６月１日～１９８２年，龙头细布每米０．７６
元，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４６元。
自行车 １９５２年，２８英寸自行车（代表产品永久牌）每辆出厂价１３５元，零
售价１６３．３５元。１９６３年５月，零售价２１５元。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１型１８２元，１９９５
年３９０元上下。
肥皂 １９５３年，固本皂（代表品）零售价每条０．３８元，１９９５年２元。
青霉素 民国时期全系进口。每瓶 （２０ 万单位）价格，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６ 日
０．７５万元，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相当于黄金 ０．９ 克、大米 １３．１ 公斤。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上海批发市价０．８５元。１９５３年５月，上海第三制药厂试制成功，价格与进
口产品同价。１９５４年，降为０．７１元，１９６９年８月０．１２元。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０万
单位每瓶零售价０．２８元，１９９５年０．７５元。
三、 主要服务项目收费

电力 １９３６年起，照明用电平均电价每千瓦时０．１２２元，工业用电０．０２３７
元，总平均电价０．０３３６元，相当于３．６公斤煤的价格。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全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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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一电价。居民用电价０．２９５２元，电力电价 ０．０９８４ 元，１９６５ 年分别为 ０．２４
元、０．０８～０．０８５元，此后电价长期不动。１９８５ 年起，多次调价，１９９５ 年居民用
电０．４５元、非居民用电０．４７２元。
自来水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售水价格根据送水路途远近，每千加仑为
６先令６便士至１３先令。九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建成供水，市政用
水每立方米０．０３２银两，生活用水按居民房租 ５％ 收费。１９３２ 年，市政用水每
立方米０．０８８银元，生活用水０．０６６～０．１４银元。１９３３年５月，居民户普遍装用
水表，水价改为按房租及最低用水量分档定价、超量递减的收费办法，共分 １６
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水价折算法币每立方米４元。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全市统一
水价，普通用水为每立方米０．１２元，之后 ３０年未变。１９９０年 ９月，调整水价，
居民用水０．１８元，非居民用水０．２６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０．５元、０．７元。
煤气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开始向用户供应煤气以
供路灯照明，每盏煤气路灯每月收费３银元。九年六月，价格改按用量计算，每
千立方英尺３银元，宣统二年１．４银元，１９３５年２．８５银元。１９３８年，改按立方
米收费，每立方米法币０．１元。１９４６年５月，改按“度”（每度１００立方英尺）计
算，每度定价４００元法币。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起，每度０．６１１元。１９６０年１月，实
行按立方米计价。工业、营业、事业单位降为０．０９元，征收附加捐１０％，家庭和
团体烹饪户为０．０７元，此后长期不变。１９８７年７月起，调整收费标准，１９９４年
８月居民用气 ０．６０元，学校、幼托、敬老院 ０．８０元，团体用户 ０．８５ 元，工业、营
业、事业单位１．０７５元，加收附加捐０．０２５元。
房租 解放初期，私房租金大多以 １９３７年房租作为基数。１９５５ 年，私房
用月租金每平方米０．１５～０．３３元（不含房捐）。１９５６年，花园住宅１．８２元，新式
里弄１．７６元，旧式里弄 １元，厂房 １．３４元，简屋 ０．４６元，瓦平房 ０．２３元，草棚
０．５９元。是年５月，实施《上海市公共房屋租金标准》，公有房屋分为一般建筑
和特殊建设两类，最低的里弄房屋每平方米月租 ０．１０６ 元，最高的商业用房
３．２７２元。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５９年７ 月，居住房屋不分房屋类型、级次和坐落地
段，凡按照“公标”计算，每平方英尺月租超过０．７０元一律降至０．７０元，称为“七
角封顶”。部分住房房租降至原租金的 ５０％ ～７０％。１９５９ 年，实行 《新村租金
标准》，以６层混合结构房计，每平方米最高和最低层０．２６元，２～４层０．２８元。
以后新建住房，比照加减，最高 ０．３７ 元。“文化大革命”中，限定房租 ０．１～０．４
元。１９６７年，实行《上海市住房收费暂行标准》（简称“暂标”），用于解困户配房
计租，上限不超过０．４元。由此，全市形成多种房租标准，造成同类型、同等级、
同地段房屋租金悬殊，相差可达５０％～１００％。１９７６年１月，按“暂标”统一全市
居民住房租金。１９８８ 年，全市平均租金 ０．２１４ 元，房租负担占家庭工资收入
１．９４％。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先后提租 １００％、５０％。１９９５ 年，平均租金 ０．７５ 元，

房租占家庭工资收入２．１２％。
医疗收费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公济医院住院费单人病房每人每天白
银３两，１２床以上的病房白银１．５两。１９１６年，头等白银６两，二等白银３两，
三等银元２元。１９２９年，市政府规定医疗收费标准，门诊诊金每次银元０．２０～
１．２元，出诊（普通）每次１～５元（含车费），特诊（随请随到）每次６～１０元，住院
费每天每床０．２０～１０元。手术费（小）每次１～５元，（普通）每次６～１０元，（大）
每次１０～５００元。接生费每次５～５０元。１９４６年，初诊挂号费每次２００元，复
诊挂号费每次１００元，特诊每次３０００元，药费按成本收。１９５４年２月，挂号费
复诊０．１元，急诊０．４元。公立医院划分为３级，病房分为３等。住院费每天每
床０．５～３元，手术费每次０．８～５５元，Ｘ 线透视费每次０．５～０．７５元。１９５６年，
降低收费标准２５％，取消头、二等病床。１９６６年９月，下降各项收费２０％，执行
至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１年６月，个人自费仍按照原收费标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提
高到按成本收费。１９９４年 ７ 月，门诊诊疗费每人每天 １．５～３ 元，住院诊疗费
２～４元，护理费每人每天１～５元，手术材料费提高１倍。
公交票价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有轨电车平均每英里头等座票价３．４铜
元，三等３．１７铜元，１９３７年８．０１铜元、５．６３铜元。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６日，公共汽车
票价分为５分、７分、１角、１ 角 ３ 分、１ 角 ５ 分。１９５１ 年 １ 月，票价改为 ５ 分、１
角、１角５分３档。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市公交公司统一票价，分档票价公共汽车 ５
分、１角、１角５分、２ 角，无轨电车 ４ 分、７ 分、１ 角、１ 角 ３ 分，有轨电车 ３ 分、６
分、９分、１角２分。以后３５年未变。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起，不分汽车、电车，分档
票价１、２、３、４角。１９９４年８月，实行单一票价，不分运距，每票５角。另自清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九月英电首次发行月票，至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取消，上海
公交发行多种月票，１９５６～１９９０年为６元。
中小学收费 １９４９年秋季，公立学校每学期学杂费，小学９元、初中１８元、
高中２６元，１９５０年春季小学７元、初中１４元、高中１６元。１９９４年秋季，小学
４０元，初中 ６５ 元，高中一般学校 １５０ 元，区重点学校 ２６０ 元，市重点学校
３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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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财政、税务

第一节 财政
一、 财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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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上海县开始实行 “国地分税，自收自用”的财政管理体制。１９２８
年，上海特别市实行中央、省 （市）、县三级财政体制，地方收入主要是田赋、契
税、房捐、车捐、船捐、屠宰税、地方财产收入等。１９４５年８月后，国民政府对上
海市实行“分税分成、自给自足”的财政管理体制。
１９５０年３月，政务院决定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征收的公
粮、货物税、工商业税等都上解中央金库，地方税附加、公用事业费附加、规费、
市营企业收入等划给上海市。１９５１年３月，明确上海市的地方收支范围，收入
为屠宰税、契税、地产税等小税种，以及地方企业收入。１９５３年，对上海市实行
“以支定收、一年一定”的体制。１９５８年，国务院对上海市实行“以收定支、固定
比例分成”的体制。后历有变化。１９８８年，实行“基数包干上缴、一定五年”，确
定上海市的包干上缴基数为１０５亿元。１９９１年起，地方财政收入超过１６５亿元
的部分，中央与地方对半分成。１９９４年，按税种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
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３部分，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及中央
企业所得税等划作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征管的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
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个人
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划作地方固定收入。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
划作中央与地方的共享收入，其中增值税中央、地方分享７５％和２５％，证券交易
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５０％。新体制实行后，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
上海市仍以１２０亿元的数额继续按年上解中央。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均按此执行。
二、 地方财政收入

元、明、清时期，上海县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田赋，其他有盐、酒、茶税。清乾

隆二年（１７３７年），实征田赋本色米７．２３万石，折色银８．４１万两。１９２６年，公共
租界工部局收支分别为１０２３万和１０２５万银两。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上海
县南市地区成立南市马路工程局，仿照租界征收房捐等作为收入来源。民国建
立后，成立上海市政厅，开始编制地方财政预算，征收捐税。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度，
上海县财政收入２７６．６４万银元，支出 ２３２．９５万银元。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市政府
成立，设财政局，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度全市地方财政收入１．０３亿元，支出１．０４亿元。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８月，收入７００．２３亿元，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０７４１７．３７亿
元，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９４９年４月９５３．０３亿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建
立全市经费支出概算。１９５０年，全市财政收入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是年为１．０９
亿元。１９５２年，建立年度财政预决算。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地方财政
收入合计 ５３３９．２５ 亿元。其中，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占 ３６．６２％，１９７９～１９９５ 年占
６３．３８％；税收收入占 ５１．３５％，企业上缴利润、地方自筹和中央专款收入等占
４８．６５％。其间，绝大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呈增长趋势，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和 １９６７
年、１９７６年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财政收入下降。１９９５年，创历史最高，
达４０６．４３亿元。
上海市是全国的财源大户，上海地方财政收入上解中央的数额在全国名列
前茅。１９４９年 ６月 ～１９９５年，年均财政收入占全国８．７％。１９５１～１９９５ 年，共
上解３８６３．３６亿元，占上海地方收入总额 ７２．５％。同期，上海市按国家财政管
理体制，从收入中分得１４６３．１８亿元，留用比例为２７．５％。
三、 地方财政支出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度，上海县财政支出 ２３２．９５ 万银元，其中行政经费占
５０．８％、教育文化卫生费占４５．５９％、经济建设费占２．６％、其他支出占 １．０１％。
１９２６年，支出 １０．９ 万银元。 上海特别市建立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度财政支出
１．０４亿元。其中，行政经费占５１．８５％、教育文化卫生费占１７．７６％、经济建设费
占１９．０３％、其他支出占１１．３６％。１９２７年，支出３３６．０８万元，１９３７年１３４４．２３万
元。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上海沦陷期间，财政支出 ６２３．５４ 亿元。１９４５ 年 ９
月～１９４８年８月财政支出 ９６８６５．３１亿元，其中行政经费占 ８５．１２％、教育文化
卫生费占 ６．８５％、经济建设费占 ６．７６％、社会福利费占 ０．７３％、其他支出占
０．５４％。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９５年，全市财政支出 １５６８．１８ 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
出２．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占３３．８８％、教科文卫事业费占２１．８５％、经
济事业拨款支出占８．６２％、行政管理费占６．９９％、城市维护费占５．９１％、抚恤和
社会福利费占１．０８％、其他财政支出占２１．６７％。１９５０年，全市支出７９８８万元，
１９９５年２６７．８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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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预算外资金

上海市预算外资金包括地方财政部门按国家规定管理的各项附加收入，事
业、行政单位自收自支的资金，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种专项资金，以及其
他预算外资金。１９５０年，有公用事业附加及地方税附加。１９５１年，开始征收工
商税附加。后历有扩大。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１ 年，集中部分企业利润留成共 ４．２１ 亿
元作为预算外资金。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预算外收入合计９８３．２１亿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１９３．０７亿元。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全市预算外资金支出合计８８７．８０亿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１７７．４５
亿元。１９９５年，收入、支出分别为７８．６２亿元、７２．７８亿元。

第二节 税务
一、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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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上海解放后，除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大宗税收上缴中央外，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９５年全市税收收入 ２７４１．６１ 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 ５４．９３％。
其中，流转税 （含各时期营业税、工商统一税、工商税、产品税、增值税 ）占
７８．３８％、所得税（含各时期工商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及个人
所得税）占１１．５２％、财产及行为税（含各时期印花税、城市房地产税及房产税、
屠宰税、车船使用税及其他）占３．５５％、农业税（含各时期农业税及农林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契税）占１．４３％、其他税捐（含各时期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建筑税及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他）占 ５．１２％。各时期税
收，１９５０年６４１６万元，１９５４年１．１３亿元，１９５９年２５．２６亿元，１９７１年３０．０３亿
元，１９８５年１０２．１６亿元，１９９５年２７４．１６亿元。１９５０年，流转税占３６．５５％、财产
税占６３．４５％，１９９５年流转税占７８．３８％、所得税１１．５２％、财产税３．５％、行为税
２．６９％、农业税３．３８％。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农业税实征主粮 ７７．２５ 亿公斤，附加实征主粮 １１．５５
亿公斤，均以折征（或折算）代金入库。
二、 工商企业纳税户

１９５０年，全市纳税户１１．５万户，其中工业１．８４万户、商业９．６６万户。１９９５
年，全市纳税户３６．１７万户，其中国有企业４．６９万户、集体企业１２．６８万户、私
营企业３．３５万户、个体户１１．０６万户、联营企业１万户、股份制企业０．２６万户、

外商和华侨港澳台投资企业１．４万户、其他经济性质企业１．７４万户。

第三节 涉外财税
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后按协定
税制所列品种，外商缴纳值百抽五的关税，拒绝缴纳中国政府新设的各税。
１９２１年，全国烟酒事务署与英美烟公司协商后，始对外国烟厂征捐。１９２８年，始
对华界外侨征收房捐。是年，对上海外商麦粉厂照章征收麦粉特税。１９３１年，国
民政府对上海外商生产的烟、酒、棉纱、麦粉、火柴等产品征收统税。抗日战争胜
利后，对所有在沪外国企业和侨民均按章征收各项税捐。１９４９年 ６月 ～１９７２
年，上海市按照国家公布的统一税法对外商企业征税。解放初，外商纳税户有
分属３３个国籍的８３８家企业，１９６１年剩４家，１９７９年６家。１９８６年，外商纳税
户１９３家，１９９５年１．５８万家。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涉外税收总额２５５．３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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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
一、 秤量货币

实银两 清代，上海市面流通的外埠元宝，以关东银较多。本地实银，有道
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江海关道衙门所铸３种海关道元宝，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七
年上海通用元宝。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上海登记宝银总计１．４２亿两。
虚银两 上海开埠前，上海县城内商业交易以豆为大宗，均以规元为交易
金额计算单位，规元称作豆规元。上海对外贸易原以本洋（西班牙银元）为标准
货币，咸丰七年起货币收付一律采用规元为记账单位，规元遂成为上海公认的
银两计算标准，并称上海两，影响及至全国。１９２５～１９２９ 年，上海银两票据交
换额规元４３９．８亿两，占银两和银元票据交换总额７０％以上。１９３３年，废两改
元后不再存在。
二、 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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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 外国银元。流入上海的主要有西班牙（约清乾隆四十年流入）、荷兰
（清乾隆、嘉庆年间流入）、墨西哥 （清咸丰六年流入）、英国 （清同治五年后流
入）、美国（清同治十三年流入）、日本（清同治十三年流入）等６种银元。还有少
量玻利维亚、智利、秘鲁等银元流入。１９１９年起，外国银元在市面上基本绝迹。
国内自铸银元。清咸丰年间上海始铸银元，为国内早期铸造银元的地区之
一。清末，上海流通的国内银元有６种。分别为上海银两币，俗称上海银饼，清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上海铸。光绪元宝，俗称龙洋。大清银币，辛亥革命后用作
军饷流入上海。袁头币，１９１５年８月１日起上海银洋行市只开袁头币和鹰洋两
种，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仅剩袁头币。开国纪念币，亦称孙头币，至１９２９年上海
流通最广的银元。船洋，１９３３年投入上海流通。
收兑。１９４９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到年底全市收兑 １０８

万枚。
铜钱 上海本地铸造有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小刀会所铸太平通宝一种。
铜元 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３５ 年，上海流通的有光绪元宝铜
元、大清铜币、民初铜元、轻质铜元等４类。１９３５年，规定１元法币收兑３００枚
铜元。
三、 纸币

银票、钱票 清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 年），上海县衙告示，凡钱庄买卖豆、
麦、花、布皆凭银票（亦称庄票）往来。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上海钱庄业在《北华
捷报》刊登启事，称上海各业银钱出入使用银票已有百余年。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江苏裕宁和裕苏两官钱局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发行制钱票，后又
发行铜元票，宣统年间增发银元票。
银行兑换券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英商麦加利银行等１５家外国独资和中外
合办银行在沪分行擅自在上海发行以中国货币为单位的纸币，以汇丰银行的纸
币最具竞争实力。各种纸币风行市上，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衰退，１９３１年末占上
海市面纸币流通总额的２％。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中国通商银行在国内
率先发行钞票。其后在沪２０余家中资银行获权发行。发行的除早期少量银两
券外，多是银元券。１９３５年实行币制改革前夕，在沪发钞有中央、中国、交通 ３
家国家银行及中国通商等８家商业银行，发行额近４亿元，流通范围遍及江浙
两省各城市。
不兑现纸币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４日起，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制，规定以中央、中
国、交通３行所发纸币为法币，１９３６ 年 １ 月起中国农民银行钞票视同法币。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中央银行开始发行金圆券，法币废止。至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
发行总额高达近６８万亿元，在上海流通的占５３％。
伪币 上海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在上海发行“华兴券”和“中储券”两种。
四、 人民币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暂准６月５日前
在市场流通，以１０万元折合人民币１元的比价收兑。７天收兑金圆券３６万亿
元，占金圆券发行总量５３％。６月３日，《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公布，规定
外汇（包括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换成外汇存单，或售予中国银行，此外不得
经营买卖或转让。到年底，全市收兑美钞７５８万元、港币１４９万元，吸收各种外
汇、外币存款美钞１２４２万元、港币５７２万元、英镑６５万镑。人民币始成为上海
市场唯一合法的货币。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年，全市每年现金为净投放，１９５２ 年 １．８８
亿元，１９５８年１．１６亿元。１９５９～１９９２年，现金长期净回笼，１９５９年０．８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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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３８．６亿元，占全国全年货币净投放量１６．３％。１９９２年１７．２３亿元。１９９３
年起，出现净投放，是年净投放９．８２亿元，１９９５年８５．１４亿元。是年，全市现金
总量１８０亿元，其中集团单位库存２９．４５亿元、城乡居民手持１５０．５５亿元，人均
７３９．２２元。

第二节 钱庄 、票号 、典当
一、 钱庄

清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至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 年），在上海县的钱庄有 １０６
家，聚集于县城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钱庄业逐渐向北市（今南京东路、宁波
路一带）发展。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北市 ６３ 家、南市 ４２ 家。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因“橡皮股票风潮”，１００家钱庄减至 ５１家。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外资银行衰退，钱庄兴盛，１９１９年增至６７家。１９３１年，《银行法》公布，钱庄
纳入银行行业，１９３５年废除钱业汇划制度，钱庄业务大为萎缩。到 １９３７ 年抗
日战争爆发减至４６家。上海沦陷期间，钱庄增加，１９４５年为２２９家。１９４８年，
减为８０家。是年，金圆券崩溃，钱庄业务和实力大损，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全市钱
庄存款折合黄金２８７两。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登记有７７家。此后停业倒闭
５３家。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所剩２４家全部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二、 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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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年间，因太平军战事影响，在苏州的山西票号资金移向上海，上海始
有票号。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有蔚丰厚等２４家。建山西汇业公所。此后兴
泰魁等１０ 余家开办。 票号以汇兑为主，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年 ）至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每年汇兑千万两银。三十二年，增至 ３０ 多家，在全国有 ４００ 多家分
号，在日、俄设立机构。光绪二十三年，票号业务因中国通商银行和其他银行、
银号、钱庄经办，存解官款而大减。辛亥革命爆发后，因无法收回放款，客户竞
相提款，大批倒闭。１９１４年，名号日癉昌在沪分号停业，至１９３３年全市剩三晋
源和大德通、大德恒３家。１９３５年，三晋源歇业，１９４０年大德通、大德恒改组为
银号，票号结束。
三、 典当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典当分布广泛，规模大的称典铺，小的称质铺。清康熙
中期，上海县有典质铺８９家。乾嘉年间，上海、华亭等 ８县有 １９０家。清咸丰

三年（１８５３年），小刀会起事，上海县城厢内外当铺纷迁北市租界金门路，形成
典当街。光绪中期，上海典业公所成立。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有典当 １５０ 多
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金价、衣价大跌，满期当物无人赎取，大典当纷歇，到１９３１
年资本超３万元的剩４４家。小典当兴旺，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增至６００余家。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大批内地人涌入上海租界，当铺发展迅速，最多达 ０．１ 万家。
１９４４年，有８７０家，其中潮州帮３４９家、徽州帮１５１家、本地帮２７５家。１９５０年
８月，剩３１５家，当本总额３８０万元，不及抗日战争前一家中型典当的资本额。９
月，核准营业２０６家，组成１８个联营集团。１９５６年，全市１４５家典当全行业公
私合营。１９５７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统一管理，成为低息信贷机
构，贷款利率降为１分２ 厘，以质押品收据代替当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停
止贷款业务。１９８９年，上海恒源当铺成立，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成立７家。１９９３年，８
家当铺资本总额 １７６４．８ 万元，质押贷款余额 ５９９２．５ 万元。当物一般按市价
５０％～８０％质押。

第三节 中资银行
一、 清、民国时期中资银行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中国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
立。三十一年，大清户部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次年二、四月，四川浚川源银行
上海分行、上海信成银行创建。三十三年，信义银行及浙江兴业银行先后在上
海设立代理处和分行。三十四年，邮传部奏准开设交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
行创办。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有中资银行１１家。
１９１２年，中国银行、江苏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开办。１９１５～
１９２１年，开设６７家银行，有上海商业储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知名银行。
１９２６年，有９３家银行。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新开７９家，停业６８家。１９３５年，全国
１６４家中资银行，５８ 家总行设在上海。１９２７ 年，中国、交通银行总行迁上海。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１９３５年，创设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
局，扩大１９３０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规模，在上海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首由中
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组成的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
系，称“四行两局”。１９３６年，全市有中资银行（包括国家银行）８８家，超过外资
银行和钱庄的总和。总资力估算为３２．７２亿元，占全国金融业４７．８％。１９３７年
上海沦陷后，国家银行总行撤退后方，大部分商业银行维持营业。１９３８ 年 ５
月、１９４１年１月，南京伪维新政府、汪伪政府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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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银行（总行在南京）。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全市新设银行１３５家。１９４５年 ８月
１５日，全市有银行机构２０１家。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２４家停闭，四行两局返沪。
１９４５年年底，有中资银行８３家。１９４６年后，四川等地银行４０家分支机构在沪
设立。１９４９年５月，银行增至１３４家。其中，四行两局一库（一库为中央合作金
库）７ 家、省市银行 ５ 家、其他官办银行 ４ 家、官商合办银行 ５ 家、私营银行
１１３家。
各时期，主要银行除四行两局外，有中国通商银行、户部（大清）银行上海分
行、中央合作金库、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北五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
小四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上
海市银行等。
二、 １
９４９年后中资银行
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成立。同时，上海市
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负责处理各类银行。接管四行两局一库，
中、交两行先后于６、１１月复业，分别改为外汇专业银行和监督公私合营企业
财务的专业银行，不久两行总管理处迁北京。中央等银行停业清理。没收新
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等４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另有１１５家私营银行、８０家钱庄和 ５家信托公司。１９４９年 ８月，《华东区管理
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公布，关闭部分银行、钱庄。１９５１年年底，９０％以上的私
营银行和钱庄参加联营集团或公私合营。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全市６０家合营和私营
银行、钱庄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在全市各行业中最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
营，成立总管理处，次年总管理处迁北京。１９５３ 年年底，全市银行有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公私合营银行等上海分行 ４ 家。１９５４ 年，中国人
民银行华东区行撤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设上海分行。以后几年中机构又有调
整。中国银行对内成为人民银行的国外业务部。公私合营银行１９５５年起专门
办理储蓄业务，对内成为人民银行的储蓄部。１９５８年，建行上海分行改为市财
政局基建财务处。交行和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建制撤销。至此，上海一切银行业
务，统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一家承办。１９６３年，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
行，１９６６年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１９７１年，人民银行市分行与市财政局合
并办公，１９７８年４月分设。１９７９年 ６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１９８４年，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专事负责管理本区域内的金融
事业。１９８５年１月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１９８６年，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总
管理处由北京迁回上海。１９８８年后，各种商业银行和外省市银行在上海建分
支机构。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上海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上海城市合作银

行建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３家银行，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政策性银
行１家、国有商业银行４家、全国性商业银行３家、区域性商业银行４家。

第四节 其他中资金融机构
一、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外汇交易中心

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批企业集股筹资，并
出现发售股票的机构。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 年），爆发金融风潮，股市基本停止。
２０世纪初，外商上海众业公所成立。１９１４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有交易
场所，分现期和定期买卖。１９２０年 ７月、１９２１年 ５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盈利丰厚，群起效仿。至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增至
１１２家。是年冬因受 “信交风潮”，年末剩 ６ 家，股票信誉下跌。１９２９ 年、１９３３
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物品、证券部分先后归并于有关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
交易所。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１９４３年７月复业，１９４５年
８月１７日又停业。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初停业。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开业成立，是解放后全国第一家新成
立的证券交易所。１９９５年，会员５５３家。会员证券营业网点超过 ０．２万个，遍
布全国５００多个城市。上市证券品种２６０种，股票市价总值２５２５．６６亿元。投
资人６８０万人。全年证券成交额５５１５３．８４亿元，日均２１９．７３亿元。
证券公司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九月，上海首家中资证券公司上海平准
股票公司成立，经营股票交易，市价悬牌公布，自由买卖，次年股市停顿。２０世
纪初，公平易、信通公司先后创办。１９１２ 年，成立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会员 １０
余家，经营证券 ２０ 余种。１９４２ 年，有 １２７ 家股票公司。１９４９ 年春，证券行号
２１０家，５月初全部收歇。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１９４９年５
月后全国第一张股票。１９８５年 １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
券业务部代理发行上海延中实业公司股票，并于次年９月设立全国第一个有价
证券交易柜台，办理股票转让买卖业务。１９８８年，全市有８个柜台和２个代理
点，在全国最早形成国内场外交易中心证券柜台交易。是年５月，第一家专业
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设立。１９９５ 年，上海有证券机构 ４９ 家，专业证券
公司６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１９９４年４月建立，总部设上海，在北京等２０个城市设
有分中心。会员３６６ 家。经办人民币对美元、港币和日元 ３ 个品种的即期交

第
十
六
章
金
融
１４７

易。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９９５年，成交折合美元１０６２．９亿元，日均２．４１亿元。
二、 保险公司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广东华商德盛号在上海创设第一家中资保险机构
义和公司保险行，国内发行的保单首次出现中文条款。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有
保险公司３７家，并有华商火险公会创立。经营困难，到 １９１４年剩仁济和等几
家。１９１２～１９２５年，又有３７家开业，数年后大部分停业。１９２６年后，中资银行
业投资设立保险公司，资金雄厚，获得发展。至 １９３７年 ７月，增至 ３０余家，资
本２５２９万元，占全国６６．４％。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８家国营、３８家民营保险公
司迁重庆等西南地区。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银行、钱庄等竞相投资保险
业，１９４３年９月保险公司增至９７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各界又竞相开设，１９４８
年有１７８家。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
６月，规定产物保险公司必须向政府缴付保证金。１２６ 家公司有一半关闭。７
月，太平等４７家私营公司合组民联保险交换处，次年和９家公司组成新民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上海营业部成立。１９５１年，太平
等１２家公私保险公司组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１９５６年，新丰保险公司并
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迁北京，上海保险市场始由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独家经营。１９９１年 ４月，交通银行在上海建立解放后第一
家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１９９５年，在沪有５家保险公司。
三、 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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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信用合作社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龙华区和平一村等试办信用互助
组，１９５２年全市增至１８１个组。１９５４年年初，大场区南乡试办乡信用合作社，
次年全郊区实现乡乡有社，有社 １１６个。１９９５年，全市有 ２０９个社和 １８ 个县
（区）联社，存、贷款余额１８３．４亿、１４５．３亿元。
上海城市信用合作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上海川南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上海豫
园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１９９１年，成立上海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１９９５年，
全市９９家社联建上海城市合作银行，各社改为支行，存、贷款余额 ２０６．２ 亿、
７８．３亿元。
四、 金融服务机构

银炉 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南市海关道衙门设有官炉熔炼海关通元
宝。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在北市设银炉铸夷场新元宝。１９２０年，上海银炉公所
成立，会员２４家。银炉多受钱庄或银行委托，将大条银、外来元宝及小洋改铸
为上海宝银在市面流通。１９３３年，废两改元，２８家银炉全部停业。

造币厂 １９２１年，北洋政府筹建，未竣工，１９３１年国民政府接办，改中央造
币厂，主要铸造孙中山头像银元。１９５４年，改国营六一四厂 （上海造币厂），铸
造流通硬币。１９７９年，开始生产金、银纪念币（章）。
中央印制厂 １９４５年春，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所属重庆印刷厂改组而成，中
国第一家大型自印银行钞票企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总部迁沪，辖有重庆、上
海、北平和台北等４厂。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撤销重庆厂，停办北平厂。上海厂负
责承印法币和后之金圆券。上海解放后，改上海人民印刷厂，再改国营五四二
厂，承印人民币和国家债券。

第五节 外资港资侨资银行 、其他外资金融机构
一、 晚清、民国时期外资港资侨资银行

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上海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丽如银行成立。到
１９４９年，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挪 １０国 ６１家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
行）在上海设立过机构。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１１家银行在沪
设立机构，有英商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等１０家英资银行和法资法
兰西银行。英资银行大多是因中国出口茶叶、生丝，进口鸦片，在国际贸易结算
中形成中、印、英三角结算关系而设立。同治五年，受伦敦金融风潮影响，６ 家
英资银行停业。同治四年开业的汇丰银行少受影响，发展快速，形成在沪外资
银行中的优势地位，上海外汇市场交易市价也以其挂牌为准，发行货币占英资
银行５１％，承贷７０％清廷对外借款。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２６年，开设３８
家银行，知名的德国德华、日本横滨正金、俄国华俄道胜、法国东方汇理和美国
花旗银行，加上英国汇丰，六强竞争。除经营存款、放款、票据贴现、国际汇兑等
一般金融业务外，外资银行还对清廷巨额政治性贷款。并先后组成四国、六国
和五国银行团，对清廷和北洋政府办理４次大借款，合计借款金额折合中国货
币白银５．５７亿两。借款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作担保，中国关、盐两大税收的存
储保管因此由外资银行经办。同时，组成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监督中国海关岁
入的保管和分配。１９２７年后，中资银行形成以“四行两局”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外资银行特权受限制。１９２９年后，汇丰银行把中国关税新增部分的收入交由
中央银行收管。１９３５年，法币改革，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
四行，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挂牌，外资银行特权更为缩小。到 １９３６年，开设外
资银行９家，停业７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日军强迫汇丰银行将上海关税保
管权交横滨正金银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资银行接管清理英、美、荷、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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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１５家银行，尚存日资６家银行和德、意、法 ３国 ４家银行。抗日战争胜利
后，日、德两国银行分别由“四行两局”及市银行接收。此后，受由美国对华庞大
“援助”而发生的金融业务刺激，美资银行发展迅速，资产比战前扩充 １．５倍以
上。上海解放前夕，设美国商业银行（即美洲银行）。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在沪银
行１５家。
各时期，主要银行有英国丽如、汇丰，美国花旗，法国法兰西、东方汇理，日
本横滨正金、台湾、住友、三菱、三井、上海、朝鲜、中华汇业、大东和汉口，德国德
意志，俄国华俄道胜、莫斯科国民，意大利义丰，比利时华比，法国、比利时合办
义品放款，荷兰银行等，港资、侨资东亚和华侨银行。
二、 １
９４９年后外资港资侨资银行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尚有汇丰、麦加利、有利、沙逊、花旗、大通、友邦、运通、
美国商业、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兰、安达、莫斯科国民、华比１５家外资银行上
海分支机构及东亚、华侨、中兴３家港资、侨资银行分行。１９５０年，侨资集友银
行开办。是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英、法、荷、比等国银行在沪分支机构在美国
宣布对华禁运和冻结资金后，申请停业。剩英资汇丰、麦加利和港资侨资东亚、
华侨分行４行继续营业，业务、员工大减，外籍人员全部撤离。１９８５年起，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４家银行开展正常业务，从境外委派经理
到上海主持工作，到８０年代末经办的出口结算业务量占上海同业 ２５％ 以上。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日本兴业银行、东京银行在上海设代表处开办。１９８３年，日本三
和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１９８４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美国美洲银行，１９８５年花
旗银行在沪设代表处，１９９１年均升为分行。至年底，有 １２ 家外资银行上海分
行，外汇资产总额 ３．８２ 亿美元，外汇存、贷款余额 ０．３９ 亿、０．９８ 亿美元。１９９３
年７月，花旗银行中国区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负责管理在中国境内的业务。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成立。１９９５年，外
资银行分行２９家、港资侨资银行各１家、中外合资银行１家，规模居世界银行
第一至六位的银行均在上海设有分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占全国２７％。外汇
资产总额 ８６ 亿美元，外汇存、贷款余额 １２．１ 亿、５７ 亿美元，占全国外资银行
４５％、４０％、４５％。绝大多数银行有账面盈利。
三、 外资保险公司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 ），英资谏当保安行在上海开设分公司。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美资扬子保险公司创办。九年，日资中日水险公司创办。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上海第一家外资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
１９１４年上海有近１０家人寿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组织保险同业公会，议定保险

业务规章、条款、费率和折扣比例，垄断中国保险业务，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始与
中资同业公会划一保价。１９３７年，有１５５家保险公司，其中英资７５家、美资２２
家、日资１６家、德资１１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保险公司停业，近１０
家日资公司联合投资成立东亚保险公司，１９４５ 年日资公司 ２３ 家，抗日战争胜
利后全部停业。１９４９年５月，有外资保险公司 ６３家，其中英资 ３９家、美资 １６
家。解放后，全部关闭。１９９２ 年 ９ 月，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开设上海分公
司。１９９３年，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开设上海代表处。１９９５年，两分
公司总资产４．９亿元，保费收入４．５亿元。

第六节 金融业务
一、 存款

抗日战争胜利后，始有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完整的存款余额统计数据。１９４６
年８月，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外，存款余额１４９７．８亿元。其中，中资银
行存款余额占 ７４．５１％、外资银行占 １０．１％、钱庄占 １３．５５％、信托公司占
１．８４％。１９４９年年底，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人民币１８００万元，１９５２年９．４亿
元，１９９５年３７８３．５ 亿元。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年，多数年份存款余额少于贷款余额，
１９９３年起反之，存、贷款比率１９９０年１００∶１２９．３，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０∶７４．６。
工商存款 １９４９年年底存款余额７００万元，１９９５年１７９１．６亿元。
财政性存款 民国建立后，国库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代理，１９２８ 年起集
中于中央银行。１９３０年起，上海市财政金库由上海市银行代理。１９５０年３月，
设国家金库上海分库，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理。１９８６年１月，人民银行上海
市分行设立国库处，办理国库和市分库的业务。１９５０年，财政性存款余额１．０９
亿元，１９９５年１４２．２８亿元。
储蓄存款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信成银行在国内第一家开办银行
储蓄，规定凡满１元即可起存生息。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５年，交通和中国银行先后设
立储蓄部。１９３６年，中央储蓄会成立。１９３３ 年，上海有 ９８ 家办理储蓄业务，
１９３６年储蓄额约占全国一半，达法币３．５亿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人民银行上
海分行设立合作储蓄部，办理储蓄业务。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上海市分行分别接办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城镇、农村储蓄业务。１９８６年，实行
各银行储蓄业务交叉办理。１９５２ 年，储蓄存款余额 ２．２７ 亿元。１９６６ 年 “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９ 月开办无息存款。“红卫兵”抄查部分人员私人储蓄存款，
１９６８年２月冻结所谓“四类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两项相加共４亿余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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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储蓄存款总额３８％，１９７６年后发还被查抄财物和解冻储蓄存款共７．８亿
元。１９９５年，存款余额 １３９５．５７ 亿元。１９５２ 年，上海储蓄余额占全国 ２６．４％，
１９９５年４．７％。
二、 贷款

上海金融业的贷款业务始自钱庄，后又有票号。１９２８年，中央、中国、交通
三行贷款余额５．２３亿元。１９３６年，６．５０亿元，对工矿企业贷款占２１．７％。１９５０
年，贷款余额８９２．１万元，１９９５年２８２２．７１亿元，其中工商贷款占５０．２４％、农业
占０．６４％、外贸６．７６％、固定资产１３．２９％。
三、 外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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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外汇业务由外资银行垄断。１９１５ 年，中资银行始办外汇业
务。是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试办国外汇兑，后有中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至１９２０年增至浙江实业银行等１０余家。主要经办华侨汇款和进出口押汇
业务。解放后，国家对外汇实行集中管理，统一经营。１９５４年后，除４家侨资、
外资银行办理少量出口结算和国际汇兑业务外，外汇业务全部由中国银行上海
分行办理。１９８６年，工商、建设、农业等行上海市分行始有经营。１９９５年，经营
机构增至３１家、网点３１６个。１９９２年８月，由２５家中外资银行参加的外汇同
城票据清算中心在上海成立。
外汇存款 １９５６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始经营。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８５年，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先后增设境内居民外币存款和外币存款自由支取外币业务。
１９９５年，全市中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９４．１１ 亿美元，储蓄存款余额 ３９．２４ 亿
美元。
外汇贷款 １９７３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始经营。１９７６年，中资金融机构余
额４６９万美元，１９９５年６１．３５亿美元。
非贸易外汇结算 旅游外汇。１９７８年０．８３亿美元，１９９５年１１亿美元。
侨汇。一直是解放后非贸易收入中的主要来源。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年、１９７６～
１９８６年，年均分别在１５００万、２０００万美元以上，１９９５年１．６亿美元。
外币兑换。解放初，政府动员私人将外汇兑售给国家。１９５８年，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设外币信托服务部。１９９５年，全市兑换２．６亿美元，兑换币种１９种。
外汇买卖 １９８７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首家在上海开
办个人外汇买卖业务。１９９５年，有８家金融机构办理。
四、 保险业务

财产保险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中资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经营火险、水

险。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７６年、１８８６年），仁和、济和等保险公司承保国内各口岸
货运险和船舶险，兼保陆上港口仓储货物设备、房屋等火险，经营区域发展到新
加坡、小吕宋等地。三十三年，发展汽车、兵盗等险。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国产物保
险公司恢复财产保险业务。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先后办
理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县以上合作社强制保险。１９５２ 年，外资保险公司停
业。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全国停办全部国内保险业务，上海除停办农村保险业务外
继续办理，至１９６６年保险费收入 １．７１ 亿元，１９６７ 年 ７ 月停办，１９８０ 年 １ 月恢
复。１９９５年，实施保险１１７项，保险费收入２９．５亿元。
人身保险 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上海 ２ 家外资保险公司开办寿险
业务，投保者大多为外国人和侨商。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外资保险公司开办华
人投保。１９１２年，中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经办人身保险。１９２９年 １０月，国民
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经营人寿保险。１９４７年９月起，全行业停办简易人寿保险。
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中国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先后办理意外伤害和职工团体人
身保险，１９６６年全部停办，１９８２年４月在国内率先恢复。１９９５年，保险收入２１
亿元，１３８８．６万人次投保，人均１６１．５元。

第七节 金融市场
一、 同业拆借市场

钱庄业拆借市场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起，《申报》开始刊登拆息行市。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十五年先后设南市公所和北市会馆，１９２３年两市合并。在
拆借市场拆进拆出的款项称为拆票，拆款利率为拆息。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钱
业汇划总会每日收付公单金额达二三千万两。钱庄拆借市场的交易，也是上海
中资银钱业的全部交易，挂牌的拆息行市，是上海金融市场的标准行市。１９３２
年１０月，上海钱庄业成立钱业联合准备库，库金５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６年９月，与银
行业合组联合准备会，钱业联合准备库结束。
银行业拆借市场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８日，上海银行公会组织行市委员会，悬牌
公告行市，不久停止。１９３２ 年 ３ 月，成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
会，办理同业间的拆放事宜。１９３６ 年，年终决算拆放总额为 ５６６７ 万元。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组织联合贴放会，专办同业抵押放
款及商业票据贴现，１９３８年贴放款总额 ８９００万元，其中在上海贴放者约 １６００
余万元。至此，上海金融市场有钱业公会拆息、银行业联合准备会拆息及贴现
率和四行贴放会拆息及贴现率３种不同的拆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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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业统一拆借市场 １９４６年９月，银行、钱庄两同业公会合并成立上海
银钱业联合准备会。１９４７ 年，拆放 ２２３６ 亿元。此后黑市利率高出联准会拆
息，交易大多在场外进行，１９４９年５月初结束。
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银行同业拆借停止。１９８６年，成
立上海第一个有形的短期资金市场，１９８７年易名为上海资金市场。１９９５年，拆
借１９８４．６８亿元，占全市拆借总额 ５６．８％，其中 ９２．４５％ 拆往外地。其间，上海
各银行和金融机构普遍开办同业拆借业务。
二、 票据贴现市场

２０世纪初，上海钱业各种期票之贴现为营业项目之一，１９２３年起增“货物
押汇”业务。２０世纪初，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始办银行贴现，１９２７年扩至交通等
６行。１９３６年３月，全国首家票据承兑贴现机构上海银行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
银行票据承兑所成立，１９４１年停业。１９３７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 ４行在上
海组织联合贴现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业务，至 １９３９ 年，贴放余额不过
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停止贴放。１９５５ 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票据贴现。
１９８１年，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和徐汇区办事处试点贴现，１９８６ 年扩至全市各银
行。１９９５年，贴现４２３．３亿元、再贴现１５２．７亿元。
三、 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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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起，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上海遂有
银行股票交易。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汇丰银行在上海、香港同时集资发行股
票。外资企业公和祥码头、耶松船厂等股票上市交易。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
外商证券掮客组成上海股份公所，交易外资企业股票。三十年，上海众业公所
成立，以经营外商股票和橡皮企业股票为主。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股份制华资企业增多，轮船招商局等重要企业均有股
票上市交易。清光绪十四年，开平煤矿第一次发放股息。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
发生“橡皮股票风潮”，上海股市冷落。１９１４ 年，成立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有交
易场所、固定交易时间。是年，有股份公司企业９９２家。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１年，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办现货和期货交易。１９２１年，有证券交
易所１１２家。１９２１年冬，因“信交风潮”，大批倒闭，剩６家。股票急剧下跌，交
易冷落，证券市场主要交易北洋政府公债。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上
海发行公债，至１９３１年发行１５种共计１０．５８亿元。１９３４年，市场交易４７．７亿
元，约占有价证券交易总额 ９８％。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大量游资流至上海，持
资者为保币值购买外商股票。众业公所上市外商企业证券１５０～１６０种。１９３９
年欧战爆发后，大量资金流回上海，购外资企业股票，外股交易量迅速增加。

１９３９年，每周成交 ３００ 万 ～４００ 万股，１９４０ 年后有的股票超过面额数十倍。
１９４０年１月８日，众业公所成交１３２．２万股，创历史最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汪伪政权禁止外股买卖，众业公所停业。是年，汪伪“中储券”发行，促使大量游
资投向中资企业股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８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开拍，股票１０８
种，到年底股票市价上涨一倍。１９４４ 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持股票者抛售股
票，股市又趋冷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上
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经营现货交易，营业清淡。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国民政府禁止黄
金及外币买卖，大量游资涌入证券市场，股票买卖旺盛，交易量大增。１９４７ 年
年底，上市股票增至３２种，股额２９５．３４亿股。１９４８年８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停
业，１１日吸引游资达法币３０余亿元，持股者百万人，证券业者２０余万人。１９４９
年５月初，股票市场停止。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 １９４９年 ５月后全国第一张股
票。１９９０年 １２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上市公司 ８ 家，以债券交易为主。
１９９５年，上市证券２６０种，成交额５５１５４．４７亿元。开始境外交易。上海证券市
场有 Ａ 种、Ｂ种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并在境外发行证券。
犃 种股票市场 发行市场。１９８４ 年，上海 Ａ 种股票总发行额 ５０ 万元。
１９８７年，国营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发行金额 ７．８６亿元。１９９５年，上市公司 １８８
家，新上市股票面值７５．９７亿元，上市面值总额４６３．６亿元。
交易市场。１９８４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后，持股人自发
转让股票，为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后全国首次股票转让。至 １９８６ 年 １．１５ 万股、金额
５７．５万元。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
部接受委托，办理由其代理发行的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的股票代购、
代销业务。股票转让价格规定为票面金额加股票成交时预测的股息和红利。
１９８８年，全国第一个股价指数静安平均股价指数开始公布，指数以 １９８７年 １１
月２日为基数，１９９１年年底为１７８７．８４点。１９９１年，上海股票市场以上海证券
交易所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成立日作为基数，开始使用上证指数。１９９２年５月
２０日，股票交易实现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是年，上证指数最高为 １５３６
点，最低为３９３．５２ 点。１９９５ 年，上市股票 １８４ 只，股本面额 ４６３．６ 亿元，市价
２４３３．７１亿元。交易额３０４２．６３亿元。股市注册开户６８０万户。
犅种股票市场 发行市场。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１日，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
限公司 Ｂ种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额１亿元，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发行
价４２０元。１９９５年，上市公司 ３６ 个，累计发行 ３０．７２ 亿股，上市面值 ３４．６５ 亿
元，募集资金１６．３４亿美元，市价９１．９５亿元。
交易市场。１９９２年，交易１４．４６亿元，１９９５年６０．８５亿元。
债券市场 发行市场。１９８１ 年，上海开始发行国库券，规定不可转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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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摊派销售。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有 ８７７ 户企业发行内部债券 ２．８８ 亿元。１９８５
年，工商、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分别发行可转让金融债券 １５００万元和 ４０００万
元，上海开始出现债券市场，到１９９１年累计发行金融债券２１．５亿元。１９８７年，
首发企业债券３０万吨乙烯企业债券１．４亿元，到１９９０年年底全市有５０多家新
企业发行１５亿元短期融资券。１９８８ 年，全市金融机构发行国库券 ３０００ 多万
元，１９９１年销售２０亿元。是年开始，国债公开发行，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年初上海
证券市场以销售国债为主。１９９２年，发行国债３８．７７亿元、金融债券１．６亿元、
企业债券１５．５８亿元。１９９４年，国债发行实行国债一级自营商销售，１９９５年国
债发行首次实行竞标发行，发行额２３０．３４亿元。
交易市场。１９８６年９月，上海开始出现柜台交易的债券市场，至年底交易
２２万元。１９９５年，成交国债５．１６万亿元，占证券交易额９３．６１％。
回购市场。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起，上海证交所经办回购业务，１９９５年回购
１１７１．６亿元。
基金市场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国内第一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
业投资基金设立，１９９３年８月在上海证交所上市。１９９４年３月，有３家广东基
金和８家沈阳基金，与上海证交所联网交易。
境外发行证券 １９８６年开始，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东京、伦敦、新加
坡发行５次日元、美元等债券。在香港合资组建沪光基金，首期募集资金总额
９６００万美元，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四、 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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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初，国际汇兑多由在沪的大洋行经办。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上海外
汇市场由外资银行主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上海成为全国国际汇兑
市场中心，和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市场相连，外汇市场汇率以每日汇丰银
行上海分行挂牌为准，为中国实际有效汇价。中资银行经营国际汇兑以中国银
行为主，并于１９２８年成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在伦敦、大阪、纽约等地设分行。
１９世纪开办汇兑业务初，经纪人介入外汇业务，２０ 世纪初成立汇兑经纪人公
会，１９１６年改为上海国外汇兑银行公会。国际汇兑业务客户主要为进出口贸
易商行，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前全市有８００多家，洋商、华商分别占８０％和２０％。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宣布对外汇实行管制，发生外汇黑市，外汇市
价大幅度下降。１９３９年３月，中英双方设立中英平衡基金委员会，公开在市场
上无限制买卖外汇，外汇大量流失，大部分为日伪套取，用以购买棉花等军需
品，贸易入超额大增。１９４１年８月，成立第二次中美、中英平衡基金委员会，规
定英汇、美汇牌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沪英、美银行被日接管，外股及外汇
市场相继停顿。１９４２年７月，日军禁止在上海市场买卖外汇，外币公开交易停

止。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上海外汇市场开放。３月４日～１１月１７日，中央银行和
指定银行售出外汇美元 ４．５５亿元，消耗中央银行大部分外汇储备。１９４７ 年 ２
月１７日，提高美汇牌价为１．２万元。８月１５日，中央银行定美汇１．２万元为官
价外汇，另定３．９万元为平衡会基准价，作为外汇市价，和进出口货结汇汇价。
１９４８年６月底，美汇基准价调高至４７．４万元。８月２１日，中央银行公布金圆券
对外汇率，金圆券４元合美元１元，１２元合英金１镑，０．７５元合港币１元。不久
限价失败，美钞黑市重新盛行。１１月 １日，国民政府放弃对汇率的限制，并准
许居民仍可持有外币。２２日，中央银行宣布实行外汇移转证制度，次日恢复外
汇交易，上海形成无形的外汇移转证交易市场。１９４９年４月，官市汇率１美元
兑２０．５万元金圆券，黑市汇率高至８１．３９万元。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移转证交
易市场结束。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７９年，上海无外汇市场。１９８５年，中国银行上海
分行信托部试办国内企业间留成外汇额度调剂业务，调剂价格为１美元外汇留
成额度合１元人民币。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６日，开办外商投资企业间的现汇调剂业
务，１美元现汇的调剂价格为官方汇价加 １元人民币。１９８８年初，上海国内企
业间的留成外汇额度调剂与外商投资企业间的现汇调剂可相互交叉买卖，放开
外汇调剂价格。９月，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开业，为中国第一家公开的外汇调剂
市场。１９９４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
五、 黄金、白银市场

黄金（标金）市场 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上海金业公所成立，入会金
号３０余家。１９２１年，改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始有集中交易的金业交易场
所，并于１９３４年成为上海唯一的金市场。参加标金交易有中外资银行、钱庄、
银楼、证券商和进出口商等。规定买卖的金货有国内矿金、各国金块及金币、标
金、赤金４种。平时交易以标金为主，上海黄金市场因此称为标金市场。标金
分上海、天津、北京３种，以上海为主，有小条、大条两种，成色均为０．９７８，漕平
分别重１０两、７０两。可输往国外。上海标金市场为全国金市场中心，２０～３０
年代每年成交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条，高至５０００万条。１９２６年，成交６２３２万条，
折半计算，成交实额３１１６万条，超过法国、印度和日本。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政
府放弃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黄金价不再直接影响物价汇价，上海标金市场成
交额大减，１９３７年７月减至０．３７万条。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上海金业交易所停
业。不久发生黑市交易，至 １９３８年春形成黄金黑市市场。１９４０年下半年，伪
中国金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期货交易为主，每天成交从最初０．１万条增至２
万条。１９４６年３月，国民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同时在上海抛售黄金。上海金业
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为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１９４６年３月８日～
１９４７年２月８日，抛售３３．３万余条。１９４７年１月后，黄金市价每天波动数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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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银行抛售６０％库存，２月１５日停售。次日，国民政府禁止黄金买卖，由中央
银行挂牌收购。１９４８年８ 月 １９ 日，发行金圆券，规定黄金兑金圆券，至 １０ 月
３１日上海收兑黄金１１０．２５万两。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政府公开出售黄金，市场黄金
市价高于官价数倍。１９４９年２月，开放黄金自由买卖。４月２６日，上海金业公
会的黄金市场停顿。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规定，金银的收兑与
出售统由国家银行经营，上海黄金市场消失。
白银（大条银）市场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上海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值一
半以上，出口多于进口，外商用现金补差，向上海输入条银和银元。以后贸易入
超，仍大量进口和出口现银。１９世纪下半叶，上海外资银行以生金银交易作为
经常业务，用运送金块银条平衡买卖远期汇票互相抵算，直接和伦敦４大金银
号经纪人联系。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伦敦现银市价，决定当日上海对英
镑汇价。上海所需现银，大多为伦敦输入的大条银，上海称为红毛条，条重约
９８０～１１００盎司，成色多为０．９９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纽约输入的大条
银超过伦敦，并称为金山条，标准成色０．９９９。１９２２～１９２５年，美、英输入银分别
占６７．３％和２５％。１９１９～１９３１年，由美、英、日、印度等各原产国运至上海的大
条银约８４．２万条，其中由上海银炉熔铸成本埠通行宝银占１９％、转运国内重要
商埠占５６％、重行运出国外占５％。１９２８年起，纽约、伦敦银价连续４年下跌，
中国对英美汇价暴缩，购买外汇支付货款的商人直接从国外购银输入中国，白
银大量流入，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上海存银增加１．５倍。不久，国际银价暴涨，中国对
英美汇价亦大幅上涨，经营者在上海售出外汇，同时向国外输出现银。１９３４年
７～１０月，上海输出白银超过２亿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银
本位，发行纸币，白银收归国有，上海的大条银市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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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城市建设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市政府编制《大上海计划》，为全国首个城市总体规划。
到１９９８年，共编制９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其中，民国时期 ３ 个，分别为 《大
上海计划》（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编）、《上海新都市建设计划》（１９３８年编）、《上海市
都市计划》（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６月编）。解放后６个，分别为《关于上海市改建及
发展前途问题 》意见书 （解放初编 ）、《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 》（１９５３年编）、
《上海市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近期规划草案》（１９５８年编）、《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
初步意见》（１９５９年编）、《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１９７９年编）、《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１９９１年编）。

第二节 道路 、桥梁
一、 城市道路

清嘉庆年间，上海县城内街巷 ７２ 条，巷宽约 ６ 尺。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年），英租界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辟筑上海租界第一条道路界路 （今河南中
路）。二十七年，英商跑马总会从外滩到游乐场辟筑一条东西向小路，称花园
弄，为南京路雏形。在外滩附近利用原有土路改建成纤道路 （今九江路）等道
路。法租界当局，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筑成自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舟山路
（今龙潭路）的法兰西外滩路（今中山东二路），咸丰十年又筑从黄浦滩到领事馆
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并在东西干道公馆马路两侧的狭长地带内，修筑１５
条南北、东西向支路，与公馆马路相接。两个租界道路网络呈棋盘式，间距一般
在百米以下。十一年，在花园弄等主要干道铺设人行道。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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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局规定，租界内所筑主要道路，宽度不小于 ４０英尺。花园弄成为干道，称
作大马路和英大马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先后延伸到浙江路口、泥城浜，同治四
年改名南京路。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路面改铺铁
力木，成为上海第一条高等级道路。宣统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试铺
沥青混凝土。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租界内砂、砖、煤渣路面大部改铺碎石路面。
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引进蒸汽压路机械。１９１５年，福建路改铺水泥混凝土，
为上海首次。１９２０年，公共租界干道陆续改铺沥青混凝土。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太平军进军上海，在租界外强筑
徐家汇路（今华山路）等军路。战事结束后均列为租界道路。并援以为例，清同
治八年至宣统三年越界先后修筑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等３８条干道。１９２５年，
又在沪西辟筑法磊斯路（今伊犁路）等。同时，法租界公董局抢筑由上海县城西
门外直通徐家汇的军用大道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光绪二十五年，效法公
共租界，越界辟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东段）等２４条干线道路。
１９１６年，洋泾浜东起外滩，西至跑马厅 （今人民广场），经用黄浦江疏浚之
泥填没，筑成车行道宽１１０英尺、人行道宽１８英尺东西向干道爱多亚路（今延
安东路），两旁植树，装设路灯，成为上海最宽的道路。其间，填没苏州河支流泥
城浜，筑成西藏路。
清同治二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东西向道路以中国城市命名，南北向道
路以中国省份命名，保留部分以殖民者人名和有关外国地名命名的路名，并竖
立标有中、英文路牌。
在华界，清光绪二十二年，辟筑南市沿浦 （黄浦江 ）外马路。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上海县城墙全部拆除，墙基、城河改建为中华路和民国路（今人民路）。二
十六年，闸北地区开辟宝山路等道路。１９２７ 年，按 《大上海计划》，以吴淞、江
湾为上海特别市新市中心区，到 １９３７ 年建成干道中山路等及其四周的三民
路等道路５０余条。至此，以租界、华界道路为基础，全市市区道路框架基本
形成。
上海解放后，接通、拓宽、改建干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先改建广肇
路（今天目西路）和新民路（今天目中路），拓宽天目东路，连接长寿路，沪东、沪
西两工业区直接相通。１９５４年起，填臭水浜肇嘉浜建上海南部地区东西向交
通干道肇嘉浜路。１９５７年，辟通河南南路（人民路至中华路），成为贯通南北的
交通干道。辟通、拓宽西藏北路（新疆路至新民路段），成为自北站经肇周路直
达江边码头的南北干道。１９５９年，中山北路、中山西路和中山南二路连接成全
长２１公里的中山环路。７０年代，改拓建漕溪北路等干道。８０年代，拓宽中山
东二路（新开河至十六铺段）、虹桥路和延安西路、天目西路、恒丰路和石门二
路、陆家浜路。１９９１年，完成杨高路、华山路、淮海路等改建拓宽重点工程项

目。１９９２ 年，拓宽、改建中山东一路和中山东二路。１９９３ 年，拓宽江苏路。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内环和南北高架路建成，分别长４５．７公里、８．４５公里。１９４９年，
市区道路总长７１１．１公里，１９９５年 ３００８．３公里，水泥、沥青混凝土道路长分别
占７．７６％和８８．２２％。
二、 公路

干线公路 １９１９年４月，吴淞与市区间沿黄浦江周塘堤岸，由沪北工巡捐
局改筑为１３公里长公路，因由军士筑成，名军工路。１９２２ 年，建成沪太公路，
长３７．２５公里，车行道宽３～４．５ 米，煤渣路面。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辟筑沪闵南柘
路、上南（上海—南汇）路、上川 （上海—川沙）路。１９２９ 年，崇明县兴筑以县城
为中心的陈（家镇）海（新海农场）公路。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规划全
国干线公路网络，沪（上海）闵（闵行）路列为沪桂干线沪杭（杭州）间首段，年内
续筑闵行至金丝娘桥段，总长４６．５公里，接浙江省公路，沪杭公路全线贯连，成
为全国第一条省际联络公路干线。１９３５ 年，建成京 （南京）沪干线中的锡 （无
锡）沪公路和苏（苏州）沪公路。至３０年代中期，形成以宝山县大场，嘉定县南
翔，上海市漕河泾、真如及浦东为交汇点的公路联络干线与近、远郊公路连接枢
纽。１９４９年，上海干线公路总长 ４５０．６４ 公里。１９５８ 年，改建沪闵路、逸仙路、
龙吴路、长江西路等干线公路。１９６０年，建成曹安公路。拓宽改建沪青（浦）朱
（朱家角）公路，１９６６年延伸至江苏省平望镇，沪青（浦）平（望）公路全线贯通。
１９６４年，全市公路实施“路面黑色化，桥梁永久化，筑路机械化，路树林荫化”。
１９７２年，配合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拓宽改建沪杭、松金公路。１９７６年，建成
车（墩）亭（林）公路，成为金山县和外省市到沪车辆的重要干线。１９７９年，全市
干线公路３６条，总里程９３８．４２公里，全部沥青路面，钢筋混凝土桥梁，三级公
路标准。８０年代，提高国道和干线公路等级，开辟地区间联络新线，进一步完
善公路网络。１９８４年，沪松（江）公路率先改建为二级公路。此后按同标准建
２０４（沪宜公路）、３１２（曹安公路）、３１８（沪青平公路）、３２０（沪莘枫公路）４条国道
上海段及塘（桥）川（沙）等 １６条干线公路。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按一级公路标准
先后改建沪青平公路、沪太路。其间，建造连接２０４、３１２、３１８、３２０国道和沪
嘉、沪宁、沪杭３条高速公路的外环线一期工程，以及郊区环线亭大一级公路。
１９９５年，全市公路总长０．３８万公里，其中干线公路９２０．０９公里。
高速公路 １９８３年５月，市政府决定建设沪嘉（嘉定）、莘松（莘庄—松江）
高速，次年４月开工建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先后建成通车。主线分
别长１５．９公里、２０．５９公里。１９９３年１月，开建沪宁高速公路上海段，１９９６年９
月通车，长２５．８９公里。１９９５年，续建莘松高速至枫泾段 ２７．６ 公里，全程为沪
杭高速上海段。至此，全市高速公路里程８９．９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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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桥梁、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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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苏州河（吴淞江）水系桥 吴淞江上海段原有重建于清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的３洞石闸（后称老闸，在今福建路桥处）１ 座，闸上有桥。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怡和洋行等筹组苏州河桥梁公司，投资银元１．２万元，在吴淞江入黄浦江
出口处建成木桥威尔斯桥。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在桥东边另建公园桥，因不
付过桥费，俗称外白渡桥。后又建木桥天妃宫桥（１８８５年建）、老闸桥（１８８５年
建）、自来水桥（１８８６年建）、盆汤弄桥（１８８９年建）。２０世纪初，拆除部分木桥，
建钢桥。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建成下承式钢桁桥架结构的外白渡桥。三
十四年、１９１６年，先后建成钢架浙江路桥、新闸桥。至 ２０ 年代，又先后建成钢
筋混凝土四川路桥、西藏路桥、河南路桥和乍浦路桥。新闸桥以东至入黄浦江
河口２．８８公里河段，建桥１１座，每桥平均相隔２６１．８米。新闸桥以西至中山西
路９．３５公里有５座木桥和１座铁路桥。１９４８年，中国人设计、施工建造５孔钢
筋混凝土简支梁恒丰路桥和乌镇路桥。１９５３年，建造长寿桥，长 １０１．４米。此
后历有建造。１９８０年，拆除苏州河最后一座木桥三官堂桥。１９８５年，架设跨苏
州河第一座人行钢桥古北路人行桥。１９９１ 年，建成交通、挡潮两用吴淞路闸
桥。１９９５年，从外滩到北新泾跨苏州河桥梁 ２２ 座，苏州河水系其他主要河道
桥梁３８座。
跨黄浦江桥梁 １９３１年，地方富商绅董筹集巨资，筹划在董家渡建造钢质
跨江浮船桥，未果。抗日战争胜利后，拟定多种越江交通方案，市政府拨款２亿
元法币作建桥方案规划和设计经费，后未实施。１９７６年，为配合上海石油化工
总厂建造，建成黄浦江第一座桥梁松浦大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９月，建成
南浦、杨浦大桥。桥分别长８６２９米、７５１１米，宽３０．３５米。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建成
奉浦大桥。１９９７年，建成徐浦大桥。至此，有５座跨黄浦江桥。
立交桥 １９５７年，建成第一座跨越铁路的共和新路车行立交桥，１９９５年全
市有同类桥６座。１９８５年，在大连西路、西体育会路交叉口建造上海第一座跨
越城市道路简易车行立交桥，１９９５年有 １１座。１９８２年在中山东一路、中山东
二路与延安东路交汇处外滩建造上海第一座人行立交桥，１９９５ 年有 ２１ 座。
１９１５年，建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路口新世界游乐场南北相通的地下过道，
１９８３年在南京西路、华山路交叉口北侧建成人行地道，１９９５年有１２座。１９８３
年建成长５７０．０９米的宝锦公路立交桥，１９９５年有２２座。
越（黄浦）江隧道 自清末至１９３１年，数次议建越江工程。１９６５年，建黄浦
江首条越江隧道打浦路隧道，长２７３６米，路面宽７．０７米，净高４．２米，１９７１年６月
通车。１９８２年９月，建延安东路隧道，长２２６１米，路面宽７．５米，净高４．５米，１９８９
年５月１日通车。１９９４年１月，建延安东路复线隧道，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建成通车。

第三节 公共交通
一、 电车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二月初三，英商上海电车有限公司 （简称英电）
在公共租界创办开辟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到上海总会（今广东
路外滩），线长６．０４公里。是年四月初七，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简称法电）在法
租界建从十六铺至善钟路（今常熟路）电车线路，后延伸至徐家汇，线长 ８．５公
里。１９１３年８月，上海华商电车有限公司（简称华电）在华界建从小东门至高
昌庙（今高雄路）线路，线长４．９７公里。１９１４年１１月，英电开辟第一条无轨电车
线路，南起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北至老闸桥南堍（今福建中路北京东
路），线长１．１公里。１９２６年，法电也开办无轨电车客运，大多数线路与英电联营
合驶。１９２７年，上海共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线路３２条，线路东起外滩、杨树浦，
南达高昌庙，西到静安寺、徐家汇，北至北站、虹口公园。由此，上海初步形成公共
租界、法租界、华界各成系统的公共电车交通网。１９４９年，全市有无轨电车１６６
辆、有轨电车３３１辆。电车线路２１条，其中有轨电车线路１２条、长６９公里，无轨
电车线路９条、长４２．８公里。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征用英电，１２月成立
上海市电车公司。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代管法电，成立上海市沪南水电交通公司。１９５８
年７月，上海市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３年，淮海路和南京路上有轨电车先后停驶，轨道拆除，通行无轨电车。
１９６５年，全市有电车８５８辆，其中无轨电车５９８辆、有轨电车２６０辆。１９７５年年
末，上海最后一条９路有轨电车（虹口公园至江湾五角场）线路拆除，全市有轨电
车停止营运。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电车７５３辆，线路２０条，总长１７５公里。
二、 公共汽车

１９２２年８月，上海第一家市内公共汽车客运公司华商公利汽车公司创办，
开辟静安寺至曹家渡间公共汽车线路，全长４公里。继后闸北与沪南地区也出
现华商沪北兴市公共汽车公司、上海华商公共汽车公司、沪南公共汽车公司等
企业。１９２３年６月，英商中国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次年１０月开辟静安
寺至洋泾浜外滩（今延安东路外滩）线路。１９２７ 年，法电在法租界开辟 ２ 条公
共汽车线路，走向外滩至打浦桥和外滩至贝当路（今衡山路）间。１９２２年，华商
沪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辟第一条上海至太仓的长途汽车线路。此后，青
浦、松江、闵行、川沙、南汇、宝山、吴淞以及崇明岛，都先后出现公共汽车客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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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１９４９年，全市有公共汽车 ４０２ 辆，公共汽车线路 ４６ 条、总长 ９３７．８ 公里。
其中市内线路２３条，长１３８．６公里；近郊及长途汽车线路２３条，长７９９．２公里。
１９５８年，新辟公共汽车线路 １４条，发展曹杨等工人新村和桃浦等工业区公共
交通。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公共汽车线路４９３条，线路总长２．８６万公里。
三、 出租车

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百货商场在四川路 ９７ 号
（今四川中路中央商场）开设汽车出租部，在上海首家经营汽车出租业务。租费
按行车时间计价，后成为上海出租车计价标准。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美商平治
门洋行和美汽车公司经营出租汽车业务。至１９１３年，上海有９家出租企业，车
辆４３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云飞、祥生等一批中外出租汽车企业创办。
１９２８年６月，上海汽车出租同业联合会成立，会员４６家。１９３０年，出租汽车企
业６６家，车辆５４１辆。华商祥生公司到３０年代后期成为全市最大的汽车出租
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汽油短缺，一时全市出租汽车全部停驶。１９４９年 ５
月，全市有出租汽车企业 ２９ 家，出租车 ３７０ 辆。解放初期，营业清淡，车行关
闭。１９５１年９月，祥生汽车公司公私合营，１９５６年和 １６家车行公私合营为上
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在沪独家经营。有营业出租小轿车 １２７辆、大客车 ５８辆。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起，出租小轿车租费改为按行车里程计价。１９５８年，上海汽车
服务站成立，专门接送访沪外国人，１９７９年改为上海友谊汽车服务公司。１９８０
年４月，上海旅游汽车公司创办。到 １９８４ 年全市有出租车企业 ２９ 家。１９８５
年，上海市公共客运管理处成立，对出租汽车客运市场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８５
年，第一家个体汽车出租企业毅发公司创办。１９９５年，全市出租汽车企业０．１７
万家、个体经营户０．１１万户，出租车３．７万辆，日均服务车次４２．５７万次。有骨
干企业强生、大众、友谊、旅游、农工商、振华等。
四、 轨道交通

１９８５年３月，上海市地铁公司成立。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日，上海地铁一号线
工程动工。一期工程，南起锦江乐园，北至上海火车站，长１６．２１公里。１９９５年
４月１０日，建成试运营。是年，日均客流量２２．３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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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供水 、供电 、供气
一、 供水

市级水厂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上海首家供水企业沙漏水行开设，在

水船设３座沙滤池，内装沙料，滤水出售。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立德洋行在今
杨树浦水厂南部购地１１５亩，建水厂，未能排管供水，用水船、水车售水，七年被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收购。六年，英商创办上海自来水公司，在杨树浦路 ８３０
号购地１１２亩建杨树浦水厂，建造沉淀蓄水池２座，总容量２．７９万立方米，为远
东最大的水厂，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开始供水。二十八年，法租界建董家渡水厂。
是年八月，粤商在华界高昌乡开办内地自来水公司水厂。以上各水厂均以黄浦
江为取水口。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沪商在闸北建闸北水电公司水厂，以吴
淞江为取水口。１９３７年，上海市政府在浦东烂泥渡建浦东水厂。上海解放后，
对上述５家水厂接管、征用、代管和改造，１９５５年７月起由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统
一经营。此后至１９９５年新建 ５家水厂。是年，全市有杨树浦水厂、南市水厂、
长桥水厂（１９６０年建）、闸北水厂、浦东水厂、闵行水厂 （１９５９ 年建）、吴淞水厂
（１９７２年建）、月浦水厂（１９９３年建）、凌桥水厂（１９９４年建）９家水厂。
郊县水厂 １９３６年，松江县商界在城厢岳庙场地凿口 ９０ 米深井，机器抽
水，收费供水。１９６２年，全市建成２１家县级简易水厂。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县级水
厂４４家、乡级水厂１５９家、村级水厂２０３家。
自备水厂 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建造电站，
在虹口港建简易进水设施，抽虹口港原水供电厂冷却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
期，上海市始在近郊建设工业基地、卫星城镇，建成一批日供水量１万立方米以
上的自备水厂。七八十年代起，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和宝山钢铁总厂建自备水
厂。１９９５年，全市６９家水厂，供水总量 １５．６５亿立方米，相当于上海市区自来
水总供水量的９６．６％。
供水量 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六月二十九日，杨树浦水厂日供水量 ０．３７
万立方米，供水区域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公共租界内及静安寺以东的越
界筑路地段。二十八年，董家渡水厂日供水量０．３万立方米，向法租界区域内
供水。是年，内地自来水厂供水，日供水量０．９１万立方米，供水范围在华界上
海县城厢和法租界以南地区。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闸北水电公司水厂日供水
量９０９０立方米，供水范围在闸北地区，人口约１０万人。１９３７年，浦东水厂日供
水量２万立方米，供水范围在浦东洋泾地区。１９４９年，全市市区日供水量５０．３
万立方米，供水面积１３７平方公里，用水人口４４１．７万人，市区每人日均用水量
６０升，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４７１．８万立方米、４５２平方公里、１０００万人、２６５升。１９９５
年，全市县、区级水厂日供水１１８．２万立方米。１９４９年，市区用水人口用水普及
率９２％，１９７０年全部普及。１９８５年，郊县用水普及率２９．４％，１９９５年９９．３％。
二、 供电

电厂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英国人立德尔等招股筹５万两银，在公共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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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立上海电气公司，创建上海第一家电厂。十九年，公司为公共租界工部局
收购，建为中央电站。二十三年，法租界建成洋泾浜电气厂，发电供法租界照
明。三十二年成立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二十三年，华界南市马路工程善后
局创建南市电灯厂，发电供华界３０盏路灯照明，始有华资电厂，三十二年改商
办上海内地电灯公司。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创办闸北水电公司。１９１２年，
上海有４家电力公司，各有１家电厂，设备装机总容量０．８８万千瓦。１９１３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在杨树浦沈家滩建江边电站（今杨树浦发电厂），装４台
链条锅炉、２台２０００千瓦汽轮发电机组，１０年后容量增至１２．１万千瓦，成为远
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到 １９５８ 年一直为上海主力电厂。１９２９ 年，电站全部产
业和专营权为美国电气债券和股份公司收购，改为上海电力公司。１９１８年，华
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组成。１９１９ 年，浦东电气公司创办，建成张家浜发电所，
浦东地区始有供电。次年敷设５．５、６．６千伏水底电力电缆，穿越黄浦江向南周
家渡，向北洋泾，向东高桥供电。到１９２９年，上海有电厂３５家。１９３５年，中美
合资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向美商上海电力公司购电，用于沪西越界筑
路地区。１９３６年，上海有６家电力公司及所属５家电厂，总装机容量２６．６２万
千瓦，占全国４５．５％。１９４９年，全市电力公司电厂５家，企业自备电厂１０家，设
备装机总容量２５．９６万千瓦，年发电量１０．０９亿千瓦时。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上海市
军管会军管美商上海电力公司。１９５３ 年，市政府征用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１９５４年，闸北、南市、浦东３家电气公司公私合营。１９５３年，成立上海电业管理
局，对上海电力实行集中领导、统一管理，各电力公司改为国营企业。４ 月 １
日，建上海电业管理局中心调度所，全市电力实行统一调度。是年，全市有杨树
浦、南市、卢家湾、闸北４家发电厂。１９５８年，建吴泾热电厂、闵行发电厂。６月
１日，上海供电局成立，统一管理全市供电和营业。次年，崇明、长兴、横沙３岛
建电厂。１９６７年，敷设国内第一条２２０千伏过江（黄浦江）电力电缆。１９８８年，
建成石洞口发电厂，装机容量、发电量占全市２５％、３５％。１９９２年，建成国内首
家超临界特大型火力发电厂石洞口第二电厂。１９９５ 年，外高桥发电厂一期工
程并网投运。其间，１９５７～１９９３年建市内１１０、２２０千伏电网，与苏、浙、皖组成
华东电网。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电厂１５家，设备装机总容量 ７１６．１万千瓦，年发电
量３７５亿千瓦时。有３个供电局，辖有１３个供电所。
用电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八月十四日，上海俱乐部（今址中山东一路２
号）等接电装灯，成为上海第一批电灯用户。十六年闰二月，上海始用白炽灯。
十九年，安装街道弧光灯路灯 １２３盏、用户白炽灯 ０．６３ 万盏。二十年，塘沽路
等道路１２家用户安装英国制单相电度表，在上海第一批实行计量收费，每千瓦
时为１６银分。二十二年，上海街道、住户照明用电设备总装接容量 ２７０千瓦，
街道弧光路灯１６１盏、住户白炽灯２．５万盏。三十年，单相电动机开始应用于

工业及电梯，上海最高负荷 ８５８ 千瓦，年售电量 １１８．９５ 万千瓦时。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电力供应由照明转向市政设施和工业动力，用电最高负荷增至３２４０
千瓦，年售电量８０７．６４ 万千瓦时。１９５１ 年 ６ 月，市政府首次公布全市统一电
价，对全市用户按核定电价收费。同时，开始向棚户居民区供电。１９４９ 年，用
户２４．７５ 万户，用电最高负荷 ２１．６ 万千瓦，年用电量 １０．０９ 亿千瓦时、售电量
８．１８亿千瓦时。１９９５年，用户２６０．１３ 万户，用电最高负荷 ６９１．６ 万千瓦，年用
电量４０３．２７亿千瓦时、售电量２８２．３６亿千瓦时。
三、 供气

煤气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九月十三日，英商投资 １５ 万两银，建成上海
首家煤气厂大英上海自来火房，日产煤气 ８５０立方米。六年，法商自来火行建
成通气，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被大英上海自来火房收购。１９３４年，杨树浦煤气
厂建成通气，日产气能力５．９万立方米。大英上海自来火厂停产。１９４０年，大
上海瓦斯株式会社建成通气，全市有 ２家煤气厂，一直至 １９５９年。是年，吴泾
炼焦制气厂建成。１９８７年，浦东煤气厂建成，一期日产气能力 １００ 万立方米，
全市煤气供应紧张得到缓和。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杨树浦煤气厂、吴淞煤气厂、吴
泾炼焦制气厂、浦东煤气厂等７家。日产煤气８００多万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 １９７０年，上海炼油厂、高桥化工厂利用炼制石油产生的液化
石油气，向厂职工家庭供气，用户约２万户。１９７２年４月起，上海炼油厂每年供
应０．６万吨液化气，由上海煤气公司统一安排用户，南市区小南门中华路 ４６７
号为全市第一个液化气供应站点。１９９５年，全市经营企业３７４家，液化气销量
２０多万吨。
供气量 清同治四年，大英上海自来火房供气范围泥城浜至外滩一带的公
共租界内。光绪十七年，上海供气量１８０．３６万立方米，１９３４年２３１８．３２万立方
米，１９４９年２９６７万立方米，１９９５年１５．３６亿立方米。１９１２年，煤气用户０．９６万
户，１９４９年１．８６万户，全市气化率２．２％。１９９５年，用户 １８７．０９万户，市区、市
郊气化率分别为８６．５９％、５０．５８％。

第五节 房屋建设
一、 房屋总量

市区房屋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区房屋面积４６７９万平方米，其中厂房占２２％、
公共建筑占２７．６％、住房占５０．４％。至１９６６年，总量６８０１万平方米，其中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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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２２．４％、住房占５５．３％、公共建筑占２２．３％。１９９５年，总量２．２１亿平方米，其
中住宅占５３．９％、厂房占２５．２％、公共建筑占２０．９％。
市郊房屋 城镇房屋。１９５４年，南汇县惠南镇建６３８平方米二层住宅，至
１９９５年全市约建２３００万平方米。
农村房屋。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农民建住宅１．７６亿平方米。
二、 设计、施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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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机构 上海开埠后，租界内怡和、仁记等洋行经营（或兼营）土木营造。
西式建筑图纸由外商带入，中国工匠建造。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外国建筑师在上
海出现。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英租界工部局规定租界内建筑工程都要具备
由注册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图、结构图，申请建筑执照。设计开始成为租界内建
造房屋的重要程序。咸丰三年，英国设计师史来庆到上海开办泰隆洋行，经营
建筑设计。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有 １４ 家设计机构，垄断上海绝大部分
重要建筑的工程设计。１９２５年，匈牙利人邬达克创办邬达克洋行，设计国际饭
店等上海重要建筑。１９２４年，庄俊自美国返沪，开设上海首家中国人办的建筑
设计事务所。１９３６年，全市注册登记的事务所３９家，其中１２家为中国人开办。
１９５２年，上海首家国营建筑设计机构华东建筑工程部建筑设计公司成立。
１９５３年起，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华东电力设计院、上海机电设计研究院等 １０
余家设计院等成立。１９５６年，私营建筑设计事务所人员并入各国营建筑设计
单位。８０、９０年代，美、日、加、法、新加坡等国及台港澳地区建筑设计机构到
沪，合作开办设计事务所或设立办事处。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勘察设计机构５８０
家，员工３．２万人。各时期，知名设计机构有玛礼逊洋行（１８８５年创办）、公和洋
行（１９１１年）、邬达克洋行、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华盖建筑师事务所（１９３１年）、华
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１９５３ 年 ）、上海机电设计研究院
（１９５３年）、上海冶金设计研究院（１９５８年）、上海化工设计院（１９６３年）。
施工机构 明嘉靖年间，上海出现水木作坊。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
作坊有作头和木工、泥工、雕锯工、石工、竹工等，多由师徒和家族、同乡组成。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川沙泥水匠杨斯盛开设上海第一家华商营造厂杨瑞泰营
造厂，并按照西方建筑公司规则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承接工程。到 ３０年代，全
市营造厂、工程行０．２万多家。１９４９年８月，上海首家国营建筑公司华东建筑
工程公司成立。同期，市工务局修建队伍、房产局房修队及解放军基建部队的
转业军人组建成５家国营建筑公司。１９５２年，以６家单位为基础组成一支大型
国营建筑施工队伍。１９５３年，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成
立，１９６４年成立第二至第八工程公司，成为上海市工业、民用房屋建筑施工的
主要力量。同时，各工业局和区、县也组建建筑公司。１９７９年，市建工局、房产

局部分施工队伍组建上海市住宅建设总公司，主要承担住宅施工。１９９４年，市
建工局改制组建为上海建工集团，上海市住宅建设总公司改制为上海住总集
团。至１９９５年年底，在沪登记在册的建筑企业，上海市的有０．４６万家、从业人
员８６万人，外省市的为０．１２万家、从业人员７４万人。各时期，重要企业有杨瑞
泰营造厂（１８８０年创办）、新仁记营造厂（１９１０年）、裕昌泰营造厂（１９１０年）、创
新营造厂（１９２０年）、馥记营造厂（１９２３年）、康益工程公司（１９１９年）、上海建工
集团（１９５３年）、上海住总集团（１９７９年）。
三、 住宅建设

住宅总量 市区住宅。开埠后上海外国人居留地和租界内出现洋房。１９
世纪５０年代，英商在今河南路以西浙江路以东一带，采用欧洲住宅的联排式布
局，建造大批木板房。至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英美租界内有以“里”为名的住
宅０．８万幢。因易酿火灾，１９世纪７０年代逐步拆除。河南路宁波路一带，出现
后来被称为老式石库门的砖木立帖联排式里弄住宅。２０世纪初，占地较小、布
局紧凑的新式石库门和广式里弄住宅。２０、３０年代，出现新式里弄住宅、花园
住宅、公寓等住宅。同时，苏州河、肇嘉浜等沿岸，沪宁、沪杭铁路市区段外地移
民搭建的简屋棚户日益增多。１９４９年，市区有２３５９．４万平方米住宅，其中新式
里弄、公寓和花园住宅７９４万平方米，占３３．７％。余为旧式里弄房屋和棚户简
屋。１９５２年起，发展工人住宅。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建成住宅８９５万平方米，多为２
层或４～５层住宅。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建造 ６４２万平方米。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每年
建１３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９年，有住宅４２１６．４万平方米。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竣工住宅
４５７４万平方米，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３７８０ 万平方米，１９９５ 年 １５０９ 万平方米。 至
１９９５年，拆除棚户简屋约 １１６３万平方米，新辟和扩建 ２４０多个新村小区。是
年，市区住宅１．１９亿平方米。１９５２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３．４平方米，１９６８年４
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８平方米。
农村住房。农村农民住房历来多为农民私人置有，世代相传，大多为立帖
式平房。１９５８年，建成全市第一个农民新村上海县俞塘农民新村，为 ２ 层楼
房。７０年代起，全市大批农户平房翻造为一上一下、二上二下的砖木结构楼
房。８０年代，又翻建为砖、混凝土楼房，或洋房。１９８９年，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
统一规划，建成农民新村，每户独立，二层洋房。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全市建造农宅
３６７７万平方米，８５％以上农户迁入新居，村镇人均居住面积２３．３５平方米。
传统住宅 开埠前，上海住宅均为江南传统建筑，多为平房，有立帖式一字
排青瓦平房、一进或多进绞圈房、园林住宅和茅屋。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埠前
建造的民宅，所存不多，今市区尚存的古宅主要分布在南市区，知名的世春堂、
九间楼、书隐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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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里弄房屋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起，上海出现里弄房屋。二层砖木结构楼
房，成街成坊，四面通马路，弄内住房，外围店铺，形成繁荣市面。１９４９年，市区
有以石库门为主的老式里弄房屋 １２４２．５ 万平方米，占市区住房建筑总面积
５２．７％。分为老式和新式石库门、广式里弄房屋及简易工房（老工房）等，主要分
布在黄浦、虹口、杨浦等区。１９９５年，有３００４万平方米。
老式石库门。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在宝善街（今广东路２８６～３００弄）公
顺里最早建造。到１９４９年，主要集中于宁波路、浙江路等地段。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部分拆除，部分保留。
新式石库门。１９１２年，首幢房屋在铭德里（今汉阳里）建造，其他大多建造
于１９１９年以后到１９４９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地带，典型的有新闸路斯文里、建
国西路建业里和厦门路新德里等。
广式里弄房屋。出现于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主要集中于地价便
宜的地段或工厂附近，典型的有虹口区鸿安里，杨浦区八埭头、华忻坊等。
简易工房。又称旧工房，出现于杨树浦、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曹家渡、周
家桥一带，厂方建造于工厂附近，普陀区长寿路一带尤多。
新式里弄房屋 始建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可分为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
住宅、公寓式里弄住宅 ３ 类。 主要分布在静安、徐汇、长宁、虹口、卢湾等区，
１９４９年全市４６９万平方米，占住房总面积１９．９％，１９９５年４５４万平方米。
新式里弄住宅。１９２４～１９３８ 年，在虹口、静安、卢湾、徐汇、长宁等区先后
建造，分布于静安寺到中山公园，重庆南路到徐家汇一带。典型的有淮海中路
尚贤坊、愚园路愚谷?等。
花园里弄住宅。１９世纪末有少量建造，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发展较快，主
要分布在徐汇、卢湾、长宁、静安等区。典型的有沙发花园（今淮海中路上方花
园）、建国西路懿园、泰安路１１５弄等。
公寓式里弄住宅。大多建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典型的有新康花园（淮
海中路）、亚尔培公寓（今陕西南路陕南村）等。
花园住宅、公寓 多分布于徐汇、长宁、静安、卢湾等区，房屋建筑标准较
高。１９４９年，全市市区有３２５．１万平方米，占住房总面积 １３．８％。其中 ８层以
上的公寓有４２幢、４１万平方米。西式花园住宅，早期建筑多属文艺复兴样式，
中期多为西班牙式，后期注重兼顾功能与形式，布局趋于自由。解放后，部分高
层公寓改作宾馆、饭店，部分花园住宅改由机关团体使用。８０ 年代以后，部分
花园住宅基本恢复原样。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花园住宅、公寓２９０万平方米。
棚户简屋 集中于苏州河两岸，沪宁、沪杭铁路近上海市区两侧、长宁、普
陀、闸北、杨浦等地区工厂周围空地，多为劳苦民众栖身之所。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
事变，闸北、虹口、南市一带民房被日军炸毁，大批难民在废墟上建造草棚和窝

棚，人称“滚地龙”。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区人口膨胀，棚户简屋的分布进一步扩
大。１９４９年，全市市区有棚户、简屋约 １９．７５ 万间，建筑面积 ３２２．８ 万平方米，
占全市住房总量１３．７％。有名的有蕃瓜弄、药水弄等。１９５８年，部分市郊结合
部划入市区，棚户简屋数量增至４５８．８万平方米。６０年代，先后对蕃瓜弄、肇嘉
浜、西藏北路等棚户区进行改造。１９８０年起，成片改造，至１９９５年拆除３００多
万平方米，尚剩８５万平方米。
新工房 １９５１年，上海市政府在市区边缘地带、与工业区保持一定距离而
交通又较方便的地段，规划 ９ 个工人住宅建设基地。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建成曹杨新村，有４８幢２层联列式砖木结构楼房，称新工房。上海开始发
展新工房建设。１９５３年，建成市政府统一投资、统一设计的“２万户”住宅工程
１７个工人新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多层住宅成为新工房的主要类型。
高层住宅 １９７５ 年，上海建造解放后第一批高层住宅漕溪北路高层。
１９８５年，香港新鸿基公司建造雁荡公寓。此后，外商投资高标准住宅和商办住
多功能大楼。１９７５～１９９５年，全市建造高层住宅５４２幢、建筑面积１０１６．７万平
方米。
四、 工业、交通、邮电业建筑

工业建筑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大英上海自来火房在新闸路、西藏路口
建第一座钢结构建筑炭化炉房。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
在上海最早建混凝土结构厂房。１９４９年，全市厂房建筑面积１０２９．９万平方米，
占全市房屋总面积２２％。５０年代，建造上海第五钢铁厂、矽钢片厂等大型冶金
企业。建造的新厂房结构为排架、框架和混合３种。７０年代，采用统一模数制
和定型预制构件的装配式厂房。７０ 年代末，采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一期 ）、宝山钢铁总厂。
１９７８年，建造高 ５４ 米、９ 层的延安制药厂大楼。１９９５ 年，市区厂房建筑面积
５５７３万平方米，占房屋总面积的３１．４％。
仓库 清末民初，黄浦江两岸的仓库码头，房屋多为高矮不等的砖木结构，
或用铁皮搭建的简易货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商公和祥码头、日商汇山码头，
建成钢筋混凝土仓库。１９４９年，全市仓库建筑面积２０４万平方米，占房屋总量
４．４％。有３６０座，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５０座。１９８１年，建吴泾冷库，首次采用
移动式钢台模工艺。至１９９５年，市区仓库堆栈建筑总面积５７４万平方米，占全
市房屋总量２．６％。
交通邮电业建筑 上海开埠后，部分轮船公司在外滩一带建楼，用欧式古
典装饰。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建成最早的邮电通信建筑英商德律风公
司大楼（今江西中路２３２号）、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大楼（今延安东路３４号）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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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新建大批建筑，重要的有铁路上海站、上海港客运总站、上
海电信大楼、虹桥机场。
五、 办公、金融与商业、旅游服务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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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金融业建筑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外滩出现洋行、银行等西式房屋。今
存建于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的英国领事馆。２０世纪初至 ３０年代，洋行、银
行、办公楼大多在外滩至河南路一带，为六七层、十几层办公大楼。１９３３年，建
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今为上海体育学院教学楼）。至１９４９年，市区有２２９．６
万平方米，占市区房屋总面积４．９％。５０～７０年代，建造的主要有１９６０年静安
区、上海县人民委员会办公楼，１９６４年市人大办公大楼。１９８５年，建成上海首
幢玻璃幕墙建筑联谊大厦。１９９４年，人民大厦建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
大常委会办公楼。１９９５年，市区有金融业、办公楼总建筑面积９５５万平方米。
商业建筑 １９世纪后期，租界内出现多层砖木和砖混结构商用建筑。１９
世纪末，出现福利公司、惠罗公司等西式百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投资
建造一批大型综合性百货大楼，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４大百货公司和大陆
商场等，多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有的还采用载人电梯、轮带式电动扶梯等装
置。１９４９年，市区有商业建筑３２４．７万平方米，占房屋建筑总面积６．９％。１９５９
年，配合上海卫星城建设，建成闵行一条街。同时，建市第二至第八百货商店。
建筑设计贯彻经济实用的多层砖混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８０～９０ 年
代，新建大批商业建筑，多用玻璃幕墙。１９９５ 年，市区商业建筑面积 ５６２ 万平
方米。
旅馆建筑 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建上海首家大型多层旅馆建筑一品香
旅社。２０世纪初，建筑西式风格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礼查饭店 （今
浦江饭店）、大华饭店和中西结合的孟渊旅社等多层旅馆建筑，均砖木或砖混结
构。２０年代以后，建远东、扬子等１０余座旅社（饭店），为钢筋混凝土和钢框架
建筑结构。上海旅馆建筑始由古典式向近代式转变。３０ 年代，出现高层旅馆
建筑，有沙逊大厦、金门饭店、国际饭店、都城饭店等。１９４９ 年，市区旅馆建筑
面积２３万平方米，占房屋建筑总面积０．５％。５０～７０年代，建造闵行饭店、延安
饭店、北站旅馆、大名饭店、金山旅馆等。有的公寓改作宾馆，有锦江饭店（原华
懋公寓）、衡山饭店（原毕卡迪公寓）、兴国宾馆、瑞金宾馆等。８０～９０ 年代，建
造上海宾馆、华亭宾馆、静安希尔顿酒店、花园饭店、锦沧文华大酒店、上海商
城、新锦江大酒店、太平洋大酒店、新亚汤臣大酒店等高层宾馆。各宾馆立面丰
富，建筑面积都在１万平方米以上。同时，建有大面积花园绿地、别墅式旅馆建
筑，有园林宾馆、虹桥迎宾馆、西郊宾馆等。１９９５年，市区旅馆建筑面积２８０万

平方米。
外滩建筑 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英商怡和洋行在外滩今北京路口
建商务办公与居住合一的 ２ 层砖木结构楼房。到二十九年，从洋泾浜到北京
路，先后有１１家洋行建造类似房屋，式样多为英国乡村建筑，或带有宽大内走
廊的券廊式建筑。１９世纪 ６０～８０年代，陆续翻建，式样仿照欧洲文艺复兴风
格，建筑增至２１幢。今尚存中山东一路３３号（原英国领事馆）等。清光绪二十
一年（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１９年，外滩建筑近半重建。多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３～８层，
建筑风格具有欧洲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特点，内外装修讲究，设施
增多，有的安装载人电梯。今存中山东一路 １号（亚细亚大楼）、１９ 号 （汇中饭
店）、２９号（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１０幢。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怡和、沙逊洋行、
汇丰银行等１２幢建筑翻建、扩建成高楼大厦。建筑体量扩大，有９幢建筑面积
超过１万平方米，５幢８～１５层。建筑风格有早期现代派、古典式建筑与近代建
筑相结合的折衷主义风格。今外滩建筑格局基本形成。１９４８ 年，交通银行大
楼建成。至此，外滩共有主建筑２３幢，占地面积约８．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２１万平方米。上海解放后，大部分改作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房。１９７９年
后，基本恢复原有外貌。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筑 １９９０年，开始建造。在建大楼项目１２４个，总建
筑面积６００多万平方米。至１９９５年，建成银都大厦、招商局大厦、船舶大厦、裕
安大厦、众城大厦等２５座高层建筑，建筑面积１００多万平方米。
六、 宗教与教卫文体建筑

１９４９年，全市市区教育卫生建筑面积３２７万平方米、文化体育及其他公共
建筑１８１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市区教育卫生建筑面积１４０６万平方米，文化、体
育及其他公共建筑面积８３８万平方米。
宗教建筑 上海最早的宗教建筑，相传是三国（东吴）时期建造的佛教建筑
龙华寺、静安寺。今存寺庙建筑绝大多数是明清以后所建。除历经毁建或迁移
的龙华寺、静安寺外，流传至今的佛教建筑还有沉香阁、玉佛寺、真如寺等。唐
代，钦赐仰殿，为上海最早的道教建筑。今存规模较大的有始建于元至元年间
的上海城隍庙。元代，在松江建造上海第一座清真寺。今有松江、福佑路、小桃
园、沪西等６处，具有西亚建筑风格。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 年），建成上海第一座
基督教堂圣三一堂。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建造教堂３００多座。教堂都
用中式或中西混合建筑，天主教堂大多采用罗马教堂风格，基督教堂有哥特式
建筑特征，东正教堂具有俄罗斯建筑特点。
教育、卫生用建筑 １９世纪后期，上海建造西式院校，多为２～３层砖木结
构房屋，造型仿欧洲古典建筑，设置前后回廊、楼梯坡度改缓，有的教会医院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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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呈尖拱形。２０世纪初至 ３０年代，徐家汇天文台主屋，按照天文观察需要建
造，是上海早期的科学研究专用房屋。圣约翰大学（今址华东政法学院），南洋
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建筑风格中西结合。仁济医院翻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
的５层大楼，是集中式医院建筑的典型。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是上海民国时
期建筑规模最大的医院，房屋布局呈分散型，由各个时期建造的１０多幢不同风
格的２～５层楼房组成。公济医院（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建筑用英国新古典主
义。中山医院盖琉璃瓦庑殿式屋顶，是西洋建筑加中式大屋顶的早期实例。
１９４９年，学校校舍２５７．４万平方米、医院６９．６万平方米，分别占市区房屋建筑总面
积５．５％、１．５％。５０年代，新建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华
东纺织工学院等一批大专院校校舍。６０年代，建设嘉定科学卫星城，建造上海科
技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等学校和科研用房。１９９５年，市区医院建
筑面积２４４万平方米、学校１１６２万平方米、科研设施３２０万平方米。
文化、体育用建筑 １９世纪下半叶起，租界内建造游泳池、网球场和运动
场。１９世纪末，出现专用的戏院建筑，舞台由居中移至剧场前端的台框，观众
席由茶座改为编号排椅，房屋由砖木结构逐步改为混凝土结构。２０ 世纪初开
始，新建戏院有的建有楼座、包厢，有的安装通风、采光、音响、消防设施，改进舞
台装备。１９２５年，建成天蟾舞台，有３层观众厅，可容纳观众０．２万人。２０～４０
年代，建造主要用于放映电影的戏院建筑，大光明、美琪、大上海、南京大戏院
（今上海音乐厅）等大量吸收西方影剧院建筑思想和设计手法。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在江湾五角场建造上海市图书馆（今址同济中学）、上海市博物馆（今址第二
军医大学）以及上海市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建筑采用中国传统民族风格、钢
筋混凝土结构。１９４９年，全市文化、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约 １８１ 万平方米，占
房屋建筑总面积３．９％。５０年代，中汇大楼改为上海博物馆，花纱布大楼改为自
然博物馆，逸园跑狗场改为可容纳万人的文化广场，跑马厅大厦改为上海图书
馆。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和农业展览馆、鲁迅纪念馆。改扩建
虹口、沪西、沪东体育场和卢湾、南市等工人体育场以及风雨操场等一批体育场
所。新建长宁电影院、衡山电影院、徐汇剧场、沪东工人文化宫等。其间，除中
苏友好大厦由中苏两国建筑师联合设计、别具一格外，其他建筑的设计外形大
同小异，设施简朴实用。１９７５年，建成上海体育馆，是国内最大的室内体育建
筑之一。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建成文汇大厦、新民晚报大楼等。１９８６年，建成上海
第一座专用美术馆上海美术馆。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建设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
海博物馆新馆、上海图书馆新馆、上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解放日报新闻大楼、
上海书城、上海影城、东海影视乐园、上海大剧院和上海体育场等十大文化、体
育工程。１９９５年，市区文化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建筑面积８３８万平方米，其中
影剧院建筑４１万平方米。

第六节 环境保护
一、 水

污染源 上海市水环境污染主要污染源为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工业
废水又为首要污染源。
工业废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全市有近０．５万家企业不经处理直接排
放的工业废水。解放初，全市工厂日排废水约 ６０万吨。１９９５年，有 ０．２７万家
排放，排放量１１．６１亿吨。
居民生活污水。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排放黄浦江主要支流，水质恶化。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口激增，大量粪便、垃圾就近入河，苏州河、虹口
港、?藻浜、走马塘等出现明显污染。１９８１ 年，全市排放 ３．８ 亿吨，１９９５ 年
１０．８４亿吨。
污染 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黄浦江和邻近河流水样送英国伦敦化验，结
论为优良供水水源。１９世纪末，上海人口、工厂密集区附近的小河、小浜的水
质已严重恶化。２０世纪初，杨浦港、虹口港、虬江、日晖港、肇嘉浜等河道变得
黑臭。１９２５年，苏州河恒丰路桥的河水中五日生化需氧量１０毫克／升以上，氨
氮４毫克／升以上。５０年代末，工业废水直接排放，苏州河宜昌路桥至曹家渡
桥段水常年黑臭。１９６３年，杨浦水厂黄浦江原水口有机污染指数首次超过 ５，
出现黑臭。７０年代后，上海地面水污染进一步加剧，扩至郊县河道。黄浦江杨
浦水厂断面处的五日生化需氧量从１９７２年１．７５毫克／升增至１９９５年８．７５毫
克／升，氨氮从１毫克／升增至２．９毫克／升。８０年代后期，黄浦江上游江苏、浙
江两省来水，除太浦河水质保持优良外，大泖港和园泄泾水质逐年下降。长江
口水质，除南区、西区排污口污水近岸排放造成沿岸黑带外，其他区域水质保持
良好。淀山湖水总磷、总氮含量明显上升。１９９３ 年，长江口、杭州湾海区发生
１３次赤潮。
黄浦江污染。１９６３ 年，水体黑臭天数 ２２ 天，１９７８ 年 １０６ 天，１９８８ 年 ２２９
天。１９９２年，首超 ３００ 天，达 ３２０ 天，１９９５ 年 ３２９ 天。１９６３～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２年未有统计），有黑臭３７３５天，年均１２０．４８天。
长江口污染。１９７２年，长江口总体水质达到二级标准。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五
日生化需氧量２毫克／升以下，溶解氧６毫克／升以上，高锰酸盐指数３毫克／升
以下。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石油类、总汞。
杭州湾污染。１９９５年，年均值无机氮浓度 ２００微克／升，无机磷浓度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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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升，石油类浓度０．０２毫克／升。
防治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联合填没污染严重的洋泾浜，埋
管排水，修筑成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东段）。１９２１年，公共租界建造上海第一
座污水处理厂北区污水处理厂，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６年又建成东区、西区２座，日处理
能力３．５５万吨。１９５４年，建造曹杨、彭浦等４座污水处理厂，全市污水日处理
能力提高到７万吨。１９５６年，填没污染严重的肇嘉浜，敷设水管，建成林荫大
道。１９６８年，建造北郊污水处理厂。８０年代建曲阳等５厂。１９９４年，市政府规
定房产开发商开发住宅小区和１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住楼同时建污水处理装置。
１９９５年，市、郊区有污水处理厂１２座和８座，日处理污水能力４８万、８．７万吨。
二、 大气

污染 燃煤烟尘、工业废气和粉尘、机动车废气，是上海大气主要３类污染
物。１９７２年起，市卫生防疫站开展全市大气环境常规监测。市区二氧化硫，
１９７３年，平均值０．１７毫克／立方米，１９９５年０．０５３毫克／立方米。大气中氮氧化
物，１９７９年以前，年均每立方米 ０．０５毫克以下，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０．０７２毫克。飘
尘含量，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年每立方米从 ０．４３毫克降至 ０．３２毫克。１９９１年起，停止
飘尘监测，实行总悬浮颗粒物监测，１９９２年每立方米平均浓度０．３３３毫克，１９９５
年０．２４６毫克。７０年代，降尘污染严重，每年月均每平方公里 ３０吨以上，１９９５
年１６．７吨。１９９５年，全市机动车排放一氧化碳１４．５万吨、氮氧化物４．８５万吨、
碳氢化合物５．８５万吨。
防治 １９６３ 年起，重点消除全市 ０．８ 万多座工业烟囱黑烟。１９７２ 年起，
关、停、并、转６成的铸造企业，达４００多家。改造锅炉和炉窑０．６９万台，改造治
理率８９％。全市每天排放烟尘、粉尘从１９８０年０．１４万吨降至１９９５年４８０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市区和市郊城镇企业先后实现无黑烟。１９８２～１９９５年，完成废
气治理重大项目６０多项，每年减排废气、粉尘５万吨。
三、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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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年度报告中提及独轮车推
行时发出的烦人的噪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年报中把噪
声称为公害，并在１９１２年提出汽车喇叭扰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主要污染为
工厂机器设备运行，９０年代起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娱乐、集市贸易、商
店营业等社会生活噪声。１９７６年，全市设０．２１万个环境噪声监测点，监测面积
１３１平方公里，测得昼间平均声级值７０分贝，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７６个、３７６平方公
里、６０．１分贝。
防治 清同治八、九年，法租界对独轮车噪声征收捐税，限制车照发放，控

制行驶时间和行驶范围。１９３５年，公共租界内０．１７万人因滥揿喇叭而被控诉，
对１１１人停发驾车执照。１９７７年，市公安局规定每日２２点至次日５点市区禁止
鸣号。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 年，先后颁发船舶、机动车减少使用喇叭的通告。
１９９４年，规定内环路以内全日禁止机动车鸣号。在内环线和南北高架敏感地段
设置隔声屏障。
四、 固体废物

污染 固体废物包括煤渣、冶炼渣、化工渣和废弃物等。１９４９～１９７０ 年，
全市堆积废渣约１０００万吨，１９９５年产生煤渣３６０万吨。１９４９年，全市有 ２家
炼铁企业产生冶炼渣，１９９５年有１０家，产生冶炼渣６１４万吨。１９８１年，全市废
弃物６６３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３６８万吨。
防治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固体废物分散处理，造成堆存地周围区域 （水域）
的污染。此后以综合利用防治污染。１９５９年，建吴泾热电厂，配套建上海硅酸
盐制品厂，用煤渣等制作砌块，年利用煤渣、粉煤灰 １２ 万吨。１９６２ 年，上海第
一钢铁厂１８万吨高炉渣全部供应上海水泥厂作水泥掺和料。１９６４年，全市建
成１３家煤渣砖厂，年利用煤渣约１５万吨、化工渣２．４万吨制砖。１９９５年，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１１５０万吨，占产生量 ８２．９％。１９５６～１９９０ 年，全市回收废弃物
３７００万吨，价值１６０亿元。

第七节 环境卫生
一、 环卫设施、设备

垃圾处理设施 垃圾处置场。２０世纪初，形成浦东黄浦江龙华嘴垃圾堆
场，１９４１年建三林塘垃圾堆场，面积分别为８万、１３．３万平方米，均用于堆放市
区垃圾，至８０年代不敷使用。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在南汇老港围填海滩，建垃圾处置
场，１９９４年日处置生活垃圾能力０．６万吨。同期，建江镇垃圾堆场，改建三林塘
垃圾处置场。
垃圾中转站。１９９４ 年，建造全市第一座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童家浜站，
１９９５年日转运生活垃圾５００吨。
垃圾箱（桶）。２０世纪初，公共租界内建造防鼠觅食的水泥垃圾箱，１９２７年
有０．９３ 万只。１９４９ 年，全市垃圾箱 ２ 万只。１９７９ 年，实现清运垃圾机械化。
１９９５年，市区垃圾箱（桶）４．８６万只。
垃圾管道。１９１２年，建造 ９ 层高楼达华宾馆，安装上海第一条垃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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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全市有０．１５万条。
废物箱。１９５２年，全市设５０只，１９９５年０．９万只。
痰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市区繁华道路旁设置，１９８５年０．３９万只，１９９５年
设有５９只。
粪便处理设施 倒粪站。１９７３年３月，市肥料公司在南市区聚奎街首建，
１９９５年市区有０．２５万座，服务对象４５．５６万户。
小便池。清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法租界为方便行人便溺，建小便池。十
年，公共租界有１７７处，并于十二年在每一个街道和通向公共道路小弄堂拐角
处修建，约有１８０处。十九年，在山东路建上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小便池。
１９５３年，全市新建５８处，１９９５年有０．２５万处。
化粪池。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共租界在西式建筑住宅内安装上海第一只抽水
马桶，建造化粪池。１９１６年１３０座，１９４５年全市０．９７万座，１９９５年４．３２万座。
公共厕所。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在花园弄 （今南京东路）红庙首建。光
绪年间，出现一批私有公共厕所。１９４９年，公厕１３０座、私有公厕２３５座。１９９５
年，公厕０．１１万座。
环卫码头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法租界在小东门十六铺建成上海第一
座垃圾（粪便）码头。１９４９年，全市有环卫码头３２座，１９９５年３３座。
环卫设备 环卫车辆。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初，收集、运输垃圾、粪便主要使用
箩筐、粪桶挑运。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使用独轮车。次年后发展两轮车、羊
角车、手推车、马车。二十八年，始有少量汽车。１９５２年起，用橡胶轮胎手推车
和脚踏三轮垃圾、粪便车。１９５８ 年、１９５９ 年，新增垃圾卡车 ７５ 辆、洒水车 １２
辆、机动粪车１辆，并成立环卫汽车队。１９７６年，实现清运机械化。１９９５年，有
扫路车９７辆、洒水车４９辆、冲洗车１１辆。
环卫船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始用船只外运垃圾、粪便。１９５６年，全市船只
０．２７万艘、４．５２万吨位，１９９５年５９８艘、３．６万吨位。
二、 环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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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清洁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上海县城厢始有专人清扫道路。同治
元年（１８６２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雇人清扫主要道路，每周 ３ 次。八年，主要道
路每天１次，南京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等２次。１９２９年，华界道路每日２
次清扫。１９８３年，在南京东路等处实行两班三员清扫制，两班连续清扫道路１５
小时，９０年代增至１８小时。１９８６年，道路清扫保洁标准划为４个等级。１９８９
年，实行特级、一级道路清扫标准与道路冲洗相结合。１９９５ 年，市区道路清扫
工人０．４４万人，人均日清扫０．６２万平方米。
厕所保洁 １９１７ 年，法租界老西门菜场厕所首先实行售纸服务，专人保

洁。１９４７年，市卫生局规定厕所承包商须对厕内粪沟、地坪随时冲洗。５０年代
末，要求市区厕所保洁达到无蚊、无蝇、无痰迹、无老垢，少臭气，美化、绿化。
１９８６年，规定甲级和乙级、丙级公厕实行专人保洁管理。
粪便清除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上海县城厢每日清晨有农民肩挑粪担，逐户
免费清除粪便，用作农肥。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公共租界实行粪便招商承包
清除，至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上海市区全部实行。１９５０年４月，市区公厕和
单位大马桶１．０８万只、居民小马桶６１．８５万只，粪便清除，每天清晨由清粪人员
摇铃叫喊，通知居民倒马桶，粪便倒入手推粪车。１９７３年３月起，建造倒粪站，
供人倒粪，专人管理，定时开放。此后确定每座粪站服务半径 ６０～８０米，１９８６
年有倒粪站０．３５万座，平均每个街道２６．４座，除特殊地段外，居民马桶粪便全
部倒入倒粪站。１９９５ 年，每天收倒 ４５．５６ 万只马桶和 ４０．０４ 万只痰盂。１９５０
年，全市日均清除粪便０．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０．５９万吨。
垃圾清运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上海县城厢居民一般将垃圾弃倒路旁，由清
道夫清除。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大部分垃圾用以填沟、浜和低洼地，后又逐渐向郊
区堆放。２０世纪初起，逐渐堆放固定场所。１９８７ 年，进行居民垃圾袋装化试
点。１９９２年，基本实现垃圾封闭运输。是年，建零星建筑垃圾堆点６３处。１９４９
年，全市清除垃圾８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６４５．３３万吨。
清洁人员 清同治元年，公共租界有百余名工人清除垃圾、清扫道路。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末，公共租界清道夫０．１３万人，法租界１３２人，华界５０１人。１９４９
年，市区环卫职工１．６万人，１９９５年３．１２万人。

第八节 园林 、绿化
一、 私园

南朝梁末陈初，顾野王在金山县亭林镇中部建宅园读书堆。宋代，有嘉定
赵氏园、怡园，松江施家园，南汇瞿氏园。元代，有上海乌泥泾最闲园、青浦小蒸
曹氏园、奉贤陶宅云所园等。明嘉靖、天启年间，上海、嘉定、松江出现众多的宅
邸园林，知名的有上海豫园、日涉园、渡鹤楼（也是园）、露香园，嘉定秋霞圃、古
猗园、檀园，松江秀甲园、濯锦园、熙园等。清初到嘉庆末年，新建的名园有松江
醉白池，青浦曲水园，上海城隍庙东园、法华镇丛桂园、%溪园，奉贤一邱园等。
至清代中叶，私家园林逾百座。今存秋霞圃、豫园、古猗园、醉白池、曲水园。上
海开埠后，外国人建造西式住宅、花园别墅，知名的有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北
部）、哈同花园（今址上海展览中心）、麦边花园（今南汇路一带）等。此外，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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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批兼有休闲、游览和体育活动的花园，其中有德国花园俱乐部（今址花园饭
店）、虹桥俱乐部（今址龙柏饭店）、高尔夫球场（今址上海动物园内）等。中国人
也建造不少私人花园，较知名的有小万柳堂、九果园、小兰亭等，几经变迁，大多
成为陈迹，唯丁香花园、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等保存至今。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上海出现第一座营业性私园申园。此后，双清别墅
（１８８３年）、味莼园 （１８８５ 年）、西园 （静安寺，１８８７ 年）、大花园 （１８８９ 年）、愚园
（１８９０年）、六三园（２０ 世纪初）、西园 （１９０８ 年）、半淞园 （１９１８ 年）、敏园 （１９２３
年）、丽娃栗妲村（１９３０年）、叶家花园 （１９３３ 年）、康健园 （１９５３ 年）等营业性私
园先后建成开放。１９世纪末，上海出现一批无园林特色靠声色犬马吸引游人
的营业性私园。１９１２年后，又出现大型游乐场。３０年代，在上海近郊农村，出
现农场式的私家园林，主要有江苏农场、黄氏畜殖场、管生农场、生生农场和上
海种植场等。１９４９年，营业性私园仅剩在建中的康健园，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营
业性私园消亡。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区私家园林面积９５．１６万平方米，占绿地总面积１１．１９％。
二、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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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公共租界建上海第一座公园公共花园 （今黄浦公
园）。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宝山县园林改为城西公园，是为中国地方政府
所建首座公园。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建成，为法租界
第一座公园。１９４３年，租界有公园２２座，１９４９年市区有１４座，面积６５．８８万平
方米。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修复、改建被损坏公园，利用城市空荒隙地、垃圾堆场、
游乐场地、墓园和部分庭园，新建、改建一批公园。１９５２年，跑马厅北半部改建
为人民公园。１９５４年，原高尔夫球场扩建成西郊公园 （今上海动物园）。利用
低洼地、废弃的军事用地等兴建长风、杨浦、和平等公园。１９６０年后，公园建设
停顿。“文化大革命”中，前筹建的佘山植物园、淀山湖风景区，均退地还田。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在市区新建彭浦、内江等公园，在市郊修建松江方塔园、嘉定秋
霞圃，辟建古钟、瀛洲、川沙等公园。１９８６ 年起，全市公园建设实行统一规划，
分级负责建设。同时，公园建设向市郊扩展，辟建仿古园林淀山湖大观园、林园
东平森林公园和湿地浏河岛游览区等。９０年代，建设野生动物园，开发佘山风
景旅游区。１９９５年，全市开放公园１０５座，面积１４５７．３２万平方米。
三、 城市绿化

绿化覆盖率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区公共绿地６６．２万平方米，人均 ０．１６平方
米，１９９５年１３６６．７３万平方米、１．６９平方米。１９８０年，绿化覆盖率８．２％，１９９５
年１６％。

行道树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公共租界在扬子路（今中山东一路）沿黄浦
江种植树苗，是为上海最早出现的行道树。１９３９年，有行道树０．６２万株。清同治
七年，法租界首在法租界码头（今中山东二路延安东路至新开河间）种植树苗，后
在各路广种悬铃木，１９４１年有１．２９万株。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华界水果
行老板捐资在外马路种植行道树，民国初年推至１６条马路，１９３６年有１．１６万
株。１９４９年，全市行道树１．９万株，１９９５年３３．０２万株，大部分为悬铃木树。
街道绿地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公共租界在外滩（今延安东路至苏州路
段）辟建上海最早的街道绿地，在沿黄浦江人行道与车行道间铺草坪。宣统二
年（１９１０年），法租界在今西藏南路辟建第一块绿地。１９３０年，华界始在江湾一
带建设绿地。１９４８年，全市１８处绿地，面积１．０８万平方米。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新
建１４．３万平方米。建成上海第一条绿带外滩滨江大道、林荫大道肇嘉浜路。
１９９５年，全市绿地总面积８７３．１２万平方米。
单位附属绿地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裨文女校 （今上海市第九中学）
和圣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校园内植树栽花，为上海单位绿地的开端。１９２７
年后，华界单位始建绿地。１９４８年，全市市区单位绿地面积 ５９０．８７万平方米，
１９９５年３２９２．９万平方米。
居住区绿地 １９６２年，面积２１１．６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１１３６．２１万平方米，
占全市园林绿地总面积１７．３２％。
四、 海岸、河堤防护林

海岸防护林 南宋乾道年间，捍海塘筑成后，诏令“趁时栽种芦苇，不许樵
采”。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在塘外广植芦苇。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崇明县
海塘修筑后，种桑树千顷。１９１７ 年，宝山县在海塘、江堤种树数万株。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年，崇明县在海塘、江堤植树造林 １５８亩。１９５４年，宝山县在海塘陈华浜
等段，种植５．４万株。１９８３年起，宝山等６县每年造海岸防护林０．２万亩。１９９５
年，上海大陆海岸林带基本合拢，防护林总面积３．２１万亩。
河堤防护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上海市郊始在河道两岸１０米宽青坎种
树，营造防护林。到１９９５年，８县区面积０．７３万亩。

第九节 工程抗震 、控制地面沉降
一、 工程抗震

地震基本烈度确定 据记载，上海地区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地震明１次，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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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民国１次，最大烈度为６度或６度异常区。据此，上海地区的基本烈度定为
６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国第二代烈度区划图编制，上海列入 “沪、杭、甬”区
域，地震基本烈度仍定为 ６ 度。１９９０ 年，国家地震局通知上海市政府，上海地
区的宝山、南翔、闵行、新场、大团等地及其以东地区，地震基本烈度为７度，其
他地区为６度。１９９２年，《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１９９０）》仍按此发布。
工程抗震设防 根据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地震基本烈度
７度以上应予设防。据此，上海地区所有建筑工程均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１年，上海市建设委员会规定全市所有新建工程必须进行抗震设
防，不允许１９８４年以前建造的建筑加层。
二、 控制地面沉降

上海地面沉降发生在第四系覆盖层，即厚约 ３００米的海陆交替相地层，地
面沉降因过量抽汲地下水引起。１９２１年开始，从潮水位上升和水准点高程降
低发现地面下降。１９２１～１９６５ 年，上海市区平均沉降 １．７５ 米，最大沉降量达
２．６３米。其中，１９４８～１９５３年年均沉降速率３５毫米、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年均５４毫
米、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年均１１０毫米、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年均 ７６毫米。纺织工业集中
的普陀区和杨浦区沉降最为严重，１９４８～１９６３年沉降漏斗区最大累计沉降１．５
米，年沉降速率最高超过２００毫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主要用限制地下水开采
量、人工回灌地下水、调整用水层次，控制地面沉降。到１９６６年，全市基本控制
地面沉降，全市地面标高平均回升６毫米。限制地下水开采量，首先限制市区
地下水开采量，１９６３ 年市区地下水开采量 １１３６２ 万吨，１９６５ 年为 １９６３ 年的
４１．９％，此后各年均保持１９６３年的１０％。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开采量２．５３亿吨。地
下水位得到恢复和抬高。人工回灌地下水，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在杨浦水厂开展专用
井人工回灌地下水试验，１９６６ 年推广至 ７０ 余家企业，１９９５ 年 ９７ 家。１９７０～
１９７６年总回灌量１．１４亿吨，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８７５１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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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第一节 治水方略 、工程量
一、 治水方略

宋代，范仲淹提出“浚河、筑堤、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郏提出“浚
三江，治低田”，“蓄雨泽，治高田”，“高圩深浦，驾水入港归海”等。单锷提出修
复胥溪五堰，减轻太湖外水负担，太湖之水东注于海。郏侨主张畅通太湖下游
出水入海。治理太湖，北宋重浚治入海河港，重点是吴淞江。南宋以疏导为主。
元代主要是浚治吴淞江及其南北诸大浦。任仁发提出浙西治水之法是浚河港
必深阔，筑围堤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明代，叶宗行主张开范家浜，导淀泖之
水由黄浦江入海。上海开埠后，提出整治黄浦江导治线规划，１９２２年后按导治
线疏浚，维持黄浦江航道。５０年代，水利部门提出上海水利建设以防洪防台为
主，提高防洪御潮能力。１９５９年，提出上海地区治水原则是全面规划，分片治
理，大蓄大排，蓄以待排，大力举办小型工程。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水利建设的重点
是改造低洼地、盐渍地和高亢地。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１ 年，组织崇明等地围垦滩涂。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疏浚河道，平整土地，调整灌区，建设排涝泵站，发展地下渠道，
完善圩区配套为主的农田水利建设。１９７４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首次提出
《太湖流域防洪除涝骨干工程规划草案》。１９７７ 年，上海市提出洪、涝、渍、盐、
旱、污综合治理的办法，把全市分为 ４ 个地区、１４ 个片，分片控制，综合治理。
１９８４年，国家水电部确定近期上海市区防汛墙按“千年一遇”标准进行加高加
固或重新建设。１９８７年，上海市提出“洪涝分开，内外分开，留通道泄客水”的
治水原则。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至１９９５年，各时期制订主要河流的整治规划。主要
有长江口整治规划（１８７６年首提）、太湖流域（上海）规划（１９５０年首提）、黄浦整
治规划（１８７６年首提），以及城乡水利规划（１９５９年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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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入、工程量

资金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水利投资６０．１７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６４．４％、
乡村自筹占３５．６％。国家投资中，海塘投资占１０．１％、机电排灌投资占７．３％、
农田水利投资占２５．５％、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５０％、水利其他投资占７．２％。
劳力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投放 ７９２．４７亿工日。以“五五”计划时期投入
最多，达２．０６亿工日。
材料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水利工程建设投放水泥２１９．８万吨、钢材１９．８６
万吨、木材２９．５３万立方米。
工程量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完成水利土方１７．１４亿立方米、石方１０３７万
立方米、砼方５２２万立方米。疏干河８９２条，完成土方１１．６７亿立方米。江泖圩
堤工程７３０８万立方米，机电排灌工程土方２．１６亿立方米，海塘工程土方７９９２
万立方米，涵闸工程土方３５２４万立方米、桥梁工程土方 ９９８万立方米，围垦促
淤工程土方９５５万立方米，其他工程土方９６３８万立方米。

第二节 防汛
一、 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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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是上海地区抵御台风高潮侵袭的首道屏障。三国时期，杭州湾北岸筑
有金山咸潮塘。因上海陆域岸线南坍东涨，海涂东涨成陆，海塘修筑，一种是随
陆域东线外移向外移筑，历代先后筑捍海塘、里护塘、钦公塘、彭公塘、人民塘
等。另一种是陆域南线的杭州湾北岸和长江口一带，因遭海潮顶冲，海塘步步
退筑，先后有多道沦海，清以前所筑大多坍陷无迹。另外，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建
设工业区，还筑有石化海塘等。 因地理形势，上海海塘可分陆域海塘、江岛
海塘。
陆域古塘 有金山咸塘，建于三国东吴末期，是上海地区有记载的最早海
塘。此后有开元海塘、捍海十八堰—里护塘、皇老护塘、大德海塘—老金山
塘、外捍海塘—钦公塘、雍正外护土塘、圩塘—陈公塘、彭公塘、防海垒、江东
土塘。
陆域主塘 人民塘，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以古海塘李公塘、袁公塘、预备塘等塘
为基础，加固修建，１９６１年全长 １１２．２６ 公里，６０ 年代后大部分已为内塘，剩约
２５公里段处第一线。石化海塘，因建上海石化总厂于 １９７２ 年、１９７６ 年，全长
１２．４４公里，为低滩围筑。金山主海塘，长 １３．４公里，始筑于清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

年），后历有修建，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在塘外建丁坝６道。宝山海塘，长２３．０９公里，
全市防御标准最高的海塘之一，清雍正十二年始筑，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宝山钢铁总
厂全线加固。团结胜利塘，长６９．６公里，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对沿海部分民圩统一
定线筑成。金汇塘，全长１７．４３公里，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两次围筑。七九塘，１９７９
年基本建成，长３２．３７公里。八五塘，１９８５年冬建成，长２７．８２公里。
江岛海塘 有崇明、长兴、横沙 ３ 岛海塘。崇明岛海塘，清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年）始筑环岛塘。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二十五年，两次再筑，编列“仁义
礼智，孝悌忠信”８段，称为崇明新塘。１９４９年，全岛海塘共１７８公里。１９５０～
１９５９年，岸线内移，重建海塘１０１．７８公里。北沿岸滩淤涨，１９５５～１９９０年于此
６３次围垦成田，新筑塘堤２３３．６７公里。至 １９９５年，全岛国家主塘总长 ２０７．４７
公里，５４％能抗“百年一遇”高潮。长兴岛海塘，清道光年间在石头沙等小沙洲
筑圩围垦。１９４９年７月在鸭窝沙、圆圆沙两地修筑圩堤，１９６０年沙洲土堤总长
１２９．３公里。１９７２年３月，６个沙洲合并成长兴岛，１９９５年全岛海塘长５５．０３公
里，１／４能抵御“五十年一遇”高潮。横沙岛海塘，清光绪十二年开始筑圩围垦，
１９５０年重修，１９９５年长２９．６９公里，７％能抗“五十年一遇”高潮。
二、 江堤

江堤是上海地区防汛主要屏障，唐代起和塘浦圩田同步发展。明清起，江
堤建设以黄浦江、吴淞江为主展开。清乾隆年间，黄浦江虬江以下，全线筑有江
堤。１９６３年起，按《黄浦江、苏州河两岸新建防洪构筑物统一标高规定》修建。
黄浦江江堤 １９９５年，全线堤防两岸总长３９２．５公里，分市区段和郊县段。
市区段从下游吴淞口起，东岸至川杨河口，西岸至闵行区高家里，两岸总长２５６
公里。１９５６年，始筑砖石、块石结构的壁立式岸墙，称为防汛墙，沿用至今。其
余黄浦江中上游江堤为郊县段，１９４９年后习惯称江堤或泖堤，长１３６．５公里。
市区段。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自?藻浜河口至虬江修筑江堤 ２９１１．８丈，
名为衣周塘。清末在主要港口、码头、仓库附近，始筑木桩基础的砖石、块石护
岸工程，及少量混凝土护岸。民国时期，在西岸十六铺、外滩和虹口港等主要港
口码头附近，构筑护岸工程。在东岸东沟港以北筑土堤。１９５６年起，在西岸市
区段修建砖砌防汛墙和土墙，最高的可防御标点黄浦公园４．８米潮位水。１９６３
年１月，始按统一标高规定修筑堤岸，至１９６５年修建约１００公里，墙顶高程５．２
米，主要为钢筋混凝土墙和砖砌墙。１９７６年，吴淞口至钱家浜段按吴淞６．１０米
潮位设防，防汛墙顶高６．６０米。黄浦公园以下河段按５．３０米潮位设防，防汛墙
顶高５．８０米，建成钢筋混凝土、混凝土、浆砌块石等墙１３２．５公里，占市区防汛
墙总长８４．９％。１９８８年，按黄浦公园站５．８米、吴淞站６．２７米潮位水位标准“千
年一遇”设防施工。至 １９９５ 年，市区段累计完成加高加固或改建防汛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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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公里，占总长５４．１％，一半达到设防标准。
郊县段。明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 年），修筑黄浦江堤岸 ２０００ 余丈。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堤身顶高３．０～４．５米，岸线残缺。１９５３年起，按堤顶高程４．５米，米市
渡３．８米高潮位时江堤不漫溢，不出险修堤。１９５３ 年、１９５６ 年，松江县构筑干
砌块石护坡工程。１９９５年，堤顶高程４．２～４．５米。全段分别有１０％和９０％达
到“百年一遇”和“五十年一遇”防汛标准。
苏州河江堤 自北新泾苗圃以东至外白渡桥。清后期，今中山西路以西河
段大多筑有土堤，以东多为砖石、块石或混凝土护岸工程。民国时期，在浙江路
桥、福建路桥一带河段两岸为钢筋混凝土护岸工程。１９５６ 年，始在宜昌路、昌
化路、莫干山路以及浙江路、河南路一带护岸修筑砖石结构的壁立式防汛岸墙。
１９６３年１月，按统一标高规定修建。１９９１年，在苏州河口建造挡潮闸，此后苏
州河防汛墙未再加高。真北路桥至苏州河口防汛墙高程４～５．８米。
三、 市区排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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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防汛主要是通过管泵和河道将涝水泄入黄浦江等江河，并用潮闸
予以控制。
管泵工程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英租界在南北向主要马路埋设排水总
管，雨水流入苏州河和洋泾浜。在东西向马路埋设小沟管与总管连接。同治二
年，公共租界在广东路、北京路、苏州路、福建路、四川路等部分地段埋设 ２×３
英尺、３×５英尺管径砖砌排水沟渠。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广泛用管径 １２英
寸以下的圆形水泥沟管作下水道。１９２１ 年，在外滩建第一座雨水泵站。１９３４
年，埋设雨水管３４０８英里。法租界，清光绪七年首次在东部地区埋设 １０条横
向排水管，向外滩黄浦江排放。１９３４年，埋设 １５６．８公里。两租界下水道不相
通，雨水污水合流。华界，１９１２年拆上海县城、填城壕筑马路，下置水道。其他
地区有少量沟渠。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雨水管道５３１公里，防汛泵站１１座，排
水总能力１６立方米／秒。１９７８年，按“一年一遇”（每小时雨量３６毫米）、径流系
数０．５～０．６标准，重新规划市区排水系统。１９８８年重新修订。１９９５年，市区有
雨水泵站１７１座，排水能力１０２４．４立方米／秒，雨水合流管道１９０８公里，每平方
公里防汛排水能力５．４２立方米／秒。
排水河道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区黄浦江段，有４处排放口，泄水面积７．３１平
方公里。上海市区苏州河段，有 ７处排放口，泄水面积 １６．２１ 平方公里。日晖
港，泄水面积７．４２平方公里。此外，还有杨树浦港、?藻浜、沙泾港、桃浦港、走
马塘、彭越浦、虹口港、白莲泾港等排放口。
潮闸 为防止汛期河水漫溢，清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在吴淞江宋家桥（今
福建路桥，旧称老闸桥）建木水闸，二十九年废。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又在吴

淞江金家湾（今大统路桥，旧称新闸桥）建闸，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拆除。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起，在市区建设控制河水水位、调节流量的水闸和防止潮水倒灌的下水
道出口闸门。１９９５ 年，市区有杨浦、虬江、真如港、彭越浦、虹口、界泓浜等水
闸、闸泵。１９９１年，建成上海最大的水闸苏州河口吴淞路闸桥。

第三节 河道整治
一、 干河开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市级新河开挖有 ７条。太浦河，全长 ５７．１４公里，上海
段１５．２４公里。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先后进行两期工程，河道具雏形。１９９１
年，工程列为国务院太湖流域综合治理 １０ 大骨干工程。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开挖，
河底宽１２０～１３０米，土方２２００万立方米。淀浦河，长４６．４公里，是青浦、松江
两县向东排水入黄浦江的骨干河道，受益农田 ５０ 万亩。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年开挖，
土方１０３３万立方米。大治河，解放后上海人工开挖规模最大的河道，长３８．５４
公里，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开挖，土方９３１１万立方米。油墩港，长３６．５公里，１９７７～
１９９１年开挖，青浦、松江两县７２万亩低洼易涝地受益。川杨河，长 ２８．７公里，
为浦东水利大控制片骨干河道之一，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开挖，土方１７３４万立方米。
金汇港，长２１．５公里，为浦东水利控制片南北向骨干河道，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开挖，
土方２２６５万立方米，受益农田４．２５万亩。外环运河，长 ２０．９５公里，１９９３年 ５
月～１９９４年６月完成９．７９公里，土方１７６万立方米。
二、 干河疏浚

浏河，太湖东北地区分泄涝水的骨干河道，长４０余公里，上海市境内６．３６
公里，元代起历有疏浚，１９５８年嘉定县开挖中段６．７公里，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续浚，
土方７７２万立方米。?藻浜，长３４．６４公里，自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至清光
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９ 次疏浚，１９５２ 年、１９５９ 年、１９７８ 年部分疏浚，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８年总浚３４．１公里。练祁河，长３１公里，明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至清同治
十二年（１８７３年）疏浚３２次，１９１５～１９２９年分段疏浚３～４次，１９５０～１９８５年分
段疏浚８次。浦东运河，长８７公里，明浚，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至１９３４年
１０浚，１９５８～１９８６年分段疏浚。西大盈—华田泾，长 ２９．１８公里，宋景二年
（１０３５年）浚，此后至清同治十年又 ４ 浚，１９７７ 年又浚。 紫石泾—张泾河，长
１６．６９公里，１９７２～１９８０年４浚。南横引河，长６５．１２公里，１９５９～１９９５年１２次
分段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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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田水利
一、 分片综合治理

１９７７年，全市划为上（海）嘉（定）宝（山）、松（江）金（山）青（浦）、川 （沙）南
（汇）奉（贤）和江岛等４个地区，地区内再划片，建控制线枢纽工程、控制线节制
闸、控制线船闸，进行水利综合治理。
二、 除涝治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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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涝 主要用围圩、建闸、设泵、治渍方法。
围圩。春秋、战国时期，在太湖下游淀泖地区围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圩
区分散零乱，青浦县３０．３９万亩低洼地分散在０．２２万个圩区内。１９５５年，建第
一座圩区水闸青浦练塘东目圩小泖河闸，以替代堵坝。６０年代开始，全市调整
圩区规模，圩区格田成方，建涵闸泵站等配套工程。７０ 年代初期，进行低洼地
区综合治理。１９７７年，在低洼地区外围建设大控制工程，整治水系，加高加固
圩堤，实施洪涝分开，洪潮浸溢圩堤险情基本控制。８０年代，埋设地下暗管，控
制地下水位。到１９９５年，全市建成低洼地区圩区４０９个，除涝面积９４．５９万亩，
占全市低洼地总数９２．５％。圩堤总长０．１８万公里，堤顶高程一般４米。低洼圩
区各有一半面积除涝能力达到“十年一遇”（相当于日雨１７６毫米不受涝）、“五
年一遇”（相当于日雨１００毫米不受涝）标准。
建闸。用以控制圩内水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所建，都为人力启闭的砖
石木结构水闸。１９５５年，建第一批条石与混凝土结构的小型水闸。此后，并港
建造圩区水闸。６０年代中期，改用机电动力操纵闸门。７０年代，沿江沿海主要
港口修建挡潮排涝节制闸、船闸和水利枢纽工程，低洼圩区形成 “两级控制”。
到１９９５年，全市低洼地区建节制闸３３９座、套闸８６６座。
设泵。１９５９年，嘉定县长征公社朝阳大队建全市近郊菜区第一座小型排
涝泵站。１９９５年，市郊排涝泵站８５３座，控制排涝面积１１５．８万亩。
治渍 上海市郊渍害有涝渍（包括潜渍）和盐渍，受渍面积约３００万亩。涝
渍影响较严重的低产田有１２０万亩，遍布市郊各县，主要在青浦、松江、金山等
西部淀泖低洼地区。盐渍地主要分布在浦东川沙、南汇、奉贤等沿海夹塘地区
和崇明、横沙、长兴等岛屿的沿江东北部前缘，全市１８０万亩。１９６３年起，用田
间排水、三沟配套、埋设塑料暗管等法治渍。

第五节 滩涂围垦
一、 滩涂资源

长江每年有４．７２亿吨泥沙下泄入海，有一半泥沙沉淀淤积于长江口和杭
州湾北岸，促使上海地区海岸滩涂从冈身一线向东淤涨延展，江中沙洲、沙岛
不断淤高扩展，形成边滩和江心滩两种滩涂。１９８５ 年，上海地区江海岸线总
长约４６５公里，约３０％处于淤涨，约２０％受冲刷，余较为稳定。潮间带滩涂面
积１３５．４６万亩，其中吴淞标高零米以上滩涂１０３．８２万亩，３．５米以上滩涂１３．５１
万亩，其他无名阴沙１８．１３万亩。滩涂主要分布长江口南岸、杭州湾北岸的陆
地前缘和崇明、长兴、横沙等江岛边缘。
二、 围涂造地

自唐代长江口形成沙洲，后形成崇明、长兴、横沙三岛，成为今上海地区主
要的围涂造地的地区。
北宋皇四年（１０５２年）至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修筑内捍海塘，在华亭缘海
筑堤百余里，得良田万余顷。南宋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至四年，今南汇县境灶门
港引潮煎盐和围垦土地，围垦面积数百亩至数千亩。北宋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
役使８万余民工，围华亭泖为田。 元初，有人在淀山湖边围田数万亩。１９５４
年，江苏省农林厅围垦滩涂，创办国营奉贤机耕农场。１９５５ 年，上海市以工代
赈组织市民参与农场扩建。１９５６年，崇明县围垦 １．２４万亩土地。１９５１～１９５７
年，长兴、横沙两岛围垦２万多亩。１９６０年９月，成立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市
区各区和市属各局划片，组织３万人在崇明岛、长兴岛和奉贤县围垦滩涂，兴办
畜牧场。至１９６１年，围垦土地３０．０３万亩，建立１６个畜牧场，１９６３年合并为１５
个国营农场。上海警备区和东海舰队，在崇明岛围垦 ３．７５ 万亩，建成部队农
场。到１９６５年，全市围涂造地４４．１万亩。７０年代，继续大规模围垦。１９７３年
奉贤、南汇等县围垦 ８．１万亩。沿海地区集体单位先后围垦土地 １３．３５ 万亩。
为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围垦 １．６６ 万亩。１９６６～１９７７ 年，全市围涂造地３１．３万
亩。至此，标高４米以上滩涂基本被围垦。１９６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围垦１６３万余
亩。其间，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１２．５万亩，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２０．６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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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 、职工 、总产值
一、 企业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有８８家外商工厂在上
海开办。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有９０
余家官办、华商工厂。１９３５ 年，全市外商企业 １１３ 家，官办、华商企业 ０．３６ 万
家。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有工业企业 ２．０３万家，７０％ 为从业人员不足 １０人的私
营小厂。１９５６年，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企业减为１．８７万家，其中全民所有制
１．７１万家、集体所有制０．１６万家。到１９５７年，大中型骨干企业增为１２１家。城乡
集体工业企业增至 ０．６５万家，其中县属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企业 ０．３７ 万家。
１９６５年，全市工业企业减为０．８２万家，其中国有企业０．３４万家、集体企业０．４８万
家。１９９５年，全市有企业３．９９万家，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１．５９万家（大中型
企业０．１３万家）；全民所有制企业０．３７万家，集体所有制企业０．７９万家，联营和股
份制经济企业０．１３万家，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０．１６万家，港澳台独
资和港澳台与内地合资合作经营企业０．１３万家，其他经济类型企业８０家。
二、 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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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在沪外商企业有从业人员 ３．６万人。宣统二年，
员工５００人以上企业从业人员 ７．６万人。１９３５年棉纺、制革、造纸、水电、翻砂
等５８个行业有２５．９２万人。１９４９年末，全市工业部门有职工５３．０８万人。１９５７
年，有１１３．２８万人。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精简职工，减少３５．２３万人。１９６２年，全市
职工降至１２３．３４万人。１９９５年，有职工２３８．２０万人。
三、 总产值

１９４９年年末，全市工业总产值３５．０６亿元，１９９５年５３４９．５３亿元。

第二节 资本金 、固定资产 、装备
一、 资本金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开办费５４．３万两关平银。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批华商工厂开办，上海工厂大为增加。１９２７ 年，全市有工
厂０．１８万家，其中被调查的工厂０．１５万家，资本总额２．９３亿元。１９３５年，有纺
织、机器制造、化学橡胶、冶镀、食品、仪器制造、交通用具制造、家具制造等行业
工厂０．３６万家，资本总额４．７３亿元。１９４７年６月，上海市社会局登记，有“合
格”的工厂 ０．２６ 万家，资本总额 ３．４６ 亿元。１９５０ 年，全市私营工业会员企业
１．８１万家，资本总额２．１８亿元。１９５６ 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总额 ３１．３２ 亿元，
私营工业企业私股资金９．２亿元。１９９５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金总额
１４９３．２７亿元，占全国７％。其中，国家资本金７４７．１９亿元、集体资本金１１３．９１
亿元、外商资本金２２０亿元。轻、重工业分别占３７．３５％和６２．６５％。
二、 固定资产

１９５２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２５．２９ 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总额 １７％。
１９５７年，分别为３３．５３亿元、１０％，１９７５年１３５．６７亿元、５．６％。１９９５年，全市工
业固定资产原值２６１３．８１亿元，固定资产净值１７４６．７２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
经济工业企业占６０．３６％、集体工业企业占５．９５％、三资企业占１９．４４％。轻、重
工业分别占３１．１２％、６８．８８％。
三、 企业占地、建筑面积

１９８５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０．８５万家，企业占地１．５９亿平方米，建筑
面积０．７亿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５９万家、３．３１亿平方米、１．２１亿平方米。
四、 装备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业生产规模、装备拥有量均居全国之首，纺织、
卷烟、面粉、橡胶、搪瓷等行业装备接近全国半数。１９４８年，全市工业企业主要
设备有纱锭２４１．１３万枚、纺织机６．９１万台、车床０．４６万部、工具机０．５２万部、
炼钢炉１５座、轧钢机２７座、电解槽４５０具、橡胶机４５７部、榨油机４３３部、磨粉
机６００部、卷烟机０．１１万台等。解放初，全市工业人均固定资产４４００元。装备
多数是外国产品，纺织行业７０％主要设备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产品，轻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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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靠手工操作。１９５８年，全市工业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程度达 ２７％，
１９６５年提高到６０％。１９８５年，轻工系统８．７万台设备，其中三四十年代产品占
４０％，５０年代的占５０％。纺织行业６０％设备是民国时期的设备。１９９５年，全
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原值 １９７０．９９ 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原值
６４．６６％，人均装备资产７．９７万元。

第三节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１９２１年，上海生产钢质船只３３万吨。１９３７年，生产棉布１６８０．３２万匹、机
纱１３６．７６ 万件、火柴 １４．２２ 万箱、纸 ０．５３ 万吨、卷烟 １１５．２２ 万箱、搪瓷面盆
３３．７６万打、搪瓷杂件７４．６２ 万件。１９４９ 年，生产钢 ０．５２ 万吨、自行车 ０．４４ 万
辆、金属切削机床 ６９０ 台、水泥 ３．７９ 万吨。１９９５ 年，生产钢 １４５４．１１ 万吨、纱
２９．８万吨、自行车８３８．７５万辆、金属切削机床１．５８万台、水泥４３３．２２万吨。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生产纱１４６２．６２万吨、布６１８．５１亿米、卷烟３９１０．８万箱、手
表２．５５亿只、自行车１４０８９．４万辆、缝纫机７４４２．９４万架、电视机５６６６．０２万台、
钢２０２６７．７８万吨、成品钢材１．５３亿吨、轮胎外胎 ７３４２．１３万条、发电设备装机
容量４９６１．５万千瓦时、金属切削机床５９．６万台。
１９５２年，上海纱产量 ２５．０７ 万吨，占全国 ３８．２％，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２９．８ 万
吨、６％。１９６５ 年，自行车产量 ８７．７２ 万辆，占全国 ４７．７％，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８３８．７５万辆、２２．６％。１９６５年，手表产量８６．０４万只，占全国８５．４％，１９９５年分
别为１７７０．１万只、５．１％。

第四节 工业经济效益
一、 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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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工业利税总额２５．５亿元，占全国利税总额２２．３％。１９９５年，分别
为４６４．１９亿元、９．２％。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工业利税总额５３４２．６３亿元。
二、 劳动生产率

１９４９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０．４２万元，１９５２年０．５９万
元，１９９５年３．５３万元。

第五节 纺织工业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英商怡和洋行创办上海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
缫丝厂纺丝局。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
织布局创办。二十二年开始，欧、美、日等商加紧在上海投资兴办棉纺织厂。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日商纱厂竞相开设。针织、巾被、
毛纺织、印染、丝绸、线带等厂相继出现，形成上海完整的纺织工业。３０ 年代，
建立申新、永安、安达、丽新、章华、美亚等大型企业集团建立。日商形成内外
棉、上海纺绩、日华、同兴、丰田、公大、大康、裕丰等 ８大纺织企业集团，有纱锭
１２２万枚，占上海总纱锭 ５１％。纺织业成为上海最重要的产业。１９３７ 年八一
三事变，战区内２０余家华商棉纺织厂损失全部华商 ２５％ 的纱锭和 ３５％ 的布
机。租界内及迁入租界的纺织企业，获得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棉花货源
断绝，棉织品销路大减。两年后日伪对纱、布实行强制收购，纺织业全面衰退。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纺织品市场活跃，美棉低价倾销，纺织业兴旺，成立中
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１８家日商棉纺织厂和２０家毛纺织、印染厂等，１９４７年，
实行纱、布挂牌销售和掌管美棉进销，垄断上海花纱布市场。上海解放前夕，不
少厂主抽逃资金，紧缩企业，大批私营纺织厂资金空虚，生产半停顿。１９４９年５
月，全市有纺织企业０．４６万家、从业人员２３．８８万人。五六十年代，棉纺织行业
两次行业性改革。１９６６年，总产值６２．３２亿元。其间，向全国２０个省市迁移纺
织厂８６家、车间（生产线）１１个，输送专业技术、管理人员０．６２万人，腾出近５０
万平方米厂房用于仪表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新兴工业。发展化学纤维和纺织机
械工业。７０年代，化学纤维成为重要纺织原料。各行业大面积改造和转变工
艺技术。纺织业经济效益快速增长。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接受国家投资９．２６亿元，
上缴利润３０３．４亿元，税收１５７．７亿元。８０年代，纺织品年出口额１３亿～１５亿
元，占上海出口总额４０％。１９８１年，利润３０．１亿元，税收１３．０９亿元，创历史最
高，居全市各工业部门之首，被誉为上海财政的“摇钱树”。８０ 年代后期，国家
调拨上海的棉花占上海用棉的比重，由１９８８年７５．４７％降至４１．４％。增加进口
棉，国内棉价上调，纺织业经济效益下降，１９９１年利税１４．３６亿元。至１９９５年，
棉纺锭压缩到１７９．９２ 万枚，从业人员减至 ３５．４２ 万人。发展三枪、春竹、曼丽
尔、康派司、大地等２７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生产，销售额占纺织品总额１６．７３％。
停关并转企业１９６家，销号１３８家，共占企业总数１／３以上。腾出地块１５０幅
计１３０万平方米，发展房地产等第三产业。是年，全市生产企业５２３家，工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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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１８２．４１亿元，利润税收 ４．２８ 亿元。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年，全市纺织工业总产值
６６９９亿元，利润５３３亿元，税收３０２亿元，创汇约２８０亿美元。
一、 棉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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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建，有纱锭３．５万枚、布机５３０
台。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华商有华新等纱厂开办，纱锭 ６．７４ 万枚。二十一年
《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竞相在中国开设纱厂。二十二年，英商怡和洋行投资
５０万两银建怡和纱厂，有纱锭 ２万余枚。二十八年，日商收买华商兴泰纱厂，
日资进入上海棉纺织业。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华商棉纺织工业
迅速发展。是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申新纺织第一厂。１９２１ 年，旅澳华
侨郭乐、郭顺建永安纺织第一厂。至 １９２２年，新建华商纱厂 １９家。日商收买
兼并外商和华商纱厂，建新厂，日商纱厂发展迅速。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９
年，日商开设内外棉第三、四、五、八厂。１９１９年，上海有纱厂 ５１家，其中华商
２４家、英商５家、日商２２家；增加纱锭 １７５万枚、布机 １．２９万台。上海成为全
国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城市。１９３６年，全市有纱厂３１家、纱锭１１１．４４万枚、织
机８７５４台。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战区内的２２家纱厂、２７．５５万枚纱锭被炸毁。
上海沦陷后，纺织业庇护于租界，获得短期繁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接管改组日商棉纺织厂１８家、纱锭８８．７３万枚、织机１．７３万台，成为亚
洲最大的纺织集团。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棉纺织厂７２家，加上其他行业的细纱
机，共有纱锭２４３．５４万枚，占全国４７．２３％。此外，还有单织坯布的小厂９２家。解
放初，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１８家棉纺织厂改成国营企业，分别改编成中国纺织
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至第十九纺织厂（其中第十三厂编号空缺），有纺锭
８８．１４万枚、线锭２３万枚、织机１．７４万台。１９４９年年底，全市有纱厂７５家、纱锭
２７４．９８万枚，其中国营厂１９家、纱锭１３１．７８万枚，私营厂５４家、纱锭１４３．２万
枚，英商纱厂２家、纱锭５．８５万枚；布机２．９６万台（不含专业织布厂）。到１９５５
年，全市私营棉纺织厂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棉纱、棉布年生产量分别达到２０７．８
万件和１５．３３亿米，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申新二厂等１３家厂转业。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
有５家厂分别转业为化学纤维厂。１９６１年，全市有棉纺织厂３５家，纱锭２０７．２１
万枚，布机５．２９万台。７０年代，行业大量增产化纤及混纺产品。１９８４年，改革
管理体制，按纺纱、织布、印染一条龙工艺，重新组合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上
海市第二织布工业公司和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所属厂，改组为分别以生产细薄
织物、粗厚织物为主的上海市第一、二纺织印染工业公司，以单纺为主的上海市
棉纺工业公司。１９８７年撤销，建立纺织局棉纺织印染行业管理处，统管所属各
厂。１９９０年５月，成立上海棉纺织印染联合公司。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成立申达纺织服装 （集团）公司等 ４ 家公司，各纺织厂按专业加入。１９９２

年，有棉纺织厂３０家、织布厂３１家、机械等厂４家。纱锭１９９．６５万枚，气流纺
１．０５万头，织机 ３．０２ 万台。年产棉纱 ２６．９１ 万吨、棉布 ８１７３３ 万米。总产值
５３．８７亿元，利润１．８８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第一至十二等棉纺织厂 （三棉空
缺）。产品以蓝凤纱和龙头细布、跳鲤细布、丰鹤牌府绸、防羽绒布最负盛名。
二、 印染

１９２１年，王启宇、崔福庄开设达丰染织厂，１９２６年开始棉布染色，成为上海
第一家机器漂染厂。１９２３ 年，鸿章纺织厂设印染部，产品接近进口货。是年，
法商开设上海首家外商印染企业中法印染厂。１９２５年，有华商３０余家。１９２８
年前后，达丰染织厂等开始生产机印花布。１９３２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开设
内外棉第二加工场（今上海第一印染厂），号称远东第一。１９３３年，华商永安纺
织公司开办大华印染厂。到１９３７年，全市有印染厂四五十家。１９４５年抗日战
争胜利后，年产印染布 ２０００ 余万匹，约占全国产量 ５７％。１９４９ 年，有印染厂
１６２家。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６８ 家厂裁并为 ６０ 家，１９５７～１９６５
年改组为３０家。１９９２年，有２６家厂，有印染主机０．１３万台，员工３．２６万人，总
产量８．４８亿米，外销拨交量５．５１亿米，利税２４００万元。主要企业有上海市第
一至三印染厂、新光内衣染织厂。
１９２７年，开始生产全国第一代机印棉布，１９２８年，开始生产本光１９０士林
蓝布。兰亭图士林布双童精元羽绸、哔叽和四喜元贡等畅销全国。３０年代初，
生产深色防拔染印花布、精元哔叽、直贡呢等。１９４３年，生产白猫牌什色、印花
泡泡纱，首次生产灯芯绒产品。１９６２年，第一印染厂在国内率先开发加工涤棉
混纺织物的确良。１９９２年，６种产品获国家质量金质奖。
三、 色织

１９１２年，叶鸿英等开办上海第一家色织厂荣大布厂，生产爱国布。诸文绮
创办启明染厂，在国内第一个采用丝光染色工艺。１９１７年，王宝全开设源昌手
帕厂，在上海最早生产手帕。到 ３０ 年代中期，出现捻线、轧光、拉绒等协作小
厂。１９３６年，全市有染织厂３０多家、手帕厂２０余家。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战
区染织厂损失惨重。次年，不少厂在租界复业，全市色织厂增至２００余家、布机
近万台。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新建５０余家手帕厂。１９５０年，全市有色织厂３３４家，
１９５６年６１５家，１９６４年改组为３９家。１９６６年，色织与手帕行业合并成立上海
市第一织布工业公司，属有色织厂２７家，手帕厂１８家，染纱厂６家，捻线、整理
等协作厂１１家。１９７４年，发展专业厂，形成９条色织大整理生产线，高档大整
理的能力达到总整理量８０％以上。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发展化纤产品，开拓粗支仿
毛，细支仿绸以及适销的单纱、阔幅产品。１５１５Ｓ型阔幅布机占全部布机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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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企业４１家，员工 ２．７２ 万人，织机 ０．７２ 万台，工业总产值 １２．９５ 亿元。
生产色织布８６４０万米，外销６１００万米。手帕出口创汇５０１８万美元，占全国手
帕出口７０％。主要企业有上海色织二厂、鸿新色织厂、汉阳手帕厂等。
四、 毛麻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郑孝胥等创办上海第一家毛纺织厂日辉织呢
厂，１９１９年改为中国第一毛绒纺织厂，在国内首次生产火车牌粗纺绒线。１９１６
年，日商创设上海首家黄麻纺织厂东南亚制麻株式会社。１９２３年，中国维一毛
绒厂首次生产骆驼绒。１９２９年，刘鸿生建章华毛绒纺织厂，生产制服呢、军衣
呢和羊毛毯等粗纺产品。１９３１ 年，达隆呢绒厂开办，在上海最早织造精纺呢
绒。１９３２年，密丰绒线厂建立。３０年代中期，有５家精纺绒线专业厂。３０年代
中期，出现羊毛衫生产厂。到 １９３７年，全市毛纺厂有华商 ３０余家、日商 ５家、
英商２家，毛纺锭４．１９万枚、毛织机 ４４２台，羊毛衫厂 ７０余家。１９３８年，新办
协新、寅丰、元丰和章华厂，成为上海四大精梳毛纺织染全能厂。１９４１ 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羊毛衫厂发展到１４０余家。上海解放初，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
毛纺织企业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改成国营企业。另有私营毛纺织企业 １１０
家、英商企业３家。毛纺锭１０．９８万枚、毛织机０．１４万台，分别占全国７０．１８％
和６９．４５％。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全市５３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裁并组合成１７家具
有纺织能力的全能厂。１９５８ 年，毛麻公司形成有精纺、粗纺、绒线、羊毛衫、麻
纺、长毛绒、驼绒、工业用呢、制毡等门类毛麻纺织系统。１９９２年，全市企业 ４２
家，员工５．０１万人，毛纺锭１８．５６万枚、毛织机０．２２万台、针织横机０．４２万台，
生产毛麻纺织大类产品１５种。产值３１．３９亿元，利润１．１９亿元。主要企业有
上海第二毛纺织厂、章华毛纺织公司、密丰绒线厂、第十五羊毛衫厂。１９８０～
１９９２年，有１５０余种产品标有国际羊毛局（ＩＷＳ）纯羊毛标志。知名产品有派力
司呢绒、牙签条单面花呢、英雄牌绒线、熊猫牌羊毛衫。
五、 丝绸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１９６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沪创办纺丝局，是中国第一家以
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缫丝厂。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华商黄佐卿创立公和永丝厂，
二十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１２家。民国初年，日商松冈洋行输入绸缎新法（浆
印）技术，在上海设厂。华商老正和染坊首创锅炉蒸气染绸。１９１５ 年，春记正
绸庄开设中国第一家电机织绸企业肇新电机织绸厂。１９１９ 年，华商开办中国
机器印花（浆印）厂。１９２２ 年，首家华商绢纺厂中和绢纺厂建立。１９２８～１９３１
年，新开４７５家小型丝织厂。１９３１ 年，精炼绸缎和丝绸印花工艺日趋完备，各
自形成独立的生产专业。１９３３ 年，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有丝织机 １０９８

台，员工０．３６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织厂。１９３６年，全市有丝织厂４８０家、丝
厂４９家。１９３８年８月，日伪成立“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垄断江浙两地及上
海沦陷区的全部蚕丝业。１９４９年５月，有丝织厂３６５家、缫丝厂３家、绢纺厂４
家、练染厂１４７家、印绸厂（坊）４９１家。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全行业３２８家私营企业
公私合营。１９５９年，裁并为 ４５家厂。１９７９年，上海最后一家缫丝厂上海缫丝
厂关闭。１９９２年，有丝织厂１４家，印染厂８家，绢纺厂、机械厂各２家，筛网厂
１家，员工２．８２万人。生产丝织品８２９６．１１万米、绢丝４３１．１４吨、练染印丝织品
５１００．４４万米、服装 ２００．８９ 万件套。工业总产值 １２．０３ 亿元，税收 ３０６５ 万元。
主要企业有上海第一丝织厂、第二绸缎炼染厂、第七印绸厂等。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年，产品获国家质量金质奖８个、银质奖９个。知名产品有金三杯真丝印花绸、
青春纱，雪花牌真丝、人造丝立绒，狮牌阔幅全涤绡。
六、 针织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吴季英创建中国第一家针织厂云章袜衫厂，生
产汗衫和袜子，三十四年汗衫出口南洋，首开中国针织品出口历史。１９１２ 年，
上海第一家专业手摇机袜厂柯泰袜厂设立。１９１３年，锦兴袜厂创办，为上海第
一家电机袜厂。１９１４ 年，中华第一针织厂开办，生产 ４２／２ 双线罗口袜。 到
１９１６年有７０余家袜厂。１９１７年，兴祥棉织厂开办，织制卫生绒衫。１９２０年，学
昌工业社始用手摇小横机生产手套。１９２５ 年，内衣用品厂、袜厂分别增至 ３０
余家、２００余家。１９２９年，宝新等成为单织、单染、单造（成衣）针织染厂。１９３８
年，南洋市场需求激增，针织业繁荣。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内衣厂３００余家、制
袜及手套厂８４０余家。各厂名品争辉。１９５６年，有０．１５万家针织厂。１９５６年，
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９年裁并为１７１家，１９７６年有 ６０家。１９９２年，有企业 ４８
家，主要企业有上海针织九厂、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上海针织厂、五和针织厂
等。员工４．６２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６．０９亿元，利税３４７２万元，创汇１．７３亿美元。
名牌产品有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金爵牌卫生衫裤，１９１３年金杯牌平口纱线袜，
１９３１年鹅牌麻纱汗衫，１９３９年僧帽牌卫生衫裤、飞马牌汗衫、菊花牌和三枪牌
棉毛衫裤、司麦脱青年袜、花篮牌长统舞袜、狗头牌中统麻纱袜等。１９９２年，有
针织大类产品１４种。
七、 毛巾、被单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川沙县张艺新等开办上海首家毛巾厂经记毛
巾厂。１９２０年，上海有毛巾厂７５家、织机０．２５万台。１９２２年，沈九成、陈万运、
方智达３人创办三友实业社，试制成功独幅单套色印花被单，上海被单业兴起。
１９３３年，荣记织造厂开办，生产围巾。到 １９３７ 年，增建民光等毛巾被单厂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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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毛巾厂 ２５ 家，萃众和锦乐毛巾厂、民光织物社产品全国闻名。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年，南洋需求激增，新设毛巾被单厂２４家及和丰织造厂等１０余家毯子厂、
围巾厂。形成毛巾、被单、围巾、台布、绒毯、线毯等自然行业。１９４９年５月，全
市有毛巾被单厂１７１家。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９０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有员工 １．２９
万人，１９５８年裁并至５０家。１９７０年代，形成素白、条格、印花、提花等毛巾专业
厂和中式、西式被单专业厂。至 １９８０年，全市漂、印、染业全部实现机械化、连
续化。１９９２年，全市有３３家企业，员工２．８９万人，工业总产值９．０４亿元，利税
３２５９万元，出口３８２７万美元。主要企业有上海毛巾一、二、三、五厂，三友实业
社毛巾厂，上海萃众毛巾厂，上海民光被单厂等。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全市月产毛巾
６２万打、被单３２万条，３０％销香港、澳门及南洋各地。皇后牌、红云牌毛巾，民
光牌被单等行销全国。大中被单厂３３３麻雀牌印花被单出口海湾、东南亚，作为
衡量国际市场中式被单行情的代表品种。１９９２年，生产毛巾１６９４．１万打、被单
１３６８万条。知名产品有钟牌４１４毛巾、熊猫牌绒面满地印花浴巾、民光牌被单。
八、 线带

１９１２年，潘厚生创建上海首家木线厂———诚丰木线厂。次年，又有国内第
一家纱带厂宝华纱带厂和丝边厂寿记丝边厂开设。１９２０ 年，上海首家松紧带
生产厂鸿裕边带厂开办。１９２５年，中华工业厂和德胜织造厂研制国产花边与
德商洋货抗衡。１９２９年，中国飞纶制线厂开办，抗战胜利后员工千余人，规模
居全国之首。１９３５年，全市有线厂（木纱、蜡线）１８家、织带厂６６家。１９３７年，
产品取代洋货畅销全国，木纱团、花边、宽紧带和鞋带等出口美国、东南亚和香
港等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产销两旺，新厂开办。１９４９年，制线业 ４４家厂，
织带业２３５家厂。１９５６年，制线厂５５家、织带制绳厂３５１家，全行业公私合营，
改组为１０１家企业。木纱团、绣花线产量分别约占全国５０％、８０％。１９６６年年
初，有企业５２家。１９７９年，４２家企业改组为２４家。１９９１年，利税在全市纺织
行业中居第一。１９９２年，生产企业２４家，员工１．１４万人。工业总产值４．１７亿
元，利润８８４万元。主要企业有中国飞纶制线厂、上海消防水带厂、上海缆绳厂
等。产品５大类１４０个大类品种，各有 ３ 个产品获国家质量奖金质、银质奖。
知名产品有飞轮牌木纱团、涤纶宝塔线、玫瑰牌绣花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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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服装、鞋帽

清乾隆末年，上海县城开设有中式成衣铺，有沪帮冯章生、苏帮俞宝山、宁
帮应鹤年等。苏州裁缝手艺巧，广州服装式样新，百余年间成衣店铺名称多
冠以“苏广成衣铺”以招客。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 ），浙江奉化人江良通首
设和昌西服店。民国初，亨利西服店为孙中山改制一套军服 （一说为荣昌祥

西服号所做），后此类款式命为中山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王兴昌、培
罗蒙等西服店兴起。１９３０年，全市西服店 ４２０ 家，大部分附设工场。清咸丰
元年（１８５１年），川沙人赵春兰从英国学成女式西服缝制技艺回国开设洋服
店，１９２８年第三代传人金鸿翔昆仲挂牌鸿翔时装公司，“时装 ”名称由此产
生。２０年代，服装业出现本帮（中式）和红帮（西式）之分。１９３３年，傅良骏合
资开设新光标准内衣制造厂，生产标准牌男式衬衫。１９３７ 年，全市有衬衫厂
（坊）１８家。１９４６ 年，全市有女式时装店 ２３０ 家。１９４８ 年，有西服、时装、衬
衫、童装店０．１万家。
１９世纪中叶，帽业主要是瓜皮帽业。１９３９ 年，盛锡福帽庄在上海开设分
号。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鹤鸣鞋帽商店在上海设立分店，有马敦和、上海、中央等
帽店先后开办，以产品款式新颖，制作精良闻名全国。１９ 世纪中叶，鞋业主要
是男女布鞋业，规模较大的有春林翻鞋作。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开设于上海小
花园的女翻鞋店以绣花女鞋闻名全国。此后，有一批女鞋店在广西路、湖北路
小花园一带开办。
１９５０年，服装行业有西服、时装、衬衫、机缝、童装、中式成衣、布鞋、制帽等
８个自然行业，多数店家前店后工场，亦工亦商。０．６６万家作坊、店铺，摊贩遍
布街旁巷口，从业人员近４万人。其中机缝业７２７户，有新光标准内衣制造厂、
康派司衬衫厂、永新雨衣染织厂等工厂。时行解放装、人民装、列宁装，西服、时
装生意冷清，２００余家店关闭，部分转产时行服装，大批中式店摊添置缝纫机，
代客加工解放装。１９５４年，机缝业增到０．２２万户，服装摊贩１．６９万户，从业人
员２万余人。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除少数衬衫厂归口纺织系统外，２．３５
万户服装鞋帽店摊分别归口上海市服装公司、上海市鞋帽公司、上海市服装合
作社联合社，１９５８年合并为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１９６２年 ５月，划出 ９６家工
厂和６８家生产合作社２．３７万人，建成以经营出口产品为主的上海市服装用品
工业公司，按西服、时装、衬衫、羽绒、睡衣、童衣、布鞋、帽子等 ８个专业组织生
产，形成上海服装鞋帽工业。１９５６ 年后，康派司衬衫厂天平牌衬衫首销苏联。
１９６５年，工厂、合作社分别调整为８６家、６６家。１９７３年，合作社全部转为合作
工厂。服装出口增加，１９７６ 年增至 ４１３９ 万件。西服、时装、衬衫等业迅速恢
复。１９７９年，部分厂与市郊公社合作建１８家联营企业，１９８０年增至１８０家，员
工６万余人。１９８７年，市服装公司人均创汇突破１万美元，创全国服装业最高
纪录。１９９２年，５７家厂，员工３．１４万人，总产值２１．８２亿元，利税９１０９．６万元，
出口交货值１６．３亿元。另有合资企业 １１ 家、境外企业 ５ 家、工农联营厂 １４５
家，员工５．４万人。主要企业有康派司衬衫厂、上海西服厂、飞达羽绒服装厂、
海螺（集团）公司。生产服装用品９１０２万件，出口占 ７５．２％。知名产品有海螺
牌男衬衫、申友牌女呢时装、Ａ 字牌绣花工艺鞋、双羽牌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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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化学纤维

１９３８年，邓仲和购法国粘胶人造丝生产设备，建中国第一家化纤生产厂安
乐人造丝厂，因设备残缺一直无法开工。１９６０年，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建安
达一厂化纤分厂，是中国首家自行设计制造采用连续浸压粉工艺的大型化纤工
厂。１９６１年，分厂建年产６００吨锦纶６长丝和短纤维工场，为全国第一个合成
纤维专业生产点。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改建、新建４家化纤厂。到６０年代末，上
海化纤工业总产量１．７万吨，占全国总量 ２５．５％，在全国最早形成化纤工业基
地。７０年代，重点发展涤纶短纤维，生产厂增至 ７家，年产能力 １．８６万吨。７０
年代末，化纤年产量５．４３万吨，占上海纺织工业纤维总用量４０％。１９９２年，全
市有企业１９家，员工１．６９万人，生产化纤８．２７万吨、浆粕２．７８万吨。主要企业
有上海市第一至十四化学纤维厂。
十一、 纺织机械、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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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永昌机器厂最早制造国产缫丝机。１９１３年，上
海第一家纺织器材厂大来纱管厂建立。１９１４ 年前后，有缫丝机、轧花机、手摇
袜机等厂３０家，纱管、梭子等器材厂３０余家。１９１９年，日本株式会社丰田纱厂
铁工部在上海创办。２０年代，大隆机器厂一度生产粗纱机等，仿制日本丰田及
平野式全铁织机。１９３１年，德商远东钢丝布厂建立。３０年代末，华商纺织器材
厂能制作棉毛机和袜机。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纺机制造厂近３００家、纺织器材
厂６０余家。１９５６年，全市４８０家私营纺织机械、器材厂公私合营。１９５９年起，
建上海印染机械厂和上海第四、七纺织机械厂等，形成全国纺机工业成台纺织
机械生产骨干企业群。８０ 年代起，发展涤纶高速纺丝设备等 ８ 大重点产品。
８０年代，改造３３家企业，建立全套针布后加工冲淬卷等生产线。产品向标准
化、系列化、成套化发展。１９９２年，全市企业４０家，员工４．０８万人，工业总产值
１７．９４亿元，利润３．０８亿元。主要企业有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
一纺织机械厂、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上海印染机械
厂。生产化纤、棉纺织、毛纺，苎麻、绢丝、针织印染等生产设备和纺机部件８大
类０．１２万种，占全国１／３，产量８万吨以上。

第六节 轻工业
上海轻工业是上海最早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部门之一。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年），英国传教士在麦家圈创办墨海书馆。以后外商相继建立食品、饮
料、造纸、肥皂、卷烟、火柴、灯泡、玻璃制品等企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英、美、日、德等国商人开设工厂６９家，分属１３个行业。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老妙香室粉局生产和经销香粉（鹅蛋粉）、花露水
等化妆品，成为上海首家华商轻工业企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华商轻
工企业３８家，分属１４个行业。１９１６年，双妹牌化妆品获美国巴拿马赛会金奖，
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前夕，华商轻工业发展到 ３１个行业、０．１１万家企业。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２００多家企业受损。至１９４９年，有３０多个行业、０．２万家企业，
员工６万余人，知名产品有无敌牌牙粉、明星牌花露水、三角牌雅霜、百雀羚香
脂、三五牌木钟、三星牌蚊香、箭刀牌肥皂、金钱牌热水瓶、梅林盾牌罐头、金鸡
牌饼干、佛手牌味精、冠生园月饼、大无畏电池、ＡＢＣ 糖果、孔雀牌香精等。
１９５２年，私营企业０．３８万家，工业总产值５．６７亿元。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企业公
私合营。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全市轻工业进行３次调整改组，裁并改组０．６１万家企
业。发展手表、照相机、合成洗衣粉、感光胶片、塑料制品等新兴行业，建立专业
化协作配套网络。１９７６年，工业总产值４６．８４亿元。１９８３年起，大规模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８０年代，投资３．１７亿美元，引进２００多个项目、１．３５
万台（套）设备、８０余条生产线。重点改造自行车、缝纫机、食品、电影照相器材、
日用化学、包装装潢、造纸等行业，有１４个行业、１００多家企业的产品采用国际标
准生产，白熊薄荷脑、梅林罐头、白猫洗衣粉、美加净牙膏、大白兔奶糖、三角玻璃
器皿、英雄自来水笔、蝴蝶家用缝纫机、钻石机械闹钟、凤凰自行车、佛手味精、向
阳保温瓶以及搪瓷烧锅等一批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声誉。１９９５ 年，有 １７ 个
行业，９０类产品，生产２万多种品种，工业总产值２０３．４亿元。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
税利７３５．１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６．３倍。
一、 食品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英商霍尔开办上海第一家面包工场。八年，英商埃
凡开设馒头店，生产面包、糖果、汽水。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英商广和洋行在上
海成立，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改正广和洋行，十八年开设泌乐水厂，俗称正广和
汽水厂，成为上海最大汽水专业厂。同治四年，英商开办中国酿酒厂，生产啤
酒。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德商上海顺和啤酒厂开办，生产 ＵＢ 牌啤酒，１９１９年
改为上海啤酒公司。光绪三十年，上海第一家华商面包、西点作坊晋本号创办。
三十二年，南洋华侨王拔如创设泰丰罐头食品厂。１９１６年，广东人冼冠生等开
办冠生园店铺，自制蜜饯等，后又改冠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１９ 年，郭唯
一接盘英商屈臣氏汽水厂，为上海第一个华商汽水生产厂。是年，马玉山糖果
饼干公司开办。１９２１年，英商沙利文建沙利文糖果制造厂。１９２３年，中国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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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号建厂。１９２４年，公和祥余记咖啡公司创办，在上海首家生产咖啡。２０年
代初，吴蕴初生产佛手牌味精，产品质量可比日本味之素，１９２３ 年建天厨味精
厂。１９３０年，梅林罐头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生产番茄沙司、辣酱油，１９３３年生产
各类罐头食品，注册商标以梅林为牌号。外商企业和华商企业竞争激烈。美商
海宁洋行垄断上海冷饮市场，冠生园、泰康、梅林等华商公司以扩大生产创名牌
参加竞争。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全市有食品厂 ７０ 余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进口货绝迹，上海罐头食品业一时繁荣。抗日战争胜利后，冠生园增资漕河泾
厂改总厂。１９４６年，天厨味精厂在北新泾建新厂。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改设香港，上海企业成为分公司。是年，国民政府联勤总部收购海宁洋行、接收
原日资企业公大食品厂，改第一粮秣厂第五、一工场，生产军用粮，１９４９年５月
上海解放后分别改为国营益民食品一、二厂。１９５３年９月，市政府收购英商怡
和啤酒厂，改为华光啤酒厂。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全行业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有食品
厂５０７家，合并为１６家，２３家迁外省市。１９５９年，德胜咖啡厂改上海咖啡厂，
是全国唯一以“咖啡”命名的企业。１９８３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第一个
合作项目宝宝乐乳儿粉生产车间落成于上海儿童食品厂。１９８７ 年，中美合资
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创办，生产可口可乐等。１９８８年，合资民乐啤酒饮料公
司开办，生产力波、虎牌啤酒。１９９０ 年，百事可乐公司在沪生产百事可乐等饮
料。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上海梅林食品（集团）公司、冠生园食品联合总公司、上海
儿童食品公司、天鹅啤酒（集团）公司和天厨味精（集团）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全
行业企业４４家，员工２．３５万人，工业总产值４９．１７亿元，利税６．１８亿元。主要
企业有梅林罐头食品厂、冠生园食品总厂、正广和汽水厂、泰康食品厂、益民食
品一厂、天厨味精厂、上海啤酒厂。知名产品有梅林牌罐头食品，大白兔奶糖，
正广和饮料，生字牌菊花精，乐口福麦乳精，光明牌冷饮，上儿牌乳儿粉，维他奶
糕，上海牌、天鹅牌、光明牌啤酒，佛手牌味精等。
二、 日用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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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华商在南市昼锦里最早开设老妙香室粉局，专制
和合牌香粉（鹅蛋粉）、花露水、头油。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创
办燧昌自来火局，生产自来火（火柴）行销华中各省。十六年，叶澄衷创办上海
最大的火柴厂燮昌自来火公司，质量胜过燧昌。三十三年，华商首创裕茂皂厂，
生产洗衣皂。三十四年，德商盘门建固本肥皂厂。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梁楠开
设广生行上海分工厂，生产双妹牌花露水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日用
化学品工业发展，有８家肥皂厂、３ 家火柴厂、４ 家化妆品厂开办。１９１２ 年，方
液仙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在国内首创洁齿剂三星牌牙粉，１９１５年研制生产三
星牌蚊香，工业社成为上海最大的日用化学品企业。１９１８ 年，家庭工业社创

办，研制成无敌牌擦面牙粉。是年，叶兴仁创建全国第一家油墨厂。五四运动
时期，抵制洋货，华商迅速发展。１９２１年，项松茂盘进德商固本肥皂厂，改为五
洲固本皂药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机制肥皂厂，与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竞争。１９２９
年，李润田研制鹰牌香精。百里化学厂独创叶氏调香术，填补香精加香工艺空
白。１９３７年７月，新华薄荷厂创办，生产白熊牌薄荷脑，销美国。１９３７年，全市
有肥皂厂２１家、化妆品厂３９家、火柴厂３０余家、香精香料厂３７家和油墨厂１０
家，形成粗具规模的上海日化行业。１９４０ 年，百雀羚冷霜问世，行销全国。
１９４６年，有化妆品厂１２９家、火柴厂４０家、油墨厂３６家、香料厂２４家、肥皂厂
４８家。１９５０年，有工厂３５８家。１９５２年，市政府接管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改为
国营。１９５６年，全市３００多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永星制皂厂改为上
海第一家合成洗涤剂专业生产厂，成为国内最大的合成洗涤剂生产基地。１９５９
年，全市行业内裁并改组成２５家企业，形成肥皂、牙膏、洗涤剂、化妆品、香精香
料、油墨和火柴等专业化生产。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合资建立上海联合利华牙膏
有限公司、上海制皂有限公司，制皂公司成为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制皂企业。
１９９５年９月，组建上海牡丹、凤凰２家日用化学有限公司和孔雀香精香料有限
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４０家，员工１．６８万人。主要企业有上海制皂厂、上海
牙膏厂、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上海家用化学品厂、上海火柴厂、上海油墨厂。生
产洗衣皂４．４８万吨、香皂３．９４万吨、牙膏５２０３５万支、洗涤剂２５．６８万吨。知名
产品有美加净、扇牌、蜂花等香皂，中华、美加净、白玉等牙膏，百雀羚、露美、友
谊、牡丹、海鸥等化妆品，白熊等香料。
三、 钟表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张恒隆钟表店在上海抛球场后马路开办，前店后工
场，手工制造插屏钟，年产约１００台。１９１２年，宁波美华利制钟厂迁上海，１９２４
年在宁波、北京等地设２３家经销分支机构。１９２３年，中国时钟厂创办，１９２９年
改名上海钟厂。１９３０年，大华仪表厂在国内首家生产电钟。１９４０年，中国钟厂
创办，首次用活摆结构设计各种挂钟。此后，又有亚洲钟厂等以及近百家零配
件厂开业，基本形成上海时钟业。１９５０年，国家限制钟表进口，１９５２年起又实
行加工订货，钟表业恢复发展，从业人员从 ３００ 人增至 ５００ 人。１９５２ 年、１９５３
年，亨得利等制钟厂创办，和亨达利、大光明同为商店办厂，在时钟业最早产销
联合经营。１９５６年，全行业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成立，２００
多家企业按专业化要求组织生产。有远东等９家闹钟生产的主机厂，远东钟厂生
产火车头牌、中字牌提环短三针闹钟，中国钟厂首创长三针闹钟。１９５８年，亨得
利、亨达利、东方３厂合并建新的上海钟厂，为全国最大的闹钟生产厂。１９６２年，
闹钟开始滞销，生产厂产量从２００万只减至１５０万只。制钟工业趋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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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７月９日，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等组织手表试制小组，１９５６年９月
２６日在慎昌钟表厂组装成长三针１７钻细马防水表，后又组装１００只，注册东方
红、和平牌商标。１９５８年３月，Ａ５８１型机械手表注册上海牌商标。４月，中国
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发展国产手表元器件、
材料生产。冶金等１５个系统一批企业转产为手表零配件专业生产厂，上海成
为全国规模最大、协作配套最完整的手表生产基地。６０年代起，手表工业税收
成为市重要税源，又高利润，手表工业快速发展。１９７０ 年，生产规模进一步扩
大。上海秒表厂改上海手表四厂，上海第五钟厂改上海手表二厂。１９７４年，１８
家小五金厂合并建上海手表三厂。各生产厂利用办公用房、生活用房、生产辅
助用房发展生产，搭建万余平方米简易厂房。１９６８年开始，上海手表厂以３万
平方米厂房生产１００万只手表。８０年代，手表业开始衰退，进行调整。上海手
表三厂专业生产女表，上海手表五厂生产数字显示式石英电子表，上海手表厂、
上海手表二厂、上海钻石手表厂生产３类６个系列手表。１９９５年，全市钟表业
企业３０家，员工１．９７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０．４６亿元，利税６６００万元。主要企业有
上海手表厂、中国钟厂、上海钟厂等。１９５６～１９９０年，上海手表业利税１０２．４４亿
元，相当于全行业１９９０年固定资产净值的３９倍。
各时期主要产品，１９１３ 年美华利钟厂开始生产美华利牌木壳台钟。１９４０
年，中国钟厂创制走时 １５ 天的台钟。１９７６ 年，三五牌台钟旺销，１９８８ 年产量
４３．３３万台，创历史最高，１９９０年销售５１只，销于国内的全部停产，是年５月首
批１．４３万只出口美国。１９４２ 年，中国钟厂开始生产 ２５ 种三五牌木壳挂钟，
１９８９年，产品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出口５．２４万台。１９３８年７月，金声工业社生
产钻石牌闹钟，１９４９年全市生产闹钟３．１万台，１９９５年４０５．６８万台。１９３０年，
进口美国机芯组装电钟，１９６０年全市生产２４万台，１９８１年停产。１９７９年，研制
指针式石英电子闹钟，１９９５年生产７８．７万只。
１９５８年，上海手表厂投产上海牌 Ａ５８１ 型机械手表，是年生产 １．３６ 万只。
１９６２年，试制上海牌机械日历手表。１９７８ 年，始产上海牌女式手表。８０ 年代
中期生产６个系列表。上海是全国手表生产基地，沪产手表在全国长期供不应
求。１９６８年，全市手表产量首超１００万只，达１１３万只，１９９５年７５８万只。
四、 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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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殷鲁深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家自来水笔厂国益自来水笔厂，经营
自来水笔装配，后改为博士笔厂。１９２８年，关勒铭自来墨水毛笔光滑墨汁股份
有限公司创办，生产自来墨水毛笔，后改产自来水笔。１９３１ 年，华孚金笔厂创
立。１９３２年，朝鲜人金星建三兄弟开设金星自来水笔制造厂。１９３５年，吴羹梅
等创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第一家自制铅芯、笔杆。是
年，全市有５家自来水笔厂、３家铅笔厂。１９４３年，丰华精品制造厂用进口钢珠

制成国内第一支圆珠笔。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要货大增，制笔行业迅速发展。
１９５４年，全市有金笔厂３６家、钢笔厂２５４家、圆珠笔厂４０家、铅笔厂３家、零件
厂２８０家。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６年，７７７家企业改组为１１家自
来水笔厂、３家铅笔厂、１家圆珠笔厂，以及１５家零件厂、１家修配厂。６０～７０年
代，大陆、关勒铭、金星等金笔厂划属市仪表局等转产。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 ２４ 家
企业，员工１．５３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９．５３亿元，销售收入１８．６亿元，利税２．７亿
元。主要企业有上海制笔集团、上海制笔实业总公司、英雄股份有限公司、永生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丰华圆珠笔股份有限公司等。
各时期主要产品，１９２９年用日本进口件生产博士牌金笔１万支。１９４５年，
全市月产金笔０．３万打。１９５０年，有英雄、金星、博士、新华、解放、永生、幸福等
牌金笔。１９５８年，发起“英雄赶派克”，１００号金笔多数技术指标达到美国派克
笔水平。１９９５年５月，英雄自来水笔被特批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１９９０年，全
市生产钢笔１亿支。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生产飞机牌、鼎牌黑芯铅笔，次年自产铅芯。１９３７年，生产
鹰牌、长城牌铅笔。１９４９ 年，全市生产铅笔 ３７８０．９０ 万支。１９５１ 年，试制成功
３６００号６色、１２色彩笔，长期出口。１９５４年，研制成功中华牌１０１号高级绘图
铅笔。１９５７年 １２月，试制成功三星牌 ５７１２号大六角红蓝铅笔，销美国等国。
６０年代中期，中华牌铅笔出口国外，至今成为中国铅笔出口的代表产品。１９９０
年，全市生产铅笔 ８５ 种品牌、７．７３ 亿支，占全国总量 １６．８８％。其中出口 ３．１３
亿支，占全国铅笔出口１８．１８％。
五、 自行车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诸桐生开设自行车销售店同昌车行。１９２２年，
出现零部件制造企业。１９２６年，大兴车行生产车架，配进口零件，装配红马、白
马牌自行车。１９３０年，同昌车行开始装配平车、童车和三轮运输车等。１９２２～
１９４０年，７家零件厂开办，上海自行车制造工业基本形成。１９４０ 年，日商在上
海建成昌和制作所，后生产 ２６ 英寸铁锚牌自行车。１９４１ 年，合利工具厂仿英
国兰苓车，生产宝石、欧米茄和鹰王牌自行车，质量可比进口货。抗日战争胜利
后，日商上海昌和制作所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管，后改上海机器厂，１９４９
年５月２８日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改为红星制车厂，１９５３ 年改为上海自行车
厂。１９５５年，全市有４９８家企业。１９５６年，全行业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改组成
３５家中心厂，保留２２９家独立厂。１９５８年，裴轮等６家中心厂合并组成上海自
行车二厂，１９６４年改上海摩托车厂。上海铁床车具生产合作社等１８家中心厂
以及小厂共２６７家厂合并组成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凤凰牌自行车。１９７８年，
上海自行车零件厂改上海自行车四厂，生产飞达牌小轮车。１９８４年，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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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委方案，上海永久、凤凰和飞达等名牌自行车，红星牌链条等名牌产品生产厂
与外地开展联营生产。和苏州等地７家自行车厂联营生产永久牌，和绍兴等地
１２厂联营生产凤凰牌，和淄博等地３家厂联营生产飞达牌等自行车。１９８６年，
成立永久自行车企业集团，成员５７家，分布于１４个省市２７个城市，员工２５万
余人，产值１７．５亿元，利税７亿元。成立凤凰自行车（集团）公司，参加企业４３
家，分布１４个省市，１９９０年员工３．７万人。是年，上海自行车（集团）公司成立，
员工３．９万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８家企业，员工２．４万人，工业总产值３５．６７亿
元，产品销售收入３３．９５亿元，利税１．７８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永久股份有限
公司、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基地，沪产自行车在全国长期供不应
求。１９４９年，生产０．４４万辆，１９９５年７８２．５１万辆。１９５５年，上海自行车厂设计
２８英寸标准定型平车，命为永久牌，零部件规格用公制，被定为全国自行车行
业标准。１９５８年，上海自行车行业提出赶上英国兰苓车。１９５９年，上海自行车
三厂生产凤凰牌自行车，成为上海又一主要品牌车。１９６４ 年，制造成功永久、
凤凰牌 ＰＡ１４型高级平车各２００辆，１０项指标达到兰苓牌标准，两车质量和市
场信誉因此提高。１９６５年，车型改为 ＰＡ１３型。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先后试制成
功凤凰 ＰＡ１８ 型、永久 ＰＡ１７ 型车。１９５７ 年，始产轻便车，１９５９ 年始产赛车，
１９６１年始产载重车，１９６５年始产小轮车。
六、 缝纫机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２０６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晋隆洋行进口数架微荀造缝纫机投放上海市场。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华泰洋行在上海销售进口工业缝纫机。后上海市场为美
国胜家公司产品垄断。１９１９年，沈玉山等开设协昌铁车铺，１９２２年改为协昌缝
衣机器公司。是年，广厚机器厂开设，在上海首家生产缝纫机零件。１９２８ 年，
胜美缝纫机厂陆晋生成功试制上海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是年，协昌缝纫机
器公司首家生产工业用机草帽车。１９３６年，阮耀记缝衣机器无限公司生产飞
人牌１５３０型缝纫机。１９４０年，协昌缝纫机器公司开始生产家用缝纫机，１９４６
年用蝴蝶牌商标。是年，家庭商号试装家用缝纫机，始用蜜蜂牌商标。惠工铁
工厂生产缝纫机零件。１９４８ 年，全市厂商 ７０ 余家，约产缝纫机 ０．１４ 万台。
１９５２年，全行业有企业２６０家，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到１９６４年，形成以上
海缝纫机一厂、惠工缝纫机厂、协昌缝纫机厂、远东缝纫机厂为主体的专业化生
产。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４年，上海工业缝纫机厂、缝纫机厂先后成立，生产上工牌系列
工业平缝机、双工牌系列缝纫机，基本形成上海工业缝纫机行业。１９６７ 年，惠
工缝纫机厂迁陕西省。１９９２年，上海工业缝纫机厂等 ８ 个单位建上海工业缝
纫机公司。１９９３年，上海缝纫机一厂、协昌缝纫机厂改制成上海飞人机械总公

司、协昌缝纫机总公司。１９９５年，全行业有 １７家企业，员工 ２．１１万人，工业总
产值１８．８５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１７．６６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缝纫机一厂、协昌
有限公司、上海工业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上海是全国缝纫机生产基地，
５０～８０年代沪产缝纫机在全国长期供不应求。１９５２ 年，全市生产 ５．９ 万台，
１９９５年生产家用机３２１．０２万台、工业机 ４５．９６ 万台。名牌产品有蝴蝶、上工、
飞人、蜜蜂标准、双工牌。
七、 日用器皿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英商平和洋行和华商唐茂枝等合办中国玻璃公司，
次年生产荷兰水（汽水）瓶供应市场。１９１２年，董春阳创办仁和玻璃厂，生产料
瓶及玻璃器皿。袁如松创办隆记料器厂，生产美孚灯罩等。１９１５年，日商宝山
玻璃厂创办，产品覆盖上海大部分玻璃制品市场。１９１６年秋，英商麦克利设立
广大工场，生产搪瓷牌照、口杯、饭碗等制品。１９１９ 年后，大多数玻璃厂停办。
１９２４年，国内首家国产瓷釉生产厂大钧琅粉厂开设。１９２９年，李直士等创设华
丰搪瓷公司，规模为同业之冠。１９３１ 年，久新珐琅厂创办，成为搪瓷业后起之
秀。１９２５年９月，上海协新国货玻璃厂制成全国第一只国产保温瓶麒麟牌保
温瓶。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华商晶华等２０余家玻璃厂创办。各厂开始制作精细玻
璃料瓶及器皿。晶华玻璃厂在上海最早实现机械化生产，连续作业生产啤酒
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保温瓶厂因材料中断，始用竹壳，维持生产。１９４７年，
全市有１６家保温瓶厂，出口保温瓶６万打。１９４９年４月，因通货膨胀，２０家搪
瓷制品厂全部停产。解放初期，日用器皿制品产品滞销，生产时断时续。国家
订货军用搪瓷品。１９５０年，生产搪瓷产品０．１６万吨、玻璃制品０．３６万吨、保温
瓶１５５万只。１９５６年１月，全行业公私合营。５５家保温瓶厂裁并为３１家，２３１
家日用玻璃制品厂裁并为３１家。１９７９年，上海在国内最早专业生产不锈钢制
品，始产搪瓷烧锅产品、气压出水保温瓶。１９８０ 年，全市保温瓶厂合并新建为
上海保温瓶瓶胆总厂，年产瓶胆２０００万只，规模全国最大。１９８４年，面盆产量
首次超１０００万只。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上海搪瓷不锈钢制品联合公司、上海保温
容器公司先后成立，分别由 １５ 家、９ 家厂组成。１９９２ 年，申光玻璃总厂成立。
１９９５年，全市搪瓷厂１６家、玻璃器皿厂１７家、保温瓶厂８家。员工１．６３万人。
工业总产值１２．６２亿元，销售收入１１．０７亿元。主要企业有益丰搪瓷厂、上海不
锈钢器皿厂、上海玻璃器皿三厂、上海保温瓶瓶胆总厂等。生产搪瓷制品２．２４
万吨、日用不锈钢制品０．２９万吨、玻璃制品１．４３万吨、保温瓶２１７３．８万只。
八、 造纸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曹子 & 开设上海机器造纸局，日产洋式纸张 ２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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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改宝源纸厂。二十四年，华章造纸公司开办，仿制手工连史纸，兼造有
光纸，日产１１吨。三十三年，官办机器造纸厂龙章机器造纸公司投产。１９１９
年，上海有３家造纸厂，产量占全国５１．６％。１９２５年，宝源东厂、西厂改天章造
纸东厂、西厂，创制毛道林纸。１９２８年，江南制纸公司在镇江设立制浆分厂，用
当地芦苇制造芦浆供总厂。陈彭年首创苇浆制造技术，取得国民政府专字第１
号执照。１９１９～１９３６年，８家造纸厂和３家加工纸厂开设。１９３６年，全市纸及
纸版产量２．７万吨。１９３８ 年，大部分造纸厂迁内地，剩源泰厂一家。１９４６ 年，
进口纸大量输入，造纸厂减产，薄纸、纸版产量不到正常产量 ４０％ 和 ７０％，至
１９４９年４月大部分纸厂停工。解放初，２４家厂恢复生产。１９５０年，国家开始控
制造纸原料供应，对私营工厂实行加工订货、配料订货。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全行业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３６家厂合并为 ２５家厂。１９８１年，天章造纸厂专业生产仪
表记录纸。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３年，先后建上海开伦版纸总厂、上海星火制浆造纸厂。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造纸厂２６ 家、纸浆厂 ３ 家、机械配件厂 １ 家，员工 １．４５ 万人。
工业总产值１９．８６亿元，利税５８５９万元。主要企业有天章记录纸厂、利华造纸
厂等。１９９０年，全市生产纸张２６．８万吨。
九、 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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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钱景华开设景华工厂，研制成功景华环像摄影机，获国家特别专
利。１９４３年，张印泉制造用１２０胶卷可拍１７张照片的小型反光镜箱。１９５７年
９月，上海市第一商业局钟表眼镜公司成立照相机试制小组，次年 １月试制成
功１３５上海牌５８Ⅰ型照相机。同时，上海照相机制造厂筹备处成立，和其他５
家厂合并成立上海照相机厂，是年生产５８Ⅰ型相机１００架。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
五一照相机厂、孔雀照相器材厂先后成立，分别生产木质座机和简易照相机。
１９５９年９月，上海照相机厂首批生产的０．１３万架５８Ⅱ型高级照相机面市。建
军工保密车间，生产军用产品。１９６３年起，专业生产４型１２０双镜头反光照相
机，１９６４年出口０．２３万架，开创中国照相机出口先河。１９７８年，上海照相机厂
和二厂、五厂合并成立全国最大的照相机专业生产厂上海照相机总厂。１９８８
年，和上海照相机三厂等组成上海海鸥照相机公司。１９９５ 年，企业 ６ 家，员工
０．５８万人，工业总产值３．９７４亿元。
主要产品，１９６３年在国内首创 ＤＦ 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１９８１年起，相机
生产由１２０型向３５毫米转化，１９８４年开发海鸥牌 ＤＦＩＥＴＭ 型内测光照相机。
１９９０年，生产 ＤＦ３００相机，国产化率６０％。上海是全国照相机生产基地，沪产相
机在全国长期供不应求。１９６０年，全市生产相机９．３３万架，占全国产量５３．９％。
１９９５年１５３．１８万架。

十、 烟草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美商茂生洋行在浦东开设茂生烟厂。次年，美国
烟草公司设烟厂。二十四年，上海有美国烟草公司、日本村井、土耳其泰培等５
家烟厂。二十八年，国际烟草垄断集团英美烟公司在上海设英美烟一、二、三厂
和印刷厂。１９１４年，在山东、河南、安徽推广试种美烟叶成功，垄断廉价原料。
１９１９年，在上海设驻华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和中国各地建有 １０家卷烟厂、５家
烟草印刷厂、６家烟叶复烤厂和 ３７８个成品仓库及办事机构，销售网络遍布中
国各地。１９３４年，在上海设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公司的全部卷烟制造
和销售业务，１９３７年卷烟产量占全中国卷烟销量６７％。
清光绪二十五年，范善庆创办手工卷烟制坊范庆记。二十九年，上海首家
华商烟厂德伦烟厂开设。至三十二年，有烟厂二三十家。１９１６ 年，简照南、简
玉阶在上海设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卷烟制造厂，有卷烟机２２台，
日产卷烟６０箱，继而公司迁沪。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华商卷烟厂１８２家，产量在上
海卷烟中的比重由１０％升至９０％。１９３９年，剩２０家开工。１９４９年５月，烟厂
１１３家，占全国６０％以上。
解放初，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华烟草公司、德昌烟草公司，代管、监管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福新烟厂、鲁信烟厂。１９５１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
１９５２年，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接办颐中烟草公司及所属烟厂，分别改为上海卷烟
一、二、三厂。１９５５年，全市１６家私营烟厂公私合营，次年合并为１０家，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９家改行。上海卷烟二厂改上海卷烟厂，为上海唯一卷烟生产厂。１９９２
年，创办合资高扬国际烟草公司。１９９３年，上海烟草集团、上海烟草（集团）公司
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上海卷烟厂、高扬国际烟草公司２家烟厂。员工０．７２万
人。工业总产值４８亿元，销售收入４１．８亿元，利润１６．２９亿元，税收２０亿元，
各时期，知名品牌有清光绪十六年后上海英美烟公司的老刀、皇后牌（后改
大英牌、又称红锡包），１９１９年的牡丹、黄包车牌，１９１６年飞马、双喜、大前门牌，
１９２５年美丽牌。１９４７年，有４６１种牌号，１９４９年有１８１种。１９５０年，中华烟草
公司试制成功中华牌卷烟。１９５３年，全市定１５种典型牌号，为甲级烟白锡包、
中华、绿锡包，乙级烟大前门、光荣、飞马、红锡包，丙级烟双斧、老刀、腰鼓、紫金
山，丁级烟全禄、指南、勇士、名花。１９５６年，生产熊猫牌卷烟，主要指标均达到
或超过英国５５５牌香烟。１９８４年后，品种稳定为甲级烟熊猫、中华、红双喜、牡
丹、高乐、凤凰、金得利、晨牌、敦煌、上海１０种，乙级烟大前门、飞马２种。１９９５
年，生产甲、乙２个等级１１种牌号香烟，有熊猫、中华、红双喜、牡丹、大前门、飞
马等。沪产卷烟在全国长期供不应求。１９４７年，全市产烟１３９．７万箱，１９５４年
１４０．７万箱，创１９４９年后最高。１９９５年９６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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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工艺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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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间，闻名于世的工艺美术品有南宋松江缂丝，明代露香园顾绣、嘉定
竹刻、松江刻纸夹纱灯彩等。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上海县城内首家银楼
杨庆和银楼创办，加工金银首饰。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凤祥银楼创办。１８
世纪末，内地手工艺人到上海开作坊谋生，有扬州玉雕和漆器，苏州红木雕刻和
折扇，东阳白木雕刻，青田石刻，京津地毯、绢花和景泰蓝，山东面塑，广东镶嵌
和椰壳雕刻等作铺。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上海珠玉汇市成为全国珠宝玉器业集散
中心。２０世纪初，上海有珠宝店铺、工场二三百家，从业人员数以千计。
上海开埠后，西方各类工艺品和手工业品进入上海，影响较大的有绒绣、抽
绣花边（绣衣）、机绣、磨钻、洋镶首饰等工艺品。２０世纪初，上海本地士绅创办
慈善机构，在斜桥开办贫儿院，在车站路开办贫民习艺所，开设编结、竹木藤器
等课，培养工匠艺人。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小王记绣衣工场开办。三十
年，义昌恒地毯厂、上海西泠印社创建，印社生产名品潜泉印泥。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何同春刀枪店、德丰花作和李鸿德绣花内衣工场开办。民国初期，
漆器雕刻形成规模，有１５家作坊。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工艺品生产工场 （作
坊）近千家，从业人员０．４４万人，产品上万种。银楼、金铺、珠宝饰品店 ２００ 多
家，年销黄金１０万余两。印章篆刻３００多家，从业人员０．１万余人。刺绣业尤
为繁盛，有传统手绣作８０余家、加工绣衣和抽绣作１０余家、绒绣生产厂７家，
经营农村绒绣、抽绣花边外发加工的 ３ 万余人，年出口绒绣 １２０ 万美元、绣衣
７０００万法币。南市城隍庙一带成为全市手工业品和工艺品集散市场，周边有
玉器等十几个同业公会。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华界雕刻业、绣品业大批作
坊、店铺关闭。租界繁荣，银楼、印章篆刻、地毯、戏装道具等业厂、坊、店铺增加
两三倍，金银摆件产量增长一半。
解放初期，首饰市场萎缩，１９５０年全市珠宝首饰销售跌至０．６１万元。１９５１
年，１６０家银楼首饰店转业或歇业，大部分转业百货。其他工艺美术品店数十
家歇业或半歇业。１９５２年，国营上海金银饰品店建立，购买老凤祥银楼的全部
固定资产，恢复部分金银饰品生产。１９５４年年初，１０家工艺美术合作社成立，
１９５６年增至１１８家，从业人员１．３８万人，分绒线等１３个自然行业，产值２２５９．７
万元，出口占４７．７８％。吸收民间艺人，成立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１９５８ 年
后，１００多家合作社转为２８家地方国营工厂。１９６５年，全市有工艺美术生产企
业６２家，玉雕等工艺出现不少传世之作。“文化大革命”中，企业减少 １３家，９
家企业和０．１２万名从业人员改行转产。大部分传统题材产品停产，制作毛泽
东像章２．０５亿枚。７０ 年代末，全市工艺品生产归成雕刻、绣品、绣衣、工艺织
毯、首饰和综合工艺等６个行业。１９８２年，上海远东金银饰品厂恢复加工内销

金银饰品。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建上海绣衣、首饰研究所，建１２家中外合资企业。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２４２家厂，从业人员３．４５万人，工业总产值９．５亿元。主要企业
有上海玉石雕刻厂、上海西泠印社、上海戏剧服装用品厂、上海地毯总厂、上海
绣品厂、上海丝织地毯厂、上海老凤祥首饰总厂。全行业生产数万种产品，知名
的有凤祥牌金银饰品、松鹤牌丝织地毯、麟麒牌戏剧服装。
十二、 玩具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姜俊彦开设大中华赛璐珞工场，制作彩色乒乓球和
洋囡囡、狮等玩具。次年，范永盛五金工厂开办，生产口叫、摇铃等金属玩具。
１９２７年，中国棋子玩具厂开办。次年，永和实业公司，生产永字牌橡胶皮球。
１９３１年，全市有玩具厂４３家。１９３４年，康元制罐厂设立玩具部，利用边角料生
产金属玩具，雇工１００多人，全国规模最大。１９３７年，民众工业社开设，设计系
列幼教玩具。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玩具厂约３０家。１９５５年，有作坊约６００家、
玩具厂１０多家。１９５６年，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组成 ７家中心厂。作坊组成 ２６
家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８年，玩具业被列为全市轻工业重点发展行业之一。６０年
代起，发展专业化协作生产。１９７２年，外贸出口增加，生产厂２１家。７０年代末
至８０年代初，生产智能型玩具，后重点发展长毛绒玩具和塑料机动玩具。１９８４
年，沪港合资企业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开办。１９９５ 年，全市企业 １２５ 家，员
工２．５７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４．５４亿元。生产玩具５类数千种。主要企业有康元
玩具厂、上海玩具一厂、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等。
十三、 金属制品

明末，上海濮万兴铁店以制作厨刀濮刀而知名。清乾隆年间，苏州等地铜
锡器和铁铺工匠在上海设店铺，生产家用五金制品。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上
海县城有１０家大作坊。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苏州香山李洪兴铁铺开业，专制
匠作工具。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乐源昌铜锡号开办。二十六年，可炽煤铁号开
办，生产木工锯条。１９１４年光华汽灯厂、１９１６年华昌印刷制罐厂、１９１７年岭南
衡器厂等开设。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年，耀明桅灯厂、大陆螺旋钉厂、公勤铁工厂股份
有限公司、汇明电筒电池厂等设立。１９２７ 年，合作五金制造厂创办，生产弹子
门锁、铜挂锁，打破外国产品垄断。３０年代后，有五华阳伞原料厂、新中华刀剪
厂等企业开办。上海金属制品生产基本形成建筑、工具、日用五金等３大行业，
企业０．１万家，产品行销全国和东南亚。１９４９年，有０．２６万家工厂。１９５６年１
月，０．２１万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９６６年，改组为 １７８家。１９８６年，中外合资
企业上海太平洋陶瓷有限公司开办。１９９５年，企业 ９１１家，员工 １２．５万人，工
业总产值６７．６７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刀片厂、新中华刀箭厂、利用锁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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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工具厂等。
上海产品一直享誉全国。各时期，主要产品，１９１４年红心牌汽灯、１９１６年
五星牌铝制器皿、１９１７年岭南机械衡器等。２０年代，开始生产的有桅灯（１９２０
年）、元钉（１９２２年）、木工钻（１９２３年）、手电筒（１９２５年）、门拉手（１９２７年）。３０
年代，有信记牌钢精 （铝）器皿、ＣＭＣ 牌弹子锁、五华牌钢骨伞、双箭牌理发刀
剪、大无畏牌电筒电池、光华牌桅灯等。１９５６ 年，开始生产沪工牌手工工具手
虎钳。１９５７年，生产钢卷尺、瓦楞钉和用于音响器材的铝板网。６０年代，有铝
氧化拉链（１９６３年）、折骨伞（１９６４年）、气体打火机（１９６５年）。７０年代，有安字
牌抽芯铆钉、昆虫牌窗纱、中字牌元钉、申光牌镀锌铁丝、弹力牌钢板网、飞轮牌
铰链、钻石牌六角网等。１９９５年，有１６类万余种产品，知名的有沪工牌手工工
具、高峰牌金刚石玻璃刀、飞鹰牌刀片、马头牌门锁、五华牌晴雨伞、安字牌抽芯
铆钉、乔安娜卫生洁具等。
十四、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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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世纪初，浦东下沙镇和松江泖滨等地家具制作远近闻名。以后，苏浙皖
等地匠作到上海开设家具店铺、工场。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乐宗葆创办首家
西式家具店泰昌木器公司。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英商祥泰木行有限公司设立
西式家具制作工场。十四年，毛茂林开办毛全泰木器店。２０世纪初，藤器业发
展，普通藤器店铺集中在南市小南门、大码头，高档藤器店设北京路、南京路等
处，２０年代上海有藤器作坊近 ５００家。１９２１年，盆桶业兴盛，前店后场。近百
家竹器行集中在南市、浦东等地。沙发专业生产户１００余家，铁床生产厂５０余
家。１９３５年，全市有家具厂、店千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厂坊０．２２万家，知名企业
有泰昌木器公司、毛全泰木器店、水明昌木器有限公司、森林藤柳草器厂等。解
放初，中高档木制家具、沙发滞销，经营厂坊商铺歇业。１９５１年，上海市第一木
器生产合作社成立。１９５６ 年，４２８ 家私营家具店、２４ 家私营家具工场公私合
营。个体手工业户，组成家具和木制品生产合作社 （组）２００ 家。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市工业系统的企业裁并为 ８５ 家，全行业分成木家具、盆桶、沙发、竹器、藤
柳、金属家具等６个小行业。１９６３年，全行业实行产销 “一条鞭”管理，供产销
全部纳入计划。７０年代，实行“一厂一品”。家具品种单一，市场供不应求。竹
器、木制盆桶和藤柳制品生产相继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停产。１９９５年，
全市企业２２１家，员工２．０４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０．７５亿元。生产木制家具３２．３
万件、金属家具２８．３６万件、软体家具 １７万件。主要企业有上海钢椅厂、上海
家具总公司、中华家具厂、东风沙发厂、篷帆沙发厂等。
十五、 皮革制品

１７世纪末，上海县城东北侧集聚硝皮作坊，制作油靴、马鞍、箱匣等。１９世

纪中期，一批拷皮和箱子皮作坊开办。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朱鸿元开设朱合
盛皮箱号。三年，沈记皮鞋作开办，生产西式皮鞋。四年，英商全美洋行设立上
海熟皮公司，用化工材料和机器制革。１９１９年，上海第一家皮鞋专业厂北京皮
鞋厂创办。１９２０年，全国首家运动鞋生产企业傅中兴运动皮鞋店创设。１９３６
年，全市有牛皮革厂坊百余家、羊皮革厂坊６４家、皮鞋厂坊５００余家、鞋楦作坊
近百家、皮件厂坊５６０家，以及皮革五金工场等。机器制革业资本总额、工业产
值、工厂数分别占全国４６％、４４．９７％、４５％。１９４９年５月，厂坊０．２万家，其中
皮鞋厂坊近千家。１９５６年，７３１家私营厂公私合营，０．１７万家个体手工皮坊组
成１０２家生产合作社（组）。６０年代中期，制革业有益民、新艺等７家制革厂，皮
鞋业有上海皮鞋厂、上海第一皮鞋厂等２０多家，皮件业有上海东华皮件厂等２２
家。７０年代，开发猪皮革和人造革制品。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全行业形成制革、皮
鞋、皮件、皮革化工、五金配件、机械和鞋楦等门类，上海成为全国皮革工业的重
要基地。有上海皮鞋厂、红光制革厂、皮革服装厂、光明皮鞋厂、亚洲皮鞋厂、第
一皮鞋厂、宝屐皮鞋厂等一批骨干企业。１９８５年，行业内首家中外合资企业上
海兴中皮鞋有限公司开办。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 ３４６家，员工 ５．５９万人，工业总
产值３７．６５亿元。
各时期，主要产品，清光绪二年浦东沈炳根试制出第一双西式皮鞋。１９２０
年，上海在国内率先生产专业运动鞋。３０～４０年代，知名产品有麒麟牌牛皮底
革、方趾牌男皮鞋、火炬牌运动鞋等。１９９５年，生产皮鞋０．８万种，名牌产品有
美申牌女皮鞋、金鹤牌胶粘女皮鞋、花牌皮鞋、火炬牌运动鞋等。皮件２１类４３６
种，名牌产品有金羊牌皮革服装等。
十六、 文教体育用品

清道光年间，马正兴乐器铺开设，制作胡琴和鼓。其后，姚永顺等 ２０余家
乐器作坊开办。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年），英商开办谋得利琴厂，装配风琴、钢琴。
１９１３年，李荣高创设国内第一家制球厂李高记皮球厂。１９１７年，协兴运动器具
厂开办。１９１９年，洪季棠创办马利工艺社，生产绘画颜料。１９２２年，精艺琴行
开办，仿制风琴、钢琴。１９２８年，中国乒乓公司开办。１９２９年，上海华达仪器厂
等开办。１９３０年，大利球拍厂开办。１９４１年，公信会计用品社开办。１９４５年，
普发仪器厂创办。１９４９ 年，有厂坊 ５００ 余家。１９５６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至
１９５８年改组为１２０家企业。其中，民族乐器企业改组为３家工厂，钢琴、风琴企
业合并为上海乐器厂，皮制球生产企业合并为上海球厂和国际球厂２家企业。
文教、乐器、体育运动３类产品生产基本齐全。１９５９ 年，研制成国际比赛用球
红双喜牌乒乓球。１９６５年，知名产品有聂耳牌钢琴、英雄牌口琴、普发牌绘图
仪器、马利牌颜料等。１９９５ 年，全市工厂 ２４９ 家，员工 ４．６８ 万人，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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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亿元。知名企业有上海钢琴公司、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上海管乐器厂、上海
红双喜体育用品总厂、上海实业马利画材有限公司、上海制球联合公司、上海普
发绘图仪器总厂等。产品数千种，知名品牌有立信账簿、红双喜乒乓球、斯特劳
斯钢琴、敦煌民乐器、马利颜料。
十七、 家用电器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美商慎昌洋行在上海设厂生产电风扇。１９１５
年，杨济川设计台式电风扇，次年合资创办华生电器制造厂，１９２４ 年生产华生
牌电扇，畅销全国和南洋地区。１９３７ 年，全市有 １４ 家厂，主要生产电风扇、电
熨斗、电炉、电灶、电暖锅、电水壶等及少量电冰箱。１９４８ 年，生产厂 １３ 家。
１９５４年，有３０家私营电器厂，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５０年代末，经裁并，剩华生电
器制造厂、华南电器厂等数家。６０年代，家用电器社会需求量增加，出口潜力
增大，１９６５年发展至２０余家。是年，上海电气冰箱厂在全市独家生产空调器，
上海金属制品厂小批量生产家用电冰箱、洗衣机。“文化大革命”中，１８家厂转
产，家用电器生产剩华生电扇厂等几家。７０年代末，大力发展电风扇生产和进
口部件小批量手工装配洗衣机、电冰箱。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成立上海电冰箱厂、
华生电扇总厂、上海洗衣机总厂。１９８６年，建立上海冰箱压缩机厂。１９９２年，
中外合资企业上海上菱天安电冰箱有限公司创办。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全市其他
各业竞相发展家电产品生产，电风扇生产厂增到８０余家，电热毯生产厂５０余
家、洗衣机生产厂８家、吸尘器生产厂１７家。出现“风扇大战”、“洗衣机大战”、
“吸尘器大战”等，９０年代初平息。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２４８家，员工４．７４万人，工
业总产值１０５．１６亿元。主要企业有华生电器总厂、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双
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冰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日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家用空调总厂、上海
家用空调器厂、上海电熨斗总厂。产品１０类数千种，生产电冰箱１１０．０９万台、洗
衣机５３．０９万台、空调器０．３１万台。知名产品有华生电扇、红心电熨斗、水仙洗衣
机、上菱冰箱、旋牌压缩机、水仙能率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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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机电工业
一、 机床

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供本局用的车床、刨床、钻床。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发昌机器厂开办。 十一年，张阿庄开办张万祥铁工厂。

１９１５年，荣泰机器厂开办，生产 ４．５ 英尺脚踏车床，在上海首家专门生产车
床。１９１８年，明精机器厂所产落石架印刷机出口日本。１９３７年，上海有机床厂
２０多家，１９４９年５月４２家。１９５６年，５６７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６０年代初改组
为６６家。开发国内短缺机床品种和工具量具。１９８４年，重点发展高效精密数控
产品。１９４９年到９０年代，上海机床行业的产品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一直名列
全国同行之首。１９９５年，上海机床总公司下属工厂３７家，员工３．４５万人，工业总
产值１４．９３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机床厂及第一、第二机床厂，上海机械工具量
具总公司，上海重型机床厂。生产金属切削机床、压力机等１４类０．６万台。
二、 重型矿山机械

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至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卷板机、
轧钢机、锯钢机、小型水压机和起重机等。１９２５年，中华合记铁工厂创办，制造
砖瓦机。１９３１年，四方机电工程公司开办，生产 ２英寸圆钢轧直机。１９４９年，
全市能生产一般矿山机械的有企业８家。５０年代起，建成一批企业，有１９５３年
上海矿山机械厂，１９５９年通用机器厂、建设机器厂、上海电梯厂等。１９６０年，彭
浦地区先后扩建新建彭浦机器厂等一批大型企业。１９６２ 年，制成中国第一台
１．２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１９７０年，上海重型机器厂等为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
设计制造的１２０吨纯氧顶吹转炉投产。上海成为中国南方重型矿山冶金机械
工业基地。１９７７年，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等联合开发制造综合机械化采煤成
套设备。１９８５年，上海重型机器厂总承包，为宝山钢铁总厂制造 ２０３０ 冷连轧
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年，先后开办中外合资上海迅达电
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上海重型矿山机械公司所属工
厂１４家，员工１．２６万人，工业总产值７．７９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起重运输机
械厂、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等。生产６类、１０００多种、７．４万台机械。
三、 通用机械

清同治年间，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最早生产船用水泵。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潘顺记铜作坊创办，在国内最早生产旋塞阀。是年，严庆棠创办大
隆机器厂，在国内最早制作离心泵。１９１９年，德大盛记五金厂和华通电业机器
厂开办，在国内最早生产截止阀、闸阀等。１９２５年，顺昌机器厂开办，制造鼓风
机。１９３０年，上海机器厂开办，生产农用抽水机。１９３１年，四方机电工程公司
创办，设计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水管锅炉。１９３４年，上海永固机器厂和合众冷
气工程公司开办，制造成功中国最早的真空泵和冷气机。１９４６年，洽兴抽水机
厂和良工机器厂开办，制造深井泵和抽水泵。１９４９ 年，有 ２０ 多家企业。１９５５
年，建上海精业机器厂和四方锅炉厂。１９５６年，有３４０多家企业。１９５７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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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曙光机械制造厂、上海冷气机厂、上海鼓风机厂。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建上海
阀门厂、扩建上海水泵厂。１９６５年，全市企业改并为２５家。１９８７年，中外合资
企业上海合众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开办。１９９５年，上海通用机械 （集团）公
司所属工厂２５家，员工１．４８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８．１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凯
士比泵有限公司、上海鼓风机厂、上海压缩机厂、上海第一冷冻机厂、上海四方
锅炉厂、上海阀门厂。生产７大类、２８种、５０．８９万台机械。
四、 工程机械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创办，制造６马力煤油机和２５
马力煤油煤气发动机。１９１６年，新祥机器厂开办，制造柴油发动机。１９１８年，
鸿昌机器厂开办，制造６０马力柴油机。１９４７年，吴淞机器厂开办，１９５３年改上
海柴油机厂。１９５０年，大鑫钢铁厂制造 ７５ 马力卷扬机，国华建筑工程公司制
造０．４立方米混凝土搅拌机。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２ 年，上海地质探矿机械厂、上海工
程机械厂先后成立，分别制造工程钻机和桩工机械。１９９４年，成立上海东风机
械（集团）公司，下属彭浦机器厂、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８ 家企业，１９９５
年，员工１．９３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０．２２亿元。生产工程机械９类、１２种、４万台。
五、 石油化工设备

１９５０年，上海炼油厂试制阀体、阀座、打捞筒等，供应玉门和延长油田。
１９５４年，大隆机器厂专业生产石油机械。１９５６ 年，有石油机械配件厂 ３５０ 多
家，１９５８年裁并为 ７０ 多家。７０ 年代末，全市产量一直占国家机械部总产量
８０％以上。１９９５年，主要企业有大隆机器厂、四方锅炉厂、上海探矿机械厂、上
海鼓风机厂、上海化工机械厂以及上海通用机械（集团）公司、上海重型矿山机
械公司等。员工０．３４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８亿元。生产５类、０．４１万吨设备。
六、 轻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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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张万祥铁工厂仿造日本式轧花车，在国内最早生
产轧花机。二十六年，永昌机器厂开办，在国内首家生产缫丝机。二十七年，协
记机器厂生产卷烟机。１９１４年，瑞昌机器厂生产国内第一台汽水机。１９２５年，
新民机器厂生产橡胶机。１９３５ 年，大隆机器厂生产国内第一台整套棉纺机。
１９３７年年初，有１０多家生产厂。１９５０ 年 ３００ 多家，１９５６ 年 ２８０ 多家，１９６５ 年
改组为４８家。１９９５年，有上海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人造板机器厂等５
家企业，生产橡胶机械、食品饮料机械等５类２６０多种产品。
七、 电机、电器

１９１４年，钱镛森开办钱镛记电器铺，仿制德国西门子 １０ 千瓦电动机。

１９１６年，华生电器厂制成第一台国产直流发电机。１９２４年，上海益中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开办，制成第一台国产交流感应电动机。１９３０年，上海华成电器制造
厂创办，成批生产电动机。１９３７ 年年初，全市有电机制造厂 １５９ 家，占全国
７５％以上。１９４７年，新安电机厂开办，制造４０马力交流换向变速电机、第一代
国产 Ｈ１系列起重异步电动机。１９４９年 ５月，有 ５７家厂。１９５６年，有 ２０３ 家
厂，组成上海先锋电机厂、上海南洋电机厂等２２家大中型企业。１９８６年，上海
电机（集团 ）公司成立，１９９５ 年下属工厂 ２５ 家，员工 １．７５ 万人，工业总产值
１５．７８亿元。主要企业有先锋电机厂、人民电机厂、南洋电机厂等。１９５２年，电
机业开始制造电梯电动机，１９５３年生产汽车电机，１９６０年生产船用电机，１９６３
年，制造成功２兆电子伏静电加速品，列为上海市十大成就之一。１９６５年生产
冷冻电动机，６０年代生产２．５兆优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中国第一套核电设备驱动
机构，１９９５年，生产２０类、０．８万种规格产品。
１９１２年，胡国光创办中国蓄电池厂，开始生产汽车蓄电池。１９１７年，华通
电业机器厂创办，生产电流表、电压表和互感器。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全市有电器厂
８３家，１９５６年４１０家工厂，１９６２年改组为４２家。到１９６６年，上海成为国内电
器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１９９３年，上海人民电器厂等２３家企业合并改制为上
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有 ７０余家企业。１９５０年，电器业开始制
造调压器，１９５２年制造整流器，１９９５年生产１５类、０．４万种规格产品。
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７年，中国协记电线厂、培成电业厂先后创办，制成全国第一批
国产铜芯橡皮线、民用花线和橡皮绝缘棉纱编织软线。１９３７年，全市有电线制
造厂５７家，占全国半数以上。１９４５ 年，中央电工器材厂开办，生产裸铜线、橡
皮线、纱包线、电磁线等。１９４９年５月，有１００多家企业，１９５６年裁并为 １９家
制造厂。１９８７年，组成上海电线电缆（集团）公司，１９９５年工厂１４家，员工１．３５
万人，工业总产值２０．１９亿元。主要企业有上海电缆厂、南洋电缆厂等。１９５０年，
电线电缆业开始制造塑胶线、中国第一根国产电缆，１９５１年制造漆包线，１９５８年
制造铝线，１９５９年制造高压电力电缆、电话电缆、海底电缆，１９８８年制造水底光
缆。１９９５年，生产２８类、７０多个系列、８３０多种型号、４万多种规格产品。

第八节 电站设备工业
１９５４年以前，上海火电设备均从外国输入。１９５２年，上海被列为全国两个
火电设备生产基地之一。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年，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
机厂一期工程先后完工。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套仿捷（捷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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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型０．６万千瓦火电机组，开始国产全套火电设备。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试制
成功１．２ 万、２．５ 万千瓦空气冷却式中压火电机组，形成批量生产能力。１９５８
年，自行设计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套１．２万千瓦和２．５万、５万千瓦等双水内冷
火电机组。到１９６５年，２１台机组在全国１７家发电厂正常运行。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１
年，自行设计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套１２．５万、３０万千瓦机组。形成发电机和直流
锅炉配置。１９５８～１９７０年，上海设备产量 ６２６．８万千瓦，占全国火电设备总产
量５０．４％。１９８１年起，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等３０万、６０万千瓦火电机组成套制造
技术。１９８５年，成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１９９４ 年改制为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
司。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制造成功２套引进型３０万千瓦火电机组，投产山东省石
横发电厂，机组技术达到 ８０ 年代世界水平。１９８７ 年，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套核
电型３０万千瓦核电机组，１９９１年在秦山核电站投产运行。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试
制成功瑞士 ＡＢＢ公司等为上海石洞口第二发电厂提供的２台６０万千瓦超临
界火电机组中部分主机和配套辅机，上海电站设备工业从亚临界机组向超临界
机组发展。到１９９５年，形成３０万千瓦机组国产型、引进型、核电型３个系列机
组，发展 ６０ 万千瓦以上系列机组。３０ 万千瓦火电机组国产化率由 １９８７ 年
３７．６％提高到１９９２年９３％。是年，全市有电站设备工业企业 ２８家，员工 ３．９９
万人。电站设备产量４０２．３万千瓦，产值３７．２亿元。

第九节 船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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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美商船厂伯维公司和杜拉普船坞开业。次年，英商
董家渡船坞、浦东船坞公司开业。至咸丰九年，在沪外商修造船企业１２家。同
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官办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制造兵船，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建招
商局轮船修理厂。五年，上海首家华商船舶修造企业发昌机器厂开办。之后，
较具规模的华商企业有光绪十四年公兴机器厂、二十八年求新机器轮船厂、
１９１５年张华浜修理厂、１９１７年招商局浦东机器厂、１９２６年大中华造船机器厂。
外资企业有１９２８年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等。至 １９４９年，先后开设中资、外资
修造船厂２６家和２８家。是年５月剩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上海市军管会
接管前国民政府海军部江南造船所，１９５３年改名为江南造船厂。２９日，接管上
海招商局机器厂，后改上海船厂。１９５２年，中央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接租 （后
改征用）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改沪东造船厂。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华东工业部接租
（后改接管）法商中法求新机器造船厂，改求新造船厂。１９５３年，大中华机器造
船厂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改中华造船厂。至此，上述５厂和东海船厂、海军

４８０５厂成为上海船舶工业主干企业，１９９５年员工４．８万人，造船８７．２万吨位。
一、 民用船舶

１９１２年，江南造船所建造江华号长江客货船，排水量４１３０吨，主机和锅炉
均自制。１９１９年，建造隆茂号川江客货船，洪水季节船不用绕滩可逆水而上。
１９４７年，大中华机器造船厂建成川江最大的客货船民俗号，载货１０００吨，载客
２００人。江南造船所用全电焊分段造船法建造 ３２７０ 吨客货船民铎号，标志中
国造船焊接技术和工艺达到新水平。１９５４ 年起，各船厂主要建造长江客轮。
１９５７年后，全市民船生产始由蒸汽机为主机改以柴油机为主机，建江蓉等船。
１９５８年以后，江南造船厂建成国内第一艘万吨货船东风号，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４家
船厂建同等级船 ５４ 艘。１９７９ 年，建造 ３．６ 万、６．５ 万、７ 万、７．５ 万吨级远洋船
舶。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江南造船厂承接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世沪号等３艘订货，此
后又承接美国、法国等１１艘散装远洋海轮订货，船型被国际航运界称为“中国
江南型”，船价在英国伦敦租船市场单独挂牌。１９８５ 年，制造汽车滚装船。
１９８７年，上海船厂为联邦德国等制造 ８ 艘 ２８．３ 万立方米容积的冷藏集装船。
１９９０年，沪东造船厂建６．８万吨双底双壳联意号油轮等。此外，建各种专用船
和石油钻井平台。１９７４年起，设计制造远洋测量船 １１艘。１９７９年，建成向阳
红１０号远洋综合调查船、万吨级大型远洋救生船。１９８４年，建成排水量２１９９１
吨、具有双重船级的勘探３号半潜式钻井平台。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 ）至 １９３７ 年，华商造船业造船近千艘。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年，全市建造０．５６万艘、总重１６２０余万吨，其中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出口船１９８艘、
总重２６１．７５万吨。
二、 军用舰艇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艘木质兵船恬吉号，载
重６００吨，服役南洋水师。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又建成金瓯号铁甲兵船，排水
量３００吨。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江南造船所始为美国建造４艘万吨级运输舰。１９３０
年，建成逸仙号轻型巡洋舰。至１９４９年５月，共造舰艇１１３艘。１９５２年，试制
成功５３甲小型巡逻艇。１９６６年，建成６５型火炮护卫舰。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６年，先
后研制对空型、对海型导弹护卫舰。１９８６ 年，对空型导弹护卫舰竣工，实现火
炮鱼雷型护卫舰向导弹火炮型护卫舰的转变。１９６５年，试制成６６２１型钢质导
弹艇。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先后建成中型导弹驱逐舰、大型登陆舰。１９８７ 年，改
进反潜护卫舰。
１９５３年，沪东造船厂等３ 厂以苏联转让技术建造潜艇、护卫舰和猎潜舰。
１９５７年首制艇交付。１９５９年，江南造船厂承造苏方技术６６３３中型鱼雷潜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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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器材装备，１９６０年起改为自行研制，１９６５年首艇交付。１９７６年，改进设计
后续艇，加装飞航式导弹。１９８３ 年，建成 ０５３ 型潜艇，形成新一代国产潜艇
系列。
１９８０年，建成３艘远洋援救拖船，参加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
的测量和打捞回收数据舱行动。
三、 船舶修理

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美英商伯维等 ５ 家船厂经营修船。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起，江南制造总局成批修理军民用船只。至 １９３７ 年，上海修理舰船
０．５７万艘。１９４９年８ 月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江南造船所抢修改装舰艇 １３０ 多艘，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抢修解放一江山岛所需舰艇１６６艘。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较大的修
船厂１４家，万吨级以上船坞１１座，船坞 ４３万载重吨，占全国 ２３％。１９４９年 ６
月～１９９５年，修理舰船１．６万余艘。

第十节 汽车 、拖拉机工业
一、 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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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德商宝昌公司创办，１９２８年归英商利鯸汽车公司，１９５０年改上海
汽车装修厂，１９５８年改上海汽车装配厂。１９６０年，改上海汽车制造厂，迁嘉定
县安定镇，１９７９年改上海汽车厂。１９８５年，一分为二。全部厂房和部分人员及
设备作为中方同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的主体，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大众）。部分人员和设备同嘉定县联营，建国有和集体联营企业上海
汽车厂，１９９２年１月并入上海大众。１９９５年，上海大众二厂投产。是年，上海
大众员工０．８５万人。总产值１９１亿元，占全国汽车工业总产值１４．５％。销售收
入１８４．３１亿元，利润３６．５９亿元。
１９５７年，中国交电器材上海采购供应站汽车装修厂，仿照波兰华沙牌和美
国顺风牌轿车，试制成功国内第一辆轻型越野车。至１９６３年产量５００辆，同年
停产。１９５８年５月，上海汽车装配厂仿照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轿车实样，敲制
车身和大梁，采用南京汽车厂 Ｍ２０发动机，试制成功凤凰牌轿车。１９６４年，改
名上海牌轿车，产量５０辆，１９６５年定型为 ＳＨ７６０型，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停产，
累计生产７．７万辆。１９８２年６月，中德双方签订１００辆桑塔纳轿车散装件的试
制协议，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１日上海汽车厂组装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成功。上海
大众投资３．８７亿元，确定形成年产３万辆整车、１０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零

部件实现国产化。建立有１６７家企业参加的为上海桑塔纳轿车配套的全国共
同体，参与企业１６７家。到１９８９年，建成长达８７１米生产线７０余条。１９９５年，
生产桑塔纳轿车１６万辆，国产化率８８．６％。
二、 载重汽车

１９３７年，中国汽车公司用德国本茨汽车公司提供的零件，组装近百辆 ２．５
吨载重柴油机汽车，后因战事，企业内迁而中止。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上海市内燃机
配件制造公司５０余家工厂协作试制零部件，上海汽车装修厂总装成功第一辆
上海５８Ⅰ型三轮汽车，１９５８ 年生产 ２００ 余辆，１９８９ 年停产，累计产量 ３．０４ 万
辆。１９５８年，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货车修理厂试制成功 １４１ 型 ４ 吨载重汽车，
１９６９年上海重型汽车形成年产 ０．３万辆的生产能力。１９６２ 年，上海汽车厂试
制成功 ＳＨ１２０型１．５吨载重汽车，１９８２年停产，累计生产４．５３万辆。１９６９年，
上海重型汽车厂试制成功 ＳＨ３６１型１５吨载重汽车，至１９９３年累计生产 １万
辆。１９６９年，上海汽车厂等试制成功国内第一辆 ＳＨ３８０型３２吨矿用自卸载重
汽车，１９７１年转由上海重型汽车厂生产，１９８０年停产，累计生产 ６３７辆。１９８４
年，引进美国伟步公司３５Ｄ 型 ３２ 吨矿用自卸载重汽车的制造技术，小批量生
产，至１９８９年零部件自制率７５％。１９９２年，上海重型汽车厂、上海汽车底盘厂
和上海第二汽车底盘厂合并为上海汇众汽车制造公司，下设８厂，主要生产大
通牌１５吨载重汽车及客车底盘。１９９５ 年，员工 ０．８８ 万人，工业总产值 ２１ 亿
元，利润３．４亿元。
三、 客车

１９５１年，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修造厂组装公共客运汽车。１９５７年，试制
成功５７型无大梁整体结构客运汽车。１９５９年，试制成功 ＳＫ６４４型及 ＳＫ６６０
型绞接式公交用客运汽车，１９６０ 年定为基本型。１９７０ 年，厂改上海客车厂。
７０年代末期，生产 ＳＫ６００ 型系列大客车。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期，军工、司
法、交运等部门开办客车厂，１９９０ 年全市生产厂增至 １０ 余家，万象汽车厂、
七四二四厂分别形成年产 ０．１ 万 ～０．２ 万辆客车的生产能力。１９９５ 年，全市
有上海客车厂等 ８ 厂，员工 ０．６５ 万人，产值 ４．５８ 亿元。 生产大型客车 ０．２４
万辆。
四、 摩托车

１９５７年，新成区摩托车修理行参照国外摩托车式样，试制成３辆５５０ＣＣ７５０
型４冲程摩托车。１９５８年，成立上海摩托车厂，生产闪电牌７５０型摩托车，第一
批投产５０辆，１９５９年并入宝山农机厂停产。同年下半年，上海自行车二厂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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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佳佳２５０型，试制２５０型幸福牌摩托车。１９６３年，和宝山农机厂
合并成上海摩托车制造厂，是年生产摩托车６００辆。至１９８５年，累计生产２．６９
万辆。１９８４年，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上海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新建年产２０万辆摩托车和６０万台发动机的摩托车厂。１９９５年，员工 ０．３６万
人，总产值２０．５９亿元，利税４．４８亿元。生产幸福牌１２５型、２５０型摩托车４０万
辆，零部件国产化率８７％。
五、 拖拉机

１９５７年，３０１厂、５０１厂试制成功６马力红旗牌手扶拖拉机，１９６０年转由上
海拖拉机厂、诚孚铁工厂生产。１９６８ 年，改为工农牌 １１ 型，功率提高到 １０ 马
力，１９７７年停产，累计生产９．２万台。１９５８年，上海汽车装修厂仿英国２７马力
轮式拖拉机，试制成功红旗牌２７型轮式拖拉机，是年转由宝汽车材料厂批量
生产。１９６０年，改制为 ３５ 马力丰收牌 ３５ 型拖拉机，１９８１ 年停产，累计生产
６．８９万台。１９７０年，上海拖拉机厂试制上海牌 ４５ 马力水旱地兼用拖拉机，后
功率提高到５０马力，８０年代形成年产万台生产能力。１９８９年，成立上海拖拉
机内燃机公司，有上海拖拉机厂等６家企业。１９９５年，员工０．６４万人，工业总
产值５．６亿元。生产上海５０型轮式拖拉机１．５２万台。

第十一节 钢铁工业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江南制造总局建炼钢厂。１９９５年，全市有钢铁企
业３５家，员工１８．６万人，工业总产值３２２．４２亿元。
一、 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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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华商陆伯鸿筹集８．３万两银，购一座德国１０吨炼铁炉，在浦东周
家渡西村创办和兴化铁厂，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铁，是年售铁 １０４８ 吨。１９４３
年，日商开办西渡炼钢工场，建造一座２０吨炼铁炉。１９１８年～１９４５年８月，两
厂合计炼铁２万吨。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年，上海炼钢所需生铁全部由国家从外地拨
入。１９５８年，上海第一钢铁厂建２座２５５立方米高炉出铁，１９９１年建成７５０立
方米高炉。１９６９年，在南京梅山矿区建上海生铁供应基地，１９９５ 年有 ３ 座高
炉，１座容积１０８０立方米，２座１２５０立方米。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宝山钢铁总厂
容量同为４０６３立方米的一号、二号高炉先后投产。１９９５年，上海第一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梅山 （集团）有限公司、宝山钢铁 （集团）公司合计冶炼生铁

１０４６．３５万吨。
二、 炼钢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江南制造局购法国炼钢设备建１座３０吨炼钢平
炉，次年投产炼钢１０吨，二十一年扩建，次年钢产量０．２１万吨。上海始有炼钢
业。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炼钢１万吨。１９２５年，和兴化铁厂２座德国１０吨炼
钢平炉建成投产。厂改名和兴钢铁厂。１９３５ 年，上海兵工厂炼钢厂修复从英
国引进的首座１吨酸性转炉，上海始有转炉炼钢。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钢铁
股份公司成立，日商吴淞工场、和兴钢铁厂分别改为第一、三厂。１９４９年５月，
全市炼钢炉容量１２．８吨。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钢铁公司第一、
三厂，１９５７年３月改为上海第一钢铁厂、上海第三钢铁厂。１９５０年，上钢一厂
建２吨酸性转炉，１９５２ 年建 １ 座 １５ 吨平炉。１９５６ 年，上钢三厂建转炉车间。
１９５８年后，全市未增炼钢平炉，以扩大炉座、炉膛容量，增加钢产量。是年，全
市钢产量１２２．２６万吨。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上钢一厂建成７个涡鼓形碱性空气侧
吹转炉车间投产。１９６６年，率先用氧气顶吹转炉代替碱性转炉。１９５８年后，发
展电炉炼钢，至１９８４年上钢一、三、五厂全部改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是年，全
市涡鼓形碱性空气侧吹转炉全部淘汰。１９８５ 年，宝山钢铁总厂 ３００ 吨氧气顶
吹转炉投产。１９８７年后，全市淘汰３吨以下小炉座。１９９５年，上钢三厂引进２
座１００吨超高功率直流电弧炉投产。是年，全市有炼钢企业宝山钢铁（集团）公
司和上钢一、三、五厂以及上海钢铁研究所，员工７．０８万人。１９４９年，全市钢产
量０．３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４５４．１１万吨。
三、 钢材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江南制造局炼钢厂生产方、圆、角等型材钢，在
初轧机上生产出中厚钢板。１９２５ 年，和兴钢铁厂增加一套直径 ５００ 毫米轧钢
机，生产硬钢和竹节钢。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无轧钢生产。１９４２年，日商亚
细亚钢业厂生产线材。１９４３年，日商中山制板厂建成２套轧机生产热轧薄板。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冷轧钢、复制加工企业 ３４ 家，年钢材生产能力约 ７ 万吨。
１９５０年，新沪钢铁厂成立，生产热轧型中小型钢材。钢丝、钢丝绳、圆丝市场需
求激增，到１９５５年生产企业增至近３００家。１９５６年年初，全市热轧型钢企业并
入上钢三厂、新沪钢铁厂，钢丝、圆丝企业并入上钢二厂。是年，建上钢八、十
厂，分别生产型钢和节钢、冷拉型钢材。１９５８年，建永鑫无缝钢管厂，生产无缝
钢管。建上钢五厂，专业生产特殊钢。到１９６５年，全市有钢材生产企业１８家，
具有年产２００万吨钢材的能力。１９７１年，上钢一厂建钢板车间。１９７２年，上钢
三厂增设连铸机。１９８５年，宝山钢铁总厂投产。１９９１年，中外合资企业益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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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厂创办。１９９３ 年，上钢三、二厂分别建中厚板和高速线材生产车间。１９９５
年，全市１６家生产厂，员工９．１３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３８．４５亿元。１９４９年，全市
钢材产量１．５万吨，１９９５年品种２．８万种，产量１１８５．８９万吨。

第十二节 有色金属工业
一、 冶炼

１９３２年，上海开元电化厂以废旧杂铜为原料，生产电解铜。１９４３年，日商
和兴炼铜厂建立电解铜工场。１９４９年，全市有１０多家厂，经营电解铜、铜再生
熔铸，或以废杂铅、锡为原料提取粗铅、粗锡和铅锡焊料。１９５２年，有上海冶炼
厂和同镒等１６家冶炼厂，生产电解铜１万吨。在国内首创用废铅、锡为原料生
产电解铅、锡。５０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率先以电解法生产精铋、电解镍、电解钴
等，并从电解阳极泥中回收金、银、铂、钯等贵金属以及稀散金属硒、碲。用锌灰
渣为原料熔炼出精锌锭，用精镏法生产精锌。试制成电解锰。５０年代末，上海
冶炼厂等开始冶炼铜、锑等高纯金属，并于６０年代初和上海跃龙化工厂、上海
有色金属研究所形成３个大中型稀有、稀土金属材料研制生产基地。开始研制
生产海绵钛，海绵锆，金属铍、钒、钼和多种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等。形成萃取、
反萃取、提炼高纯金属等分离新技术，扩大生产化纤用锐钛型涂料钛白粉。８０
年代，铜冶炼获得１号铅和１号精铋。扩大硒等新品种生产。１９９５年，全市企
业１７３家、员工２．０９万人，工业总产值７１．８６亿元。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电
解铜２０２．２万吨、铜线锭２１０．９万吨、黄金３８．２８吨、白银０．２３万吨、铂９２．８２公
斤、钯３４８．７９公斤、锗锭１２９．５９吨、锗单晶５．９９吨。
二、 加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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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江南制造总局枪子厂附设轧铜厂轧制铜皮。１９２９～
１９４８年，全市有２０家加工厂生产铜皮、铜丝、铜棒。１９３２年，瑞士商华铝钢精厂
开办，生产铝箔、铝片、铝板。１９５０年，慎昌五金制造厂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无缝
紫铜管、黄铜管。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全市先后开设上百家铜加工厂，规模较大的有亚
洲铜厂等。１９６４年，有铜和铜合金板带厂５家、棒材厂２家、铜管厂３家、线材厂
１家。１９９２年，建吴淞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生产幅阔６００毫米、卷重４～４．５吨的高
精度铜带，建成棒线、铜管生产线。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１９０家，员工３．１万人，工业
总产值６５．６３亿元。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铜材１７８．８８万吨、铝材５．９６万吨、铅
材９．１８万吨、锌材３２．４８万吨、锡材０．８５万吨、镍材０．４１万吨。

三、 稀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厂商用进口硝酸钍、硝酸铈等原料生产汽油灯纱罩。
１９５７年，上海永联化工厂从独居石矿中冶制硝酸钍、硝酸铈，次年镧、铈等稀土
试剂产品面市。１９６０年，永联等 ４家化工厂合并为上海跃龙化工厂。１９６２年
年初，利用独居石提炼分离钍后的稀土复盐，试制成打火石，替代进口货。７０
年代，生产以荧光级氧化钇为主的稀土氧化物，发展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荧光
粉和稀土永磁合金粉生产。１９８８年，利用国内稀土原料，加工各类高纯稀土氧
化物，开发荧光材料和永磁材料及应用研究。上海成为国内高纯单一稀土氧化
物、稀土金属及其合金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钨铈电极获得中国和美国专
利。１９９５年，企业有上海跃龙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及３家小厂，员工０．２万人，工
业总产值４．２５亿元。生产除钷外的１６个元素材料，有２５２个品种５００多个规
格，其中氧化钇５１吨、打火石１０６吨、灯用荧光粉６６吨、彩电红绿蓝粉７９吨。

第十三节 化学工业
一、 化学原料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火药局制造硫酸。１９１９
年，华商大丰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办。１９２８年，吴蕴初建成国内第一家氯
碱生产厂天原电化厂，生产烧碱、盐酸、漂白粉等化工产品。引进美国杜邦化学
公司合成氨全套设备，１９３５ 年建成天利淡气制品厂，生产合成氨、硝酸产品。
天原、天利两厂和天厨、天盛厂形成天字号企业集团，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基本化
工原料生产系统。１９３２年，肇新化学厂开办，生产碳酸钙、硫化碱。１９３３年，中
国炼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国内首家生产氧气，１９３５年生产电石。１９３６年，
全市有华商企业２２家、外商企业２家。上海沦陷时期，日商南昌化学厂株式会
社开办，生产氯磺酸、漂白粉、氯酸钾、盐酸、硫化碱、硅酸钠等产品。１９４８ 年，
新业制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首家用接触法生产硫酸。１９４９年 ５月，有 ８２
家华商企业、３家外商企业。１９５０年，进口化工原料断绝，发展化工原料生产，
至１９５５年，全市生产厂４０３家。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到１９６７年合
并为２８家。“二五”计划期间，建立吴泾、桃浦、吴淞、高桥等 ４个市级化工区。
１９７３年，天原化工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大型金属阳极电槽，用于电解氯化
钠，１９８４年起引进日本万吨离子膜制烧碱、万吨聚氯乙烯糊状树脂生产装置和
加拿大５０００吨漂粉精生产装置。１９５８年，上海硫酸厂建５万吨硫酸装置，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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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建成年产万吨的硫铵车间。１９９０年，建成上海氯碱总厂，烧碱和聚氯乙烯
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年产３５万吨和２２万吨，成为远东最大的氯碱生产厂。至
此，形成以吴泾化工厂、上海焦化总厂、上海氯碱总厂、天原化工厂、吴淞化工
厂、上海硫酸厂和上海桃浦化工厂７家企业为骨干的化工原料生产体系。１９９５
年，全市生产厂９９家，员工２．５万人，工业总产值４．８９亿元。１９５０年，全市化学
原料业产品１１３种，１９９５年主要产品烧碱产量３９．４８万吨、纯碱４．０６万吨、硫酸
２０．７３万吨、甲醇８．０７万吨、甲醛１１．４８万吨。
二、 塑料

１９２１年，胜德织造厂设立赛珍部，试制成功浇铸型酚醛树脂，用以加工麻
将牌和人造象牙筷子。１９２３年，中一化工厂开办，生产胶木粉。１９３７年，全市
有７家生产厂。１９３８年，中华化工厂开设，生产再生赛璐珞片。１９４９年５月，
全市有７家胶木粉厂、３家赛璐珞厂。中央化工厂筹备处上海工厂改上海化工
厂。１９５６年，上海溶剂厂建成国内第一套以玉米为原料，年产０．２万吨总溶剂
（丁醇、丙酮、乙醇）的生产装置。上海塑料厂年产１０００吨胶木粉生产装置建成
投产。１９５８年，天山化工厂脲甲醛塑料装置投产，上海化工厂开发聚氯乙烯薄
膜、硬板、硬管和电缆料等产品。是年，确定工程塑料为重点发展产品。华侨化
工厂生产第一批国产涤纶树脂。１９６０ 年，全市建成年产 ２５ 吨聚三氟氯乙烯、
１２吨尼龙１０１０生产装置。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年，胜德塑料厂并入６家厂，成为综合
性的塑料加工企业。１９９５年，主要生产厂有上海化工厂、胜德塑料厂等１４家。
全市产品４００种，产量２３万吨。
三、 化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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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天利淡气厂创办，合成氨装置建成投产，在上海最早生产化肥。
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海吴泾化工厂建成２．５万吨合成氨和１０万吨硫酸铵装置，在全
国最早用国产装备生产化肥。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市郊 １１个县各建一套年产 ８００
吨合成氨厂，总设计能力１．２８万吨。全市化肥生产形成大型生产企业和县小
型化肥厂生产两大系列。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２家厂，员工０．７４万人，工业总产值
２．９４亿元。生产化肥２５．６万吨。主要生产厂上海吴泾化工厂。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病虫药械制造实验厂建立，研制生产农药和
农用药械，１９５０年改上海病虫药械厂。１９５８年，建上海农药厂，生产高效低毒
农药敌百虫。嘉定县新华化工厂扩建为以生产“六六六”为主的东风化学农药
厂。１９５９年，联合化工厂成立，１９７９年改上海联合化工厂。上述３厂被列为全
国重点农药厂。１９９０年４月，合资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成立，生产除草剂。
１９９５年，全市１２家企业，员工０．６万人。生产农药７３种１．４万吨。

四、 染料

１９３３年，华商董敬庄、许炳熙、董荣清创办大中染料厂和中孚染料厂股份
有限公司，在全国最早生产硫化元染料。１９３７年，全市有６家华商、３家外商染
料厂。１９４０年，日商维新等 ４厂生产染料，独霸上海染料市场。１９５１年，生产
厂３６家。１９５１年，上海中国染料工业公司开发新产品２０种，硫化蓝染料质量
赶上进口货。上海中联染料公司生产氨基萘磺酸等染料中间体，发展直接元、
直接墨绿等产品。１９５５ 年，１６ 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６ 年，建立中间体生
产基地，奠定冰染、色酚和偶氮型有机颜料的发展基础，发展纺织助剂。１９５８
年，润华染料厂试制成功第一种国产活性染料红光黄。１９６２ 年，形成催化氧
化、活性染料、纺织助剂等系列产品，发展新的活性基因产品。１９６６年，按专业
分工数次调整企业布局，各厂分别合并成上海染料化工一、三、五、七、八、九、
十、十二、十四厂和上海染料化工厂。基本形成上海染料生产体系。１９９５ 年，
全市１２家企业，员工１．２６万人，工业总产值８．９４亿元。１９４８年，全市染料产量
０．６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０５万吨。
五、 橡胶、橡胶制品

１９１５年，日商在虹口开设兴华、亚细亚２家橡皮工厂。１９１９年，旅日华侨
容子光、容祝三创办上海第一家橡胶制品加工厂华商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
生产燕子牌人力车胎、皮鞋底跟及玩具气球等。１９２２年，华商张礼林等创办亚
洲橡皮厂，生产一品牌舌口套鞋。１９２４年，陈嘉庚橡皮公司上海分行生产汽车
轮胎。１９２７年，旅日华侨余芝卿创办大中华橡胶厂，刘礼康、石芝珊创办义昌
橡皮物品制造厂，叶钟廷兄弟开设永和实业公司橡胶制品部。１９２８年后，胶套
鞋旺销，大批华商投资橡胶制品业，至 １９３１年有义生等 ４８家厂开设。全市橡
胶制品厂占全国２／３以上。１９３１年，大中华开设分厂和原料厂，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橡胶制品生产企业。１９３０年，义昌厂改为正泰，为第二大厂。永和实业
公司生产小橡皮球，后又增热水袋、套鞋等制品。１９３６ 年，全市有 ３１ 家厂。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２０余家厂被毁，正泰等厂被日军占据。１９４９年年初，有厂
１０３家，生产７类产品，大中华和正泰厂扩展为全国最大的 ２ 家综合型橡胶企
业。１９４９年，大孚等６厂转为国营企业，１９５４年大中华、正泰、中南等７厂公私
合营，１３家企业产值占全行业７０％。１９５６年，５３６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８
年，企业按汽车轮胎、人力车胎、胶鞋、橡胶制品分工兼并，减至 １０６ 家。１９６０
年后，按“发展轮胎，加速橡胶制品”目标调整产品结构，加速大中华、正泰、中南
等厂轮胎、力车胎专业化生产，改建、扩建大中华、正泰。１９６５ 年，两厂轮胎产
量１００万套，占全国计划产量５０％。建立上海橡胶制品一、二、三、四厂等９家
橡胶制品企业，开发生产国防军工、石油、汽车、建筑、化工、电子仪表等行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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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制品。１９６８年，企业精简至 １７ 家。上海胶鞋一厂建轮胎车间，生产拖拉
机轮胎。上海胶鞋十厂转产工程橡胶，投产顺丁胶等。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正泰
橡胶厂和大中华橡胶厂引进联邦德国和美国无内胎子午线胎全钢线载重车子
午线胎技术和装备，批量出口轮胎。１９９０ 年，大中华和正泰组成企业集团。
１９９２年，按行业分类，组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上海胶鞋公司、上海胶带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橡胶制品公司。下属企业 ２５家，其中轮胎厂 ３家、力车胎
厂１家、胶鞋厂７家、橡胶制品厂９家。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２０５家，员工６．８３万
人，工业总产值６３．７亿元。
各时期，主要产品，１９３５年大中华橡胶厂生产双钱牌汽车轮胎，正泰橡胶
厂生产回力牌球鞋。１９４４年，企昌橡胶厂生产喜喜牌皮鞋底。１９４７年，正泰橡
胶厂试制成功回力牌轿车轮胎。１９５２ 年，全市生产力车胎 ７７．４ 万条、输送带
２．５８万平方米、胶鞋１５５９万双、汽车轮胎７．６５万条。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４１．２万
条、３３５．３万平方米、１７４５．６万双、５７８．９７万条。
六、 涂料

１９１５年９月，阮霭南创办开林颜料油漆厂，生产厚漆和白铅粉。１９１６年，
邵晋卿开办振华实业公司，生产双旗牌厚漆，１９２０ 年产品注册飞虎牌商标。
１９２６年，陈广顺开办永固造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长城牌油漆。１９３１年，俄商
中国维新油漆颜料厂生产干墙粉、红丹等。１９３２年，俄商敖利马化学品公司生
产喷漆。１９３５ 年，英商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厚漆、熟油、调合漆等。
１９４９年５月，有企业３４家。１９５６ 年，４３ 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改组为振华、
开林、永光等６家油漆厂和为油漆生产配套的 ５家颜料厂。到 １９６６年，全市
基本形成振华、开林、上海 ３ 家造漆厂和新华树脂厂 ４ 家油漆专业生产厂。
１９８５年，建钢卷、汽车、船舶、出口等涂料和综合树脂生产车间，涂料年产能
力近８万吨。１９８２ 年，华生化工合作社创办，研制成功腰果调合漆。１９９５
年，企业１１家，员工０．５２万人，工业总产值 ８．６８ 亿元。 主要生产厂有振华、
开林、上海造漆厂和新华树脂厂等。 生产 １６ 大类、６０ 小类、０．１４ 万种产品
５．１３万吨。知名产品有飞虎、长城、上海等牌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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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医药工业
一、 中药

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川沙堡长生药材工场自制紫金锭享誉江南。清康

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姜衍泽堂制作跌打损伤诸种膏药，以宝珍膏闻名。四十
八年，童涵春堂制作饮片，销南洋。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年），苏州雷允上诵芬堂到
沪设分号，制作六神丸。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汉口蔡同德国药店迁沪，生产驴
皮膏、虎骨木瓜酒。九年，郑福兰堂开设，生产玉树神油等。清末民初，郁良心
等中型国药号设工场制作丸散膏丹、切制饮片。１９１６年，杭州胡庆余堂设上海
分号。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粹华药厂用机械制炼药液，生产中成药 ３００ 余种，未
获顾客信任，终告失败。１９２９ 年，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研制成功
浓缩丸。是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通过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 》，此
后无中药厂增设。１９３５年，徐重道国药号设新药部，制售家用中成药。１９５２
年，蔡同德国药店开设蔡同德制药厂。１９５８ 年，上海市药材公司制药厂创
办，童涵春等国药号成药工场合并为公私合营上海中药联合制药厂。１９５９
年，建黄浦中药联合制药厂。１９６４ 年，全市 １０ 区均建中药切制工场。１９６５
年、１９６７年，上海市药材公司中药切制厂、黄浦中药联合制药厂先后改上海
中药制药二、三厂。１９９５年，有中成药厂 ２９ 家、中药饮片厂 ２０ 家、中药机械
厂２家，员工０．５３万人。主要企业有上海中药制药一、二、三厂，童涵春堂中
药饮片厂，雷允上中药饮片厂。
１９６０年，研制成功新剂型。至１９６５年，中成药生产采用蒸汽提取、水提醇
沉、薄膜浓缩、减压蒸馏、真空干燥等设备和工艺。至１９７７年，开发新剂型合剂
（口服液）。１９８０年，中药二厂实现中药封闭提取、管道化生产。１９８１年，中药
一厂建成粉碎成套线和垂直提取、针剂、人工合成牛黄、糖浆、小丸、滴丸等生产
线。１９８２年，中药三厂采用电子遥控装置提取中药。８０年代，采用密闭粉碎、
回流提取、沸腾制粒、一步造粒、混浆包衣等工艺设备。１９８５年，中药饮片厂开
始技术改造，至１９９０年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生产。部分中药产品更新
换代，研究成功新的原料药。１９９１ 年以后，选出年产值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主
力中成药品种。１９５８年，生产中成药 １０余个剂型 ３００余种、中药饮片 ９００ 余
种，１９９０年研制成功并投产麝香保心丸等 １３２ 种新药，１９９５ 年生产中成药 ２６
种剂型５０８种、中药饮片９６９种。
二、 化学药品

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上海有英、法、德等商人开设的药房 １２ 家，配制
化学成药。十四年，中西大药房制药部生产止泻药、止血药、疥疮药水等成药
７０种。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美商燕医生父子药栈等 ５家外商企业开办。各
药房、药厂均以进口原料配制成药。三年，华商黄楚九创办龙虎公司制药厂，生
产龙虎牌人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药减少，华商药厂得到发展，到
１９１８年有２２家。１９１９年，项松茂创办五洲固本皂药厂，在上海最早用动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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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生产药品，１９２３年后发展制剂产品，１９２７年在沪首制原料药醚精。１９２５年，
上海第一家针剂厂海普药厂和新亚药厂成立。１９３６年，药厂５８家，生产针剂、
酊剂、胶囊剂等以及原料药。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新开药厂９０家，信谊药厂等生产
消治龙原料药磺胺噻唑。１９４９年 ５月，有药厂 １３０家，９月建国营化学制药第
一、二厂和青霉素实验所。次年 ９ 月，试制成功青霉素，１９５３ 年在上海第三制
药厂投产，结束中国抗生素依赖进口的历史。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９９家私营企业全
部公私合营，片剂、针剂产量分别占全国 ３６．２％ 和 ５２％。１９５６年，上海市制药
工业公司成立。１９５７年，建立５３家中心厂和１０６家卫星厂或代管厂，成立上海
医药工业研究所，中央化学工业部医药工业设计院从石家庄迁上海。１９５８年，
１０５家厂并为５３家，原料药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当年，试制成功并投产抗肿瘤
药盐酸氮芥、甾体激素黄体酮、金霉素、四环素、链霉素、甲基睾丸素、可的松
等。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１４家制剂厂改产化学合成原料药，全行业形成原料药、
制剂、制药机械及药用玻璃和包装材料 ４个产品门类。修订 １９８种药品生产
工艺规程。１９６８年，上海第九、二制药厂先后建避孕药、心血管药生产车间。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研制投产新品种原料药和气雾剂、纸式片等制剂。１９７９ 年，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定为甾体激素生产和科研基地。１９８１ 年，联合国人口活
动基金会援助上海淮海制药厂建避孕药生产车间。１９８２ 年，中美上海施贵
宝制药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厂 １８７ 家，主要企业有先锋药业公
司、信谊药厂、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上海第一制药厂、三维制药公司、四药
股份有限公司、五洲药厂、上海第六制药厂、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亚药
业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上海玻璃厂。工业总产值 ６０．６６
亿元。１９３６年，全市生产片剂 ２８ 种、针剂 １２０ 余种、原料药 ５ 种。１９９５ 年，
生产原料药２１类２０９种１．２６万吨，制剂１３类８７０种，针剂１２．３５亿支，片剂
１３３亿片，大输液１８４１万瓶（袋）。
三、 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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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年，首家华商医疗器械行裕震兴齿科材料行开设。１９１６年，德兴五金
工场创办，手工制作镊子、油膏刀、压舌板、消毒器等。１９１７ 年，大通药棉纱布
厂开设。１９１８年，永兴昌医化器械厂生产医用电温箱等。１９３１年，懋昌医疗器
械厂生产牛痘刀、假脚等。１９４２年，日商上海医疗器械制作所开设。１９４９年５
月，全市有医械厂９８家。解放初，上海医药器械修造厂和 Ｘ 线机修配所合建为
国营医疗器械厂，１９５７年分设为上海医疗、精密医疗 ２家器械厂。１９５１年，因
朝鲜战争，医械需求量增加，生产厂增至 ２４４ 家。１９５６ 年，全行业私营企业公
私合营，６１１家企业按产品归类裁并为 ２５３ 家。“文化大革命”中，为全国农村
县以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必备医械装备。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建医用核子仪器

厂等４厂，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调整组成医用合成材料厂等５厂。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
上海医用核子仪器厂、上海医疗器械厂先后与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组装医
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索玛全身 ＣＴ。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先后开办中德合资上海齿
科有限公司、中美合资上海强生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主要生产厂有上海医疗器
械厂等６家，全市生产２０个门类、０．１６万种产品。

第十五节 石油化工业
１９３８年，日本丸善石油株式会社在浦东高桥天灯口建上海制油所，抗日战
争胜利后为国民政府接管，筹建炼油厂，未果，１９４９ 年 ５ 月被上海市军管会接
管。９０年代，石油化工工业成为上海支柱产业之一。１９９５年，全市原油加工能
力１２６０万吨，乙烯生产能力 ４５ 万吨。 是年，全市石油化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１７１．４８亿元、工业总产值 １０５．５５亿元、利税 ４７．６３亿元，分别占全市国有工业
１０．８７％、８．３％、２３．４７％。
一、 油品加工

１９５０年６月，建成上海第一家炼油企业上海炼油厂，有日炼原油３５０吨的
常压蒸馏装置，加工汽油、柴油和灯用煤油，上海始有 “三油”炼制加工。１９５２
年，建成日处理７吨的小型润滑油设备，生产润滑油。１９５４ 年，建成国内首座
年加工原油１５万吨常减压蒸馏和年处理６．７万吨热裂化装置。７０年代，建成
年产６０万吨硫化催化裂化、１２万吨铂重整、１５万吨丙烷脱沥青等装置。１９７９
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年加工原油２５０万吨常压装置建成投产。全市
２家炼油企业原油年加工能力６５０万吨，乙烯生产能力１２万吨。１９９０年后，上
海炼油厂重点发展炼油，具备加工各种进口原油的能力。１９９５年，上海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油品厂年加工８０万吨重油催化裂化装置投产。是年，全市加工原
油９５５万吨，生产汽、煤、柴和润滑油４４２．２６万吨。
二、 有机化工原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新一化工厂生产环氧乙烷、农药乳化剂和匀染剂，成为
国内最早生产非离子表面活剂的专业厂之一。１９６０ 年，建成年产 ５００ 吨聚苯
乙烯工业试验装置。次年，高桥化工厂建成，为全市首家石油化工企业。１９６２
年，建成国内第一套自行设计年产 ６７５０ 吨气体分离装置，生产乙烯和丙烯。
１９７９年起，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一、二厂建成，可年产乙烯 １１．５ 万吨。１９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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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乙烯厂，装置可年产聚合级乙烯３０万吨。引进日本年产 １２万吨环氧乙烷／
乙二醇装置。１９８９年，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年加工２０万吨石油气分离装置建成
投产。１９９５年，企业６家，员工１．２万人，生产装置２７套，生产乙烯４０．８３万吨、
丙烯２５．６万吨、芳烃系列中的纯苯１０．２１万吨、对二甲苯１９．１８万吨，其他有机
化工原料１６２．６４万吨。
三、 合成纤维原料、合成纤维

１９６５年，国内首家化纤企业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建成，有年产 ２０００ 吨浆
粕和１６００吨粘胶短纤维２套装置，上海始有化纤生产。１９６９年，引进国外腈纶
成套技术设备，建国内第一座自行设计年产２０００吨腈纶短纤维生产装置，始用
石油化工原料生产合成纤维。１９７１ 年，高桥化工厂丙烯腈装置投产。全市年
合成纤维生产能力不足 １万吨。１９７９年起，上海石化一期工程引进日本年加
工能力２．２万吨氧化装置和年产２．５万吨聚酯等装置共１０套投产。全市年合
成纤维生产能力提高至 ２１．５７万余吨。是年，涤纶厂、腈纶厂和维纶厂建成投
产，８０年代建成涤纶二厂。１９９５年，上海石化和高桥石化２公司有生产装置３０
套，生产企业 ６ 家，员工 １．９ 万余人。生产合成纤维单体和合成纤维聚合物
５９．６４万吨、合成纤维 ２４．９ 万吨，合成纤维后加工 １．０９ 万吨，分别占全国
２９．９８％、３９．４６％和１３．９９％。
四、 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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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高桥化工厂第一套年产５００吨苯乙烯工业试验装置建成投产，用
酒精为原料生产聚苯乙烯。１９６５ 年，建成年产 ２０００ 吨聚苯乙烯装置，始用石
油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树脂。１９７６年，上海石化塑料厂建成，引进日本年产６万
吨高压聚乙烯生产装置。次年１０月，国内第一套自行设计制造的年产薄膜１．４
万吨的聚乙烯薄膜装置试生产。１９８３～１９８７ 年，高桥石化引进年产 ２０００ 吨
ＡＢＳ板材生产线和１万吨 ＡＢＳ 树脂、１ 万吨可发性聚苯乙烯树脂 （ＥＰＳ）等装
置。建设上海 ３０ 万吨乙烯工程，引进 ５ 套装置。１９９０ 年起，引进 ４ 套装置。
１９９５年，全市石化行业有塑料厂 ４ 家，主要生产装置 １３ 套，生产能力近 ６０ 万
吨。是年，全市生产塑料树脂 ３２．３１万吨（不含上海氯碱总厂和吴泾化工厂）、
塑料薄膜２．７３万吨。
五、 合成橡胶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上海合成橡胶厂年产１万吨装置建成，生产顺丁橡胶，年产
量数百吨。１９８１年，生产厂并入高桥化工厂，次年生产丁苯胶乳。１９８４年，建
成第二套装置，投产羧基丁苯胶乳，上海始有铜版纸专用胶乳生产。１９９２ 年，

上海３０万吨乙烯工程配套年产５万吨顺丁橡胶装置投产。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
２家，合成橡胶装置４套，年生产能力６．８万吨，产量７．７７万吨。

第十六节 仪表 、电子工业
一、 仪器仪表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实学通艺馆开设，仿制、修理进口仪器。１９２５年，上
海首家电表生产厂中华科学仪器馆创办。１９３３ 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物
理仪器工场建立，研制修理光学仪器。１９３７ 年，光华精密仪器公司等 ５ 厂建
立，生产水表、指针式温度表等产品。１９４９年，有４０余家企业，都为工商兼营。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实验工厂成立，１９５９年改为上海光学仪器厂。１９５４年，上
海电表厂建立。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全市相关企业合并为３５家中心厂、１４６家独立
企业，形成精密电表、电度表、万用表、兆欧表、直流仪器和交流仪器等专业生
产。６０年代中期，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仪器仪表生产基地。１９５８年，漕河泾定
为上海仪表工业区，并建上海仪表厂。此后，全市按 ６类专业调整企业。生产
电工仪器仪表的企业有上海电表厂等２１家，生产光学分析仪器的有上海光学
仪器厂等１９家企业，生产自动化仪表的有上海自动化仪表一至十一厂等 １９
家，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有上海无线电十五厂等 １０ 家。１９７８ 年，上海仪器仪
表成套厂成立。８０年代初，全行业引进国外新技术。１９８２年，中美合资企业上
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２３３家，员工１３．０６万人，工
业总产值１８０．９２亿元。主要企业有大华仪表厂，自动化仪表一、三、四、五厂，上
海调节器厂，沪光仪器厂，电工仪器厂，中国电工厂，上海电表厂，上海电度表厂，
上海微型电机厂，上海合金厂，上海光学仪器厂，上海分析仪器厂等。生产６类
０．３６万种产品。主要产品有自动化仪表１３８．９７万台、电工仪器仪表２６０．７２万
台、成分分析仪器１．８３万台、实验室仪器５．５２万台、光学仪器２．６９万台、微型
电机４万台。
二、 广播电视

１９２４年，北洋政府建设委员会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创办，用进口零件组装
７灯交流电收音机。同年，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组装矿石收音机，制
造无线电零件，１９３５ 年设计制造亚美牌 １６５１ 型 ５ 灯超外差式收音机。１９３７
年，全市有企业３０ 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筹建政府办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
司，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迁上海，万利电机厂等一批无线电厂开办。１９４９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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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企业７家。１９５２年，建立第一家国营无线电整机生产企业华东人民广播
器材厂，次年改上海广播器材厂。 私营无线电企业发展迅速，１９５６ 年有 ４３２
家。１９５６年，私营企业公私合营，１６０家工厂改组成上海无线电器材厂等 ６家
无线电整机厂。１９６０年，市轻工、纺织系统 １０ 家大厂转业改建成无线电业骨
干企业上海无线电二、三、四、十八厂。１９６６年，有工厂１８家。１９６９年，纺织系
统一一厂改为无线电专业工厂，和上海无线电二、三、四厂同为上海收音机生
产骨干专业厂。１９７０年，成立市电视会战办公室，全市９个工业局、１００多个单
位协作发展电视产品。上海国光口琴厂、上海玩具十四厂、上海金星金笔厂试
制电视机。１９７８年，金星金笔厂更名为上海电视一厂。是年，电视机生产企业
５０家。１９９５年，上海电视一厂和上海无线电四、十八厂合并为金星电视机总
厂。创办上海索广映像公司。是年，全市生产厂３２家，工业总产值３７．８亿元。
主要企业有上海无线电三厂、上海录音器材厂、上海广播器材厂、中国唱片厂、
上海电视十一厂、上海一一厂、金星电视机总厂等。
各时期，主要产品，１９５０年，生产收音机２００台。１９５８年起，开发晶体管收
音机，到１９６５年产量占全国４０％。是年７月，试制成功上海牌１０１型黑白电视
机。７０年代初，生产晶体管彩色电视机，１９７３年６００台。１９８０年起，形成 Ｃ频
段卫星地面接收站系列。１９９５年，１６类２６种产品，生产彩色、黑白电视机４１８．２３
万台，收录机４９万台，收音机１５６万台。上海是全国重要的广播电视产品生产
基地，沪产产品在全国长期供不应求。各时期知名产品，收音机有上海、美多、
红灯、凯歌、海燕、飞跃等品牌，录音机有葵花牌，电视机有上海、凯歌、飞跃、金
星等品牌。
三、 电子元器件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２３４

上海电子元器件工业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器件（包括集成电路）、真空电
子器件行业。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电子元件产品１０类７７．１４亿只、集成电路２大
类３种１．５２亿块、灯泡２３６８．２３万只、电子束管６２７．７０万只、半导体分立器件
１５．０８亿只、电子元件３６．３７亿只。
１９２４年，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在上海最早生产电子元件。１９３４～
１９４６年，有信记储电器厂等５厂开办，生产纸介质电容、可变电容、管形电阻等电
子元件。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电子元件生产厂９０家，１９５５年２８８家。１９５６年，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改组为１３家中心厂、５家独立厂和 １家联管组，１９５８年改
组为上海无线电元件一、二、九、十厂和天和电化厂等。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建上海
无线电一、六、八、九、十一、十二、十六、二十八厂。１９６６年，有１１家企业，形成
阻容元件、电声器件、接插件、继电器、电感元件５个电子元件生产门类。８０年
代，全行业发展彩色电视机和高精密仪器仪表为主的配套元件。１９８０年，上海

无线电十一厂、上海电子元件十厂和上海风雷广播器材厂组成上海飞乐电声总
厂，１９８４年试办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全
市企业２６家，员工２．０３万人。
１９４１年，一亚电工厂开办，生产氧化亚铜整流器。１９５８年，发展半导体器
件生产。成立上海半导体器件厂筹备处，改为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第一家专业
生产半导体器件。交直流电工厂、一亚电工厂等合并组成上海无线电十四厂，
专业生产硒片、硒柱、硒整流器、氧化铜整流器。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上海无线电
七、十七、二十九、十九厂和上海半导体器件研究所成立，生产锗二极管、锗低频
大功率管。７０年代，全市各业大办电子工业，新办 １３４ 个半导体器件生产厂
点。１９８８年，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飞利浦半导体
公司创办，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１３家，员工０．４１万人。
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商奇异安迪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创办，生产白炽
灯。１９２３年，华商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开办。１９２７年，公明电珠泡厂开办，生产
小电珠。１９２９年，华德电光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生产霓虹灯、白炽灯。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年，全市有电珠生产厂近百家。１９４９年５月，有灯泡厂２４家。１９５２年，国
家征用美商奇异公司，改上海灯泡厂。１９５３年，奇特等５家灯泡厂合并组成上
海联合灯泡厂。至此，全市灯泡业以上海、中国亚浦耳、华德和上海联合等４家
灯泡厂为主。１９５８ 年，华德工厂转产收讯放大管，１９６０ 年改上海电子管厂。
１９６１年起，上海灯泡业以生产黑白投影管、磁控管、引燃管和大功率发射管、高
压汞灯、激光器为主。７０ 年代初，全市进行电视生产会战，上海电珠一厂等 ３
厂转产大小屏幕显像管。１９８０年，上海显像管玻璃厂创办，专业生产显像管玻
壳。１９９０年，沪港合资企业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投产。１９８１年，上海
亚明灯泡厂等６厂组成上海照明电器（亚字集团）公司。１９８６ 年，上海灯泡厂
等６厂组成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７家，员工１．６
万人。

第十七节 电子计算机工业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建立，研制沪１型计算机，１９５９年合作
研制成功第一台上海产计算机 １０３ 型电子管计算机。１９６６ 年，上海无线电十
三厂试制成功每秒运算２．５万次的 Ｘ２型晶体管数字计算机，１９６９年，上海市
计算中心筹建，１９７２年改称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１９７１年，研制成功运算速
度为每秒１１万次的７０９型集成电路数字计算机。１９７３年，建立上海长江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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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１９８４年改上海微电脑厂。１９７８ 年 ６ 月，成立上海市电子计算机工业公
司，下属有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等１４个单位，１９８４年３月和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
所合并成立上海市计算机公司，１９８７年 ３月改制为长江计算机 （集团）联合公
司。１９９２年，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创建计算机软件专业开发小区，建立上
海浦东软件园发展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主要生产企业有上海电子计算机厂、上
海长江计算机打印机厂等。１９６６～１９８１ 年，全市电子计算机产量占全国
５３．６％。１９９５年，生产２２种品种，产量１１余万台。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研制成功上海第一台每秒运算速度３０次的１０３型电子管计
算机。１９７５年，ＤＪＳ１３１型计算机设计定型，成为国内产量大、应用面广、系统
稳定的国产数字电子计算机。１９７９年，研制成功９０５甲大型电子计算机，整机
运算速度每秒６００万次。１９７５年起，开始研制微型计算机。１９８０年年底，研制
成功字长８位的 ＤＪＳ０５１ 型微型计算机，开发成功上海第一台国产微型计算
机。１９８８年，试制成功 ＣＥＣＩ中华学习机并定型生产，内存容量６４ＫＢ，配有二
级汉字库。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开发成功东海０５２０、０５３０和０５４０型３种型号、１４
种品种的系列微型计算机。１９８７～１９９４ 年，生产东海 ０５３０Ｂ 各型号微型计
算机１．３３ 万台。１９８９～１９９５ 年，生产东海 ０５４０Ｂ 各型微型计算机 １．３９ 万
台。１９９５年，开发成功具有联网功能、可作服务器应用的东海 Ｐ５／Ｃ６０２ 和
Ｐ５／Ｃ９０２２种微型计算机。１９９５年生产 １３９台。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先后成功工
发东海 ＷＳ３８６３２、东海 ＳＰＡＲＣ 微型工作站。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上海电子计算
机厂开发成功东海 ３８６ＤＸ、４８６ＨＶ 多媒体家用微型计算机，１９９５ 年生产 ０．２
万台。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开发成功 ＴＱＴＸ１第１．０版通信软件等。１９９５年，有商
务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包、中小型宾馆和中小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家政软件包。

第十八节 通信装备工业
一、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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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生产仿德磁石式长途交
换机。１９３３年，上海新明电器厂试制５～５０门磁石式交换机，一直生产到５０年
代。１９４９年，全市有企业２家，生产交换机０．１６万门。１９５２年，上海有线电厂
生产共电式交换机，１９５９ 年试制成功长途电话人工交换机。１９８４ 年，中比合
资企业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次年 １０ 月生产世界领先的
Ｓ１２４０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１９９５ 年单班年产 ２１０ 万线新工厂投产，规模居
世界第二、亚太地区第一。是年，全市 ７ 家生产厂，员工 ０．６３ 万人，工业总产

值７０亿元。主要生产厂有上海电话设备厂、上海新光电讯厂、上海贝尔电话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数字程控设备有限公司等。生产程控交换机
５００万线。
二、 光纤通信件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 年，上海石英玻璃厂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多模梯度石英光
纤。１９７８年，上海通信设备厂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实用化的光纤和光缆，１９７９
年为国内第一条数字传输光纤通信试验公用网提供脉码调制设备及光端机。
１９８２年，上海传输线研究所制成 ５ 公里波长光纤光缆。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７ 年，上
海新沪玻璃厂和石英玻璃厂先后引进法、英等国公司生产线，形成年产 ２ 万
公里的光纤生产能力。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合资组建一批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
准最高的通信合资企业，具有年产 １．５ 万公里光缆和通信电缆能力。１９９３
年，中法合资阿尔卡特公司专业生产海底光缆、特种光缆。同年，成立上海科
学亚特兰大有限公司，可年产 ４００ 套有线电视 （ＣＡＴＶ）传输设备。１９９５ 年，
上海光通信公司等与美国 ＡＴ＆Ｔ 公司合资，可年产 ５０万公里光纤。中荷上
海爱梯恩梯公司生产规模扩展到１００万公里。是年，全市 １９家生产厂，工业
总产值近２０亿元。生产光纤 １２ 万公里、光缆 ９００ 公里，光电端机 ８０００ 端，
数字环路１０００系统。
三、 无线通信件

１９４９年８月，空军通讯器材维修厂筹建，研制成功５００瓦长波归航机、调幅
超短波无线电台、短波双向通信机。１９６０年，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试制成功一
级超长波收信机。之后，各有关厂仿制苏联产品，专业生产短波收信机。１９６４
年，中国自动通讯器材厂研制成功重叠式晶体管单路载波机。１９７３年，引进美
国 Ａ 型标准卫星地球站。是年，上海一一厂开始研制和生产彩色电视微波
中继机。１９９１年，上海无线电二厂通信分厂年产 ９００ 兆赫模拟制移动通信手
机０．５万台。１９９４年，上海英立通信设备公司成立，具年产５０万台手机能力。
１９９５年，中德合资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投产，形成年产 ＧＳＭ９００兆赫
数字制移动通信手机３０万台、基站５００套的规模生产能力。１９９３年起，上海邮
电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批量生产二、三次群的数字微波通信设备。１９９４年，中美
合资上海休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专业生产卫星通信地球站端站 ＴＥＳ（数
据）、ＰＥＳ（话音）设备。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卫星通信天线。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
厂１０家，生产通信导航定向设备１２部、卫星应用产品０．１９万部、移动通信设备
４．２１万部（信道）、微波通信设备０．３６万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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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信终端设备

１９２０年，中美合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１９３０年开始生
产磁石式共电式电话机。１９３８年，国际电话制造厂开设，研制成功上海第一部
墙桌两用机。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有６家生产企业。１９５２年起，电话机主要由上海
有线电厂生产，是年产量５．４万部。１９６０年，上海电讯器材厂建立，专业生产电
话设备，１９７１年转由亭林联新五金合作工厂生产。１９８５年，上海无线电十八厂
生产按键式双音频自动电话机。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厂８家，产量２３９．２２万部。
１９５９年，上海有线电厂试制成功 ＺＴＢ１ 型传真电报机。１９８４ 年，引进日
本技术和装配线，具有年产０．７２万台三类文字传真机的能力。１９９２年，与上海
无线电十八厂、上海邮电工业公司等联建上海传真机公司，次年与日商合资建
上海理光传真机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厂５家，产量３．０３万台。

第十九节 航天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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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建第一设计院，１１月迁上海，改称上海机
电设计院，主要研制探空火箭。空军第十三修理厂、上海柴油机厂等１０余家单
位承担试制加工。１９６５年，上海机电设计院迁北京。
１９５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建立地空导弹试制技术
基地，次年筹建。１９６１年，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成立，负责导弹研制，第一
批骨干工厂有上海有线电厂、上海广播器材厂等。至 １９６４年，建成 ８家专业
厂和１家研究所，形成上海导弹研制基地。１９６５ 年，第七机械工业部 ５ 个地
空导弹设计所由北京迁沪，归市第二机电工业局。 上海基地开始研制防空
导弹。
１９６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上海研制人造卫星和大型运载
火箭。１２月，上海市成立７３１办公室，总负责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和技术试验卫
星研制，上海市第二、第一机电工业局分别负责研制火箭、卫星。建立火箭与卫
星的总体、总装单位，后分别发展为上海机电设备研究所、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与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全市有 ８００ 多个单位参与，形成上海航天基地。１９７９
年以后，研制多种型号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和防空导弹武器系统。１９８２ 年，上
海机电二局亦称航天工业部上海航天局，１９９３年改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八研究院），同时保留上海航天局名称。上海形成运载火
箭、人造卫星、防空导弹科研、生产体系。１９９５年，研究院属有近４０个单位，员

工近３万人。主要研制单位有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上海机电设备研究所、上
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一、 防空导弹

１９６１年，上海基地仿制红旗一号中高空地空导弹，１９６５年试飞成功，小批
量生产后转入批量生产红旗二号导弹。１９６８ 年，生产出第一批战斗弹。１９６５
年下半年起，研制红旗三号中高空防空导弹。６０年代中期，研制红旗六十一号
中低空防空导弹，１９７９年研制中低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１９８６年，舰空型和地
空型导弹武器系统试飞成功，１９８８年定型。１９７５年，研制超低空便携式单兵肩
射导弹武器系统红缨五号甲，１９８６ 年定型。至 １９９５ 年，全面展开新型号防空
导弹武器系统工程研制。
二、 运载火箭

１９５８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始研制有控制的探空五号火箭。１９５９年，研制
无控制探空七号火箭，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第一枚模型火箭在上海市南汇县老港
镇海滩发射成功，飞行高度０．８万米。９月１３日，探空七号液体火箭发射成功，
最大飞行高度６万米，成为中国液体燃料探空火箭的基本型。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探
空七号甲液体燃料气象火箭发射成功，中国探空火箭进入应用阶段。１９６４年７
月，载有白鼠等试验动物的探空七号甲生物Ｉ型试验火箭发射和回收成功。
１９６９年，研制风暴一号二级大型运载火箭，１９７５年７月 ～１９７６年 ８月连续 ３
次将重１吨以上的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上海航天基地基本掌
握大型运载火箭总体设计、总装和火箭动力、自动控制、安全、遥测、电源、地
面设备等分系统的设计、制造技术。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０日，风暴一号火箭成功发
射，送卫星进入预定轨道。１９７７年年底，上海和北京共同研制长征三号大型
运载火箭，上海承担研制一、二级火箭及其他设备，１９８６年２月１日成功发射
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１９９０年４月７日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司亚洲一号
卫星。
１９７８年，上海航天基地开始设计研制长征四号三级大型运载火箭，１９８８年
９月 Ａ 型火箭成功发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１９９０ 年，研制长征二号丁二级液
体运载火箭，１９９２年８月９日成功发射返回式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
三、 人造卫星

１９６９年，上海组织力量研制技术试验卫星。１９７５年７月，第一颗重１．１吨
的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上海航天基地初步掌握人造卫星总体
设计、总装、总测以及星载计算机、姿态控制、遥控、遥测、热控等各分系统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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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１９７４年起，进行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总体方案的预先研究
和气象遥感仪器原理样机的设计，１９７７年开展型号研制。１９８８年９月７日，中
国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上天。１９８０ 年，开始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风云二号的预先研究，１９８５年开展型号研制，１９９５年完成飞行试验前的各阶段
研制工作。

第二十节 航空工业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在虹桥机场建上海飞机修理工厂，次
年改上海航空工厂，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毁于日机轰炸。１９３１年，海军制造飞
机处从福建马尾迁上海，并入江南造船所。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国民航局上海办事
处在龙华机场建飞机修理队，次年１０月改军委民航局第二修理厂和民航第三
学校。１９５４年起，中央航空工业部门先后在上海建立航空电器、航空测试设
备、航空机械和航空电子设备等厂和研究所，研制航空无线电电子设备等飞机
配套件。７０年代初，上海试制生产运１０飞机及其动力装置涡扇８发动机。在
沪的空军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飞机修理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划属上海市管
理。上海成为国内主要的民用航空工业基地。１９９５ 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所属及上海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２５个企事业单位，员工１．３万余人。主
要生产研制单位有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上海飞机研究
所等。
一、 轻小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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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上海航空工厂仿制法国高德隆型单发双翼双座教练机，除发动机
和部分成品进口外，均用国产零部件。飞机有效载重３００公斤，最大时速１６９．８
公里，续航时间２小时４０分。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海军制造飞机处试制成功２架水
陆两栖教练兼侦察机江鹤号和江凤号。１９３２年起，又仿英美机制造教练机 １６
架。１９５８年９月，空军十三厂制成飞龙一号水上飞机。１９８３年５月，上海航空
工业公司用美国魁基公司散装件，组装２架 Ｑ２轻型飞机。
二、 大型飞机

１９７０年８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工业领导小组要求上
海制造大型喷气客机运１０飞机。上海飞机研究所和上海飞机制造厂分别负责
飞机设计和制造总装。１９７５年，完成总体设计方案。１９７６年 ９月、１９７９年 １２

月，先后制成２架，完成第三架２／３总工作量。第二架飞机从上海试飞北京、哈
尔滨、广州、昆明、成都等地，并以 １１０ 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直飞乌鲁木齐。之
后，连续７次成功从成都货运西藏拉萨。共试飞１２１个起落、１６４小时。飞机可
载客１２４～１７８人，可全天候起降和盲目着陆。总研制费用５亿多元。１９８１年
６月，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上报国务院继续研制运 １０飞机的方
案，未获批复，研制工作停顿。１９８５年２月，飞机停飞。
三、 合作生产

根据１９８５年４月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等与美国麦道公司协议，上海航空工
业公司购买麦道公司配套件，上海飞机厂组装２５架 ＭＤ８２飞机。１９８６年４月
１日，首架竣工，１９８７ 年 ５ 月全部完成。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续协合作生产 ＭＤ８２、
ＭＤ８３飞机各５架，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全部完成。两项协议总值１０亿美元。

第二十一节 建筑材料工业
一、 水泥

１９２３年，华商刘鸿声建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投产，具年产象牌水泥 １０
万吨能力，联合国内企业与日商竞争，国产水泥逐渐占领市场。１９３６ 年，上海
水泥厂产量９．７８万吨，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为日军军管。１９４０年，天祥水泥厂
开办。１９４９年，有水泥厂５家，１９５４年剩上海水泥厂和天祥水泥厂，１９５６年并
为上海水泥厂一家。１９５８ 年，吴淞、洋泾、红旗和上海白水泥等厂开办。各县
建小水泥厂，１９６１年起大部分关闭，全市水泥产量减至一半。１９７０年，上海在
安徽宁国县建年产 ３０ 万吨的胜利水泥厂。１９７６ 年，全市有 １６ 家水泥厂。８０
年代后期，上海水泥生产工艺接近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９０年３月，发展散装水泥
生产，１９９５年散装率８４．７％。是年，全市生产厂２８家，主要生产厂有上海水泥
厂、吴淞水泥厂、上海白水泥厂等。员工１．４７万人。生产１０类水泥４３３．２２万
吨，销售收入１３．９１亿元。
二、 玻璃

１９４７年，官商合办耀华玻璃公司上海工厂建立，购置美国成套平板玻璃生
产设备，１９５２年９月３日投产，１９５４年７月，试制成钢化玻璃。１９５９年，引进联
邦德国设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厂红旗牌轿车配套生产磨光玻璃。８０年代，上海
引进英国皮尔金顿玻璃公司技术，生产浮法玻璃。１９８３年，中外合资上海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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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金顿玻璃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８７年投产。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上海耀华玻璃厂引
进芬兰等国设备，形成年产 １０ 万辆轿车用玻璃的生产能力。１９９４ 年，与美国
福特汽车公司合作建福华玻璃公司，可年产 ２０ 万辆轿车用玻璃。１９９２ 年，全
市生产厂１８家，主要企业有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平板玻璃厂、上海棱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生产平板玻璃５种，产
量６３４．６２万重量箱。
三、 墙体材料

上海砖瓦生产历史悠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北京明陵出土标有“松江”字样
印记的墓砖。清嘉庆、道光年间，青浦县商榻地区专业生产砖瓦，销江浙等地。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浦东机制砖瓦厂开办，机制砖瓦。二十六年，瑞和砖
瓦厂创办，生产红平瓦和耐火砖。１９１８年，比利时商人开设义品砖瓦厂。１９３０
年，全市有１０家生产厂，所产机制砖、空心砖和轻质气砖为国际饭店、百老汇大
厦和中国银行大楼等高层建筑选用。１９５２ 年，建国营华东一、二、三砖瓦厂。
１９５４年，建青浦、崇明、松江、上海、川沙等砖瓦厂。１９５８年，建上海砖瓦四厂。
１９５６年起，利用工业废渣，生产煤渣砖和粉煤灰建筑砌块等。６０ 年代，生产
２４０承重空心砖。１９６４年起，生产轻质墙体材料加气粉煤灰砌块、粉煤灰陶粒
大板等产品。１９８３年，引进罗马尼亚和联邦德国设备，建成年产 １６ 万立方米
加气砌块生产线。杨浦煤渣厂改建为年产５万立方米加气砌块厂。上海石棉
水泥制品厂和上海新型建材厂扩建２条 ＴＫ 板生产线，生产高层建筑和旧建筑
加层用轻质材料。１９９０年，常年生产的砖瓦厂 １５０家，员工 ５．２８万人，主要生
产企业有振苏砖瓦厂、大中建筑材料总厂、川沙砖瓦厂、华东新型建材厂等。生
产实心粘土砖２４．８４亿块、非承重空心砖１９０万标块。
四、 装饰装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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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意商培尔德、摩尔康和日商谈海等，华商中国天然、
山海等大理石厂和中国石公司先后开业。１９３１ 年，中国石公司承接国际饭店
石材装饰工程，底层至三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饰面，室内地坪、柱子、墙面用
大理石铺贴。１９４９年，全市有３家大理石厂。
１９２２年，中国制瓷公司创立，生产各色方形和六角形瓷砖。１９２６年，泰山
砖瓦公司研制成泰山牌薄式外墙面砖，获专利权１０年，产品用于锦江饭店、百
老汇大厦、马勒公寓等建筑。３０年代初，全市建筑陶瓷企业７家。１９３７年八一
三事变后全部歇业。
１９３６年，建华油毡厂从天津迁上海，次年生产油毡。１９４９年，全市油毡厂
５家 。

解放初，有２家大理石厂、小型石作２０多家，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全部合并为
上海大理石厂。１９５１年，有１１家油毡厂，１９５６年合并为上海建筑防水材料厂，
１９６４年生产氯乙烯内墙涂料。１９７５年起，市建筑科学研究所研制生产内墙、地
面涂料。耀华玻璃厂研制、生产玻璃纤维贴墙布。１９６５年，上海陶瓷厂生产瓷
砖、普及型卫生洁具。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中美合资太平洋陶瓷公司、泰山陶瓷公
司先后投产，生产墙地砖。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花岗石板材０．４９万平方米、卫生
洁具１３６万套。

第二十二节 乡镇村集体工业
１９５５年，市郊部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社内的竹、木、泥等工匠组成副
业组，为农业社整修农具。１９５６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副业组，办铁木、
木器、缝纫等工场、作坊，承接加工业务或做成产品出售。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大
办工业，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工场、作坊和大部分城镇手工业合作企业
转为公社所有，同时又创办一批小厂和作坊。是年末，全市有公社办工业企业
０．２７万家、从业人员１０．７１万人，总产值８９８８万元。
６０年代初，社办工业收缩，保留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生产企
业。至１９６５年，有粮食加工、铁木竹农具、农机修理、民用建材、服装鞋帽、竹藤
棕草手工艺制品等２４个行业门类，有企业３５９家、从业人员２．２５万人。总产值
５８００万元，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占３３．４％。７０年代初，全国农村发展“五小”
工业，集体工业规模扩大，上海市郊建立县、公社、大队３级农机修造网，兴办土
化肥、土农药企业。同时，部分社、队企业承接市属工、商、物资等部门产品和零
部件加工生产业务，开始形成为城市工业服务的行业门类。到１９７６年，全市有
公社办企业０．１１万家、生产大队办０．３９万家，从业人员８１．６５万人，工业总产
值１２０亿元。１９７９年后，社队工业发展迅速，形成１３个行业门类。１９８０年，有
社办企业０．１６万家、队办企业０．３６万家，从业人员６９．９３万人，总产值２９．２７亿
元。１９８４年起，社队工业改称乡镇村工业。１９８５年，有乡镇办企业０．２６万家、
村办企业０．５７万家，从业人员１１４．２１万人，工业总产值８４．２５亿元。乡镇村工
业成为有３１个行业大类、３４０个小类的综合性地方工业。１９７９年，首家市属企
业与市郊社队企业合作的工农联营企业南汇县大治河毛纺厂创办。此后，工农
联营企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乡镇村工业发展新途径。１９９０ 年增至 ０．２３ 万家、
９２．８８亿元，产值占全市乡镇村工业３９．４４％。１９８４年，全市乡镇村工业第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松江县益联纺织有限公司创办，三资企业逐年增加。１９９０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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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家，总投资４．９９亿美元，其中吸收外资１．６１亿美元。三资企业发展带动外
贸出口产品生产。１９９０年，出口产品生产企业０．１６万家，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
产值２１．０９％。１９８４年，川沙县六团乡开辟第一个工业小区，乡镇村集体工业调
整布局结构，开始统一规划，相对集中。１９９０年，全市建立乡、村两级工业小区
（园区）２８０个。
至１９９０年，全市乡镇村工业大类增至３３个、小类增至４２２个，主要行业纺
织、机械、金属制品、缝纫、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化学、塑料制品、文教体育用
品、食品等１３个行业门类产值占８０％以上。９０年代起，乡镇村工业上规模、上
水平发展，建成五大纺织工业园区、汽车零部件工业城、精细化工工业园区、电
子工业园区等城市大工业扩散基地。发展乡镇级和县区级工业小区，到 １９９３
年有规划的乡镇级工业小区１９６个（含３个私营经济工业区）、县区级工业小区
１６个。
１９９５ 年，全市乡镇村工业有企业 １．６８ 万家，其中乡镇属 ０．５７ 万家、村属
１．１１万家。员工１４０．２７万人，其中乡镇属７６．３６万人、村属６３．９１万人。行业大
类３１个、小类４２３个。工业总产值１３７８．９４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３４．９６％。
税收４５．８４亿元，固定资产原值３８４．７４亿元。完成出口交货值３４２．０７亿元，占
工业总产值２４．８％。

第二十三节 郊县城镇集体工业
上海市郊城镇集体工业，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手工业合作化建立的县（区）属
手工业集体企业（简称县属企业），和１９５８年建立的各县属镇集体工业企业（简
称镇属企业）两部分组成。
一、 县区属集体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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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全市市郊有手工业合作社、组６６８家，从业人员４．７万人。年
末，２万余人转入县属地方国营和合作工厂，２万余人转入人民公社办工厂，０．５
万人仍在各手工业合作组织。１９６２ 年，恢复县手工业管理体制，有企业 ６４７
家，从业人员２．３８万人，工业总产值７７３９万元，人均劳动生产率０．３３万元，生
产小农具５０２．６万件。６０年代，企业开始承接市工贸部门协作加工、配套和扩
散产品生产业务。６０年代后期起，为解决水稻生产“三弯腰”和“农机大修不出
县”问题，各县重点建设农机修造企业，农机修造和修造企业成为主要产业和骨
干企业。１９７９年后，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企业转向适销对路、能耗较低、劳

动密集的轻、纺、手工业和外贸出口产品生产。农机生产发展农、林、牧、渔业用
产品。１９８０年，全市企业固定资产原值３００万～５４０万元的有１３家，约占企业
总数４．４％，主要是农机修造企业。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占６７．７％，８０余家企
业以农机修造和中小农具生产为主。企业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与市属工业创办
国集联营企业，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展“三来一补”补偿贸易。至 ８０年代中期，
城镇工业发生显著变化，发展生产环保设备、家用电器、轻工机械、家用灯具，有
５８个行业门类和市属工业有协作关系。１９８５年，县属工业总产值１４．６３亿元，
其中轻工业占６１．１％、外贸出口交货值占１４．３５％。１９８６年１月，全市城镇集体
工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爱斯佩克试验仪器有限公司创办。１９９０ 年，有出
口产品生产企业１６１家，占企业总数５０．６％。出口交货值５．８３亿元，年出口交
货值５５０万元以上、创汇１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３２家，其中２家创汇５００万美元
以上。有各种联营企业４２家，产值占总产值 ２２．８％。家用电器制造业生产下
降，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等全行业亏损。产业和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生产后
劲不足，经济负担加重，负债率偏高，技术改造进展不大，利润下降。１９９０ 年
起，进行一系列改革。至 １９９６ 年，３６．１％ 企业实行改制。其中，实行股份合作
制２６家，租赁制２０家，企业兼并 １４家，公司化重组 １１家，整体或部分股权转
让１６家，关闭、破产、托管等 ８４家。同时，投资近 ７亿元，对服装、皮革、纺织、
纸制品等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化学及制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交通
运输设备等行业。发展大中型企业，有大中型企业１８家。发展出口产品生产，
从事外贸出口企业１４６家、三资企业３５家，外贸出口交货值１４．３１亿元，占总产
值１／３强。１９９６年，县区属集体工业有大、中专毕业生 ０．７４万人，技校毕业生
０．２３万人。有技工２．６万人，其中中级工０．４９万人、高级工３６５人。有中专以
上学历的职工２．０４万人。有工程技术人员及经济管理人员０．３７万人，其中高
级工程师１１２人、工程师０．３６万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
９．５％。１９９５年，企业３４１家，员工７．４８万人，工业总产值４２．２４亿元，利润总额
８６８３万元，税收２．０５亿元。职工报酬４．５３亿元，年人均６０６２元。固定资产原
值１８．３６亿元。有２４个行业大类、１５１个小类。
二、 城镇集体工业

１９５８年，城镇工业企业创办。有企业８７家，从业人员０．１５万人，工业总产
值６１万元。１９８０年，固定资产原值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企业７家，约占全部企业
４．３％。１００ 万元以下的占 ９５．７％。企业主要生产日用五金电器和轻工产品。
１９９４年，有工业大类行业２４个，小类行业１２１个。企业２５８家，固定资产原值
５．７８亿元。员工２．９４万人，工业总产值１８．８８亿元，利润２５９２万元，税收７０８６
万元。年人均收入４１６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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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地区工业
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形势下，上海市区各街道利用社会劳动力和房屋，开
办里弄生产组和里弄服务组。全市有７６６７个，２９．９万名家庭妇女参加，为大工
业加工服装、纸盒等。开办 １１９２７ 个里弄食堂、托儿所、服务站，１０．０６ 万人加
入，为当地居民服务。１９６３年，规模较大，业务稳定，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技术
装备的５１０个里弄生产组，改组为２８０家工业企业，有员工９．１万人。并按行业
归口，改变隶属关系，上升为市属集体工业企业。其中，１９７家划归上海市手工
业管理局管理，８３家划归上海市仪表电讯局。所剩 ３１７８ 个里弄生产组，从业
人员８．６万人，由各区手工业局管理。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５ 年，里弄生产组吸收一批
家庭妇女。１９６５年，全市有里弄生产组 ０．２８ 万个，从业人员 １２．７ 万人。１９７０
年，里弄生产组吸纳３万多名残疾、低能、精神病患者就业。
１９７８年前后，接纳“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返沪知识青年，１７万人被
安置到里弄生产组就业。是年，里弄生产组改称街道工厂，全市有 ０．２８ 万家。
工业总产值３．０４亿元，出口总产值 ２９００万元，利润 １８００万元。１９７９年，街道
工厂改为地区工业。此后，地区工业迅速发展，企业规模扩大，从业人员文化程
度提高，开始发展产品生产。１９８５ 年，首家公司延中实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
票。１９９０年开始，在市郊建立工业小区，征地建厂房。１９９３年，开始发展集团
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有服装、家用电器、日用五金等。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为市
场提供２５０亿元日用消费品，年均上缴利税２．４６亿元，每年利润的 ３．５％ 支持
社区建设。１９９５年，地区工业企业有１０７８户，员工１４．３万人，固定资产原值１２
亿元，工业总产值７２．１２亿元，出口总产值３０．８亿元，利润３．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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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商业、服务业
第一节 企业
一、 批发商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专营批发业务的公司、商号、申庄等３万余家，物品交
易所２４个，茶楼交易市场 ３０ 余个，菜市场、地货行 ３００ 多个。从业人员近 １３
万人，其中行商１０．５万人、经纪人（掮客）２万余人。６月，成立上海市贸易总公
司，经营、管理商品采购、批发、供应业务。至年底，建有粮食、油脂、盐业、日用
品、花纱布、煤业、建筑器材等市专业公司。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华东贸易部成立，上
海各国营商业专业公司分别调整改组为华东区公司和上海市公司 （上海分公
司），分别负责上海工业品收购及向全国批发供应，市内批发、市场安排和管理
零售企业。１９５０年１月，成立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经营全市农副产品收购和
工业品下乡供应。上海形成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 ２ 个批发体系，１９５２ 年
全面控制全市粮食、副食品市场交易，日用工业品收购、批发额占全市总量的
５６％，１９５３年升至７０％。
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华东贸易部各华东区公司改组为各全国专业公司上海采
购供应站（简称中央站或一级站），另成立医药、交通电工器材、石油、专卖事业
４个一级采购供应站。上海市专业公司调整和新设五金机械、专卖事业、化工
原料、烟麻、百货、花纱布、盐业、煤业建筑器材、油脂、医药、贸易信托、土产 １２
个市公司和零售、仓储２个公司。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对食糖、烟叶、棉布、土布、华
洋杂货和煤业６个行业７１２户私营批发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涉及从业人员
０．４２万人。１９５５年，对药材、西药、呢绒、绸缎、五金、颜料、卷烟、皂烛、纸张、仪
器文具、杂粮油饼、水果干货等４２个行业０．３６万户私营批发商，实行全行业社
会主义改造，涉及从业人员２．０８万人。１９５６年年初，所剩４３个行业０．４万家私
营批发商，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涉及从业人员约２万人。国营商业批发企
业细划为针棉织品、纺织品、百货、化工原料、食品、五金机械、文化用品７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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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供应站，后新设鞋帽、钟表眼镜、文化用品、食品、纺织品、糖业糕点、食品杂
货、蔬菜、交通电工器材、药材、石油１１个市公司和贸易信托、综合贸易、木材３
个市公司。
１９５６年，上海批发业务全部由国营商业经营，采购供应实行重大改变。
（１）工商分工。工业专事生产，工厂不再经营销售，产品全部由商业收购，工商
双方按计划生产和收购。（２）在全国实行计划分配。全国专业总公司一年召开
两次供应会议，各省、市、地区公司提出要货计划，按分级管理对三类不同商品
计划分配。（３）批、零分工。批发企业不经营零售，零售企业只能向批发部门进
货，不能自行采购和经营批发业务。批发商业按固定供货地区、固定供应对象
和固定作价扣率（“三固定”）经营。１９５７年，上海各批发公司与各地０．３万户客
商建立批发网络，年调运工业品占全国埠际贸易３０％。１９５８～１９７９年，从商业
批发系统中划出化工、煤业、木材、化学试剂、医药等批发企业。１９７９ 年，全市
商业系统批发机构９８６个，从业人员４．５５万人，其中农副产品批发机构７５４个、
工业品批发机构２３２个。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纺织品、针织品、百货、文化用品、五金、交电６个一级站下放
上海市，与上海市对口的公司合并成立上海百货、纺织品、五金机械、文化用品、
针织品、交电６个批发公司，另设上海市工业品贸易中心。此后，流通体制改
革，批发多渠道经营，工业自销和零售企业自购发展，国有批发企业业务逐步缩
减。１９９５年，全市各类批发商业机构０．８４万个，从业人员３３．３万人。
二、 零售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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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有私营商业９．３万余家、行商１．５万个、摊贩１６万余人。
１０月，上海首家国营零售商店上海日用品公司第一门市部（后改上海市第一百
货商店）成立。１９５１年，上海市粮食零售公司成立，在全市设立１０个中心站和
９０个营业所。１９５２年１月，成立上海市土产公司第一门市部（今上海市第一食
品商店）。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 年，国营商业先后开设 ７ 家百货商店和 ２４ 家棉布商
店，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在全市 ２３ 个区建立消费合作社，在郊区建立供销合作
社。１９５５年，全市零售商店８．５８万家，其中国营零售商店（包括供销合作商店）
０．１万家。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全市９６个行业、５．９万家私营零售店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公私合营，涉及从业人员 ２１ 万人。年底，全市有国营、公私合营商店
５．５１万家，供销合作社商店９８１家，集体商店３．７５万家，个体商贩３．６万家。１４
个市级专业公司和上海市蔬菜公司在各区设立 ３９１ 个区店 （１９５８ 年改区公
司），对全市零售商业实行行政领导和行业管理。１９５８ 年，实行 “市管批发，区
管零售”，零售商业全部改由区管理。１９６３年，恢复市公司管理体制。１９６５年，
全市有零售商店３．７５万家。“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撤并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

网点，由１９６５年３．７５万个减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９万个，个体商贩由３．６万个减到
０．８３万个，全市出现购物难、住宿难、做衣难、理发难、买菜难、沐浴难。１９７９
年，上海市国营农场商业服务公司成立，为上海首家非商业系统经营的商业企
业，在上海市区开设零售店，到１９８９年开办３００多家。１９７９年，黄浦区广东路
街道成立上海市第一个合作社，到１９８９年全市街道新办合作社或集体商业门
点０．５万家。１９７９年，全市个体商贩 ０．９５ 万个。１９９５ 年零售商店 １２．８５ 万家
（含个体商贩），营业面积８８４万平方米，从业人员６１．５万人。
三、 餐饮业

１９５０年，全市餐饮业店摊 ０．３９万家，以后逐年锐减。１９５５年，闸北、黄浦
两区２９家酒菜馆率先公私合营。此后，有２８家酒菜馆迁外地。１９５６年１月，
全市私营餐饮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涉及０．２４万家餐饮店、４．９９万名从业人
员。上海市公共饮食公司成立（后改名为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管理全市
餐饮业。１９５８年，全市餐饮店０．４万家。是年，市饮食服务公司撤销，酒菜饭店
全部由区管理。１９６２年，重建市饮食服务公司，各区建区饮食公司和区服务公
司。１９６５年，全市餐饮店０．５１万家店。“文化大革命”中，饭店、点心店摊大量
撤并，１９７８ 年减至 ０．２７ 万家。是年起，餐饮业大发展。１９９５ 年，酒菜馆 （店）
１．５２万家、快餐连锁店６１９家、点心小吃店摊１．０７万家。
四、 服务业

服务行业有旅馆、沐浴、理发、洗染、照相、打字誊印和消费品维修等自然
行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服务业经营户２万多家、从业人员４．５６万人。１９５６年１
月，私营服务业社会主义改造，０．７９万家私营店公私合营，涉及从业人员５．３万
人。１９６５年，全市服务业有馆、店 ０．７６万家，从业人员 ４．９７ 万人。“文化大革
命”中，兼并服务业经营网点，限制个体店摊。１９７８年，减至０．２４万家、从业人
员３．３５万人。以后，服务业发展。１９９５ 年，有馆、店 ４．１４ 万家 （含个体），从业
人员１２．３４万人。
五、 行业组织

上海开埠前，有商业行业公所 ２６个，涉及布业、盐业、茶业、猪业、粮业、药
材业等２０多个行业，以维护同行业共同利益为宗旨。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次年改上海商务总会，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改上海
总商会，有同业组织８７个，为全市统一的工商业团体组织。１９１３年，上海首家
行业同业公会上海酱园业公会成立。此后，会馆、公所竞相改为行业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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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洋货商业、棉布、书业、出口业、五金业、铁业、纸业等 ３０ 多个行业同业公
会。１９３６年，全市有商业行业同业公会１５７个，１９４７年１７９个。１９５１年２月，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行业同业公会１５９个。１９５６年１月，对私营商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市商业行业同业公会全部自行解体，行业管理由行政管理
替代，各市商业专业公司兼有行业管理职能。１９８６年２月，上海百货商业行业
协会成立。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上海商业联合会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６３个商业行
业（专业）协会。

第二节 经济成分
一、 全民所有制商业

１９５０年，全市国营商业企业（１９５５年后含公私合营商业企业）１２９家、从业
人员１．３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２１万家、３４．９４万人。
二、 集体所有制商业

１９５０年１月，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建立，各区设经营门店。各区组织合作
商店小组 ３３３ 个，１９５４ 年 ７００ 个，１９５７ 年有门店 ８．８６ 万家、从业 １３．５４ 万人，
１９９５年３．６５万家、从业５５万人。
三、 私营商业

１９５０年，全市私营商业企业（包括行商、个体商贩）１４．８７ 万家、从业 ３８．５４
万人，１９５１年１６．５７万家、从业 ４０．９１ 万人，１９５５ 年 １４．８８ 万家、从业 ３０．４０ 万
人。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划为私营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的
７．２８万家，全部公私合营，从业 ２２．３２万人。另有因资不抵债等因素暂缓公私
合营的私营企业０．２１万家。１９８３年，重新出现私营企业。１９９５年，有４９９家、
从业１．５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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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个体商业

１９５１年，全市核发个体摊（商）贩经营许可证１２．４６万张，其中固定摊（商）
贩９．３６万张、流动摊（商）贩３．１万张。１９５４年，全市商贩分区组成４００多个摊
（商）贩委员会和０．６５万个小组。１９５５年，核准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万人。
１９５６年，经合作改组，１９５７年继续个体经营的商贩剩下２．２２万家、从业３．１１万
人。１９６３年，减为１．３９万户、从业１．５９万人，１９７９年剩０．７６万家、从业０．８万

人，１９９５年有１２．１２万家、从业１８．０６万人。
五、 其他商业

股份制商业企业 １９８７年６月，上海豫园商场股份制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商业股份制公司企业１９家，其中上市公司１４家。
中外合资合作商业企业 １９８６年，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旅馆上海扬子江
大酒店建成开业。１９９５年，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零售企业上海第一八佰伴新
世纪商厦开业。是年，全市有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４家、中外合作零售商业
企业３６家。

第三节 经营总额
一、 购进、销售总额

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３０年，上海转销全国各地的进口货物占上海进
口总值最高年份７０％，最低约３０％。供出口的土特产品占运入上海土特产品
总值最高年份６７％，最低４５％。上海输往外地的进口商品货值由３４６８万海关
两，升至２００４９万海关两。各地输入上海的出口土特产品货值，由１７５０万海关
两升至１４９７７万海关两。１９３６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总值８．９１亿元，
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值７５％。１９５０年，上海国内纯购进１３．４９亿元，其
中市外调入６．０７ 亿元，占 ４５．１％，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５９３．５４ 亿元、２２４．６５ 亿元、
３７．８％。１９５０年，国内纯销售 １６．９５ 亿元，其中调往市外 ５．４３ 亿元，占 ３２％，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１３．２亿元、１８１．０４亿元、２５．４％。
二、 零售总额

１９５０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４．７６亿元，１９５７年 ２６．１７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９７０．０４亿元。

第四节 商品购销
一、 农副产品购销

收购、批发 上海开埠前后，十六铺至董家渡一带开设粮行、油行、鱼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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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行以及南北货、蔬菜、水果、地货行等批发行栈，出现豆市街、鱼行街、咸瓜街
等农副产品批发集散地，形成广帮、闽帮、徽帮、宁绍帮、镇扬帮、苏北帮、本帮以
及关货行、进出口行、内地行等帮别。１９世纪后期，上海海运兴起，批发行栈向
虹口、杨浦沿黄浦江及苏州河沿岸扩展。２０世纪初，沪宁、沪杭铁路开通，闸北
铁路站一带和苏州河乍浦路桥到新闸桥一段成为农副产品新的集散地，形成十
六铺和苏州河沿岸南、北两大农副产品批发集散地。２０～３０ 年代，上海市场
９０％以上粮、油、鱼、肉、禽、蛋和水果，８０％酒类，几乎全部的茶、糖、烟叶，７０％
的蔬菜靠外地供货。农副产品批发以代销为主，自营为辅，代客买卖，收取佣
金。代销业务的货源，有近郊农民自行送货；各产区坐商或行商到货；产地农民
或坐商推派代表，在沪设常驻行栈、申庄派货代销；米行、鱼行委托经纪人 （掮
客）进货；菜、水果行栈雇用接司，赴产区招揽货源，投售本行。自营业务的货源
除等客上门收购外，派常驻采购人员（庄客）在产地坐庄收购。有的委托产地办
庄代购、代储、代运，或在产品旺产与成熟期，临时派员赴产区衔接、处理结算调
运事宜。１９世纪中叶起，有农副产品批发商兼营进出口业务，向洋行订购或向
进口商直接购进商品。同时，部分洋行和批发行栈收购内地农副产品如鲜蛋等
销往国外。抗日战争期间，粮、油、猪、禽、蛋、菜等主要农副产品受日军统制，水
产、蔬菜、果品等行业的批发交易采用日本通行的拍卖方式。解放初，保持原商
品流转渠道和购销形式。１９５６年起，外省市进入上海的农副产品主要由国家
计划调拨。其中，一类商品有粮油、食糖、生猪。二类商品有鲜蛋、茶叶和水产
品，以及苹果、柑橘、红枣等果品。三类商品如东北土豆，山东大白菜，浙皖闽赣
竹、毛笋等，通过全国三类物资交流会或省专管商品订货会，由上海国营专业公
司与产区签订购销合同，协议计划调拨。上海市郊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
１９５３年，粮油实行统购统销。１９５６年，蔬菜实行合同定购，１９５８年实行统购包
销。是年，对国营渔轮捕捞水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对郊县产水产品实行收购。
对生猪、家禽、蛋品实行派养派购，规定生产队和农民个人饲养指标或派留数
量，采取预付定金、以料（平价饲料）换肉，或确定派留比例，超产奖励。１９６２年
起，对市郊生产的粮油和各类副食品先后实行综合换购，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
实行调市任务大包干，凡完成计划交售或超计划交售的，由国家发给农民“上海
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和“上海郊区专用商品购货券”，换购日用工业品和专用
商品。１９６６年后，取消综合换购，统购包销和派购体制不变。农副产品进出口
由外贸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内贸公司提供货源。进口粮食、食糖等商品，由商业
部进口后统配。１９７９年，三类商品和完成计划收购后的二类商品，包括干鲜果
品、干菜、小杂粮、部分水产品、肉食品腌腊和内脏等副产品、家禽、再制禽、再制
蛋实行议购议销。蔬菜类中葱姜、生菜、香菜等 ５０余种花色品种放开价格，放

开经营。１９８５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
购，且限于稻谷、小麦、玉米３个品种，其他品种均自由购销。生猪、蛋品取消派
购，商业部不再下达指令性调拨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水产品全部放开。
取消蔬菜统购包销，代之以 “管八放二”，即管总量 ８０％ 的 ２２ 种主要品种，放
２０％其他品种。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蔬菜、豆制品、猪肉、蛋品、食糖、粮油等先后放
开经营。１９７９年起，恢复市场交易。各专业公司试办农副产品贸易货栈，开展
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业务，发展为交易市场，市场交易成为农副产品购销主要
形式。对外省市和市郊生产与经营部门实行合同定购，开展收购或采购。发展
联营，商业部门在外省市、市郊建立副食品供应基地，或实行农商、商商或农工
（商办工业）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扩大外贸渠道，部分农副产品企业开始有进
出口自主权，外贸与内贸组建贸商、贸工（商办工业）与贸工商联合体。此外，农
业生产部门和农副产品零售单位自办批发市场或经营批发业务，国营商业不再
独揽批发业务。
购进值。１９５０年，全市农副产品购进总值５．０６亿元，占全市工农业消费品
购进总值 ２５．８％，其中市外调入的占 ８１．４％。１９９３ 年，分别为 ９１．５６ 亿元、
１２．８１％。
购进量。１９５０年，上海农副产品主要由外省调入。猪肉货源总计 ４．９４万
吨，其中外省调入４．８１万吨、郊区调市 ０．１３ 万吨。鲜蛋分别为 １．１４ 万吨、１．１
万吨、０．０４万吨，水产分别为６．０６万吨、５．９７万吨、０．０９万吨。家禽总货源９．６６
万只，全部采自外省。１９９５年，猪、禽、蛋、水产、蔬菜购进量分别为３０．６３万吨、
４．０５万吨、７．３２万吨、３８．３４万吨和１０１．０４万吨，粮食购进总量１７０．０１万吨，食
用油、食糖分别为１７．２５万吨和１２．８万吨。
零售 上海开埠后，除零售大户直接从产地采购或与产地建立供货关系
外，一般零售商和摊贩均通过批发进货。销货有 ３ 类。（１）米、油酱、腌腊、海
味、干果、南北货等购销相对稳定，耐储或价格较高的主副食品，由米店、酱园
（槽坊）、南北货字号、腌腊火腿庄等设铺面经营。（２）熟食、豆腐、酱菜、咸菜、豆
芽等加工制品，一般前店后工场，或由作坊到菜场设摊直销。（３）鱼、肉、禽、蛋、
菜、瓜果等鲜活副食品，主要在清晨集市（后为菜场）买卖，有的农民自产自销，
小贩串街走巷叫卖。１９５３ 年，粮、油、食糖实行统购统销，继而烟酒实行专卖，
零售店逐步改造为国营批发部门的经销、代销或专卖店。１９５６年，私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８年菜场实行大合作，全市主副食品零售店摊基本成为国营、
公私合营和集体企业或网点，归口相关专业公司管理，购销实行计划进货、计划
供应、计划价格，不准自行外采。１９５９年，肉食品、蔬菜、禽蛋、水产品先后实行
计划供应，顾客凭“上海市副食品购货证（卡）”和有关票证计划购买。１９６０年，
计划供应范围扩大，粮油茶糖制品包括糖果、糕点（含面包）、饼干及部分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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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奶制品、糖精，以及家禽、淡水鱼、干果等都凭票定量供应。１９６２ 年起，部分
商品敞开供应。９０年代初，绝大多数主副食品恢复敞开供应。主要有１９９１年
１１月，豆制品凭票供应３０余年后敞开供应。１９９２年２月，食糖凭票供应２８年
后敞开供应。１９９３年４月，粮油凭票供应４０余年后敞开供应。猪肉、鲜蛋凭票
供应累计分别为１５年５个月和１７年，其间穿插凭票（证）不限量、凭票（证）控
制供应及１９６１年的“以鱼代肉”供应。１９６１～１９９２年，卷烟凭票供应，蔬菜凭票
供应时断时续。有的物品淡季凭票，旺季敞开，如鲜蛋临时增加定量，或鸡蛋凭
票、鸭蛋敞开。鲳鱼、带鱼等凭票，小杂鱼敞开。花色紧俏、优质蔬菜凭票，大
路、滞销品种敞开。５０年代末，市第二商业局设特种供应站，对驻沪外国机构、
外国人、外轮、民主党派领导人员、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以及特殊工种（高
温、水下作业）工人和幼儿园儿童、产妇等特别供应。对信奉伊斯兰教民族人员
食用的清真牛羊肉发专门券定量供应。１９７９年后，主副食品货源逐渐充足，国
营、集体、私营、个体（个体摊贩、农民）等各种经济成分参与零售经营。粮、油、
鱼、肉、禽、蛋、菜、豆制品等各类主副食品逐步放开价格，实行平价、议价两种价
格零售。８０年代中后期，议购议销包括全部水果、水产品、家禽、小杂粮、肉食
品中的腌腊、牛羊肉、猪内脏，蛋品中的再制蛋。以后开始供应议价粮油、鲜蛋、
豆制品。１９９３年，主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１９９５年，全市集市、菜场和超市副
食品零售额之比约为６．５∶２．５∶１。
零售额。１９５０年，全市食品类零售额 ７．８６ 亿元，占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３．７％。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８４．０８亿元、３９．５％。
零售量。１９５０年，全市粮、油、肉、禽、蛋、鱼、菜和糖 ８ 种主副食品零售量
１５６．２７万吨，１９６１年，肉禽蛋零售供应量均为历史的最低点，其中猪肉零售量
０．７５万吨、家禽０．７５万吨、鲜蛋０．４２万吨，分别为１９５０年的１／８、４０％和３７％。
１９９５年，粮食２０９．４４万吨、食用植物油 １６．９３万吨、肉 ３４．４６万吨、禽 １１．８１万
吨、蛋９．６２万吨、水产 ２１．０２ 万吨、蔬菜 １３０．３８ 万吨、糖 ４．７２ 万吨，总零售量
４３８．３８万吨。
二、 日用工业品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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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批发 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英美等国１１家洋行在上海开始直
接向用户推销西药、百货、五金等商品。洋行利用中国买办向零售商店推销商
品，资本雄厚的零售商店转向批发，成为批发商。大批发商向洋行和外国公司
“包牌”经销，独家经销、总经销、总代理某品牌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
产日用工业品逐步替代洋货。上海商业出现行会、客帮和为客帮服务的商栈。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各地在沪设立办庄、申庄０．２万家。上海形成以做国外订货为
主、向洋行“包牌”订货或向国内工厂投资、转批、小批发和零兼批、批兼零、歇壁

字号（皮包公司）６种批发商。至２０年代末，全市批发商号０．８３万家，其中棉布
批发商０．１４万户。３０年代初，洋货大量倾销，影响国货销售。１９３３年，上海机
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立，联合推销国货。是年，中国国货公司创办，向全国和海
外推销国货。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扬子建业公司等１０余家商业、贸
易机构。成立国营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以及日用品、花纱布、五金机械、交通电器
等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１９５０ 年 ３ 月，调整国营商业、贸易公
司经营方向，由国营商业集中收购上海工业品，向全国调拨。１９５３ 年下半年
起，国营商业扩大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并发展为包销。１９５５ 年，国营商业委
托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商品。１９５６ 年，对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
营商业包销日用工业品，各级商业（批发）企业都有固定供货地区、固定供应对
象和固定作价扣率（“三固定”）。１９８１年起，工业计划超产的商品和新产品直
接向市内外批零企业销售。国营商业按需进货，自由选购，批量作价。各种企
业均可经商，经营各种商品。商品价格逐步放开，凭票券供应的商品敞开供应。
１９８１年，部分小商品放开价格。１９８２年，针棉织品提价，呢绒、化纤织品敞开供
应。１９８３年，取消布票，纺织品全部敞开供应。１９８４年，国家商业部下放在上
海市的６个一级站，与上海市各专业公司合并，上海商业两道批发环节变为一
道。工业（工厂 ）自销扩大，自销量占工业产量从 １９８１ 年 ５％，增至 １９９５ 年
７５％。市外采购上升，市第一商业局批发企业向市外购进总额从 １９８１ 年的
１％，升到１９９５年２８％。零售店向批发企业进货大幅度下降，大型零售店向批
发企业进货从１９８１年占４０％，降到１９９５年１％。打破批、零分工界限，国有、
集体、个体零售兼营批发，批发商业兼营零售。原国有批发企业销售下降，其他
企业批发大幅度增长。１９９５年，原国有批发企业收购值不到全市商业工业品
购进值１／５。
购进值 １９５０年，全市工业品购进总值１１．０３亿元，占工农业消费品购进
总值５６．３％。１９９３年，分别为６２３．３７亿元、８７．１９％。１９９５年，购进总值５２５．６７
亿元。
调市外 １９５７年，全市工业品调往市外 ４５．７３ 亿元，占全市工业品销售
９５％。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调市外约占全市工业品销售 ８０％。１９９５ 年，调往市外
１８１．０４亿元，占全市工业品销售２０％强。
零售额 １９５０年，日用工业品零售总额５．３亿元，占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６．２１％。１９８０ 年，全市工业品销售 ４６．１３ 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５２．８％。其中，衣着类占４２．８１％、日用品类５５．１５％、燃料类２．０４％。１９９５年，工
业品５８５．９０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６４％。其中，衣着类占２４．３３％、日
用品类７４．１８％、燃料类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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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市场
一、 批发市场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２５６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后，上海县十六铺一带形成蔬菜、水果、水产、海
味、禽蛋、粮油、南北货等临时和季节性以批发为主的集市。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前后，出现福州路文化用品街、小花园（湖北路一带）女鞋街、兴圣街绒线街
等专业街。各商号多为批兼零或零兼批户，零售店摊、长途贩运的小商贩、各地
在沪的申庄一般向兼营批发业务的大店或直接向工厂批量采购进货。
２０世纪初，茶楼市场兴起，各业商人在茶馆店谈生意做批发交易，称茶会
或茶楼市场。有青莲阁米茶市和棉纱业茶市，杏花楼茶楼杂粮油饼业茶市，仝
羽春五金铜锡业茶市，一乐天板箱、旧货五金茶市等。１９１９ 年 ７ 月，上海证券
物品交易所成立，至１９２１年有商品交易所１４０多家，１９３３年剩５家。１９３５年，
上海鱼市场开办。１９４１年，建蔬菜地货中央市场。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２４个物品交易所、３０余个茶楼茶会市场，分属 ２１个
批发行业。经常参加茶楼交易的有 ０．５６万人。茶楼茶会市场分布在 ２７ 家茶
楼，２１家在黄浦区。１９５４年，组成近３０个茶市，参加者不到０．５万人，其中居间
人约０．３５万人。１９５７年，对居间人登记，经清理，部分由专业公司重新安排就
业，部分送外地就业或回乡，核准登记者不到 ８００人。在青莲阁、仝羽春、一乐
天茶楼建旧五金、废旧杂品交易市场，１９６０年撤销。１９５４年 ３～５月，粉麸、食
油和米市场先后停业。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商业改造完成，各类批发市场、批发企
业分别归口国营食品、蔬菜、水产、烟糖、五金交电、百货、针棉织品等有关专业
公司，改组为专业公司所属批发部（经营部）。之后，各归口商品均由专业公司
对口向工厂、农村计划收购，重要商品由国家计划调拨，对零售实行计划分配。
５０～６０年代初，在市郊设 ２０多个蔬菜批发市场，实行计划分配货源下的
进场交易、“三员”（市场业务员、菜区运销员、菜场采购员）议价成交制，“文化大
革命”中改为购销站。１９７９年１月，在上海市区和郊县结合地区恢复２２个农副
产品集市贸易市场。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市蔬菜公司第一经营部率先创办贸易货
栈。此后，各国营专业公司恢复，开办交易市场和贸易货栈，进而发展部分农副
产品批发集市和工业小商品市场。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２５０
多个。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 年，先后建立上海生产资料市场、上海工业品贸易中心。
１９８６年１月，建立上海机动车市场。１９８７年３月，建立上海市钢材市场。１９９３

年，商业储运公司开办大型工业品批发市场。９０ 年代初，相继开办文化用品、
纸张和笔墨３个批发市场。
９０年代起，市郊开办占地上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小商品综合市场和专业市
场，有金山枫泾商场、南汇航头市场、川沙铁沙商场、青浦鞋城等。
粮食交易市场 南、北米市场。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起，湖北、江西、安
徽等地经长江、黄浦江，船运至上海的米粮，多在南市丰记码头到王家码头间豆
市街小涧泰、周义记等豆米行交易，称南市。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从吴淞江船
运抵沪的米粮，多集中在闸北新闸桥一带 １０ 余家米行交易，称北市。三十四
年，形成南北两个米市场。１９３３ 年，年成交量分别为 ２８８．３６ 万石和 ３００．７６ 万
石。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分别移址巨鹿路同义小学和厦门路同乐茶楼交易。
１９３８年１月，成立青莲阁米业茶会市场，交易大米等，１９４１年停止。１９４５年１１
月，在青莲阁重新成立上海市米业临时市场，恢复粮食交易，１９４６年６月撤销。
是年７月，重建南、北米市场。１９５０年５月合并为上海市米市场。１９５３年，成
交大米３．５５亿公斤。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３日停业。
粉麸市场。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阜丰等面粉厂参加棋盘街茶市交易。
三十四年，成立首家面粉同业期货交易市场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１９２０ 年 ３
月，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开业，实行经纪人代客买卖，规定交易以茂新面粉
厂绿兵船牌为标准，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成交 １３．０８ 亿包，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停
市。１９４７年９月，建粉麸市场，每天交易３万多包。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５０年，成
交面粉８０．７９万包（１７７７．３８万公斤）。１９５４年停业。
上海粮油商品综合交易市场。１９９３年４月，市粮食局、市粮食储运公司开
办上海首家市级粮油交易市场。至１９９５年，成交粮油２８．９９万吨，粳米月均成
交０．１万吨。
工业品市场 棉纱市场。清光绪末年，上海出现纱商公所。１９２０年，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棉纱交易业务。是年４月，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交易棉花、棉纱、棉布３类。１９３９年，上海棉纱市场成交价格影响全
国棉纱、棉布、棉织品价格，全市有 ７２ 家大小纱厂、４８３ 家规模较大的复制工
厂、６３５家棉纱商店进场交易，日均成交 ０．１ 万件。１９４３ 年，日伪统制棉纱，以
市场原价１／３价格强行收购。１９４９年５月，有纱商字号５８０家。１９５０年，进场
的有国营花纱布公司华东区公司，上海 ８７家纱厂、１０９家纱商，４９５家染织、针
织等棉复制品厂商，经纪人百余人。１９５１年，国家对棉纱实行统购，１１月棉纱
市场已无交易。
棉布市场。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上海棉布交易在盆汤弄洋布公会内进行，
１９３０年棉布同业公会设棉布市场。上海沦陷期间关闭，１９４６年恢复交易，只经
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出品的棉布，买户有染织业商户、棉布商约０．１５万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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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布０．６万匹。市场龙头细布、四君子元哔叽成交价成为全市布价的主要标
价。１９５０年 ５月起，改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一家开售，１９５０年 １２月有会员 ７９３
家。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国家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停止交易。
纸市场。１９１７年，机制纸商成立上海纸业公会，附设纸业茶会。１９５１年，
上海市纸业交易所成立，１９５６年撤销。１９９５年，上海纸张交易市场建立。
工业品贸易中心。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建立上海工业品贸易中心，１９８６年 ８月
改上海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
原材料市场 木材市场。清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 年），上海木材市场领帖在董
家渡路口一枝春茶馆开张。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建立上海木商会馆，和进
口木材经营洋行形成对峙。抗日战争爆发，设专业茶会。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市场
撤销。
煤市场。１９３７年，在天津路４０５号成立煤市场，交易商品有燃煤、煤球、煤
屑、柴炭等，日成交千吨以上。１９４９年５月，会员０．２１万家，１９５３年结束。
钢材市场。１９８７年３月，上海市金属材料公司建上海钢材市场。１９９０年，
上海市钢材市场管理委员会在全市设立 １６ 家钢材市场交易所。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鉴证成交钢材９９６万吨。
生产资料市场。１９７９年７月，上海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在肇嘉浜路２０１号建
立。１９９５年，总成交额２０亿元。１９８７年，全市约有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贸易中
心）３０个。
二、 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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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上海首家期货交易市场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
成立，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１９２０年，为抗衡１９１９年日商在上海开设交易
粉麸期货的取引所（交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面粉以绿兵船
牌为标准，交易以 １０００ 包为单位，叫价以 １ 包为准。交易方法采取继续买卖
制，１９２２～１９３４年成交面粉１９．０４亿包。１９２０年７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
业，期货业务有股票、棉纱、杂粮、面粉、皮毛，以股票、棉纱、棉花为主，棉纱以云
鹤牌等１６支纱为标准，１９３１年关闭。１９２１年２月，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开业，
交易品种有大豆、豆饼、豆油、小麦、红高粱和芝麻。是年，华商厂商为抗衡日商
交易所，建立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使用标准化合约，实行
证据金制度。１９３０年，建立棉布交易市场，开办棉布期货交易。交易品种以龙
头细布、四君子元哔叽和直贡呢等为主。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粉麸市场，棉布
交易市场恢复棉布期货交易。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９５４年９月，粉麸、棉布期货交易
先后停止。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１９９３年３～１１月，开设
上海粮油、石油、煤炭、化工、农资和建材 ６家交易所。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予以整

顿，上海金属交易所和上海粮油交易所单位保留，煤炭交易所停止期货交易业
务，农资、石油、化工、建材４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上海商品交易所（１９９５年４月成
立）。停止钢材、糖、煤炭、粳米、菜籽油合约交易，铝、铜、胶合板、绿豆、橡胶等
９个品种可挂牌交易。至１９９５年，粮油、金属交易所交易额分别为７３２０．９５亿、
１５７５６．４亿元。
三、 集贸市场

集市贸易 清康熙、雍正年间，上海地区有８２个集镇，各镇形成集市，有宝
山花（棉花）市，嘉定布市，奉贤青村盐市，南桥海产市，松江泗泾、青浦朱家角米
市等，各市成为江、浙、沪商品集散地。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年），上海县城内外、黄
浦江沿岸、城隍庙周围、小东门、九亩田（今凝和路）一带，集市贸易兴旺。咸丰
三年起，租界建集市菜场，当局规定商贩均须集中在场内买卖。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全市有集市（露天菜场）３００余处，专营肉类、家禽、蛋品的农副产品集市 ２０ 余
处，绝大部分分布在水陆码头附近，如大达码头毛鸡市场等。小商品市场散布
全市，如满庭坊（广东路）小五金市场、大王庙（成都北路）鞋料市场、福民街（城
隍庙）祭品市场等。１９５３ 年起，国家对粮、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蛋
品、烟叶、皮革等实行计划收购，城乡集市贸易逐渐萎缩。１９５７年，市区开放 ２
个蔬菜交易市场，建立４个副食品交易市场、１个药材市场，恢复２２个禽蛋、南
北货代理行。郊区恢复４１个农贸集市，集市增至 ２１１个。全年市区集贸市场
成交额２亿元，占市区零售总额９％。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市区集贸市场
再度关闭，郊县农贸市场大多被取消。１９５９ 年 ９ 月，恢复郊县集贸市场，至
１９６０年４月建立苗禽、种子等专业性交易所３６个，综合性副业、手工业产品交
易市场１４６个，１９６１年２月有集贸市场２３５个。１９６１年１月，开放市区农副产
品集贸市场１６个。市区水陆码头附近和市郊接壤地区自发形成百余处集贸市
场，最大的十六铺集市有３００多个摊位。１９６１年 ２月、１１月，中共上海市委两
次发出通知，要求收缩市区全部集贸市场，进城的农副产品由国营商业收购站、
代理行收购。１９６２ 年，全市城乡集市贸易市场 ４３ 个，成交额 １１３９１．８ 万元。
１９６３年３月，严格控制农民自产自销的活动范围，禁止商贩长途贩运，整顿清
理商贩，集贸市场迅速缩小。１９６５ 年，市区在市、郊接壤地区保留 １７ 处集市。
是年，市区集市成交额 ２００．４１万元，市郊１２０６．５１万元。１９６６年，１７处集市全
部被取消，在菜场附近保留部分以卖葱姜、小水产为生计的摊贩，１９７５ 年全市
有６７７户。郊县集市贸易严加限制。１９７９年１月，在浦东、南市、闵行、吴淞的
市郊接壤地区恢复、建立２２个农副产品集贸市场。９月起，在市中心区建立２５
个集贸市场，市、郊结合地区建立１８个农副产品集散点。是年，全市城乡集贸
市场３２８个。１９８０年，允许小杂粮、小油料、肉食品进入集市，商贩长途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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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４月，市蔬菜公司在十六铺开办贸易货栈，开始国营商业参与集市经
营，禽蛋、食品、烟糖、果品、水产等市公司先后在市区建立１７个贸易货栈（贸易
中心）。１９８４年起，市区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批发交易。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农
副产品市场４２０个，年成交额 ７２．９ 亿元。工业消费品市场 １３８ 个，年成交额
５６．９亿元。综合性市场１６４个，年成交额３０．２亿元。其他市场３个，年成交额
１５．１亿元。总计年成交额１７５亿元。
交易市场 １９９５年，上海有知名交易市场 １２ 家，分别为安国路旧货市场
（上海沦陷时期形成）、三官堂桥家禽批发市场（民国时期成市）、胶州路农副产
品市场（１９７９年）、江阴路花鸟市场 （１９７９ 年 ）、新永安路黄鳝批发市场 （１９７９
年）、七浦路服装市场（１９７９年）、柳林路小商品服装市场（１９８０年）、福民街小商
品市场（１９８１年）、中山路笋市场（１９８２年）、华亭服装市场（１９８４年）、沪西综合
市场（１９８５年）、浏河路花鸟工艺品市场（１９８５年）。
庙会 明清时期，上海各地区盛行庙会，１９４９ 年有 １３０ 处，１９５９ 年有 ４６
处，“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停办。１９８０ 年，龙华庙会恢复。各地庙会以龙华庙
会、静安寺庙会最知名。
龙华庙会。始于明末清初，农历三月半龙华寺有香火会，商贩纷至寺庙周
围设摊，自然成市，成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文化大革命”中停办，１９８０
年４月２５日恢复，１９９０年５００万人次参加。
静安寺庙会。亦称庙市，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年）四月初八浴佛节，香客众
多，形成集市。后每年农历四月初七至初九或初十举行庙会３～４天，地域扩至
华山路、南京西路、愚园路、胶州路、常德路。１９６１年，举办 ４天，４００万人次参
加，１９６３年停办。历史上共举办８３期。

第六节 网点 、商业中心 、专业商业街
一、 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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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后，上海县城厢商业更趋繁荣，商店出县城厢由南向
北发展。法租界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英租界宝善街（现广东路中段）、福州
路、南京路、石路（现福建中路南段）等商店增多，上海商业遂分“南市”、“北市”。
２０世纪初，南市部分商店迁入租界或在租界开设分店。之后，南京路上先施、
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相继开业。上海商业重心移入租界，租界商店占市区
总数４７．２％。５０年代，开设以上海市百货商店为总名，按序号命名的大中型百
货商店，分布各区商业中心。形成曹杨新村曹杨商场等。１９５６年，私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后，统一规划全市商业网点布局。１９５７年，在市中心区并网、拆网，
有的商店移至市区边缘地区和外省市。各区、县都有一个或几个商业、饮食服
务行业比较齐全的商业中心，居住小区基本配备居民“开门七件事”和相关生活
需要的商业网点群。１９７８年，全市商业网点营业面积 ２００万平方米。１９７９年
后，对全市商业网点按“分级划片，成群配套，点面结合，以群为主，以点为辅”规
划，网点布局分为市级、区级、居住小区、县级、乡镇等商业中心和村级商业点６
类。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８个市级商业中心，以大商场为 “龙头”、中小商店配套的
３２个区、县级商业中心，６５个居住小区商业中心。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营
业面积８８４万平方米。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投资１６亿元，在２６个省市开设３０７个
商业网点（项目）。
１９８２年，市政府规定新建居民住宅应按总建筑面积的５．５％配建商业服务
网点。８０年代，在市、区两级商业中心，建设和改造一批大中型百货商店和专
业商店。１９８５年，对南京路２０多家商店投资 ８．９亿元进行改造。在市郊结合
部、新工业区、新村居民住宅区，按０．３万人、１万人、５万人入住居民规模，兴建
不同的商店群。在各县城建设和改造一个到数个综合商场，成为城镇购物中
心。在乡镇建造和改造２０２个基层供销社及其网点，在行政村设置０．２万个代
购代销店。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全市商业建设年均投资近１００亿元。改建南京路、
淮海中路、四川路、西藏中路、豫园商场市级商业中心，建徐家汇商城、浦东新上
海商业城、铁路上海站不夜城３个新的市级商业中心。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有６０个行业，０．３２万家商店（不含非行会
会员和流动摊商）。１９３３ 年，有 ７．２ 万家商店，其中华界 ３．８ 万家、公共租界
２．２８万家、法租界１．１２万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华界大批商店毁于战火，商
店竞相迁入租界。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９年，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店摊２４．６万户。５０
年代初期，政府对零售业“取缔有害、淘汰多余、增补不足”，取缔赌具、典当、锡
箔、神模等行业，减少旅店、酒菜、西菜、西服、洋货食物等行业的网点，在居民区
增设行业网点。１９５６年，全市私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９６个行业、１３．５７万
个网点。１９５７年，裁并为 １２．９９ 万个。１９５９ 年 ４．８３ 万个，１９７９ 年 ２．２１ 万个。
８０年代后期，新行业增加，有家用电器、电子音响、电脑、美容、婚纱业等以及超
市、专卖店。１９９５ 年，全市网点 １２．８５ 万个，市区、市郊分别占 ４４．９２％ 和
５５．０８％。其中，食品、饮料、烟草行业占６３．１２％，日用百货零售商业１０．３７％，纺
织品、服装、鞋帽１０．１２％，日用杂品２．３％，五金、交电、化工６．０５％，药品及医疗
器械０．５９％，图书报刊零售０．８７％，其他零售业６．５７％。
二、 商业中心

清道光年间，上海县城商业中心在十六铺、小东门一带（今中山南路、咸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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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东门路一带）。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起北移，法租界公馆马路 （今金陵东路）、天
主堂街（今四川南路），英租界宝善街（今广东路中段）、布道街（今福州路）、麦家
圈（今山东中路）、抛球场（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一带，出现一批商店，形成商业
区。１９１４年后，以南京路为主的北市商业区和南市（上海县城厢内外）商业区，
成为上海两个主要的商业中心。２０ 年代起，霞飞路 （今淮海中路）、北四川路
（今四川北路）、大世界、静安寺、曹家渡、徐家汇、提篮桥、大自鸣钟（今长寿路西
康路）、北火车站（今天目路、宝山路）等处相继形成区域性商业中心。１９３７ 年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占南市，霞飞路、北四川路成为上海新的商业中心。解放
后，多次调整、改造、扩建、新建上海旧有商业街市。新建沪东工人文化宫、控江
新村、五角场、彭浦新村、天山新村、沪西工人文化宫、曹杨新村、宜川新村、浦东
上南新村、闵行一条街等区域性商业中心，发展各县城商业，形成新的地区商业
中心。１９９０年，市政府确认 ８个市级商业中心，简称 “四街四城”，分别为南京
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西藏路４个商业街，豫园、徐家汇、新上海、不夜城４个
商业城。
南京路商业街 全长 ５．５公里。上海开埠后一二年，在外滩一带怡和、仁
记、宝顺等洋行在农田造屋开业。清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年），老介福绸缎局开业。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开设洋行１４家、洋布庄９家、药房１家。此后同治年间，汇
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三阳南货店、杨庆和银楼等开业，商业向西延伸。光绪
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前后，外商开设福利、惠罗等百货公司，出现百货业。１９１７～
１９３６年，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开业。３０年代，梅龙镇酒家、南京理
发店、国际饭店开张。至此，有约５００家店家。基本形成今南京路商业街格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上海首家国营百货商店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开业。之后，今
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市花布公司、今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上海金银饰品店
（今老凤祥银楼）等商店开业。１９５６年后，全路商店４００家，社会商品零售额约
占全市１４％。１９９５年，有６００多家商店、酒楼、宾馆。全路日均营业额约 ４０００
万元，日人流量１７０万～２００万人次。是年７月开始，周六傍晚南京东路（西藏
路—河南路段）开放步行街。
淮海中路商业街 商业主要集中于东起龙门路西至常熟路约２．５公里的
路段内。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路筑成后八仙桥宝昌路东口开设泰昌祥
洋服号等一二十家商铺。１９２０ 年后，在今思南路至陕西南路段，白俄开设 ６０
多家商店，道路被称为罗宋马路。另有数十家华、洋商店，知名的有华商哈尔滨
面包厂、捷商拔佳皮鞋公司、法俄希合资老大昌西式点心房等。１９３７ 年后，创
办于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的万金记西洋车料仪器店（今新光光学仪器商店）
迁此，另有西门子钟表店（今上海钟表商店）等。全路店小而众，商品精良，环境
幽雅，为上海高档商业区。１９４８年，有商店４１９家、饮食服务店６２家，其中西服

店７０家、时装店２７家。１９５１年，开设上海市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今长春食品
商店、市贸易信托公司旧货商店（俗称淮国旧）等。１９５６ 年，连片的 １３ 家商店
合并为国营上海市妇女用品商店，其他名店有益民百货商店、金龙绸缎店、黄山
茶叶店、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高桥食品厂、奇美皮鞋店等。９０ 年代，大
规模商业建设改造，建有华亭伊势丹、巴黎春天、太平洋百货、美美百货等大型
综合性商店。
四川北路商业街 全长３．７公里。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和记洋服店
开设。二十四年，道路西侧淞沪铁路通车，路两旁渐有店铺开设。大批广东人
和日本人迁入，商店多广帮和日式店。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有新亚酒店、利男
居、广茂香烤鸭店、町田写真馆、米田理发店、内山书店等。３０ 年代起，邮政大
厦、凯福大楼等建成，月宫等戏院和歌舞厅开设，市面繁荣，成为上海主要商业
街之一。上海沦陷期间，沿街 ９０％ 的店铺为日本店。１９４７ 年，有商店 ５００ 多
家。１９５６年后，开设上海市第七百货商店、大祥食品店，扩大德昌西服店、凯福
饭店等名特商店规模，迁入西湖饭店等老店。１９９４ 年，调整商店经营特色，形
成南段、中段、北段３种不同风格的街市。１９９３年，有店家４０１个。
西藏路商业街 由西藏中路（南苏州路至延安东路）和西藏南路北端（延安
东路至淮海东路）两段组成，全长１．５公里。路段先后建成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同治元年，建跑马厅后周边有零星小店开设。
光绪九年，一品香旅社开业。１９１５年，南京路口新世界游乐场、１９１７年爱多亚
路（今延安东路）口大世界游乐场先后开业。２０～３０年代，东方饭店等旅馆和
大上海电影院、天蟾舞台等影剧场、书场建成。大新公司、米高梅等舞厅开张。
相交的福州路、汕头路、广东路、北海路一带会乐里、群玉坊、三元里等处为上海
妓院、向导社最为集中之地。福州路、广东路有报馆、书局群。形成以吃、住、玩
为特色，文化发达的商业区。全路形成不同的商业街市。宁海路至金陵路段，
以绸布业、鞋帽业为主。南京路至九江路段，以皮件箱包业、皮鞋业为主。北京
路至厦门路段，以钢铁业、五金电料业为主。１９４７年，全街有商号２３３家。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３年，先后取缔妓院，取消舞厅。１９５１年，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
场。５０年代初，延安东路到厦门路段东侧有商店１１４家。１９５６年后，新开丰实
果品店、川湘土产食品厂门市部、上海音乐书店等。１９６８年，开设上海首家 ２４
小时服务商店星火日夜商店。１９７９年，确定以大世界、新世界、星火日夜商店３
个路段岔口为中心，发展旅游、餐饮、娱乐业，恢复吃住玩经营特色。１９９５ 年，
全路段有店家２１４家。
豫园（老城隍庙）旅游商城 明末清初，出现上海县城隍庙庙市，清康熙年
间形成固定庙市。咸丰年间，城隍庙大殿前西廊和附近街巷出现一批小店铺。
同治至宣统年间增多，成为沪上热闹市场，有百余家店铺、茶楼和众多摊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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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城隍庙前后的方浜、福佑浜填浜筑路，市场更为兴旺。
１９２７年，小世界娱乐场，福佑、世界等商场和特色店开设。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
后，店铺大多歇业，迁吕宋路（今连云港路），称新城隍庙市场，原址称老城隍庙
市场。１９４７年，老城隍庙市场有店铺２７６家、摊商３００余个。解放初，淘汰、取
缔香烛锡箔、测字算命等店摊，增设纸扇、筷子、南北土特产店，以及南翔小笼、
面筋百页等小吃店。１９５６ 年，有 ２６３ 家店铺，其中餐饮店和茶馆 ３２ 家。１９７３
年８月，改名豫园商场，１９９２ 年 ５ 月名豫园旅游商城。１９８０ 年，恢复 “小、特、
优、全”经营特色，经营品种逾２万种。知名店有永青假发商店、上海筷子店、王
大隆刀剪商店、五香豆商店，以及老饭店、绿波廊、湖心亭等菜馆茶楼。１９９４
年，拆旧房，建成５幢商业楼。景容楼开设老庙黄金店。华宝楼摊位４００多个，
经营古董交易。
徐家汇商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形成，有大型商厦上海六百实业公司、东方
商厦、太平洋百货公司、汇联商厦、港汇广场等。商店规模大，经营品种档次高。
新上海商业城 １９９２年始建，至１９９５年建成商业大厦１８座，建筑面积８０
万平方米，有上海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新亚汤臣大酒店等。
不夜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成，建有与上海火车站相配套商店群，大多昼
夜营业，１９９５年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三、 专业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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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上海商业区主要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小东门、小南门一带，有
大小街市６０多个。广东、福建产品和转运的洋货店铺在洋行街（今阳朔路），蔬
菜、瓜果、地货店铺在十六铺，米、麦、杂粮店铺在豆市街，棉布、棉花、线带店铺
在花衣街，手工业品、竹藤器店铺在篾竹街，参燕药材店铺在咸瓜街，衣庄、鞋帽
店铺在彩衣街（今复兴东路）。上海开埠前，上海县城东门一带有专门经营某类
商品的街市。１９世纪５０ 年代，有豆市街、花衣街、彩衣街、鱼行街、蔓笠桥、香
花桥、洋行街、篾竹街、硝皮弄、外咸瓜街。此后，在租界内形成专业街。２０ 世
纪２０～５０年代，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广东路）经营呢绒。兴圣街（今永胜路）经
营绒线。北京路（今北京东路）经营五金，俗称五金街。福州路经营图书、文化
用品，俗称文化街。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经营妇女服饰。昼锦里（今山西南路
九江路）经营香粉绣品。石路（今福建中路南京东路南）经营典当期满服装，俗
称估衣街。小花园（今浙江中路福州路、广东路间）经营各式女鞋。大新街（今
湖北路）经营服装。宁波路经营装潢五金。威海卫路 （今威海路）经营汽车配
件。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经营钢铁材料。虬江路经营旧机电旧五金。老闸
桥南堍经营竹木柴炭。云南路（今云南南路）是小吃街。上海解放后，经公私合
营及商业网点调整，除北京东路五金街、福州路文化街仍保持专业特色外，其余

各街经营特色消失。８０年代后，云南路、石门一路、威海路、宁波路等经营特色
恢复，九江路、柳林路、乍浦路等形成新的经营专业街。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 ２２ 条
主要的商业专业街，主要有福州路文化街、北京路五金街、石门一路妇女服饰
街、威海路汽车配件街、宁波路装潢五金街、云南路小吃街、乍浦路美食街等。

第七节 知名商店
一、 百年老店

１９９５年，上海尚存的百年老店有雷允上国药店（１６６２年创办）、张小泉刀剪
总店（１６６３年）、姜衍泽堂国药号（１６９７年）、吴良材眼镜店（１７１９年）、翁隆盛茶
号（１７３８年）、王宝和酒家（１７４４年）、童涵春国药号（１７８３年）、王大隆刀剪商店
（１７９８年）、阜昌参店 （１８３８ 年）、鸿运楼酒家 （清道光年间 ）、上海铜响器商店
（１８５１年）、南洋衫袜商店（１８５１年）、万有全腌腊商店（１８５１年前后）、邵万生南
货店（１８５２年）、豫园湖心亭茶室（１８５５年）、老介福绸缎呢绒商店（１８６０年）、杏
花楼（１８６３年）、亨达利钟表店（１８６４年）、曹素功墨庄（１８６４年在上海设店）、老
周虎臣笔墨庄（１８６６年在上海设店）、德昌参店（１８６８年在上海设号）、乐源昌铜
锡号（１８７３年）、亨得利钟表店（１８７４年）、上海老饭店（１８７５年）、新光光学仪器
商店（１８７８年）、黄浦纱绳五金商店 （１８８８ 年）、老日 癉 织补店 （１８９４ 年）。其他
有京都达仁堂药店、余天成国药号、老人和饭店、鼎泰丰纸店、程裕新茶叶店、元
利食品厂、德昌顺南货店、老凤祥银楼、王仁和食品厂、老大同油酱商店、梨膏糖
商店、鼎日有福建土产食品商店、五芳斋点心店、葆大参行、南翔小笼包子馆、老
正兴菜馆、广恒隆熟食店、老大房食品商店、乐添兴酒楼、采芝斋食品商店、三阳
南货店、胡庆余堂国药号、王星记扇庄、一家春菜馆、永青假发店、光芒玻璃商
店、汪怡记茶庄、沈大成点心店、大富贵酒楼、蔡同德堂药店、德兴馆、德大西菜
社、老同盛南货店、丽云阁笺扇镜架商店、洪长兴羊肉馆、青春中药店、葛德和陶
瓷商店、上海食品店、利男居食品店、铁画轩紫砂陶瓷商店、朵云轩书画社等。
二、 大型商店

１９９５年，全市营业面积０．５万平方米以上或年销售额１亿元以上的大型商
店有１１５家。
主要商店有豫园旅游商城（形成于清咸丰年间）、惠罗公司（１９０４年）、上海
时装公司（原址为１９１４年创办的先施公司）、上海华联商厦 （１９１８ 年）、宝大祥
公司（１９２４年）、大不同商厦（１９２４年）、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原址为１９２６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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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新新公司 ）、丽华公司 （１９２６ 年 ）、培罗蒙西服公司 （１９２８ 年 ）、东海商都
（１９３１年）、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１９４９ 年创办，原址为 １９３４ 年创办的大新公
司）、新世界城（１９４５年）、新凯福商厦（１９４５年）、上海通利（万里）琴行有限公司
（１９４９年）、益民百货公司 （１９５１ 年）、上海友谊商店 （１９５２ 年）、上海电子商厦
（１９５２年）、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１９５３年）、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１９５６年）、
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上海装潢总汇（１９８９年）、东方商厦（１９９３
年）、长江口商城（１９９４年）、上海服饰中心（１９９４年）、上海巴黎春天百货（１９９５
年）、上海文化商厦（１９９５年）、上海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１９９６年）。
三、 名特商店

１９９５年，全市经区以上有关部门授予名特商店称号的商店共４２７家，其中
经市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供销合作社、新亚集团等有关部门确认或命名的，以
及经国家商业部授予 “中华老字号”称号的，除百年老店、大型商店外，共 ２１２
家。主要商店乔家栅（１９１０年开办）、上海体育用品总店（１９１０年）、鸿翔时装公
司（１９１７年）、浴德池浴室 （１９１７ 年）、广茂香烤鸭店 （１９２３ 年）、王开摄影公司
（１９２３年）、正章洗染店（１９２３年）、三阳盛南货店（１９２５年）、上海古今胸罩公司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上海全国土特产食品（集团）公司商场（１９３５年）、中国照
相馆（１９３７年）、上海开开 （集团）百货有限公司 （１９３７ 年 ）、梅龙镇酒家 （１９３８
年）、盛锡福帽店（１９３９年在上海设号）、小绍兴酒家（１９４３年）、上海沪江美发厅
（１９４６年）、上海黄山茶叶公司（１９５１年）、上海大千美食林（１９９４年）。

第八节 粮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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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年间，上海县城豆市街有信祥等豆米字号（批发）。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外地富商巨贾挟重资到上海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开店设庄，经营粮食等农
副产品埠际贸易。臼作碾米，粉坊（前店后工场）轧粉，门市零售。上海开埠后，
臼作加工与门市分离，出现米店，经营零售。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起，开设唐信
昌等米店（号）４０多家及三泰等面粉麸皮店。五、七年，米行业 （批发）、米号业
（零售）先后设仁谷、嘉谷公所。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起，鄂、赣、皖、浙省抵沪
粮食，集中豆市街交易，江苏各地到沪粮食集中在吴淞江北岸新闸桥一带交易。
三十一年，有米店 １４８ 家。三十四年，形成南北两个米市场 （现货交易市场）。
设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经营粉麦期货交易。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先后建成上海
第一个米业专用码头米行码头和第一座私营豆米专用仓库。１９３３ 年，全市有

米行１６９家，最大的年成交粮食２０．４３万石。米店０．１５万家，年营业额５０００余
万元。切面店３００多家。１９４７年９月，粉麸交易市场开业。１９４８年２月起，政
府实行粮食全面配售和限价，粮价飞涨。１９４９年，米行 ３５３家、米店 ０．２万家、
粮库７座。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０年４月，上海粮价４次上涨。开设４个国营粮食营业
所，委托９４家私营粮店以低价代销大米，平抑粮价，确立国营粮食部门在粮食
批发市场的主导地位。１９５０年，市粮食零售公司成立，开设国营粮店８６家，粮
食销量占全市５０％。是年，限制私营大米批发商、经售商经营业务。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有私营米店０．２万家、切面店０．１９万家，国营粮店１０２家。１９５３年１月，禁
止私商贩运粮食，米粮经售商停止经营。１２月，０．１５万家私营米店全部改为国
营粮食公司代销店。１９５４年１月，上海市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５月关闭米
市场、粉麸市场，８月居民用粮开始实行定量供应。１９５６年１月，全市私营８４３
家粮店、０．１４万家切面店（厂、作坊）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６３ 年起，开展粮食议
价收购和销售。１９７２年，粮食减产，征购减少，收支出现大缺口，执行“四统一”
（统一收购、销售、调拨、库存）高度集中的粮食管理体制。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每年
收不抵支。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实行平、议价“双
轨制”，饭店、制酒、工业等行业用粮先后退出平价，改议价供应。１９９２年５月，
金山县枫泾粮油交易市场开业，为上海市第一家县级粮油现货交易市场。１９９３
年４月１日，取消粮票和平价粮食计划定量供应办法，敞开供应。４月２８日，上
海市粮油商品综合交易市场开业。６月３０日，国家级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粮
油期货交易市场）开始试营业。１９９３年，上海市建立地方粮食储备制度。１９９５
年，全市国有粮食系统粮油收购点２０２家、粮油零售网点 ０．１９万家、市级粮油
批发市场３家、区（县）级粮油交易市场 １２ 家、粮油仓库 ２３９ 座、加工企业 １５４
家。粮油销售总额１９５．５６亿元，粮油工业总产值２５亿元。粮油现货交易成交
１．４９亿公斤。期货交易粮油６７５．２１亿公斤，交易额１７４０．１６亿元。
１９５６年，全市定征购公粮 ４．１５ 亿公斤，实征 ４．５３ 亿公斤。１９８４ 年，征购
５．６６亿公斤。１９８５年，改合同定购，实购 ２．８３ 亿公斤。１９９５ 年，改市计划收
购，收购２．１４ 亿公斤。１９５２ 年，议价收购 ２０４９８ 万公斤，占上市量 ８２．７２％。
１９９５年３．７６亿公斤。
１９５５年，全市统销粮食１４．３７亿公斤，１９９２年１８．０３亿公斤。１９５７年５月，
全市城镇居民月均定量水平１２．２３公斤，１９９２年１４．８公斤。
１９７９年，议销小杂粮、小油料和食油等２０个品种粮油０．３０亿公斤，１９９３年
３０．０３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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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副食品行业
一、 肉食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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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本帮鲜猪肉庄建同业行会香雪堂。１９３３年，成
立宰猪业同业公会。１９３７ 年，全市有猪行 ７０ 多家、专业宰作 ２４ 家、肉庄千余
家、肉摊０．１５万家。抗日战争前，年销猪肉８０万～１００万头。１９４９年５月，猪
肉批发商１２５家、肉庄９００多家。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上海有顺兴等五六家牛肉店，１９１３年有１４０多
家。１９１９年，建牛商业同业公会。１９４９年，牛羊商业同业公会会员 ５００余家，
年经销活牛６万～７万头、活羊８万～１２万只。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年），浙江兰溪戴姓在上海县城内开设戴日涌火腿店。
道光二十二年后，火腿开始出口，上海成为浙江、苏北火腿集散地。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全市有火腿行店６８家，年销火腿２０万只。１９３７年，全市有腌腊行商２００多
家，年销咸肉０．３万吨（折猪６万头）。１９４９年５月，火腿、腌腊业批发商３０家、
零售商２４０家。
１９５０年，猪行、肉店０．１６万家，火腿腌腊店２７０家，牛羊肉店５５４家。１９５４
年，上海市食品公司成立，经营肉类和禽蛋市销业务。１９５５年，３５４家私营批发
商歇业或转业。１９５６年，建立公私合营商店３３４家，私营肉店改为国营代销或
经销店，摊贩以菜场为单位合作经营。１９５９年，全市肉类供应网店分属１１６个
中心菜场、７２６个分菜场和肉店。１９６３年，市食品公司组建猪肉经营部、牛羊肉
经营部、熟肉经营部。１９９２年，上海肉类商品批发市场开张。１９９３年，上海市
食品（集团）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销售总额４７．２亿元。全市肉类供应网店分布在
２２４家菜场、４２０个农贸集市，另有５１１家肉店。
１９５０～１９９２年，市内收购猪８７１７．５万头，１９９５年１３９．９３万头。上海市猪
肉自给比重，５０年代 １０％，９０年代 ３０％。外省采购，１９５０年 ４．８１ 万吨，１９９５
年１０．７万吨。
１９５０年，全市零售肉食品 ６．７万吨，１９９５年 ２８．２６万吨。１９５０ 年，市区人
均消费猪肉９．８３公斤，１９６１年１．３６公斤，１９９５年２９．５公斤。
二、 禽类蛋品行业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德昌鸡行开业，经营活鸡批发。１９１６年，上海有鸡
鸭行１３户。１９１９年，成立同业公所聚源堂。１９２７年，有鸡鸭行３５家，形成董

家渡和十六铺南北两市。１９２１年，有宰鸡摊五六十家。１９２９年，成立鸡鸭业同
业公会，鸡鸭业分出宰鸭业。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鸡鸭行新设和复业共２７
家。１９４８年，有鸡鸭行９８家，年经销活禽３５０万～４００万只。
蛋品销售加工，初由咸鱼行或地货行兼营。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协记蛋
行开业，开始专营加工、销售鸭蛋。三十一年，外商在沪设庄收购鸡蛋，１９１４～
１９１８年开设培林、怡和等７家蛋厂。华商蛋厂由３０多家增至１００多家。１９１６
年，郑源泰等８家蛋行合伙成立承余顺记蛋业公司，自营出口。１９２３ 年，欧美
各国限制进口中国蛋品，上海蛋厂减至２０余家。１９４８年，全市有蛋行６７家。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国土产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蛋品内销业务。１９５０年，接
管、承购６家外商蛋厂。１９５４年，上海市食品公司成立，设第四经营部专营禽
蛋业务，销售禽蛋占全市８０％。１９５６年年初，私营鸡鸭批发商４６家除１户清产
核资外，其余均歇业撤店。５０ 家宰鸭作坊撤销。孵坊业 １０ 家组成合营孵坊。
蛋品１１２家批发商，８０余家批兼零转为零售户，５户公私合营，其余歇业撤店。
禽蛋零售业主要由菜场小商贩经销，家禽业有８２０家、９５６人，蛋品业有０．１４万
家、０．１５万人，到１９５８年均转为合作菜场人员。１９６３年，在各家禽批发部开设
交易市场。１９８４年起，开设光复等６个禽蛋贸易货栈。１９８５年，开办市禽蛋公
司贸易中心。１９８８年后，市禽类蛋品公司先后建立肉鸭、家禽、蛋品、分割包装
禽等１０家联合分公司。
１９５４年，国营公司市内收购家禽３５万只、蛋类３６万公斤，１９９５年分别为
６０５万只、４３９２万公斤。１９５０ 年，外省调沪家禽 ９６６ 万只、蛋类 １０９６ 万公斤，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０万只、１９２３万公斤。
１９５６年，市区销售活禽 １６４０ 万只，１９６１ 年 ４２１ 万只，１９９２ 年 １１６３ 万只。
１９９５年，全市人均消费家禽 ７．３２ 只。１９５３ 年，市区销售蛋 １８３８ 万公斤，１９９５
年６４９６万公斤。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人均年消费鲜蛋３～４公斤，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不
足１公斤，１９９５年１３．６６公斤。
三、 水产品行业

清代，水产品贸易有鱼行、海味行、鱼贩。鱼行有淡水、海水、咸干鱼行，集
中在上海县城十六铺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淡、海水鱼行都为牙行。咸干
鱼行自购自销，间有代销。
清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 年），瞿长顺淡水鱼行开张。１９４８ 年，市区有淡水鱼行
６８家。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日本千岁丸轮船载水产品到沪贸易。此后上海进
口咸干鱼和海味品等水产品日增，成为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口岸。１９１２～１９３１
年，入超３．６１亿多关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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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四年，兴号仁记海水鱼行开业，１９３６ 年有鱼行 ７９ 家，１９４８ 年
１３７家。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福裕南海味洋货号开业，始有专营店号。初多属代
销，因取二分佣金，称 “九八”字号，后以自营为主。１９３６ 年，全市有菜场鱼贩
０．３３万户，１９４９年５月０．８万多户。
１９３６年５月，上海鱼市场在定海岛（今复兴岛）开业，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
停业，１９４６年复业。１９３８年８月，日伪在齐物浦路（今江浦路）设华中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鱼市场。
１９５０年，国营上海鱼市场成立。１９５３年５月，对３３５家私营商贩社会主义
改造。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年，０．６７万家鱼贩转入合作菜场。１９５６年２月，成立中国水
产供销公司上海市公司，统一经营上海水产品市场。１９７９年起，个体鱼贩鱼摊
迅速增加，１９９５年３万余家。１９９５年，全市水产批发市场７４家，交易水产约２８
万吨。
１９５０年，市外采购占上海货源 ９６．６％，１９８５ 年起约占 ４０％。１９６１ 年，有
３．７３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２８ 万吨。１９５８ 年，市内收购海洋捕鱼 ３．４７ 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２１．１万吨。
１９５２年，全市零售鱼品９．４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２１．０２万吨。
四、 蔬菜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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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上海第一家蔬菜地货行唐恒泰号在大东门南油
车街创立。以后，沿十六铺一批地货行相继开业。２０世纪初，沿苏州河乍浦路
桥到新闸桥兴建一批地货行，上海形成十六铺、苏州河南北两个蔬菜集散地，同
业公所时行堂（南市）、广厚堂（北市）建立。地货行代客买卖，收取佣金。１９１４
年，有地货行５８家，１９２９年１５４家。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法租界外商按西欧样式，在菜市街（今宁海东路）搭
棚建上海第一家菜场中央菜场，出租摊位。至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上海建成大中
型室内菜场２０余个。同时，在集市地区划定地段建马路菜场。３０ 年代初，有
菜场４９个。１９４０年，日军在西藏路桥堍划地３０亩，建上海第一个蔬菜地货批
发市场中央市场，１９４１ 年又建南市分场，分别有 ４２ 家、７０ 多家蔬菜地货行进
场。抗日战争胜利后，２２个室内菜场改称市立菜场，允许在指定的 ９５ 个马路
地段由摊贩设摊。１９４９年 ５月，市区有南北两大蔬菜批发市场，近郊有真如、
大场、杨思、龙华等３０多个蔬菜批发市场、集散地。全市有 ５００余个蔬菜地货
行、２００多个零售菜场，其中室内菜场 ３０多个。１９５０年，市郊供销合作社在市
区建蔬菜营业所，郊区建蔬菜站。１９５４年，私营地货行改为供销社代批。１９５５
年，对私营蔬菜地货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１月，上海市蔬菜公司成立。是

年，蔬菜批发企业全部转为国营。 同时，有 ２７４ 个菜场、３．８１ 万个固定摊贩、
４．３４万个从业人员，实行联购分销，组织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 （称 “小合作”）。
１９５８年，实行以菜场为单位，荤素统负盈亏（称“大合作”），摊贩都成为合作菜
场人员。至此，全市蔬菜产供销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管理，购销的主要形式为计
划上市、分配与价格。１９８５年５月起，取消蔬菜统购包销制。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起，
市蔬菜公司除合同定购少量保淡保节的蔬菜外，实行生产部门自行种植、自行
上市，价格放开。１９９０年，各蔬菜购销站与市郊蔬菜生产队结束挂钩关系，全
部办成以经营蔬菜为主的副食品交易市场。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杨浦、虹口区副
食品公司开办沪东、大柏树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营蔬菜等批发，开零售办批发
先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零售菜场 ２３５ 个、集贸市场 ２００ 个，经营净菜超市 １４９
家。市蔬菜总公司下属有２６个批发市场，万吨蔬菜冷风库５座和万吨普通库
１４座。年经营量１００．１万吨，金额１１．１亿元，经销蔬菜占全市销量７０％。
民国时期，市区消费的蔬菜１／３产自市郊，２／３产自外省。１９４９年，分别为
１２．６４万吨和１６．７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６６．８万吨、３３．１４万吨。
菜场零售，１９５０年市区 ３０ 万吨，居民人均日消费 １８０ 克，１９９０ 年分别为
５７．３万吨、２１０克。集市贸易，１９９０年市区３１．８万吨，占市区总销量１／３以上，
１９９５年销售６０．５８万吨。
五、 豆制品、筋粉制品行业

清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上海有豆腐作坊百数十家，建同业公所来仪
堂。１９３７年，全市有豆腐作坊四五百家，１９４９年５月８８０余家。１９５６年１月，
豆腐作坊公私合营，归属市蔬菜公司。全市有 ０．１１万户作坊。１９７１年合并为
１７个厂。１９９５年，有厂２５家、个体生产户约５００家。豆制品加工原料原本用
黄豆，１９５４年９月起改用豆片，１９８５年起重新用黄豆。５０年代初，每年投料 ３
万～４万吨，１９９５年３．５万吨。

第十节 油酱烟糖南北货行业
一、 油酱行业

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起，上海县豆类、食油业分为批发和零售业。批发业
有关货行、进出口包子行、内地行、本街批发行（亦称批发油行）。零售业主营食
油，兼营酱油、食盐调料等。嘉庆年间，豆市交易扩大，东北、山东等地商人运大
豆及豆油、豆饼到沪，开行设铺。豆市集中地称豆市街 （今南市区小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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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成立油酒公所。光绪中期，形成油豆饼市场，在采菽堂、
同春芳茶楼洽谈交易，除现货外，还有“路货”（订立成交单，不预付定金）交易。
宣统年间，有酱酒店１００余家。１９２１年，建立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专做大豆、
豆饼、豆油、小麦、高粱等期货交易。１９３３年，国内各地食油、大豆、豆饼通过上
海集散，年转口及外运食油 ３００ 万担以上。１９４７ 年，建立食油交易中心，亦称
油业市场。１９４９年５月，油酱业同业公会有会员０．２６万家，杂粮油饼业有私营
批发商８３９家。１９５０年５月，油豆饼和油业两个市场合并。９月，中国油脂公
司华东区公司上海市公司成立，１９５１ 年，全市批发、零售商 ０．２３ 万家。１９５３
年，食油货源全部由上海市油脂公司供应，核发购油证。１９５４ 年 ３ 月，食油实
行统购统销，全市有食油经销店０．３６万家。是年，油豆饼市场关闭。１９５６年１
月，私营油酱店０．２万家全部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油酱摊贩９８６家，建区合作油
酱店。１９６４年，市区有９７个中心店，辖２０个代批店、７６４家油酱店，油酱合作
商店２５２家，个体代销摊贩４０６家。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粮油零售店 ０．１９万家，销
售食油１６．８万吨。
１９５３年，收购油菜籽１２９８万公斤，１９９５年９９６５万公斤。１９５４年，调入外
地食油８７２５万公斤、非食用油 １６１９ 万公斤，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１０８６７ 万公斤、３３
万公斤。１９５４年，全市销售食油６２４６万公斤。１９９５年，销售食油１．６９亿公斤，
人均月消费０．８公斤。
二、 食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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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元五年（７８９年），华亭县白砂乡（今奉贤县境内）有徐浦储盐场。五代
后汉乾年间，建浦东、青墩（后改青村）盐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华亭县有
浦东等 ５ 个盐场，年产盐 ７ 万 ～１２．８ 万袋 （每袋 １５０ 公斤 ）。 元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年），上海年产盐７．４９万引（每引２００公斤）。明末至清，因长江泥沙淤积
和海水含盐度降低，裁并盐场。１９１２年，有青村等 ４个盐场，１９３３年剩袁浦一
家。上海地区由浙江余姚、岱山等盐场供盐。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从福建、台湾
等地调盐。１９５０年６月，盐运由国家统筹管理。１９５２年，袁浦盐场产盐１．８９万
吨，从外省调入３．６６万吨。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调入外省盐占总盐源量９３％。１９８３
年、１９８４年，漕泾、袁浦盐场先后撤销，上海结束海盐生产。１９８６年起，用盐全
部从外省调入，是年１８．８１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４．４２万吨。１９１４年，销盐０．４３万吨，
１９５０年２．３０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６．２７万吨。
三、 糖烟酒茶行业

糖商业 清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 年），上海县城隍庙点春堂为糖商集议之所。
１９２７年，糖商业分南市点春堂、北市集益堂两帮。１９３０年，两帮合并建上海市

糖业同业公会。１９４６年５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对食糖实行垄断性
配售。１９５１年，全市糖经营店家减为１３８家。１９５３年下半年，食糖实行统购统
销。１９５４年，对８５户糖业私营批发商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成立上海市茶食
糖果公司，１９５８年改为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管理食糖经营业务至今。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年，购进食糖０．５６万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起上海可直接向产区采购食糖，１９９５
年１２．８万吨。１９５３年，全市销售食糖２．３８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０．５１万吨。
酒商业 清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后，绍兴王宝和店主王桂臣子王仁山在上
海县城小东门开设王宝和绍酒店。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成立酒业四明敦厚堂。
光绪年间，设酒业公所，宣统年间改土黄酒公所，１９２８ 年改酱酒号同业公会。
清末，酒业以酒商籍贯、经营酒类分为汾酒业、绍酒业、粱烧酒业。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三业分别有７００多家、３００多家、１９４家。１９５６年，有０．１２万家经营户，其中
夫妻店０．１万家。１９５３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酒坊停业。１９５１年９月，成立市
专卖事业公司，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先后对啤酒、白酒、黄酒统购专卖。１９８５年，实行
酒类经营许可证制度，全市核发酒类经营许可证批发企业２４２家、生产企业１０７
户、零售店１．９６万户。１９９５年，获准生产酒厂６９家。民国时期，酒大多采自江
浙。１９３６年，白、黄酒货源分别为 １．５ 万、１．９ 万吨。１９５３ 年，市糖业烟酒公司
采购３．１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４．３１万吨。１９５３年，销酒３．２３万吨，１９９５年４万余吨。
茶食糖果商业 清道光、咸丰年间，上海有元利、利男居等茶食店，自设工
场或前店后场。上海市茶食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会员４１３家。１９１４年，马宝山
食品厂附设门市部，销售糖果饼干。１９２２年，有糖果饼干店２７户。１９２５年，成
立上海市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公会。１９４８年零售店８３０家。
上海开埠后，洋酒食品店在虹口等地开设。１９２０ 年，在霞飞路 （今淮海中
路）开设万兴食品店 （今第二食品商店）。１９２８ 年，成立泰西食物公会。１９３９
年，公会改为洋酒罐头食品同业公会，会员１００余家。
１９３７年，全市专营汽水批发商４家，１９４６年２２家。
１９５０年，全市茶食、糖果饼干、洋酒罐头３业经营户０．１１万家。１９５６年年
初，全市茶糖业经营店 ０．１３ 万家。１９５６ 年 １ 月，成立上海市茶食糖果公司，
１９５８年与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站、上海市公司合并组成上海市糖业烟
酒公司。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每年进口饼干２３．２万公斤，１９４７年１５．６万公斤。１９９５年
收购０．４１万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年均收购市内糖果１．４２万吨，１９８６年后每年
约０．５万吨。
１９５３年，全市销售糖果０．５６万吨、饼干０．５５万吨，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０．６４万、
０．３９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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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茶叶业

约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在上海县外咸瓜街开设程裕和茶庄，是上海
今存最早的茶叶店。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年），在老北门开设北裕泰茶庄，后改称
汪裕泰，设７家连号店、３处加工场、１个驻摩洛哥外销办事处，民国时期为上海
规模最大的茶叶店。 上海开埠时，有茶叶店 （茶庄 ）２０ 余家，１９３４ 年 ８４ 家。
１９５０年，有３２７家，其中零售２５８家、批发６９家。１９５４年，内销茶叶纳入统购
统销。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９ 家批发商除午昌公司专代国营公司加工外，均改营零
售。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７４户茶叶私营零售店公私合营，合并为１３７家。１９８１年，有
专营店３７家、兼营店８００多家。１９９５年，市区有茶叶专营店 ０．１４万多家。知
名茶叶店有翁隆盛、程裕新、汪怡记、黄山茶叶公司等。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全市年均收购茶叶 ０．２万吨，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年均 ０．２５万
吨。１９５７～１９９２年，专业公司年均批发销售茶叶 ０．１３ 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５０４ 吨。
１９５７年，全市专营零售店销茶叶７９９吨，１９９５年０．３２万吨。
五、 烟杂业

１９世纪末，卷烟输入上海，之后肥皂、矿烛、火柴、火油输入，出现烟杂店，
形成烟杂业。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上海租界有卷烟店五六十家，１９３８年
近千户。１９５０年，烟杂店０．８８万户，遍布大街小巷。１９５１年，上海市专卖事业
公司成立，１９５３年１１月，统购包销卷烟。１９５４年８月，烟商进销卷烟纳入国家
计划。１９５６年年初，全市烟杂店０．９４万家，其中３９３户公私合营，４２０家组成合
作商店，０．８６万家连家店组成合作小组。１９５５ 年 ５ 月，有个体烟杂摊 ０．７１ 万
个，１９５６年年底组成合作小组，１９６４年有烟杂摊０．２４万个。１９９２年，全市卷烟
经营户３．２３万家。
１９５９年８月起，卷烟实行凭券供应，１９９１年４月起全部敞开。１９５７年，全
市销售１４．９３万箱，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１０６．６５万箱。
六、 南北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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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货行业有海味、北货、桂圆檀香批发业和南货零售业。１９ 世纪初，吴
淞北货交易商迁上海县城十六铺小东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末，海味业与糖业分
离，部分海味业客商在上海城隍庙点春堂内组成同业组织。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潮州人开设上海最早海味商号福裕南海味洋货号。９０ 年代中期，南市小
东门洋行街（今阳朔路）、咸瓜街、新开河一带海味商号聚商成市。民国初，有坤
元北货行等知名的北货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有５０余家北货行，大多集中南
市小东门阳朔路一带，１９３７年前各类批发行号 ６０ 余家。清末民初，桂圆檀香

业开设有大来等商行，集中在今金陵路、海宁路和小东门，南货零售业开设较早
的有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协源祥、咸丰三年花园弄
（今南京东路）邵万生。１９４９年，全市约有店０．１万家。１９５６年，海北桂全行业
公私合营，上海市食品杂货公司成立，各区建立区店或中心店。１９７９ 年，成立
上海果品食杂代理行、货栈，产销直接交易，随行就市。１９９５年，全行业有批零
企业４９２家。
１９５８年，采购南北货１．７２万吨、１７３７万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９３万吨、７．８９
亿元。１９５８年，全市销售南北货 １．８６ 万吨、２３３２ 万元，１９９５ 年 ７．５１ 万吨、８
亿元。
七、 果品行业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上海首家行栈唐恒泰蔬菜地货行开业。咸丰十
年（１８６０年）前后，以经营水果为主的行栈发展至 ２０ 多家，成立水果同业公所
时行堂。形成本地、宁波、潮州、广东和苏北 ５ 个帮别。２０ 世纪初，出现拆摊，
专营水果二手批发。上海成为南北水果集散地。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在
十六铺中央市场设立青果株式会社，垄断大宗水果的经营。抗日战争胜利后，
美国花旗蜜橘、金山苹果大量涌入市场。水果零售，初以个体商贩沿街叫卖为
主。清末民初，出现专业水果店。１９２０ 年后，有赵福兴等知名水果店。１９４９
年，全市有水果行栈１３０家、零售店１８８家、摊贩０．７万家。１９５６年，１３家私营
水果批发商、４７户从事水果批发的拆摊户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组成上海市果品
杂货公司。次年起，市郊西、甜瓜生产纳入计划，苹果、柑橘作为二类商品，实行
派购，１９８４年下半年取消果品统购包销。１９８８ 年，建上海果品 （集团）联营公
司。１９９０年起，形成十六铺、中山西路宜山路、曹杨路真如地区三大水果批发
市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批发市场１４０多家、个体商贩１万余家。
１９５９年，全市收购苹果、生梨、柑橘、香蕉四大水果８．０６万吨。１９９５年，水
果货源逾５５万吨，其中进口 ６万吨。１９５９年，销售四大水果 ６．９７万吨。１９９５
年，销售水果５５万吨，全市居民人均消费４０多公斤。

第十一节 日用工业品行业
一、 百货行业

上海开埠前，杂货店集中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十六铺一带，经营棉纱线、腿
带、板刷、草纸、旱烟、香烛、灯芯、灯油、扇子、日用小五金制品，兼营油盐酱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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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食品。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前后，部分杂货店转向经营苏州、杭州和北
京手工业品和工艺品，新绣品、挂件、玩具、靴鞋，以及雕翎、朝珠、顶戴等朝服饰
品，称京货店。出现香粉店和丝线店等专业店。三十年，上海首家广货店广兴
祥开设，经营广货及洋袜等。其后，广东商人到上海开设广货店，大多在界路
（今河南中路）棋盘街一带。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前后，京货店、广货店大户扩大
经营范围，成为京广杂货店，营销京广等地商品，兼营洋货，扩大针棉织品和化
妆品经营。叶振大京货店最早改为振大昌京广杂货店，并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开始兼营批发业务。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前后，部分京货店、广货店扩大洋
货经营，改称洋广杂货铺。出现专营欧美货物的西洋庄和专营日本货物的东洋
庄。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前后，成立洋广公所，１９１８年分立为东庄公所和西洋公
所（华洋杂货联益会）。洋广杂货业分化为批发与零售两支，大户与洋行建立特
约经销关系，中小户以经营零售为主，设立货品玻璃样柜。
１９１４年，上海有东、西洋庄一百四五十家，批发销往外地的商品占全部销
售８０％以上。１９１７年，大型批发商业年营业额１００万～２００万两白银，一般批
发商业３０万～５０万两，获利颇丰。洋广杂货零售店，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
前有１００多家，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前后约２００家。光绪十九年，老城隍庙修复
后，汇集成市，成为日用小商品集散地。１９２１ 年，上海出现第一家标名 “百货”
的商店组美百货商店。１９２３年，洋广杂货店归并百货业，按经营品种分为大百
货（钟表、缝纫机等）、小百货（针、带、线、扣、洗涤用品等）、硬百货（钢精、搪瓷制
品等）、软百货（针棉织品等）等４类。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旅澳华侨马应彪、黄焕南创
办上海首家中国人办的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店的先施公司。１９１８ 年，旅澳
华侨郭乐、郭泉建永安公司。以后，新新、大新公司先后开业，形成影响全国的
上海百货业四大公司。
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部分东洋庄大中型批发商开设棉织厂、
制罐厂、肥皂厂、橡胶厂、针厂、钢精厂等，挂国货字号招牌。１９３２年，专营国货
的中国国货公司诞生。１９３０ 年，上海有大型百货公司 ７ 家、中小型百货商店
７００家。是年５月３１日，上海特别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会员店号统一挂
“百货”招牌。次年１１月９日，主营批发的上海特别市华洋杂货号同业公会成
立。１９４２年，以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国货公司等为主体的环球货品同业公
会成立。１９４５年，有百货业会员店０．２６万家，其中批发商、零售商各为０．１３万
家，另有环球货品商２５家。１９４９年，有百货批发商 ２９７家、零售商 ０．１１万家、
环球货品商１２家。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成立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设立门市部。１９５０年５月，改
组成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和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分别负责华东区各
省市公司收购沪产日用百货商品调拨全国，和市内百货商品批发、零售和行业

管理。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华东区公司的采购供应业务划出，建立中国百货公司上
海采购供应站，负责沪产日用百货的采购和全国调拨业务。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上
海调往全国日用百货４．３５亿元，约占全国总调拨量６０％。１９５２年起，国营百货
商业对私营百货生产厂扩大加工、定货、包销，１９５５ 年掌握全市百货工业产值
８８％的货源。１９５４年９月，专营批发的华洋杂货业全行业改造，业务由国营百
货公司代替。１９５５年，上海市百货公司在市区设８个专业批发部和３９个批发
所。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永安公司公私合营。１９５６年年初，私营百货零售商全行业
公私合营。钟表、眼镜、橡胶、搪瓷、钢精制品、刀剪、皮件、赛珍饰品、牙骨塑胶
等１３个行业，共０．２２万家，从业人员０．７２万人，合营后调整为０．１５万家；摊贩
０．６７万家，组成３９８个合作小组。１９６５年，上海百货站收购商品８．２８亿元，调
拨供应全国占８６．３％。市内批发销售３．９４亿元。
１９５９年起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商品匮乏，肥皂、火柴、口杯、缝衣针等日
用商品长期供应不足，全市有４３种百货商品实行凭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
和布票供应。８０年代起，百货商品实行多渠道批发。１９７８年，上海百货商业国
营批发收购 １７．９２ 亿元，调拨供应全国占 ９０．５５％；市内批发销售 ９．８８ 亿元。
１９８９年，全市日用百货批发经营单位增至０．１３万家。商品工业自销与国营商业
批发的比率从１９８２年１∶９．１９，发展为１９８９年１∶０．９。百货商品批发由国营一、
二、三级批发站层层分配的体制结束，上海市与重点主销地区建立多种联合。
１９８９年，全市有百货零售网点 ０．４５ 万个，另有陶瓷、日杂、烟杂、鞋帽、五
金、医药等店家兼营百货。１９９５ 年，有 ５５０ 家大中型零售企业兼营批发业务，
占行业网点的５０％。１９９１年５月，上海首家连锁超市联华超市曲阳店开业，全
市开始发展超市业，１９９５年全市百货业系统有超市 ７２家。１９９６年 １月，上海
开设全国首家中外合资百货店中日合资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１９９５ 年，全
市有百货零售商店０．３１万家，其中营业面积０．５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厦６４家，年
销售额１亿元以上的百货商店４９家。百货商业营业面积７４．８万平方米，占全
市商业营业面积８．５％。营业面积年平均每平方米营业额３．５万元。年销售额
２６２亿元，占上海社会消费零售总额２７％。零售业从业人员６．０１万人，人均营
业额４３．６万元。
钢精搪瓷业 １９５５年，收购铝锅 １２４．５７万只，销售 １２４．１万只，１９９５年商
业收购 ８４４ 万元，销售 ９０８ 万元。１９５０ 年，购进搪瓷面盆 ７６．８１ 万只、口杯
４４．５８万只，销售６５．８万只、１００．７万只，１９９５年收购搪瓷制品６９３万元，销售
６５３万元。１９５２ 年，国营商业购销保温瓶 ２７５ 万多只，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年年均
６０８．４４万只。
胶鞋业 １９５２年，购销１５２２．６０万双，１９９５年７８万双。
缝纫机业 １９５２年，上海百货公司收购缝纫机 ２００架，１９８５ 年 ２１３．９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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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海百货站向全国２００多个二级批发站和缝纫机专业店批发，１９５５～１９８４
年销售家用机２８５５．６９万架，占全国商业总销售３７．７７％。１９８５年起，生产厂自
销产品，１９９５年约占全部产品 ９８％。是年，国营批发商收购 ６．３５万架。１９８５
年，销售３５．８万架，１９９５年１．６６万架。
钟表业 １９５６ 年起，国产钟由上海百货站收购，是年收购 １０４．６５ 万只，
１９８６年 ２００ 万只。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收购 ６５７．６３ 万只，以后生产厂扩大自销，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商业年均收购２０万只。１９５３～１９８３年，销售钟６７７３．１９万只（不
含外贸），约占全国商业总销售４０％。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销售６６７．９６万只（包括调
拨市外），１９９５年２２．６５万只，其中市内销售３．４５万只。１９５８年前，表全部依赖
进口。１９５８ 年，上海开始生产手表，至 １９８５ 年上海百货站收购 １．０２ 亿只。
１９８５年，手表退出计划管理范围，生产厂自销增加。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商业收购
１０３０万只。１９４９年，销售进口表 ７．１ 万只，１９５８～１９８５ 年销售国产表 １．０３ 亿
只，约占全国总销售量１／３。１９９５年，上海百货总公司批发销售２２８．９８万只，其
中市内５４万只。
洗涤用品业 １９５７年，收购肥皂３３０万箱，约占全国２２％。１９８５年，收购
２７１．３１万箱。１９５９年，收购洗衣粉０．４１万吨，１９９０年４．６７万吨。１９５３年，收购
牙膏７７４３万支，１９９１年３．４３亿支。１９５７年，销售７６６１．３万支，１９９１年２９９９．９８万
支。销量历年占全国销量６０％以上，１９９５年约２０％。
化妆品业 １９５６年，购销５６６５万元，１９９０年７．２亿元，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年均
２．９３亿元。
二、 文化用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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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李鼎和笔庄在上海开设。同治元、三、九年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４、１８７０年），苏州周虎臣笔墨庄、安徽歙县曹素功墨庄、毛载元笔庄先后到
沪设店。此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１９３６年屯溪胡开文、湖州杨振华先后到沪
设店。上海形成前店后工场、批零兼营的笔墨行业。１９１６ 年，有笔墨庄 １０ 余
家。笔墨销国内各地及日本、朝鲜、南洋群岛。１９４８年，有商店１８５家。
清咸丰年间，有闽庄、浙庄、赣庄、川庄等土纸业帮庄，各帮庄有纸号一二十
家。１９１２年，上海景纶堂纸业公所成立。清光绪年间，洋纸 （机制纸）输入，多
数纸号改营机制纸。１９４４年，纸业号０．１万家，投机盛行，多以“白报纸”（新闻
纸）为筹码，操纵市场。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纸号７８９家。
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英商在沪开设伊文思书馆，推销文具、书籍。光绪
四年（１８７８年），德商礼和洋行推销印刷机、轧墨机并经营油墨。以后，英、德、
日等商设１０多家洋行销售文具、仪器。二十五年，华商钟氏等创立中国教育机
械馆，为中国首家华商仪器文具专业店。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有仪器商店

三四家、文具店四五家。１９１９年后，马利水彩颜料、民生墨水等国产文化用品
问世。１９４９年５月，商店２７０家，有仪器、文具、金笔、油墨、打字机、纸制品、航
模、渔猎用品等专业商店。
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法商路易开设良济药房，经销罗密照相材料。宣
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日商千代洋行，稍后美国柯达公司、德商矮克发公司等在沪
推销照相器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周东绥开设首家华商照相材料专业店冠龙照
相材料行。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专业商店３０家。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连宏生创办连长记球拍号，１９１２年改连长记体育用
品商店（今上海体育用品总店），前店后工场。１９４８年，全市有专业店６家。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英商开设谋得利琴行。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
王阿毛创办祥兴琴行，为中国首家华商开设的西洋乐器商店。１９４９年５月，全
市有西洋乐器店５家、民族乐器店１家。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文化用品行业有０．１万家商店和一批摊贩。１０月起，国
营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和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承担上海文化用品采购、市外
调拨和对上海市场的供应，对重点商品如纸张、金笔等商品实行包销。１９５２年
年初，全市有仪器、文具商店 ４５７ 家。１９５５ 年，中国文化用品公司上海采购供
应站和上海市公司成立。是年，对纸张、仪器文具、照相器材行业私营批发商社
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商店０．１万户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仪器、
文具零售店调整为３０９家，其中１６家打字机号、店合并为上海唯一的打字机专
业商店。是年，李鼎和、周虎臣、杨振华等８家笔庄，胡开文、曹素功等４家墨庄
分别合并成立老周虎臣笔厂、上海墨厂。采购实行“就厂采购”制度，建立购销
关系工厂 ７７５ 家。１９７９ 年，实行对市外供应和市内批发一条鞭专业经营。
１９９０年，批发商业销售额１３．５２亿元，约占全国文化用品销售额２０％，７０％销
市外。９０年代，开设美术装潢、测绘仪器、健身器材、人体模特等专业商店。
１９９５年，全市文化用品经营户３７８家，上海文化用品总公司销售总额１６．２３亿
元，居全国行业首位。
仪器文具业 １９５３～１９８０ 年，上海生产的仪器文具由上海文化用品站统
一收购，１９７８年 ７１３０万元，１９９０年 ４．３６亿元。１９５５ 年，全市销售 ３．０５ 亿元。
１９９０年，上海文化用品批发公司销售４．５７亿元。
笔墨砚业 １９５７年，收购钢笔３３１３万支、铅笔１．７６１８亿支，１９８４年分别为
５５００万支、３．５９亿支。１９５６年，钢笔调拨市外２９５２．４万支、市内零售９７．５９万
支，铅笔分别为１．５亿支、１６０４万支。１９８４年，钢笔调拨市外４８８９万支、市内零
售２４６万支，铅笔分别为２．８２亿支、５６４４万支。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销售钢笔１６亿
支、铅笔１０６．６０亿支。
纸张业 １９５２年起，沪产纸张全部由市百货公司统一收购，１９５７年收购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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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７．１８万吨、版纸 ８．４７ 万吨，１９８４ 年分别为 ６．８１ 万吨、１１ 万吨，１９９５ 年收购
２．２５亿元。１９５７年，调市外薄纸 ６．１４ 万吨、版纸 ２．８１ 万吨，市内销售分别为
２．８５万吨、５．８７万吨。１９８４年，调市外薄纸０．７２万吨、版纸 ０．３４万吨，市内销
售６．７６万吨、１４．１５万吨。１９９５年，市内外销售版纸２．７９万吨。
照相器材业 １９５３年，上海百货站从苏联、东欧国家进口。１９５６年后，照
相器材批发业务均由国营商业经营。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商业部百货总
公司分配给上海市日本相机３６万架。１９８３年，始进口富士、柯达等外国１３５彩
色胶卷。１９６５年，上海调拨市外照相机６．３９万架、市内销售１．０６万架，１９９５年
分别为０．５１万架和２３．３５万架。１９６０年，调往市外胶卷２６２．２８万卷、市内销售
６１．４８万卷，１９８４年分别为１２６６．２７万卷和１６８．２万卷。
三、 纺织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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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形成布业（土布）、纱业、绸缎业、洋布业、棉布业、呢绒业等行业。民
国时期，有夏布业、青蓝布业、纱布业、飞花业、弹花业、絮棉业、蚕丝业、人造丝
业、零布业、里衬业、旧花布业、绸布染业、丝棉业、绫绢业、呢绒业、喜幛业等２０
余个行业。１９４８年，全市有１７个同业公会。土布、棉纱、棉布、绸缎和呢绒５个
行业有批发、零售商号０．３４万家，有纱、布、绸３个交易市场，以及众多的居间
商和摊贩。
清初，上海县城内有布庄７０多家。康熙年间，布庄主在豫园建造得月楼绮
草堂为议事办公之所，民国初定名上海土布业公所。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手工
织布业衰退，１９４９年全市有土布庄７３家，月销土布３万余匹。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前后，上海县城大东门出现第一家专销洋布的洋布
店同春字号洋布抄庄。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有同业一百三四十家。１９１４～
１９１８年，出现专做国产棉布生意的批发字号，洋布店兼营国产棉布。１９１２年，
协大祥棉布庄开办。１９２０ 年，有棉布业批发字号 ３００ 余家、零售店 １４２ 家。
１９２６年前后，销量占上海全行业总量 ７０％ ～８０％。１９３０年，国产花色布问世，
出现专营印染批发字号。１９３７年，全行业有８００余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零
售店减少４０％。１９３８年起，内地口岸棉布需求转旺，棉布庄增加至太平洋战争
前夕的０．２８万家。１９４３ 年，日伪统制纱布，强行低价收买商业棉布 ３４０ 余万
匹，棉布零售商减至约７００户。抗日战争胜利后，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大
祥”成为上海三大棉布商号。１９４９年 ５月，全市棉布商约 ０．２２万家，７０％ 为批
发商，全业资产额合龙头细布３５０万匹价。居间商最多时有０．１２万余人。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洋纱大量输入上海，是年达１７．７万件，出现专营
棉纱商号。二十八年，上海纱业商会成立，之后外地坐庄开设，出现棉纱茶会市
场。１９３１年，全市有纱号８６家、各省客帮９９家，另有居间商 ７３人。１９３９年，

设棉纱交易所，实行经纪人制度。上海沦陷期间，开设纱号１６１家，棉纱成为市
场投机筹码。１９４３年１月，汪伪政府强制收买上海纱商棉纱３．１万件，约占纱
业总出产３／４。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上海棉纱商业同业公会，１９４９年会员５８６家，
会外约３００家，居间商４４０人。９０％纱业店在今黄浦区。
上海开埠后，苏州绸商及其他产区绸商，到沪设庄经销绸缎。清道光二十
七年（１８４７年），创立同源亨绸庄。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介福绸缎铺开业（后改
老介福绸缎局），上海有同业 ２０ 余家，清末逾百家。１９３０ 年，上海市绸缎业同
业公会成立。１９４８年，有批发绸庄３７０家、零售绸缎局１８６家。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上海县城京广杂货店开始经销外国呢绒。６０年代初，虹
口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始有人设摊卖呢绒。１９世纪末，摊商扩充建立字号，上
海有何锦丰等２０多家。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成立呢绒行业同业组织崇义
公所。民国初，呢绒业向英、法租界扩展，开设联兴等２０余家，分成虹口西服拆
货帮和棋盘街华服大路帮。１９１４年后，呢绒批发字号发展，主要分布在景行里
等处，称“里弄字号”。外地客商始在沪设坐庄，地区帮口设在各商栈内。１９２３
年，租界内呢绒商号成立同业组织同益会。１９３１年，全市有呢绒商号８４家，大
型百货店、绸布店、服装店兼营呢绒，棋盘街成为呢绒商业中心。１９４９年５月，
有专业批发商７８家、零售商４１家。
１９４９年９月，建立国营上海市花纱布公司和中国蚕丝公司，后分别改称纺
织品公司和丝绸公司。１９５０年，全市纱、布、呢、绸和土布５业，有私营商号０．１５
万家。１９５１年１ 月，国家对棉纱实行统购，上海棉纱均由花纱布公司收购。
１９５３年，中国花纱布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和上海市公司成立。１９５４年，国家规
定土布不得在市场自由买卖，土布业消失，私营棉布批发商减为 ２２４家。１９５５
年１１月、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棉布业、呢绒业全行业先后公私合营，全市有私营棉
布零售商３４９家、呢绒零售商１１家。此后，棉布、绸缎、呢绒３业统一为纺织品
行业。１９５６年９月，全行业有一级批发站（上海纺织品站）１个、二级批发站１１
个，国营零售店１３家、公私合营零售店２４９家。１９５７年，全市有公私合营绸布
商店２３３ 家。上海纺织品站向全国 ２８ 个省、市、自治区 ２５６ 个二级站供货。
１９８５年起，纺织品经营放开。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批发商１６家、零售商 ３４０家，销
售额８亿元。
机织棉布，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上海纺织品站收购 ３５６．６３ 亿元，年均 ８．７ 亿米。
向全国批发销售 ３５６．４２ 亿米。１９７０ 年 １１．８６ 亿米，１９９０ 年降至 １．５７ 亿米。
１９５３～１９８４年，销售棉布５５．６３亿米，年均１．７４亿米。
化纤布，１９５８～１９９０ 年上海纺织品站收购 ５５．４２ 亿米，向全国批发销售
５５．３９亿米。１９６１～１９８４ 年，上海市内批发销售 １５．９１２ 亿米，１９９０ 年 １．２９
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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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缎，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上海纺织品站收购 １．６５ 亿米，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 １．６ 亿
米，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１．１５亿米。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向
全国分别批发销售为 １．６ 亿米、１．５９ 亿米、１．１ 亿米，占全国总销量 １７．６％、
１０．０９％、２．５４％。１９８０年，上海市内批发量３０６２万米，１９９５年１８９２万米。
呢绒，１９１５年国产呢绒上市，上海货成为主要货源。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上海
纺织品站收购５．８１亿米。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向全国批发销售 ５．７９亿米，１９９０年
７４４万米。１９６２年，上海市内零售１０８万米，１９９５年５１９万米。
土布，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年均销２３４０余万匹，大多为南通土布和江西夏布，上
海本地产占 １／１０。 抗日战争胜利后，９０％ 为南通、江阴、常熟等地条格布、
线呢。
四、 针织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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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广东余乾初在棋盘街开设广兴祥洋广杂货店，经
营洋巾、洋袜、洋纱团等。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 年），上海有 １０ 多家洋广货店，集中
在棋盘街一带。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丝线店经营进口毛冷（后称毛绒线），用作女性扎发辫，俗
称头绳。８０年代末，有洪顺裕等近２０家丝线店。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起，绒
线用作编织衣帽，销量扩大。二十六年，兴圣街成为毛冷专卖街市，有店１０多家。
１９３４年，蜜蜂、皇后、将军等品牌沪产绒线、开司米等上市，羊毛制品销售扩大。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上海有 ３２ 家店专营兼营纱线、巾、袜等。１９２１ 年
后，针织品行业从百货行业中的软百货中分离。１９２５年，广癉祥开设南洋袜厂
南号，成立六合公司，成为大型衫袜经销店。经营针棉织品的百货商店，都以经
营的主要商品作店牌，如上海帐子公司、兄弟衬衫商店。用“袜厂”作店牌的最
多，１９３４年有３６家挂袜厂店牌，１９４３年增至１０４家。
１９４９年，全市有针织品批发商 ２００多家、零售商 ３６０ 家。１９５５ 年，上海针
织品采购供应站成立，统购包销上海产针棉织品，向全国调拨供应。１９５６ 年，
全市批发商２６家、零售商２６４家公私合营。工商归口管理。生产厂大部分归
口工业部门。商业批零分工，批发由上海针织站统一经营，向全国调拨供货，向
上海市场批发。零售由市百货公司管理。１９９４ 年，上海针棉织品公司申请破
产。１９９１年，全市有针棉织品零售商店０．１８万家。
１９６１年，收购汗衫背心７１万打、棉毛衫裤８万打，１９８４年分别为 １１７２万
件、７５６万件。１９５７年，销售汗衫背心 ４７５８ 万件、棉毛衫裤 ５９６．８８ 万件，１９９１
年为１４３５．５２万件、６３８．９３万件。１９５２年，全市零售针织内衣４５５万件，１９９５年
２１４８万件。

五、 服装鞋帽行业

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上海县城出现苏广成衣铺，所做成衣采用苏州工
艺、广州款式。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有沪、苏、甬帮，至１９２０年又有常、锡、
镇、扬、杭帮。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川沙赵春兰在美学艺回国后在上海县
城设洋服铺，专做女式服装，女式洋服被称为 “时装 ”。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浙江奉化江良通在上海创设第一家西服店和昌西服店，形成专做西服的红
帮裁缝。２０世纪初，唐瑛等开设上海第一家华商时装店云裳时装公司。１９１７
年，金鸿翔创设鸿翔西服公司，创作多种款式时装。１９２７年，时装业同业公会成
立，会员７０余家。
清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上海县城内四牌楼有前店后作场的皮货店。１９１２
年，上海有１４户皮货店，形成裘皮商业。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包平和靴鞋庄由
苏州迁上海，开设上海第一家鞋店，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广东路一带成为
男鞋店集中地。同期，姚利成设计缎制尖口女鞋，畅销后改做绣花鞋，１９３０ 年
形成小花园地区（今福州路、浙江路间）女鞋街市。光绪二年，沈永兴鞋作开设，
制作皮鞋。十六年，广东人方其泰开设第一家皮鞋店泰昌皮鞋店。
清初，帽子由杂货店兼营。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 年），开设陈天一帽店，专卖瓜
皮帽。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苏州马敦和帽店迁（上海南京路），生产红缨官帽
及瓜皮帽。１９２７年，全市有９７家经营店，成为独立行业。
１９４８年，全市有西服、时装店９９３家，皮货店近百家，皮鞋店８５５家，布鞋店
２２２家，帽子店和作坊９１家。
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后，全市 ９９３家西服店、时装店减少 １／３，鞋帽店歇
业２００多家，估衣、裘皮业经营萧条，经营布服装和机缝行业则由 ８４８ 家增至
０．２万家。１９５５年，全市服装摊０．６１万个、皮革鞋料摊７７２个、皮匠摊（担）１．０８
万个，创历史最高。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成立上海市服装鞋帽
公司。服装鞋帽业 ２．３５ 万户店、社、场、摊，分别归口市服装公司、鞋帽公司。
摊贩组成 ２４９个合作社。服装鞋帽业产、供、销纳入计划。１９５６年，开设上海
第一家国营时装商店南京路时装商店。１９５８年，全市有服装店０．４１万家、鞋帽
店摊１．０１万家。１９６２年起，服装、鞋帽经营实行工商分工，商业经营服装商店
及附属工场生产的服装。８０年代，服装、鞋类放开经营。
１９５６年，上海服装业经营定制和来料加工占８０％。１９６２年起，成衣销售比
重扩大。１９７５年，市服装公司收购服装１３７４．１８万件，发料加工１９７２．７７万件。
１９９５年，收购２４０６．３４万件。１９６０年，全市零售服装４３１万件，１９９５年４４４９万
件。１９５２年，全市销售皮鞋９６万双，１９９５年１８５２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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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行车行业

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英商怡和、德商禅臣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
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二十三年，诸同生创办同昌车行，经营自行车零配件销
售和自行车修理。１９１５年，上海有车行２０余家。２０年代，同昌车行、得利车行
分别独家经营英商邓禄普洋行总代理的三枪、兰苓等牌号自行车。２０年代末，
上海始有飞马等８种牌号国产和进口件组装自行车上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
产整车扳手牌自行车上市。１９４９年６月，有脚踏车商业户１３家，借租商业５５５
家，橡胶车料商业４５家，小店、小摊约０．１万家。１９５５年，上海产自行车９１％为
国营公司收购，是年有自行车经营商０．１１万家。１９６６年，有２３３家自行车及零
配件商店、２９０多个体修理户。１９８０年，上海交电站向全国 ３０３家批发单位直
接供货。１９８７ 年，有零售商店 ０．１３ 万家。９０ 年代，农工商新亚集团、闸北工
贸、华兴和深圳嘉利成为上海自行车市场４大户。
清光绪三十四年至 １９３７ 年，上海进口自行车及摩托车 １５３４ 万两关银，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１２０６．０２万元。５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７９年，自行车由国营公司统购
包销，１９６０ 年收购自行车 ７８ 万辆，１９８５ 年 ４５６．９ 万辆，１９９５ 年 ９７．１０ 万辆。
１９５８年，全市市内销售自行车４万余辆，１９９５年２３５．９１万辆。１９８３年起，摩托
车向个人销售，１９８６年销售８．４０万辆，１９９５年１０．６０万辆。１９９０年，开始销售
助动车，至１９９５年销售约３８万辆。１９５６年起，上海交电站向全国各地批发销
售自行车，１９５９年３６．５万辆，１９７９年２８７．６９万辆，１９９５年９２．６万辆。
七、 家用电器电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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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上海电气公司电气处设样子间陈列电气材料，供
用户选购租用，电气材料全部由英商怡和、美商西屋、德商禅臣等洋行经销。次
年，第一家华商电料行陈森记电料行开办。２０ 世纪初，上海有电料商店近 １０
家，从业人员１０余人。１９２２年冬，美国奥斯邦和张姓华侨，建国内第一家无线
电收音机销售商中国无线电公司。１９２４ 年，美商开洛公司开业，上海福康、先
施、永安销售开洛收音机。１０月，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开设。１９１４年，上
海第一家唱机行宝芳百代公司开办。２０年代，电唱机到沪，唱机商行与无线电
商行始合为一体。１９２９年，上海电器行业会员增至１００余家，鸿康等各大电料
行及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经营收音机，东新桥一带聚集一批无线电零配件专
营商店。上海沦陷后，电器商店增至 ２１０户。１９４９年，全市有电器业会员 ７５０
户，非会员２４９户。芝罘路成为无线电器材街。美国慎昌洋行、ＲＣＡ 胜利公司
等独霸上海收音机、电器市场。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运动，电器行业经营半
停顿，营业额比上年下降３６％。上海交电采购供应站成立，负责对上海地区交

通电器商品的采购和全国调拨商品。１９５４年８月，上海市交电公司成立，负责
向上海市内市场供货。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７６７家私营经营商３４０余家
摊贩组成合作社和合作小组。１９５７年，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
立零售业务部，各区成立区店或中心店，管理并向本区交电零售店批发商品，延
续到８０年代初。全市区、县基层店总数保持１００家左右。自此，全市家电商业
形成一级批发商上海交电站、二级批发商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和三级批发商各
县五金交电公司。１９７８年，家电生产厂设门市部扩大自销，各地大中型零售商
店直接向生产厂进货。１９８８年，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成立。１９９２年
后，发展市内外和进口品牌产品总代理。１９９５年，全市交电家电行业商店０．４４
万家，销售额约２５亿元。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上海口岸进口电气材料 １４ 千两关银，１９３６ 年
５３５０千两关银。１９７８ 年，上海交电向全国各地批发销售占上海销售总额
８０％，１９９５ 年 ３０％。１９５７ 年向市外批发销售胶质电线 ２８０９８ 万米、电灯泡
３２８１万只、电风扇 １．９８ 万台，１９８６ 年分别为 ６４４３ 万米、４３１５ 万只、１０２．１３ 万
台。１９９５年电灯泡６２２万只、电风扇３．７１万台。１９６３年，调市外收音机２１．５７
万台，１９８４年３３６．９万台。１９８１年，向市外批发销售电视机 １０３．０８万台、洗衣
机０．９４万台、电冰箱０．４万台，１９８７年分别为１５３．９４万台、４６．５万台、９．８万台，
１９９５年１４．７４万台、２．９５万台、３．４３万台。
１９２２年，中国无线电公司销售收音机５００台。１９６３年，全市市内零售１．１４
万台，１９９５年８０．９４万台。５０年代初，国产录音机上市，１９６０年半导体收音机
上市，１９６３年黑白电视机开始向个人销售，１９８２年销售家用冰箱、洗衣机，１９８３
年彩色电视机向个人销售，１９８５年始销摄像机，１９８９年始销家用空调器。１９９５
年，全市零售电视机４７．１４万台、洗衣机２．７５万台、电冰箱４．６３万台、空调４．６３
万台。
八、 金银饰品、珠宝玉器行业

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杨庆和银楼在上海县城内小东门开设。嘉庆
年间，老庆云繰记、裘天宝德记等银楼在上海县城内创设。道光年间，创设老凤
祥裕记等银楼。光绪年间，银楼业向租界转移，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老凤祥银
楼迁南京路营业。三十二年，公共租界有银楼６５家、法租界１０家，金铺１５家、
银炉业６ 家均在公共租界内。１９３０ 年，全市有银楼 ６５ 家，１９４７ 年 １５２ 家。
全行业分大同行（同义组）、新同行 （凝仁组 ）、小同行 （仁义组 ）。 大同行始称
于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行内各商号均开办于清，有杨庆和、庆云、景福、裘天
宝、凤祥、费文元、庆福星、方九霞、宝成。 光绪二十六年，规模较小的银楼开
设，称新同行，１９１２年始称小同行。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上海市军管会取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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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外币投机活动，禁止黄金、银元流通，全市 １８６家银楼全部歇业。１９５２年 ６
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分行上海金银饰品店开业，以收购旧饰品为主，１９７１
年起备制少量金银饰品供出口。１９８０ 年，恢复接受市民旧饰品加工。１９８２
年，市政府允许金银饰品店黄金饰品限额内销，９月恢复对外营业。１９８９年，
南京路老凤祥银楼恢复。１９９３ 年，全市经营店 （含兼营 ）１５０ 余家，１９９５ 年
３００余家。
清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年），澄明斋珠宝玉器铺在庙前街 （今方浜路）马姚
弄口开设。至上海开埠，上海县城城隍庙罗神殿旁茶楼和香雪路、新北门一带
成为珠宝玉器聚集地，业主苏州、南京人居多。 太平军战争中，苏州、南京珠
宝玉器商避难上海，在上海县城四牌楼和租界洋泾浜两岸设摊交易。同治八
年（１８６９年），珠宝商在侯家浜 （今侯家浜路）建吴县珠玉公司仰止堂交易汇
市。生意兴隆，吸收南京帮珠宝商人入市交易。十一年，祥顺泰珠玉铺在租
界内二马路（今九江路）开张，珠玉业始转向租界。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年），
公共租界内有２７家，法租界有５家。１９２０年，上海有专营珠宝玉器５６家，兼
营古玩、钻石、珠花１６家。１９５１ 年，有专营 ４０ 家，兼营 ４６ 家，其中五六家为
白俄侨民小本经营。１９５６ 年，按区成立区店，归属上海市综合贸易公司。
１９６６年，全市１５家珠宝玉器店全部并入振昌珠宝玉器店，并改名上海珠宝玉
器店。１９８１年后，珠宝玉器大多与金银饰品一起经营。１９９６年，在老城隍庙
建珠宝玉器市场。
１９８２年８月，上海友谊商店古玩分店和豫园商场工艺品商店凭兑换券供
应黄金饰品，年销０．４万克。１９８６年，实行定点公开销售，１９８８年，全市销量超
过２吨。１９９５年，销售１０吨，有６大类３００多种品种。
九、 家具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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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年间，上海县城内形成家具行业街。清后期，家具店扩展到城外，形
成紫来街（今紫金路）的红木街和红庙弄（今石潭弄）的白木家具街。上海开埠
后，西式家具进入上海市场，专营的有外商美艺公司、碧树公司等。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年），泰昌木器公司、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毛全泰木器公司、１９２１年水明
昌木器公司等知名华商西式家具专营公司开设，自设工场，生产经营成套西式
家具。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设家具部，经营英、法、德、美等进口家具。上海家
具业分成中式家具业和西式家具业，形成中式、西式和高、中、低档以及旧家具
等７条家具商业街。１９３６年，有家具店８３家。１９４１年，成立上海市西式木器
商业同业公会，会员 １００ 余家。１９４６ 年，成立上海市中式木器商业同业公会，
有商店２６０余家、木工作场０．１万家。１９４９年，经营店增至３１２家。解放初，高
档家具、红木家具业萧条，作场停工歇业。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市有家

具店４２５家，１９６６ 年剩 ５３ 家。同年，成立上海家具总店，下属专业家具店 ３７
家。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起，家具放开经营。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家具店０．２万家，全国各
地３００余家厂商、２５个国家和地区家具商设销售点。
１９６６年，全市销售单件家具１６．９万件、成套家具８６６套，销售金额１３６０万
元。１９９０年，上海家具公司系统家具店销售单件家具３．１２万件、成套家具１．６９
万套，销售金额１．０６亿元，占全市销售额２２％。１９５８年，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外
销家具出口苏联，１９９０年向各国出口１０．５４万件。
十、 寄售、拍卖行业

上海旧货行业分为旧货买卖、寄售和拍卖 ３个行档。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万金记旧货店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开业。其后，估衣商业兴起，设店多
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和老西门一带。后大多迁石路 （今福建中路），１９３３ 年全路
有估衣铺１５０多家，称估衣街。北京路 （河南路浙江路段）出现综合性旧货店
铺。出现称为“交行”的流动转手商，业主不设铺面，专事搜罗旧货转卖给旧货
店摊。出现经营旧货的掮客，在长乐、湖心亭等茶楼，批发交易旧缝纫机和皮货
等物品。１９４１年，上海首家寄售商店金刚公司寄售部在亚尔培路 （今陕西南
路）开业。１９４２年，全市有旧货店 １９３家。形成沪西、闸北、老西门、襄阳路等
旧货交易市场。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收的日伪敌产物资和美国剩余物资大量涌
入市场，店、摊剧增。虬江路一带旧货市场和北京东路旧生产资料市场规模扩
大。中央路、新康路（今沙市一、二路）一带成为推销救济物资、美国剩余物资和
走私洋百货的市场，称中央商场。旧货业务扩展到加工改制、修旧翻新等。业
内形成木器等２２个业别组。１９４９年，有旧什货商业同业公会会员３７２家，此外
还有衣庄（估衣业）３００家。１９５０年 ９月，不少歇业当铺转业，开设旧货店和寄
售店。１９５４年，有旧货买卖７５０家、寄售店７４家、拍卖行１３家。９月，上海首
家国营旧货店淮海旧货商店（人称淮国旧）创办。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私营旧货业全
行业公私合营，全市有旧货店４５６家、寄售店６３家、拍卖行９家。另有摊商１１２
家、摊贩市场３９个、摊贩０．９１万家。１９５８年，经营生活资料的旧货店改日用品
调剂商店，拍卖行业务基本停止。１９６５ 年，全市有旧货店 ２０３ 家，“文化大革
命”初，一度被封闭，１９６８年后以处理查抄物资为主。１９７３年，恢复旧货寄售，
有旧货店１０余家。８０年代起，旧货网点大量增加。１９８３年，宜昌路和中华新
路２个旧货市场开放。８０年代后期，旧货店转向销售新货。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旧
货店４０余家、个体和合作经营的店摊７９０家。
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年），英商开设上海首家拍卖行鲁意斯摩拍卖公司。
１９世纪末，首家华商拍卖行益中公证拍卖行开办。初拍卖商品主要是发生纠
纷的进口商品，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扩大到海关罚没物品、航运中水渍货、银

第
二
十
章
商
业

服
务
业
２８７

行典押品、保险公司及法院裁决物品。１９世纪末，始有拍卖家具及贵重物品。
１９４９年，有拍卖行２５家，１９５５年１１家，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后并为 ７家，１９５８年
全部撤销。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２日，上海拍卖行首次开拍。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２４家拍
卖行，举行２０６场拍卖，拍卖总额６．９６亿元。

第十二节 医药行业
一、 中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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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德三年（１２９９ 年），松江府官医提领所设惠民局，官营药物制作和销
售。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奚述山在川沙开设长生药材店。清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年），姜衍泽堂药铺开业。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年），童涵春堂中药店开
业。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 年），上海县城内有药号 ２０ 余家。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
年），阜昌参号开业，参茸业从中药店分出独立。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苏州雷允
上诵芬堂药号设分店。苏州宋公祠药店迁沪，制售青盐陈皮，为上海中成药咸
制品之始。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广东药商设鹿芝馆，经营广帮中成药。八年，
蔡同德堂从汉口迁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上海中药店有近百家。专业参号
１５家，后阜昌、德昌、葆大、元昌成为上海四大参店。１９１３年，北京同仁堂开设
京都达仁堂。１９１６年，药材行 ４０ 余家，上海成为全国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
年，杭州胡庆余堂设分号。上海中药行形成本帮（江南帮）、广帮和京帮，童涵春
堂、雷允上诵芬堂、蔡同德堂和胡庆余堂为沪上四大中药店。１９２１ 年，徐重道
药号开设，广设分店，后至 １６ 家。１９３６ 年，全市中药店约 ５００ 家、药材行 １０８
家，年销售额银元３０００万元，经营品种 ０．１ 万余种。１９４９ 年 ５ 月，药材行 ２４６
家、参茸店７５家、中药店７７８家。１９５４年，上海市药材交易所成立。１９５５年，
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１９５８年改上海市药材公司）成立，下半年取代私营
药材行批发业务。１９５６年１月，全行业公私合营，有药材行１４６家、参号６７家、
中药店７７７家。１９５８年起，发展上海本地产中药材，成立制药厂。中药店前店
与后场（生产工场）分设，市和各区以各药号后场为基础成立中药饮片切制工场
（后改厂），供应区内中药零售店所接配方所需药材。上海市药材公司批发部成
立，承担全市中药材、参茸和中成药的批发业务，实行按区销货，由区药材公司
向区内零售药店分配货源。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年，全市中药店稳定在 ５６０ 家左右。
１９９５年，批发机构６３家、中药店６５７家、专业参店２５家。
１９５２年，国营土产公司收购中药材 １０５ 种，１９９０ 年市药材公司收购 ８５８
种，１９９５年收购金额１．６４亿元。１９５５ 年，市药材公司始向雷允上国药号收购

六神丸、六味地黄丸２种中成药，１９９５年向全市中药厂收购中成药７４９种，总额
５．８７亿元。１９５５年，人参列为二类商品，统一收购与计划分配，野山人参自行采
购。是年收购人参０．８８万公斤，１９９０年１０．７８万公斤，１９９５年总额１．２４亿元。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上海始向全国批发销售中成药，是年药材 ５６０ 万元、成药
２５万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４５８万、１．２亿元，另参茸１４８２万元。１９５７年，上海市
内零售２４３１万元，收受药帖１７６８万帖，１９９５年为１８．４亿元、１９９５万帖。
二、 西药行业

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英商怡和洋行开设，兼营西药。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上海有８家洋行兼营西药、１２家屈臣氏等外商药房。药房以经营欧
美成药为主，兼营医疗器械、化妆品、烟、酒等，在市内和外地设分店或联号 ４０
余处。十四年，顾松泉在福州路创办上海第一家华商药房中西药房。此后，华
商药房中法、五洲等开设。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有华商药房 ２８ 家，经营药品
２００余种。外商药房２４家，另有２２家洋行兼营西药。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华商药厂发展，日商药房从６家增至１５家。１９３６年，华商药房１６６家，
外商药房７５家。中西药房等４家在２２个省１１３个城镇设立领牌联号１８７家，
还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设立 ５ 家领牌联号。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出现
大批药品摊贩，出售走私抗生素和维生素补药等。１９４７ 年，出现西药交易市
场。１９４９年５月，西药商户６３６家，剩美商科发药房１家外商药房。１９５２年，
成立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分公司，经办上海市和邻近地区药品批发业务。成立中
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负责收购国营药厂产品和私营药厂的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接收国家计划进口西药和向全国调拨沪产医药产品。１９５３年，上海
始向全国调拨沪产药品。同时，开始承办国内自然灾害、流行性传染病等急需
药品供应，经常贮备急救药械，延续至今。１９５３年年末，有私营零售店３０１家、
批发商８９家。１９５５年，私营医药批发商全部歇业。１９５６年，全市２９６家私营药
房全行业公私合营，撤并为２４２家。１９６５年，全市１２３９家农村合作商店兼营西
药。１９７２年，出现中西药同营药店。１９７６年，全市药房减至１４３家，为解放后最
少。１９７９年后，放开西药商业经营。９０年代起，医院向药厂直接进货扩大，中国
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业务收缩。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西药批发单位５７家、零售
商店２１０家。
１９５６年，向药厂收购药品２．１１亿元，１９９０年４．６８亿元。１９５６年４月起，上
海负责华东六省一市二级批发站调拨业务，１９５８ 年调出 ４．５５ 亿元，１９９０ 年
５．１９亿元。１９５３年，上海市内零售总额３６７１万元，１９９０年１．５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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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生产资料行业
一、 金属材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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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英商怡和、德商禅臣等洋行经销英、法、德等国五金商品及金
属材料。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叶澄衷等经营上海首家华商钢铁原材料商店
可炽铁号。１９世纪末，同顺昌铜锡号开设，是上海第一家有色金属材料经营商
店。１９１４年，成立铁业公会和铜锡公所。铜锡业分手工业作坊和有色金属材
料商号两类。１９１８年，有钢铁商号３３家、铜锡号１００家。１９１９～１９３２年，５家
钢铁大商号倒闭，行业经营萧条，至 １９３７年恢复。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为
全国进口金属材料集散中心。１９４８年，受国民政府强制限价影响，全行业几乎
全部停止经营，年底全市有钢铁商号３３０家、铜锡商号４１５家。１９５１年，国家对
８种金属材料实行统筹分配。１９５５ 年 ５ 月，２７２ 家私营钢铁商号公私合营，批
发零售业务全部由国营商业经营。１９５６ 年 １ 月，３２３ 户私营铜锡商号公私合
营。１９５７年５月，上海市物资局成立，承担全市金属材料计划平衡分配和供
应，部分供应委托市五金机械公司代理。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起，商业部门不再经营
金属原材料，１９５９年建上海市金属材料供应公司，负责全市地方企业所需金属
材料的统一订货和组织供应，不再供应民用金属材料。由此，商业部门加工销
售的刀、剪、锁、钩、铁锅因原料中断而断档脱销或停产。是年，按国务院要求，
恢复民用原材料经营。１９７９年，开设２个民用钢材门市部，始向居民供应白铁
管、小元钢等材料。１９８０年９月起，优质钢材９大品种与金属制品和有色金属
中的硬质合金、稀贵金属 １８ 种品种退出计划分配。１９９２ 年起，所有钢材品种
基本取消计划分配。至１９９５年，计划分配尚剩铜、铝。１９８０年，上海市金属材
料市场建立，１９８４年扩展为金属材料贸易中心。１９８７年，上海钢材市场成立。
１９９２年５月，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物资部联合组办国内首家国家级期货交易市
场上海金属交易所。１９７８年，全市有金属材料经营户１家，１９９５年３．９２万家。
１９５９～１９９５年，国家分配上海钢材 ９９４．５５ 万吨。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年，上海地
方自筹１３８９．７８万吨。其中１９８０年２．８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２２１．３４万吨。１９７９年，
销售钢材６７．６５万吨，全部为国家计划内供应。１９９５年１９３．３６万吨，全部为市
场供应。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销售钢材２４８０．６７万吨，其中计划内占４７．３４％。
二、 石油行业

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外国石油（时称洋油）输入中国，供在华外国人点灯

之用。九年，英商麦边洋行开办，最早经销煤油（时称火油）。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瑞记洋行在浦东陆家渡建上海第一个储油池库，煤油销售由按箱、听起售
改为散装出售。此后，二十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三十三年英国亚细亚火油有
限公司、１９１９年美国德士古煤油公司先后在上海设立经营机构，形成垄断上海
石油商业的洋商三公司。初期，都以买油送灯推销煤油，１９１３年销量１４万吨。
此后，开始经销汽油、柴油和润滑油脂，在上海建油库、转运站、储油站和加油
站。２０年代初，华商光华火油公司开始经营煤油，１９２７年自建油池仓库，１９３０
年专销苏联油遍地（Ｕ·Ｐ·Ｔ）石油产品，成为苏联石油在华经销商，产品商标
定为光华牌。遭洋商公司联合降价挤压，财产为洋商公司收购，并改销三大油
公司油品。
洋商三大油公司除自设机构营业外，还特约华商经销，俗称经理行。 向
烟杂店和五金店分销零售用的煤油、润滑油。设立汽车加油站，由华商承包。
１９４０年前后，在北苏州路近河南路一带先后出现益泰等１０余家华商机油行，
向苏州河运船商贩供应煤油、机油，运销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设军
用燃料供应分社，管制石油产品。丸善石油、中华出光兴产、石油联合等 ３家
株式会社控制上海石油市场，在浦东高桥建储油所。１９４６ 年 ６ 月，中国石油
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经营管理全国的石油及其产品的生产、储运和销售。７
月，设上海营业所和杭州、南京２个营业分所，所辖营业区包括江苏、安徽、浙
江、江西４省及南京、上海 ２ 市，经营的石油产品定名国光牌。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上海营业所有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第一、二储油所。洋商三公司扩大市场。德
士古公司从高桥油栈建江底输油管直达江湾飞机场，管输油料。全国成品油
销售由中国石油公司和洋商三大公司、光华公司共同组成油料分配委员会，
对石油实行管制，负责安排，限额分配。后两者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 ９０％
以上。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中国石油有限公司。９月，汽油、柴油定为
统购统销商品，私商只可经营煤油、润滑油脂等产品。１９５１ 年，中国政府接管
美商美孚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征用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冻结三大洋公司库存
石油，统一作价，分批收购。１９５３年４月，中国石油公司上海批发站成立，１０月
其市区批发部单独成立中国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１９５８ 年合并为上海石油采
购供应站。１９６２年，其市区业务部划出，成立中国石油公司上海市公司。１９９４
年，转制成立上海石油（集团）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下属有全资企业２３家、控股
企业５家。有加油站１５５座、石油商店２３家。成品油年销售占全市市场７０％
以上。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年，全市收购成品油 ７８．５８ 万吨，１９５９ 年 １５ 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７７．１９万吨。１９５１年，销售成品油４．６万吨，１９９５年８６．６９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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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煤炭行业

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用煤以湖南、江西产土煤为主，杭州为煤炭集散地。
嘉兴、上海两地煤商集资，在杭州建嘉上煤炭公所，作为煤炭经营和中转场所。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英美始用兵舰从欧洲运煤炭至上海，后日本煤炭抵沪，上
海成为外煤倾销口岸。进口煤炭主要用于汽轮机发电，少量供居民。七年，煤
商郁复在上海煤炭弄口开设敦大成煤号，自办、自运、自销煤炭。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年），上海有敦大成等７０多家煤炭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上海煤炭行
业形成南、北两个市场，分别经营柴炭和煤炭。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煤炭列为
日军统制物资，并夺占全市煤商１９万吨存煤。日军以日炭联合会控制上海煤
炭运销业务，以“大中联煤号”对中国煤商严加管制。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济部
上海区燃料管理委员会成立，对全国各矿烟煤实行管制。１９４９年５月，有煤炭
号店０．２２万家。１９５２年起，煤炭列为国家统配物资。５月，中国煤业建筑公司
上海公司成立，统配上海用煤。１９５４年，对全市３３０多家私营煤炭批发商社会
主义改造，煤炭市场结束。煤炭零售商全行业改与国营公司建立批购合约，业
务经营纳入国家计划。１９５６年 １月，全市 ０．２９ 万家私营煤炭、柴炭商 （含 １１６
家摊贩）和６０家煤球厂全行业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上海市物资局统一组
织全市生产用燃料供应。市场民用煤和煤制品由市第一商业局所属手工业品
产销公司经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上海市石油煤炭公司、１９７８年 ８月上海市燃料
公司成立，先后统一经营市场民用煤和煤制品。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年，上海收购煤炭 ４．０４ 亿吨，其中国家计划分配 ３．４４ 亿吨。
１９５０年、１９９５年分别收购１７６万、７５５ 万吨。１９５１～１９９２ 年，国家分配上海焦
炭５９１６万吨。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上海自筹煤５９８１万吨，占全部收购量１４．８２％，
１９６３年、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８６万吨、３７４万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初，上海常年年销煤约４００万吨，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
４．００４２亿吨，其中１９５０年１８２．５７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１０３万吨。１９５１～１９９２年，供
应焦炭５９１４万吨。１９５２ 年起，对工厂用煤实行计划供应。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起，对市区和郊县城镇居民用煤球凭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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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化工轻工原料行业

明、清时期，上海从湘、闽输入靛蓝。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前后，输入栲皮
和碱，输出明矾、砒霜、天然颜料等。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德商鲁麟洋行首先在
上海经销化工产品。此后，又有德、英、美、丹麦、瑞士、荷兰、日等商多家洋行经
营。１９３６年，有１９家华商、９１家外商，进口化工原料分别占上海总进口量５％
和９５％。染料进口全部由１９家外商洋行经办。１９４９年，染料杂货业３３家、化

工原料行业３４１家、染料行业３３５家、油漆行业１２７家。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市化
工原料公司和中国染料公司建立。几经变化，１９６３ 年 ４ 月成立中国化工原料
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经办上海市化轻计划物资的申请、分配和管理，二、三类
化轻物资市内采购供应，市外调入和向全国调拨供应。８０ 年代起，放开经营。
１９９２年５月，改为上海市化工轻工总公司。１９５３年，私营商号５８５家，１９５６年
初３８家油漆商组成公私合营商店，其余歇业、转业、合并。７０ 年代，全市营业
网点近３０个。１９９５年经销店０．２７万家。
１９４９年７月起，上海化工货源来自国家分配、市内采购、市外调入和国外
进口４个方面，至１９９５年总货源２４８９万吨，价值５９６．４亿元。１９４９年７月 ～
１９９５年，全市销售２４８２万吨，价值６３８．１亿元。
五、 建材行业

上海开埠后，建筑业兴旺，江、浙等地商家贩运砖瓦、石灰等到沪，中间商
“地老头”寻找客户，唱价成交。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地老头领取牙行部帖，
在码头设行开店，是年，上海有８０余家建材店行。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国内第一家玻璃店蔡仁茂玻璃洋铁铺开业，从国外
订货。１９２２年，国产玻璃问世，蔡仁茂等 ６ 家玻璃店组织六合公司，控制玻璃
货源。１９３７年，全市有玻璃商店９３家，玻璃外销南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全市
有砖灰行２８０家、砂石行１４０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砖灰行５００多家、砂石行
１８７家、玻璃店３５４家、瓦筒作坊６０家。１９４８年，２０％砖灰行倒闭，半数玻璃店
歇业。１９５０年６月，玻璃由市百货公司统一经销。７月，重建福州路青莲阁砖
灰水泥杂料市场，取缔中间掮客，统一议价。１９５６ 年，全市 ４７３ 家私营砖灰行
和２０９家私营砂石行公私合营，经改组成立１５个区建材商店。１９５７年，全市砖
瓦、黄沙、石料经营由上海市建筑工程局所属建筑材料公司统一组织货源，统一
供应。１９６２年，建立中国建筑材料公司上海市公司，统一经营全市建材商店。
１９９２年起，建材市场开放。１９９５年，全市经营商５．０７万家。
１９６２～１９９５年，国家分配上海市水泥１１０４万吨、平板玻璃６１５．６９万重量
箱、石油沥青（至 １９９１年）１８８．９５万吨，分别占上海总收购量 ２３．８％、３５．４％、
９５．３％。１９６５～１９９１年，收购上海自产平板玻璃８８８．７６万重量箱。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收购上海自产水泥６６８万吨。
１９６２～１９９１年，全市销售水泥 １．１４亿吨、平板玻璃 １０２０．３８万重量箱、石
油沥青１３５．０４万吨。
六、 木材行业

清顺治、康熙年间，上海县、华亭县有徽商木行 ４８家。道光、咸丰年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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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浙江木商到上海县城沿黄浦江一带开设开泰等木行，形成木材市场，成为福
建杉木转运江浙的集散地。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南市杉木行同业创设木商公
所，形成木业南市帮（杉木业）。同治初年，十六铺洋行街（今阳朔路）开设南洋
木材侨商代理行 “九八”行 （按代理进口货值收取佣金 ２％，故称）。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德商开设祥泰木行，后开设木材厂、胶合板厂，垄断上海木材市场半
个世纪。二十四年后，出现以经营香樟、麻栗、银杏、榉树为主的树木行。华商
在吴淞江北设行建栈，经营进口洋松、硬木，形成专业经销进口木材的北市帮
（洋松帮）。１９２５年，上海有华商进口木材批发商 ３０家。１９４８年，全市有木材
商０．１１万家。１９５１年，木材列为国家分配物资。１９５３ 年，中国木材公司上海
市分公司成立，对４８７ 家私营零售商实行配给销售，对胶合板、火柴、铅笔、板
箱、寿器、机模等用材行业实行计划供应。１９５５年３月，全市６２家私营木材批
发商全部歇业或转业。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全市有 ４１７ 家私营木材商 （旧木材商 ９５
家），其中３１０家公私合营，撤并为１４１家建立１６个区店。１９６５年，统一配售全
市木材。８０年代起，放开木材经营。１９８４ 年，建立上海木材交易市场，１９９５
年，经营商２．０２万家，木材计划销售占全部销售１５％。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上海共到货国内木材４３２５．３１万立方米，其中国家物资局统
一调拨材占８３．５６％。１９５０年、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１．７９万、１１９．８万立方米。１９５０～
１９９０年，全市销售４２２７．４万立方米，其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５７．８万立方米、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年７６８．８万立方米。
七、 机电设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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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上海有兼营机电产品五金店号３０家，１９３６年３２０家。１９３７年，有
外商汽车商３１家。哈克逊等６家外商汽车公司与华商利威汽车公司垄断上海
汽车市场及大部分汽车配件市场。１９４９年 ５ 月，全市有五金机电兼营机电产
品商０．１万家。１９５６年１月，０．２２万户私营五金零售商和批发商全行业公私合
营，１９５９年市区有五金店号２４１家。１９５８年起，统配机电产品由市物资局系统
经营，二、三类产品由物资局系统和商业系统交叉经营。 后几经变化。１９８０
年，成立市汽车配件供应公司。１９８４年，成立上海市农机产品贸易中心。上海
市机电产品贸易中心开业。１９８６ 年，上海第一家旧汽车交易市场开业。１９９２
年起，除汽车外，全部取消计划分配，实行自由买卖。
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匈牙利人李恩时首次运入上海２辆美国福特
公司奥尔治摩牌汽车。１９４５ 年后，进口的欧美各国机电五金商品占上海货
源９０％。１９７１年，国家分配资源 ６０５０ 万元，１９９０ 年 ５９４４ 万元，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总值２３６．４３亿元。１９６３ 年，全市销售机电产品 ４４９５ 万元，１９９５ 年 ３０．０２
亿元。

八、 农业生产资料行业

２０世纪初，英、德洋行开始输入化肥。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长顺杂粮行
在吴淞开设，兼营化肥。３０年代，南京永利宁化学工业公司三角牌肥田粉 （硫
酸铵）运沪销售。１９３７年，全市有化肥经营店３０多家。１９４６年，成立上海市化
学肥料商业同业公会，会员２５０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厂进口原料，加工生产
ＤＤＴ、六六六粉成药，自产自销。１９５１年，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设生产资料组，
在上海最早专营批发农业生产资料。１９５３年，上海市郊区供销合作社生产资
料供应站成立，市郊建立６３个供应专柜、站，零售化肥、农药。１９５４年，由供销
社农资部门统一经营化肥，１９５６年经营扩至全部农业生产资料。１９６３年，成立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上海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１９８６ 年，全市有 ２０９ 个基层供
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
１９５１年，收购化肥 ０．０４ 万吨、农药 ３７ 吨，１９９５ 年 ７９．３７ 万吨、０．３２ 万吨。
１９５０年，销售化肥０．３４万吨，１９９５年 ７６．４４万吨。１９５３年，销农药 ０．３３万吨，
１９９５年０．３３万吨。
九、 再生资源物资利用行业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上海县城厢出现旧花业，有同业组织清芬堂，收购
旧棉、破布，转销洋行供出口，或销给造纸作坊作造纸原料。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
纪初，出现旧五金机电业、废纸业、旧杂铁业、旧油桶业等，后形成料瓶、碎玻璃、
旧麻袋、废橡胶、废塑料、毛骨、废油脂等１０多个自然行业。有青莲阁等６个交
易场所，分别交易飞花下脚、废铜铅锡等。居间商近５００人。抗日战争胜利后，
全部改为茶会交易市场。少数大户联营到冲绳岛收购废钢铁。１９４９ 年，全市
坐商有旧花业３５０家、旧五金机电业２００余家、旧杂铁业１７０家、旧油桶业１３０
家、废纸业３００余家，从业人员近万人。
１９２３年，在新闸桥北堍形成旧货集市，称旧荒货市场，１９４９ 年全市有
２３处。
１９５０年，上海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废品回收总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上
海废品经营处，分别以收购废钢铁、废杂品为主。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旧机械
业务部经营旧机械，中国五金机械公司上海分公司旧五金业务部经营旧五金。
是年，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对杂铜实行统购统销，１９５３ 年扩至废钢铁。１９５４
年，上海废品经营处对旧花布实行合约包销，１９５５ 年扩至旧棉絮、纱头、杂骨、
废橡胶等。全市再生资源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系统经营。１９５７ 年，上海经营处
与废品回收总站合并为上海市废品公司，建立１７个区商店。对全市 ０．２万户
私商和个体商贩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６５年，旧荒货市场小贩转业，基本淘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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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街道开办６０５个民办废品代购站。１９８８ 年，上海市物资利用回收公司有
２４６个经营企业、４８７个收购网点、４４个加工厂及工场。郊县有１９６６个代购代
销店。是年起，回收业务放开经营，１９９２年８、１１月，废纸和废旧金属市场经营
先后全部放开。１９９５年，有专业公司４３家、兼营公司２８家，回收网点８１７个、
销售网点２６７个、加工网点４１个。
１９５８年，收购再生资源物资５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１０．７万吨。

第十四节 饮食服务行业
一、 酒菜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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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十六铺洋行街（今阳朔路）有菜馆六七家。上海开埠后，徽、苏、锡、宁
帮菜馆随商贾至沪设馆，由十六铺向宝善街（今广东路）、南京路发展。光绪二
年（１８７６年），小东门至南京路一带有酒菜馆一二百家。此后，川、扬、广、京、
湘、闽、潮、杭、清真和素菜等菜系先后进入上海。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约有３００家
酒菜馆，１９３７年后增至７００多家。大店、名店集中在今西藏路、北京路、延安路
范围内。１９４２年１月，成立川帮菜馆同业会，两年后改名上海区酒菜馆同业公
会。抗日战争胜利后，酒菜馆有 ０．１ 万家，分本、宁、徽、京、川、苏锡、镇扬、豫、
鲁、湘、津、粤、闽、清真、素菜等１５帮派。金门、南国、康乐、南华、新华、红棉、新
都、大东、新雅、杏花楼称为十大酒家。新开酒店竞用“鸿运楼”、“状元楼”作店
名。１９５０年，市区有酒菜馆６４０家，经营困难。１９５２年后，南华、东亚等 ８６家
饭店歇业。１９５３ 年，酒菜业复苏。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全市员工 ３ 人以上的酒菜馆
７７８家，从业人员１．３万余人，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上海市公共饮食公司。经
营困难的饭馆就地调整。２９家饭馆迁北京、洛阳等地。１９５８年，业内抽调大批
青壮年支工支农，平调厨师和房屋设备支援街道、公社食堂，酒菜馆减至 ５１３
家。１９６２年，全市有酒菜馆 ７４４ 家，实行分档经营。“文化大革命”中，取消经
营特色，撤并饭店，顾客就餐难。１９７９年起，允许个体、街道和各行业经营酒菜
馆，市区有酒菜馆７５３家，１９８５年起，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及其２３家直属企业、
４０家联营企业改制为新亚（集团）联营公司。１９８８年，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改
制为小绍兴饮食联营公司。１９９２ 年，全市酒菜业价格放开。１９９５ 年，市区有
２．６５万家（含个体），从业人员８万人，有特级厨师１６０人，营业额３０亿元。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厨房商业同业公会按规模大小，把菜馆分为甲乙丙丁戊５
级。１９５０年，有甲级菜馆３０家、乙级４３家、丙级 ７７家、丁级 １６６家、戊级 ３１０
家。１９６２年，分三个等级，一级１２家、二级６３家、三级 ６６９家，１９８３年分别为

１９家、５５家、３７６家。
菜系、菜馆 上海开埠后，全国主要菜系传入上海，加之本帮菜，形成各帮
特色分明，又有海派特色的 １６种菜系，后因苏帮、锡帮合并为苏锡帮，成为 １５
种菜系。
本帮。起源于本地家常菜。清嘉庆年间，人和馆在小东门开业，以糟醉为
特色。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展至４０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有７８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
老饭店、德兴馆、老隆兴、一家春、老人和、同泰祥、金鸿运、聚兴园、吴淞饭店、迎
春饭店等１０余家。菜肴以“浓油赤酱”为特色。名菜有虾子大乌参、糟钵头、秃
肺、扣三丝、八宝辣酱、红烧河鳗、清炒响鳝、炒圈子、乳腐肉、椒盐排骨、生煸草
头、油爆虾等。
徽帮。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期，随茶商、纸商、墨商进沪，在小东门开设小饭
店。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安徽邵运家等合伙开设丹凤楼。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
期，多达百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有２１家。１９９５年，知名的有大富贵、逍遥楼、大中
华等。名菜有炒鳝背、炒鳝丝、炒鳝糊、凤还巢、毛峰熏鸭、沙地鲫鱼等。
苏锡帮。又称膳本帮。清代，苏州人与无锡人在上海开设菜馆，形成苏帮、
锡帮。两地菜肴口味相近，后统称苏锡帮。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饭摊主祝正
本、蔡仁兴开设正兴馆，同行竞相冒名，正兴馆多达１２０家。原正兴馆先后改名
老正兴、同治老正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锡菜馆占上海酒菜馆近半，１９４９年５
月有苏锡帮店１５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人民饭店、大鸿运、荣华楼、老正兴、东风
饭店、无锡饭店、天山饭店、杨浦酒家、雪园老正兴、聚商老正兴、华德饭店、绮云
馆、康乐酒家、上海松鹤楼、迎宾楼酒家等１０余家。名菜有梁溪脆鳝、无锡香酥
鸡、枇杷肉、太湖银鱼、松鼠鳜鱼、金镶豆腐等。
宁帮。清初有宁帮小菜馆，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鸿运楼开业。１９４９年
５月，有宁帮店２５ 家。１９９５ 年，名店有甬江状元楼、沪东状元楼、沪西状元楼
等。名菜有雪菜黄鱼汤、苔条拖黄鱼、乳腐大烤、黄鱼羹、面拖黄鱼、新风鳗
鲞等。
广帮。１９１８年，杏花楼兼营粤菜。１９４９年５月，有广帮店７８家。１９９５年，
名店有杏花楼、新雅、美心、珠江、大同、老广东、新亚、羊城、富丽华、南风、海上
海、台莲园、巷子深、南园、大三元等。名菜有鲜滑大虾仁、脆皮乳猪、烟鲳鱼、蚝
油牛肉、蛇羹、翠绿鸡牛柳、咕篕肉、龙虎斗、酿禾花雀等。
扬帮。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扬州半斋总会餐厅开办，经营扬式菜
点。１９４９年５ 月，有扬帮店 ９ 家。１９９５ 年，名店有老半斋、扬州饭店、镇江酒
家、申扬餐厅等。名菜有镇江肴肉、虾仁煮干丝、蟹粉狮子头、清蒸刀鱼、白汁'
鱼、煨淮鱼、清蒸鲥鱼、拆烩鲢鱼头、松仁鱼米、蜜汁火方等。
川帮。１９１８年起大雅楼等开业。１９４９年，有川帮店１２家。１９９５年，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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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川饭店、梅龙镇、洁而精、绿杨村、成都饭店、华山饭店、春园酒楼、绿野饭店
等。名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贵妃鸡、樟茶鸭、灯影牛肉、荷花鸡
腿、干烧明虾、五柳鱼丝、一品豆腐、干煸牛肉丝等。
京帮。２０世纪初进入上海，民国建立前后有泰丰楼等。１９４９年５月，有京
帮店３３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燕云楼、凯福饭店、北京饭店、燕京楼、美佳饭店、
华联酒家、牡丹酒家、会宾楼等。名菜有北京烤鸭、糟油鱼片、酱爆鸡丁、油爆双
脆、醋椒鱼、拔丝苹果、扒熊掌、猴头三白、三不沾等。
清真菜。清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 年），马锡立京剧班开设伙房，引进涮锅，对
外供应回族菜。１９４９年，有清真馆４２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清真饭店、洪长兴羊
肉馆、南来顺羊肉馆、回风楼、杨同兴清真馆、鸿宾楼、伊斯兰餐厅等。上海特色
菜肴分南北风味，名菜有酱爆肉丁、水爆虾仁、炸羊尾、它似蜜、黄焖羊肉、盐水
鸭、串烤羊肉、醋椒鱼、透味油鸡、京葱扒鸭等。
素菜。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春风松月楼开业，专营素食。１９４９年 ５月，
有素菜馆８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功德林、春风松月楼、玉佛寺、觉林等。名菜有
素料炒虾仁、炒蟹粉、炒鳝糊、八宝鸭、炸溜明虾、醋溜黄鱼、走油肉、鱼圆汤等。
闽帮。１９１８ 年，有小有天、别有天等闽菜馆。１９４９ 年，仅林依朋 １ 家。
１９５９年，闽江饭店开业，１９９５年名菜有佛跳墙、红糟鸡、七星鱼丸汤、闽生果、橘
烧白菜等。
豫帮。１９２０年梁园致美楼开业，至１９９５年仅其１家，名菜有溜鱼焙面、扒
猴头、锅烧八宝蛋、木樨肉、核桃腰花等。
杭帮。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末知味观开业。１９４９ 年，有杭帮店两三家。１９９５
年，名店有知味观、西湖饭店等。名菜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虾爆鳝、火腿酱
鸭、东坡肉、宋嫂鱼羹等。
潮州菜。１９３５年大华潮州菜馆开业，至１９９５年就此一家。名菜有三丝鱼
面、生炸虾枣、沙茶鸡片、水晶玻璃鱼、潮州鱼丸、鸳鸯蟹等。
湘菜。１９３６年九如食品公司开业，１９５７年改名岳阳楼。名菜有东安子鸡、
狗肉火锅、腊味合蒸、大言殿臭豆腐、红煨三件等。
厨房、快餐业 １９２０年，九江路３６５号曹姓始创包饭业务，应客之招，送饭
菜上门或带原料、调料、餐具上门烧菜，称厨房。１９４９年５月有２４８家，１９５６年
行业消失。传统快餐有盖浇饭、蛋炒饭等。１９８４年，市饮食服务公司引进５套
外国盖浇饭式快餐设备。１９８８年，美国肯德基家乡鸡连锁店在外滩东风饭店
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快餐连锁店。１９８９ 年，上海荣华鸡、新亚快餐连锁店开
业。１９９５年，美国麦当劳快餐店开设第一家连锁店。是年，全市有规模的快餐
网点３００多家。

二、 西菜行业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俄等国总会设餐厅、酒吧、茶室，供应本国菜肴。清
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抛球场附近出现西式酒店和餐馆。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
美商在外白渡桥堍开设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年），在徐家
汇开设亨白花西菜馆。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开设汇中饭店。九年，南京路、宁
波路、四川路、江西路、汉口路近外滩路段开设一批专供快餐的西餐馆，有水上
饭店、沙利文等。中国人食西餐者日众。在外轮、洋行当过厨工的中国人开设
迎合中国人口味的改良西餐馆，称番菜馆，有杏花楼等，１９２５ 年增至 ４１ 家。
１９１７年后，白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设俄式菜馆，至２０年代后期有４０余
家。１９３１年，成立西菜业同业公会。是年，国际、沙逊、都城、百老汇等１０余家
大饭店开业。１９３５年，法式西餐罗威饭店（今红房子西菜馆）开业。１９３７年，全
市有西餐馆２００余家。抗日战争胜利后，西餐业盛极一时。解放初，顾客锐减。
１９５０年有１５４家，１９５６年剩５４家。１９５８年，业内抽调青壮年从业人员支工支
农，撤店办食堂，西餐馆锐减。１９６０年起，副食品原料紧缺，西餐业萎缩，１９６３
年剩２１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减至１３家，更换店名，改卖中菜。１９７１年，
红房子西菜社恢复供应西菜。１９７８ 年后，西餐馆日增，１９９５ 年有西餐馆 １０８
家，从业人员０．２７万人，营业额７２８５万元。
上海西菜，主要有法式、欧美式、意大利式、德式、俄式等，另有融入中国口
味的西餐番菜。１９９５年，知名饭店有上海红房子西菜馆、上海西菜馆、天鹅阁、
德大西菜社、东华饭店等。
三、 点心行业

清康熙年间，十六铺、老闸桥、虹镇老街、徐家汇等地集聚点心店摊，出售糕
团、盖浇面、馒头、馄饨、烧卖等。上海开埠后，弄口设摊、沿街叫卖者剧增。同
治年间，上海县城隍庙周围有点心店摊百余个，并向租界发展。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靖远街满庭芳戏园周围点心店摊聚集，通宵营业。１９１７年，大世界游乐场
建成，云南南路、东新桥一带渐成小吃街。３０年代，上海点心行业形成糕团、面
团、油饼馒、粥店、西点 ５ 个自然行业。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点心业兴盛，
今黄浦区范围内有店摊６００余个。４０年代中期，沙市路、曹家渡、长寿路、顺昌
路太平桥、石门路等聚众成市，点心店摊集聚，生意兴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
府限制黄浦、老闸两区摊贩在 ８ 条马路经营。１９４６ 年，宣布禁止摊贩营业，遭
１．５万名摊贩请愿反对，未能实施。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市区有点心店摊１．１万余
个。遍布大街小巷和菜场。１９５０年，有店摊１．０９万个、从业人员２．２万人。高
档点心生意清淡，大众点心旺销，其他行业失业人员转以做点心为生，点心店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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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１９５５年，市区有点心店摊２．３万户、从业人员５．６３万人，其中坐商 ０．６２
万户、固定摊贩１．６８万户、流动商贩 ０．６１ 万人。１９５６ 年，坐商全部公私合营。
１９５７年，摊贩组成１５３个合作食堂、３７８个合作小组。１９５８年，撤并网点，抽调
青壮年职工支工支农，减少１万多个网点。大多数点心店由专营改为经营多种
点心，专营店所存无几。１９６２年，发展点心业，石门路、华山路、西藏路、四川北
路、长寿路等地段渐成点心街。１９７６年，市区有点心店０．１４万家。１９７９年起，
允许各行业开设点心店摊，出现大批无证点心店摊。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年，市、区饮
食服务公司对５９６个点心店改造更新。８０年代起，云南南路开设点心店２０余
家，称上海美食街。１９８８年起，各区建立点心联合组织，有小绍兴饮食总公司、
光明村饮食联营公司、聚兴实业总公司、汇丰酒家经营公司、南风实业总公司、
南市区实业总公司等。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点心店摊２．６５万家、从业人员１６．４６万
人，营业额约４．０６亿元。同时，有大批无证摊贩，做卖大饼、油条、油饼等点心。
点心品种有千余种，分米面食品与小食两类。１９９４年，全市评选出名特点
心４２８种。最为市民普遍食用的有大饼、油条、粢饭、豆浆，俗称 “四大金刚”。
另有粢饭糕、老虎脚爪、油撒子、馒头、生煎、锅贴、油 瞛 子、糯米饺、麻球、葱油
饼、糖三角等。应时品种有春节年糕、春卷，元宵汤团，清明青团，立夏酒酿，端
午粽子，夏季冷面，中秋月饼，重阳米糕，冬至团等。月饼为糕饼业大宗。清道
光年间，潮式月饼传入上海，源诚老婆饼闻名。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老大
房始营苏式月饼，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杏花楼始营广式月饼，１９２２年功德林始营净
素月饼，１９２５年叶大昌始营宁式月饼，１９３０年宝兴斋始营京式月饼。
糕团业。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苏州沈敬州在杨家坟山（今山西南路盆汤
弄）开设姑苏五芳斋，专营五色糕团。１９５０年，有糕团店４３９家，１９９５年７９家。
名店五芳斋、沈大成、乐添兴、沧浪亭、鲜得来、鼎新园等。分苏、宁两帮。苏式
常年有条头糕、定胜糕、寿桃糕、蜜糕、赤豆糕、糖年糕、猪油年糕、青团。宁式有
包馅热年糕团、糖糕、冷麻团、松花金团、油氽细沙糯米饺等。
面团业。清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 年），隆顺馆在上海县城隍庙大门旁开设。宣
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永茂昌汤团店 （今乔家栅）开办，经营徽帮汤团、浇头面、馄
饨。１９５０年年初，有４００家，１９９５年０．３５万家。名店有美新、森义兴、乔家栅、
德兴、四如春、沁园春、又一村、成昌、万鑫斋、盛兴等。分 ３帮，徽帮有汤团、各
色浇头面、汤炒面、馄饨等点心，湖北帮有汤团、阳春面、小馄饨、菜肉馄饨，宁帮
有宁波汤团。
油饼馒业。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禄源斋豆浆店开业。二十六年，长兴楼
开业，以南翔馒头闻名。１９１２年，兴隆记大饼油条店开业，１９３２年大壶春开业，
１９４５年王家沙开业。１９５０年，有０．２１万家。１９９５年，名店有大壶春、吴苑、王
家沙、杨柳村、清真、友联点心店、南翔馒头店、白玉兰小笼馆、永和豆浆等。点

心中，一类以生煎、蟹壳黄、小笼包、汤包、牛肉汤等为主，一类以大饼、油条、豆
浆、粢饭糕、油饼、脆麻花、老虎脚爪等为主。做大饼有南京等７个帮别，品种近
５０种。小笼馒头、汤包、生煎馒头等为上海特色点心。
粥店业。清道光年间，张阿香在上海县城隍庙戏台下设固定摊位，卖桂花
赤豆糖粥，成为名点。１９１６年，老公兴鸡粥店、１９４１年小绍兴鸡粥摊先后开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有粥店３００家，１９９１年８家。名店有小绍兴、老公兴、章氏鸡粥店
等。主营白米粥、粥菜，花色粥有鸡汁粥、桂花赤豆粥、白糖莲心粥、鱼生粥、皮
蛋粥等。
西点业。多由西菜馆、咖啡馆、食品店兼营。１９２８ 年开设凯司令酒吧，
１９３８年有德商起士林。１９９５ 年，凯司令食品厂名点有系列卷筒蛋糕、栗子蛋
糕、花生排、胡桃排、蝴蝶酥、咖喱角等，老大昌食品店以法式白脱蛋糕、巧克力
朗姆蛋糕、奶油蛋糕为名品，喜来临食品厂有奶油咖啡糖、奶油裱花蛋糕、白脱
饼干。
城隍庙小吃 民国时期，出名的有张阿香的桂花赤豆糖粥、郁品龚的面筋
百页、华阿菊的鸡鸭血汤、过关秋的油氽鱿鱼、陆海金的重油煎馄饨、王有发的
鸽蛋圆子、吴翔升的小笼馒头等。１９５６年后，小吃摊均进店。９０年代，知名小
吃有豫新点心店鸡鸭血汤，宁波汤团店汤团，绿波廊三丝眉毛酥，桂花厅鸽蛋圆
子，松月楼净素菜包，南翔馒头店小笼馒头，湖滨美食楼面筋百页双档、油氽鱿
鱼，和丰楼糟田螺、虾肉生煎。
四、 茶楼、熟水、咖吧行业

茶楼业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上海城隍庙湖心亭开设也是轩茶楼，宣统
年间改称宛在轩，俗称湖心亭。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松风阁在郑家木桥北堍开
设，后“松风品茶”为沪北十景之一。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知名茶馆有松风阁、
宝善园、一壶春、渭园、桂芳阁等。二年，福州路开设三层楼高的阆苑第一楼，三
十三年上海县城隍庙九曲桥旁开设春风得意楼，两处为沪地最大的茶楼，均可
容客千人以上。光绪五年，青莲阁开业。１９３９年，组织茶楼业同业公会。上海
沦陷期间，有茶馆 ８００ 余家，分特、甲、乙、丙、丁 ５ 个等级。 青莲阁、一乐天
（１９１７年）、乐园（１９３２年）、长乐（１９３９年）、仝羽春（１９４１年）５家，茶桌超过 ５０
张，评为特级，称为上海茶馆业五大王。１９４９年５月，有茶馆０．１２万家，其中附
设书场者１００家、附设剧场者５家。解放初，除仝羽春等大型茶楼外，中小茶馆
多转业或停业。１９５６年，剩 ３１１家，全部公私合营。此后经营困难，大中型茶
楼闭歇。１９５８年，５户特级户中有 ４家停业，所剩 １家 １９６６年停业。“文化大
革命”中，除湖心亭外均停业，至１９９５年就此一家。
熟水业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吴二在上海县城护龙街开设龙凤阁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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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烧水灶灶形似虎，人称熟水店为“老虎灶”。洋布涌入上海市场，染坊生意清
淡，有的转为熟水店。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有熟水店百余家。组织水炉业
公所，规定新开熟水店，和原有熟水店的间隔起码要有４０家门面。１９５０年，有
０．２５万家、从业人员０．４万人。同业公会等规定新开熟水店，和原有熟水店间
距改为起码２５个门面。１９５６年，有熟水店０．２１万家，分别组成合作商店和合
作小组。１９７９年８４２家、从业人员０．３万人，１９９５年剩５０余家。１９４７年夏季
起，有的熟水店始兼营清水盆汤。
咖吧业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俄国人楚后门开设马尔斯咖啡馆。抗日战争胜
利后，南京路有３０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５０多家，“文化大革命”中剩上海
咖啡馆１家。１９８２年，涉外饭店恢复酒吧。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２０多家，知名的有
上海咖啡馆、东海咖啡馆等。
五、 旅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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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前，英商在租界内开设维多利亚旅馆。咸丰元
年（１８５１年），京江栈在兴圣街（今永胜路）１６号开业。十年，美商开设上海第一
家西式旅馆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床位近千只。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同茂栈
在法租界天一楼巷内开业，有瓦房１５幢，能进出轿车、骡马。是年，上海最大的
西式旅社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落成，专供外国人食宿。七年，日商田代
原平开设日式田代屋。光绪二十六年，上海首家客栈老日癉栈开设，年底有客
栈１０多家。１９１２年，首家华商中西合璧的孟渊旅馆开设。是年，上海有中国
式客栈２７５家、东洋式客栈９家、西洋式客栈６家。１９１４年，出现专供外地办货
商膳宿的号栈，后称客庄。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先施、永安公司附设东亚旅馆（今
东亚饭店）、大东旅社。１９２４年，金门饭店开办。１９２８年，华懋饭店（今和平饭
店），１９３０～１９３６年大陆、东方（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都城等大型旅馆开业。
１９３４年，国际饭店开张，为远东第一高楼。上海旅馆业形成旅店、旅社、客庄 ３
个自然行业。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市有旅馆３００余家，１９４９年５月旅馆 ４３１家，房
间１．３４万间。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部分旅馆业主离沪，旅馆业经营困难，政府予以
征用、包租，转为部队、机关招待所。全市有１００间客房以上的旅社３４家，其中
１５家歇业、转业，依附于不正当营业（宿娼、赌博等）的歇业。１９５３年，全市旅馆
有近万间房间，高峰时卖铺率１０４％。１９５４年，专为外地客商服务的４４家客庄
７０％以上经营困难，部分转为机关、宿舍、居民住宅用房。１９５１年起，中共上海
市委接待处接管西郊、虹桥、瑞金、东湖、兴国等处别墅改作宾馆，有房间 １２５
间、床位２３４张，主要用作接待外宾和国家领导人。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
管锦江宾馆、和平饭店、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华侨饭店（今金门大酒店）、静安宾
馆、衡山宾馆、达华宾馆，称“八大饭店”，客房０．１２万间，床位０．２４万张，接待党

政机关来沪办事人员、外宾和入境旅游者。１９５６年，雇工３人以上的旅馆全部
公私合营，涉及旅馆３２５家、房间１．０３万间。旅店、旅社、客庄３个自然行业统
称为旅馆业，归属市福利事业公司。下半年，旅客激增，旅馆增加临时铺位，３
家浴室开放供宿，仍不敷宿客。１９５８ 年起，恢复、新建部分旅馆。至 １９６１ 年，
恢复庐山饭店、淮海饭店、华山饭店、新城饭店。１９５９ 年起，新建嵩山饭店、闵
行饭店等。１９６６年６月，全市有旅馆２３３家、房间１．０２万间、床位２．８１万张，日
均接待１．９万人次。“文化大革命”初，外省市驻沪办事处撤销，办公人员包租
旅馆为办公用房，旅馆日住 ４ 万余人，全市旅馆客满为患。为此，新建北站旅
馆、健民旅馆，原有旅馆拆房间设统铺、双层铺，开放７０家浴室供宿夜。全市最
高接待６万人。１９７８年，国务院决定３年内拨给上海基建投资３．６亿元建造旅
游饭店。１９８３年，建成解放后首家新建宾馆上海宾馆。１９７９年，市人防办公室
利用防空洞开设招待所。此后，各行各业办旅馆、招待所。１９８２ 年，龙柏饭店
开业。至１９８５年，程桥、樱花度假村等一批中档宾馆、旅馆开业。１９８７ 年，全
市首家五星级宾馆华亭宾馆开业。１９８９年，市区旅馆０．３１万家，旅客投宿不再
困难。１９８４年，锦江（集团）、华亭（集团）、东湖（集团）、新亚（集团）４家联营公
司成立。１９８８年，衡山（集团）联营公司成立。由此上海旅馆业形成 ５ 大集团
公司，下属宾馆基本涵盖全市知名宾馆。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旅馆０．３９万家、床位
２４万张、从业人员７．０７万人，其中涉外旅游宾馆１３７家，五星级宾馆７家、四星
级１１家、三星级３４家。五星级宾馆为花园、新锦江、波特曼香格里拉、静安希
尔顿、锦沧文华、华亭、威斯汀太平洋等。
六、 沐浴、理发行业

沐浴业 明洪武年间，上海县城内有 ２条“混堂街”，在今陆家浜路 ２７８弄
和外仓桥街２６弄。清同治年间，在租界盆汤弄建澡堂畅园，紫来街建亦园。光
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广东茶馆内设春园、怡园澡堂，分官盆和客盆。八年，开设新
锦园盆汤澡堂，上海最闻名。三十四年，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开业。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高档浴室有 １６家。是年，首家池浴浴室凤凰池维新盆汤卫生浴室
开张，设暖房浴池、西式官房、红木坑榻。自此，上海澡堂有池汤、盆汤两种，盆
汤分为洋盆、官盆、客盆 ３ 种。二年，双凤园改良新盆汤，引进美国淋浴设备。
１９１２年，德国女商人开办西洋盆汤澡堂，接待中外男女浴客。新沂园改造成东
洋浴室。温泉浴室开创蒸汽浴、药浴，以硫磺水淋浴治疗皮肤病。１９１７ 年，先
施浴德池开业。１９２５年，上海有浴室 ３９家。１９２６年，龙泉园澡堂增设龙泉家
庭女子浴室。１９３１年，土耳其浴室开业。１９３２年，卡德池开张，规模居行业之
冠。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浴室增至７０家。１９４４年，伪市警察局取缔浴室敲腿、
捏脚业务。１９４７年，熟水店开始经营清水盆汤业务。１９４９年，有浴室 １５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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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４０多家浴室被法院宣布没收。１９５２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停止核发新
的营业执照，限制浴池业务发展。１９５３ 年，控江等工人新村浴室建成开业。
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私。有浴室 ２４２ 家，其中女浴室 ２８ 家。１９５８ 年，抽调
０．１万名从业人员支援工业生产，撤并浴室，全市剩１８４家。１９７８年，有１０８家。
１９８０年起，在市区１２个大住宅基地每处配套建造 １个浴室。１９８３年，浴德池
引进桑拿浴，１９８５年长治浴室引进蒸汽浴，１９８９年日新浴室引进脉冲按摩浴。
是年，市区有浴室９６家，１９９５年８８家。１９９０年，有特级浴池浴德池１家，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２年增大观园、上海芬兰浴、卡德池。
理发业 清同治年间，畅园、亦园澡堂定点理发。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江
苏丹徒人在武昌路４２４号开设升发剃头店。十三年，法国人在南京路 １９号开
设洋人剃头店。三十三年，英国人在汇中饭店内设理发室，均用进口设备。宣
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兴起男子剪辫运动，剃头店猛增。１９１５年，有高级理发店２６
家。１９１６年，出现普通理发店。五四运动后，女子剪发风行，理发店增设女子
服务项目，浴室增辟女浴客理发室。１９２５年，欧洲电烫技术传入上海，有１２家
外商理发店经营电烫。１９２７年，唯一理发店聘请西洋女技师，安装铁盘大椅等
设备，配用巴黎化妆用品。是年，开设北京、四育轩２家女子理发店。３０年代，
外商丽新美容修饰院、鲍罗美容院开业，意大利人开办上海第一家理发学校。
全市理发店０．２万家，其中高级店２００家。１９３９年，新新、华安美发厅引进欧美
全部高档理发设备、用具，聘用名理发师，成为远东一流高级美发厅。是年，理
发店开始用国产电烫药水散花牌电烫药水。１９４９年，全市有理发店、摊１万多
个，从业人员近３万人。解放初，高中档消费者骤减，大批店摊歇业。１９５２ 年
起，政府限制新开理发店、摊，调低理发服务价格。１９５５ 年，全市有理发店、摊
０．３９万家，从业人员１．３８万人。１９５６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市有理
发店０．４万家、从业人员１．３４万人，撤、并、迁、歇中、小店摊，建集体理发店，动
员人员回乡、支援外地。１９５８ 年，抽调中青年从业人员参加工业农业生产。
１９６５年，全市有理发店、摊０．１４万家、从业人员 １．０５ 万人。“文化大革命”中，
取消烫发美容，统一发式，男女理发价格最高０．５元，最低０．３元。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全市理发业亏损９１１．７８万元。８０年代起，居民委员会开设理发店、个体理
发摊。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新新等４家特级理发店引进日本、联邦德国理发和美
容设备。１９９４年，全市理发店摊０．５万家、从业人员１．６９万人。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上海理发业实行分档经营，理发业同业公会制定５等１０级等级标准。１９８３
年，分为６个等级，１９９５年有特级店３６家。
七、 洗染织补行业

明末，上海县城厢始有洗衣作和绍兴人经营的染坊，还有专为行旅客商洗

衣的浣妇和肩挑染担串街走巷为民染衣的流动摊贩。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
前后，外商在提篮桥附近开设洗衣作，专为外轮、兵舰、医院、外侨洗烫床上用
品、窗帘、台布、服装等，称白衣作。嗣后，租界当局及徐家汇圣母院相继开设洗
衣作。咸丰年间有洗衣作 １９户。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华商在法大马路 （今
金陵东路）开设忠康复记洗衣作。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老日 癉 织补店开业。
二十六年，英商雇土耳其人开干洗店，用汽油洗涤丝绸呢绒服装、呢帽等，称绒
衣作。各种作坊都单一经营。２０ 世纪初，出现综合经营的洗染店，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年有中央洗染店、正章干洗商店。１９３０年，有洗染店１００多家。１９４４年，
洗染店增到４６５家，其中白衣作１６０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一批特色名店，
有正章干洗，王维新白衣，老日癉织补，乔克生洗地毯，上海清洁保管商店冷藏
保管珍品、衣件等。１９４９年，全市有洗染店７６０家，其中白衣作３００家。洗烫摊
０．１３万个。解放初，绒衣作经营困难，白衣作发展工厂、医院等衣服洗涤业务维
持经营。１９５３年，全市洗染店０．１１万家、摊贩０．１万家，经营困难。１９５６年，有
０．１万家洗染店和０．１３万个摊店。１９５７年，组成公私合营企业２１９家、合作商
店７家、合作小组０．１７万家。１９５８年，０．１４万名从业人员改行。分散经营的洗
染工场集中合并成大型工场，合作小组改为合作商店。前店后场快速方便的特
色消失，业务锐减。１９６２年，洗染店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７２％。“文化大革命”中，工
场再度集中，行业特色消失殆尽。职工骑自行车到农村招揽染纱、绒、织物业
务。１９７５年，洗染店剩２９０家。１９８０年起，添置干洗机，新建、扩建洗衣工场，
引进设备，白衣作实现由洗到折机械化生产流程。１９９５ 年，洗染店 ３７０ 家。
１９３０年，上海洗衣业实行分类分等经营，１９９０年分特、等外及一至四等６级。
八、 照相行业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外商哈斯本德在福州路隆泰洋行开设拍摄银版肖
像的照相馆。咸丰七年前后，罗元在汉口路开设公泰照相馆，技术高于外商。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宜昌楼照相馆开业，店堂三上三下，规模宏大，与光绪二十
六年（１９００ 年 ）后开设的致真、耀华、保，被誉为上海照相业 “四大天王 ”。
１９１８年，上海有照相馆３９家，１９３６年七八十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照相材
料进入市场。１９４８年，全市照相馆增至５００余家，１９５０年年底４６０家。经营困
难。１９５６年，全市有照相馆 ３８５ 家、技术人员 ０．１４ 万人，全行业公私合营。
１９６５年，减至１８５家。“文化大革命”中，停拍婚纱照、艺术照。上海摄影图片
社、中国照相馆等７家印刷工场印刷毛泽东照片，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６７年３月达
２４３５万张。１９８３年起，彩色照相逐步取代黑白照相。１９７９ 年，首家个体户照
相馆开业。１９９３年１、３月首家沪港合资梦露照相馆、沪台合资维纳斯照相馆
先后开业，经办婚纱摄影。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照相馆 ０．１ 万家，婚纱照相店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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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１９４１年，照相馆始分级经营，有甲、乙、丙、丁４个等级，１９６２年６月分为５
个等级，其中特级４家。
九、 广告行业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上海新报》刊登商业广告。以后，《新闻报》《申报》
问世，报纸广告为商业广告主要形式。１９ 世纪末，出现报纸广告掮客、跑街。
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王佑之开设胜华广告社。二十八年，闵泰广告社经营路
牌广告。是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设中国商务广告公司。三十年，《东方杂志》等
承接外商广告。１９１５年，意大利人设贝美广告社，承揽洋货户外广告。１９２０年
前后，中西、中法药房出现勒吐精奶粉的橱窗广告。１９２１ 年，英商灵登广告公
司承包电话号码和电车、公共汽车广告。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４日，奥斯邦电台播出上
海首个电台广告。１９２６年，南京路伊文思图书公司橱窗陈列上海首个霓虹灯
箱广告打字机英文广告吊灯。１９２７ 年，掮客改称代理商，上海广告商业形成。
１９３０年，交通广告公司投标承包铁路沪宁、沪杭甬沿线和月台路牌广告。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日商太平洋广告公司在上海路牌、车辆印刷翘胡须仁丹、若素等
日货广告。霓虹灯广告基本消失。１９４８年，全市有广告商７０余家。１９５４年年
底，全市有私营广告商９５户。１９５６年１月，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中国广告公
司上海市公司（后改上海市广告公司），３２家霓虹灯厂合并为１４家。广告行业
从业人员４０５人。是年，取消公交车广告。１９５８年，代理经营外地报纸、电台、
杂志广告，试办港、澳地区与新加坡报纸广告业务，增加产品样本，在全国各地
设置５００多块路牌广告。１９６０年起，广告业务大量减少。“文化大革命”中，商
业广告取消，上海市广告公司改名上海市美术公司。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农历正
月初一），《解放日报》在全国率先恢复广告业务，上海电视台播映中国第一条电
视广告参桂养荣酒。３月１５日，《文汇报》刊登瑞士雷达表广告，为解放后国内
媒体首次刊登外商广告。１９８４年，在 ２０路电车车身恢复广告。１９７９年，全市
有专业广告公司２家。１９９５年，广告单位 ０．２６万家，营业总额 ４４亿元，电视、
电台、报纸、书刊广告经营额占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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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
第一节 对外贸易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前后，各国商船大批涌入上海，收购内
地丝、茶。二十六年，上海出口生丝相当于广州 ４．２７倍。二十五年起 《上海土
地章程》等约议签订，外商因此在上海比在广州获得更多的特权，上海对外贸易
量急剧上升。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对英国进出口货值达 １７２０ 万美元，超过广
州６７０万美元。此后上海进出口货值一直在全国领先。上海开埠至光绪二十
年（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年进出口贸易值占全国比重大多超过其半。
道光二十五年，首次出现出超，出超 １２．０６ 万英镑。此后至咸丰八年，常年出
超，是年达１１６０．６７万沪平银两。进口以鸦片为最大宗，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
鸦片进口口岸。光绪二十年３．６４万担，占全国进口量５７．７％。甲午战争以后，
外资大量输入上海，上海进出口总值大增。光绪三十年至 １９１３年，为 ３４．６３６８
亿关两。１９１４～１９３３年，有较快增长，１９３１年高达１１．０１８３亿关两。在全国的
比重，光绪二十年至１９３２年年均超５０％。１９１７年，鸦片进口基本结束。清光绪
二十年至１９３２年，上海进出口年年入超。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进出口总值３６．２０６１５
亿元，在全国的比重仍超 ５０％。１９３６年，对美贸易已占主导地位，占上海进出
口值２７．８％。对英下降为１１．５％。
上海沦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孤岛”，海运畅通，
国际贸易继续进行。１９３７年，进出口总值９．１３亿元，１９４１年２．８３亿元，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年入超５．７９亿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资本机构与企业垄断大宗出口商品货源及主要物资
进口配额。１９４８年８月，实行币制改革，进出口业务全面停顿，贸易额大幅下
降。是年，上海进出口总值从 １９４６ 年 ６．６８ 亿美元降为 ２．８７ 亿美元。入超增
加，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达６．９５亿美元，占全国入超额９５％。１９４８年，华商增至０．１６
万户，进出口上升，洋商户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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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国家长期实行外贸统制，上海出口以创汇为目标。１９５０ 年起，发
展同苏联、东欧国家贸易，１９５２ 年出口总额 １．１９ 亿美元，对社会主义国家占
５５．４５％。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一五”时期，出口值年均递增３０．６％，在全国出口的比
重从１７．９％升至２８．３％。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二五”和后之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扩大
对西方国家出口。６０ 年代起，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下降，１９６５ 年从 １９５８ 年
６６．５％降到３１．９％。１９５５年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１９５８年，有贸
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增至９０个，１９６５年１２１个。因“文化大革命”影响，１９６６～
１９７１年年出口值维持在 ９亿美元上下。中美关系改善后，同西方国家贸易有
较大发展，１９７２年出口值上升到 １３．３ 亿美元，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７８ 亿美元。１９８０ 年
起，外贸体制改革，国家对上海计划调拨的货源大量减少，内地省市竞相自营出
口，１９８１年上海出口值比上年减少１０．７％，并逐年下降。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六五”
期间，４ 年负增长。１９８７ 年起，始有较大增长，１９８９ 年５０．３２亿美元，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０．５６亿美元。上海对外贸易额占全国比重下降，１９８０年占１１．９１％，１９９５年
６．７９％。
解放后，上海进口严格按国家计划配额，数量很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进口
值１７．９亿美元，占同期出口值２７９．５６亿美元的６．４％。１９９５年，进口值７４．７９亿
美元，占进出口总值３９．２５％。
一、 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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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出口商品以茶、丝为大宗。民国时期，茶、丝依然是出口大宗，
所占比重下降。１９１３年，出口总值１．７７亿关两，丝占２７．７％、茶１２．２％、皮及皮
制品１０．７％、籽仁籽饼８．６％、毛类３．５％、豆及豆饼３．１％、猪鬃２％、桐油１．６％、
蛋品１．３％、羽毛０．５％、肠衣０．２％。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开始出口针棉
织品，１９１３年轻纺工业品占出口总值０．１７％。１９２５年，有化妆品、皮件、电器用
品、玻璃搪瓷以及成药、罐头食品等工业品出口。１９３１年，丝、茶占３０％，１９３６
年降至１５％。是年，上海出口商品货值在千万美元以上的有 ８ 种，分别为丝、
茶、桐油、皮革、芝麻、蛋制品、花边、猪鬃。 草帽出口也颇具规模，１９３０ 年达
５３５．１１ 万关两。１９３６ 年，出口总值 １．０８ 亿美元，其中桐油占 １８．７％、生丝
７．８％、茶叶６．９％、皮毛５．８％、蛋品 ５．３％、杂类及其制品 ４．７％、猪鬃 ４．３％、花
边４．４％、棉纱２．９％、丝绸２．５％、其他３６．７％。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至太平洋战争
爆发，租界进出口自由，结汇无限制，有的商品进出口增加。１９３８ 年，出口值
４６８６万美元。１９４１年１．０８ 亿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口业务全部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续 ３ 年上海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１９４６ 年占 ６２％，
１９４８年７１．３％。纺织品占重要地位，１９４７年占总出口５３．９％。１９４８年，上海主
要出口商品金额及其占全国同类出口品比重，棉纱１４７３万美元，占９７．６％；棉

布４９５０万美元，占 ９７．８％；猪鬃 ７７５ 万美元，占 ６２．５％；蛋品 ３５３ 万美元，占
６８％；针棉织品１２７万美元，占７９．１％；草帽１３９万美元，占９８．４％；蚕丝１４７万
美元，占８０．７％。解放初，出口丝绸、粮油、食品、土产、茶叶、纺织品、轻工业品、
畜产品等。１９５３ 年，出口值 １．８３ 亿美元，农副产品占 ６３．９２％，轻纺产品占
３５．１７％，机电仪产品占 ０．９１％。１９５８ 年，出口总值 ６．２９ 亿美元，农副产品占
４４．５８％，轻纺产品占４９．９９％，机电仪器产品占５．４３％。１９９５年，上海出口产品
有７大类、７９７种，出口总值１１５．７７亿美元，出口额前１０位的分别是钢坯、棉衬
衫、中厚钢板、布绒玩具、棉色织布、棉汗衫背心、棉涤纶色布、棉花布、淡水珠、
羊毛衫。其中，出口日本占出口总值３０．４４％、香港地区２０．０９％、美国１６．７３％、
韩国４．４７％、德国３．６１％、新加坡３％、台湾地区２．４４％。
二、 进口贸易

上海开埠前夕，年进口货约５万吨，占港口吞吐量２．５％，主要有铜、糖、米、
药材、鱼翅、燕窝和其他南北货。开埠后，上海商品进口发展迅速。清道光二十
七年（１８４７年），鸦片为第一大宗进口货物，占上海进口值 ４９．６％，机织布占
３４％。煤油也为大宗进口货。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进口值３４０５万英镑，领先国
内各通商口岸，是广州的１５倍。十年，鸦片和机织布占进口总额９２％，其他有
木材、棉花、糖、铁制品、铝、酒、玻璃器皿等。此后，进口机电设备增加，光绪二
十年（１８９４年）占进口总值１．２％。１９１９年，进口的大类商品有５４种。鸦片输入
基本停止，机织布输入居首位，机器设备增加。１９３１年，纺织机进口值１１１８万
关两，占全国８１％，占上海进口值１．３％。清光绪二十五年，开始进口美国碾麦
机器，以及发电机、锅炉及各类机器设备，１９１９ 年进口值 １００３ 万关两，占上海
进口总值４．８％、全国同类商品进口总值４０．２８％。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开始进
口交通工具，１９３１年１４２３万关两，占上海进口总值１．７３％。甲午战争前夕，少
量进口棉花，后为主要进口货物，１９２１ 年 ３２７７ 万关两，占上海进口值 ７．５％。
１９３６年，进口总值１．６５亿美元，主要货物有杂货（含日用百货）、金属和矿砂、汽
油煤油、纸、金属制品、棉花、机器工具、化工用品等。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至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口商品结构基本维持原
状。１９４１年，进口货值１．９７亿美元，居一、二位的粮食、棉花分别占２２．４１％和
２０．４２％。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鼓励输入，入超激增。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８年，上
海进口总值分别为 ５．５７３ 亿美元、１．６５ 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值 ８５．３％、
７８．５％，主要货物有橡胶原料、钢铁五金、化学产品、棉花、汽油、煤油等。
解放初，美国等国对华封锁。上海开展易货贸易和连锁经营进口必需物
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用猪鬃、生丝同苏联易换卷筒纸和纸浆，成交上海解放后第
一笔易货贸易。１９５０ 年，进口货物 ２９ 种，总值 １．１７ 亿美元。 其中，棉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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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糖１２．５％、橡胶８．７％、黄麻１．８％、钢板１．７％、紫铜１．４％、烧碱１．２％。进
口青霉素２１万支、链霉素３０万支。１９５１年，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案，上海进口
下降为９５８４万美元，１９５３年６１１０万美元。１９５７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放宽
对华禁运后，上海进口３７５８万美元，生产资料占８０％。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粮食进
口居各进口商品之首，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年进口 ３９２ 万吨。１９６５ 年，进口值恢复至
６０００万美元。“文化大革命”初进口下降，１９６９ 年 １６００ 万美元。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年，增加进口机电仪表，每年约 １０００ 万美元。８０ 年代初，增加消费品进口。
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年进口彩色胶卷４００万～６００万卷。１９８４年起，每年进口电视
机、电冰箱等家电约２亿美元。１９８５年起，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机电仪器进口值居首，钢铁五金居次。１９９５年，进口值 ７４．７９亿美元，主要
有技术成套设备、电子计算机和仪器、汽车、化工原料、钢材、矿砂等。进口商品
来源地增至１１８个。进口值居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日本 ３１．０７％，香港地区
１５．９８％，美国１０．２２％，德国１０．２％，韩国４．５９％。

第二节 外贸企业
一、 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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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广州英商怡和、宝顺、仁记、义记、广源等洋行
在上海设分行。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年），洋行增至 ４１ 家，其中英商 ２７ 家、美商 ５
家、法商１家、从属于英国的印度洋行８家。初以走私鸦片贸易为主，怡和走私
规模最大，有１２艘武装的走私船。后因金融业和交通电信业发展，大批新洋行
开办。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增至６８家，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增至１１６家，主
要为英、美、德、法、日洋行。英商洋行占 ６０％ 以上，有怡和等老牌及二十六年
新设的卜内门洋行。其次美商洋行，琼记、同孚、同珍、哗地玛、旗昌等老牌洋行
歇业，二十年有美孚新设。德商洋行，从同治十一年 ４０ 家增至光绪二十年 ８５
家，有禅臣等。法商洋行不多，早期以经营生丝出口为主，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扩至
３０余家，知名的有永兴洋行、笔喇洋行、立兴洋行等。同治十年，始有日商洋行
开设，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约增到３０家，知名的有三井、三菱、岩井等。１９３６年，上
海欧美洋行５６１家、日商洋行１１４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洋行减少，１９４７年３７０
家。日商洋行全部关歇，美商洋行增至 １８２ 家。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全市有 ３７６ 家。
１９５０年６月，减至 ２８２ 家，其中英商 ６０ 家、美商 ６０ 家、法商 １８ 家、苏联商 ３４
家、德商２家、瑞士商２２家、意商３家、荷商５家、其他７８家。１９５６年年初，有
怡和、信昌、太古等２１ 家，年底全部关闭。１９６０ 年，法商永兴洋行结束在华业

务。至此上海洋行业务全部结束。
洋行买办 广州开埠后，有行商、散商、通事等华人受雇于洋行，成为买办。
鸦片战争后，有人随洋行迁上海。清道光二十四、二十六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怡
和洋行总行从广东先后派名叫阿三（ＡＳＡＮ）、阿陶（ＡＴＯＷ）的到沪任买办。至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洋行的买办几乎全为广州香山帮。１９ 世纪 ５０ 年
代，出现一批江、浙、皖籍上海买办。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怡和洋行把鸦片从上
海运到苏州产丝区推销，把所得款项用于购丝出口，委买办办理一切与购销有
关的事务，买办权益扩大，７０～８０年代扩至管理洋行财务和银库。同治末年至
光绪年间，中、小洋行大量增设，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买办大量增加。１９世纪末，除
日商洋行外，英、德、法等老牌洋行内部各部门都设买办，上海有买办 ０．２ 万 ～
０．２５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商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石油
公司以及英美烟公司等到沪开设分支机构，直接推销本企业产品，聘用高级职
员，有的洋行开始直接雇用华人高级职员代替买办，买办大为减少。１９３６ 年，
约减至９００人（含非进出口贸易洋行），此后少数洋行维持买办制，到１９４９年上
海解放结束。
洋庄商人、中介行栈 上海开埠前，有粤商与洋商随北上英军到上海。初
到沪，洋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迁沪粤商承包一切进出口货物买卖。清道光二
十四年（１８４４年），阿林等最早在上海开设洋庄义升行，二十五年其贸易额已至
少占上海全部进出口贸易２５％。潮州郭某于二十四年开设上海第一家从洋行
贩卖鸦片的鸿泰商号。后上海出现为洋行买卖货物的行号，大多易货交易，兼
营进出口商品。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出现专营丝、茶的行栈，代理内地商贩向
上海洋行销售丝、茶，收取佣金。知名的大行栈有咸丰年间的汪乾记茶号，同治
年间和生祥茶栈，稍后之震泰丝栈等。１９世纪末，洋布（称匹头洋货）、五金、洋
杂货业迅猛发展，经营的洋庄占全部洋货业９０％以上。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
经销洋行洋布的零售商有十五六家，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发展到６２家。同治元
年（１８６２年），叶澄衷开设上海第一家五金店顺记号，销售洋行五金件，分店遍
及汉口等城市。新顺记、南顺记率先与洋行签约，垄断进口煤油销售，推销网遍
布长江口岸各城镇及天津等城市，年获利１０万两银。洋杂货业成为上海新式
商业中企业最多的行业。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初，洋杂货号销德商礼和、禅臣洋行
小瓶颜料，８０年代出现由洋杂货转业专营洋行颜料的商号，至光绪三十四年有
１６家颜料行。各品牌颜料都因洋庄经销成为市场名牌货，经销商洋庄获得
暴利。
二、 华商进出口行

按贸易地区和经营特点不同，形成南洋庄、东洋庄、西洋庄 ３ 类华商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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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行。
南洋庄 有以进口为主的“九八”行和以出口为主的两种。“九八”行经营
者多为旅居上海的闽粤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洋华侨到沪经办以代理侨
商进口贸易为主的进口行。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出现以中药材出口为专业的南
洋办庄。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初期，又形成丝绸匹头业、杂粮业和山地货业办庄。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出现日用百货业、织布业办庄。１９３６年，南洋庄进口值４８７．９万
关两、出口值１１８１．３万关两，分别占上海对南洋进口、出口总值６．５９％和５１．３６％。
１９３７年，有南洋庄１１３家。１９４６年，有１６０家。此后统称为华商进出口商。
东洋庄 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军进军江南，在浙江乍浦的对日贸易
商移至上海，设行办号，或在日本设立办庄，成为东洋庄。咸丰五年后渐增，分
为经营日本海产品为主的海味业和杂品为主的百货业两种。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海味业东洋庄一度鼎盛，百货业东洋庄也开始兴盛，经营进口日本棉织
品、皂烛等。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后，均一蹶不振，１９３１年全部停业。
西洋庄 １９世纪后期，参与洋行进出口贸易的华商以西方贸易 “订货制
度”，开始用“寄番”办法开展交易。不少洋庄商人和华商内贸商人直接从事西
洋贸易活动，形成以经营西洋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西洋庄。１９２０ 年，上海有 ４０
余户。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后，洋行受到打击，西洋庄得到发展。１９３６年，增到１９４
户，进、出口值分别占上海７％、１２％。此后，西洋庄统称为华商进出口商，１９４８
年０．１５万户，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经营上海 ８０％ 以上纱布、桐油类大宗出口商品业
务。１９４９年，部分大户移至香港。
公私合营企业 １９５０年，全市有私营进出口商０．１１万家，从业人员１万余
人，分别占全国２４．４％、２８．６％。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出口私商组成丝绸、食品、药材
等８家公私联营企业，１７２户私商参加。进口私商组成８个综合性私私联营企
业，１７０户私商参加。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组成花边等９家公私联营出口企业，有１９４
户私商参加。组成４家进口私私联营企业，有１０８户私商参加。１９５６年１月，
３６１户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合并组成公私合营上海市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和土
产、工艺品、食品、丝绸、畜产 ５ 家出口公司。１９５７ 年年初，与国营公司相对应
成立土产等１０个公司。１９６６年９月，全部分别并入国营外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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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官办企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商进出口企业中出现官办企业，有中央信托局、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２家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茶业联营公司２家
官商合办企业，孚中公司、扬子公司等１１家官僚资本“民营企业”３种。１９４９年
５月，全部被上海市军管会接收。

四、 国营企业

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建立国营华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和国营中国植物油料
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运销公司、中国制鬃公司、中国染料公司、中国茶
业公司、中国汽车公司、中国西药公司和中国纱布外销公司 ９ 家外贸企业。
１９５２年，整编为中国进出口和中国蚕丝、茶业、油脂、畜产、土产 ６ 家总公司所
属华东区公司，管辖华东６省１市外贸业务。１９５５年起，划出其他各省业务，各
外贸总公司华东区公司改为上海分公司，有中国进出口和中国丝绸、茶叶、粮
油、畜产、土产、食品、杂品、轻工业品９家上海分公司。１９５７年，全市有国营外
贸公司１１家。１９６６年９月，６家公私合营进出口公司并入相关的国营外贸公
司。１９７８年，全市外贸企业增至１３家。１９８８年起，外贸体制实行重大变革，大
部分上海分公司和总公司脱钩，成为地方专业外贸公司，１９９０年全市有１５家。
同时，一批工贸公司成立，部分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始自营进出口业务，国家工贸
总公司成立一批上海分公司。１９９３年起，组建企业集团。是年，上海文教体育
用品进出口公司改制为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外贸企业中首家以经营
者（张兰生）名字命名，１９９４年组成兰生（集团）有限公司。是年，上海纺织、服
装、丝绸、针织、家纺５家进出口公司联合组建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机械进出口公司改制为上海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斯迈克有限
公司、上海轻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外贸专业公司有上海市土
产进出口公司等１４家。对外贸易４８．３８亿美元，占全市外资总值２５．４％。此外
还有有进出口经营权国有企业５７７家。
１９８１年，上海第一家海外公司上海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在瑞士日内瓦成
立。到１９９５年，上海在海外企业 ４３５家，分布 ８０余个国家与地区。知名企业
有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第三节 对外经济合作
一、 劳务输出

民间劳务 契约劳工。清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 年），上海 ２００ 名苦力到美
国加利福尼亚。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二三十人到澳大利亚。南非发现金矿后，
从上海、天津招收华工近万人，经上海港出发。
欧战华工。１９１７年 ８月，上海赴法 ５００名机械工人，大多到兵工厂工作。
７２０名华工乘船赴法，５００人因乘船被德国潜艇击沉遇难。上海沦陷期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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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２５万人被日伪强征或调遣至国外服役。
合作劳务。１９８７年３月，市外经公司在全国率先承办民间劳务，第一批赵
氏兄弟２人赴日本东京做冲床工。至１９９５年，全市输出０．４３万人。
公派劳务 １９８４年，上海市与外方签订对外劳务输出合同 １９ 份，合同额
３２８万美元，输出人员 ９５４ 人次，年末在外 ０．１１ 万人。１９９５ 年，签订合同 ４１９
份，合同额１．４９亿美元，人员０．６７万人次，年末在外人员１．４５万人。
二、 工程承包

建筑工程 本地外资工程。清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 年），作头魏荣昌承接法租
界公董局办公大楼。此后工程有汇中饭店、礼查饭店、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沙
逊大厦、百老汇大厦、华懋公寓、东正教教堂等。１９８５年，承包供涉外租住的高
楼住宅雁荡大厦、商务办公楼联谊大厦，为 １９４９ 年后首建的上海本地外资工
程。１９８７年，承包建成上海第一家外资五星级宾馆静安希尔顿酒店。至 １９９５
年，承包引进外资建筑工程有营业性综合大楼２１０幢、建筑面积２９０万平方米，
商品性办公楼近４０幢、建筑面积近６０万平方米。
国（境）外工程。１９３１年前后，余洪记营造厂承建马来西亚柔佛政府大厦。
１９３７年，陶记营造厂向婆罗洲、越南等地扩展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荪记
营造厂业务扩大到香港地区、新加坡。１９５０年，保华建筑公司在香港承建包括
地铁在内的政府工程。此后，上海停止境外业务。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市外经公司
承建泰国军人宿舍项目。至 １９９５ 年，上海承包、承建的主要境外工程项目 １３
个，总承包价１．２６亿美元。
工业工程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承建巴基斯坦扎法戈电
厂扩建工程部分项目。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上海外经公司承包境外７个项目，总价
５１９３万美元。境内外资、中外合资工程４个，总价２．２２亿美元。
园林工程 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建上海园林公司承建上海第一个园林出口项
目德国杜塞尔多夫巾帼园。至 １９９５年，承建国外园林 ２０多座，总额 ９００多万
美元。
三、 技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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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进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先后引进苏联磨床、捷克斯洛伐克发电设备
制造技术。１９５７年，引进苏联电动机制造技术。１９５８年，吴泾第一热电厂引进
苏联２．５万千瓦机组、望亭电厂引进捷克斯洛伐克８．８万千瓦机组、匈牙利７．５
万千瓦机组等。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
建设，与日、德、美、英、比等国共签订成套设备合同 ２５个，技术、设备引进费用
合计４７．８亿美元。引进物资总重４６．５９万吨、资料总重 ５６０．４７吨。聘用外国

专家０．３６万人次。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除三资企业外全市引进技术 ０．７４ 万项，总
金额４５．８７亿美元（不含宝钢等中央重大项目）。引进日本设备１１．６１亿美元、
德国８．７７亿美元、美国７．２亿美元、香港地区４．７９亿美元、意大利３．３２亿美元。
技术出口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上海承担无偿援外项目。１９８５年，上海
第二制药厂向瑞士罗氏公司出口独创的维生素 Ｃ 二步发酵法技术，为上海市第
一个贸易性技术出口项目，出口额５５０万美元。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技术出口合同
７８８份，出口金额１４．９５亿美元。
四、 国际经济技术援助

对外援助 成套项目。１９５５年７月，上海轻工业局筹建越南统一火柴厂，
为上海第一个成套援外项目。至１９９５年，上海援外项目２９１个，金额３１．０５亿
元。受援项目金额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项目２８个，金额１３．８８亿元。越南项
目１３１个，金额５亿元。埃及１个，金额２．５亿元。朝鲜２３个，金额２．１９亿元。
培训人员。１９５３年，接受首批外国实习生 ８ 人到上海新中华刀剪厂等厂
实习。至１９９５年共接受１．１４万名实习生。
接受援助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９４８ 年 ７ 月，美国在沪设立美国经济合作总
署中国分署，１９４８年１月第一批美援面粉抵沪，１９４９ 年结束。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上海开始接受苏联为主的技术援助，主要为专家技术指导、提供技术资料，重
点为船舶、机电行业，１９６０ 年 ８ 月中止。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年，接受多边援助 ７１
项，受援金额６５９４．６万美元，主要有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援助。１９８２～１９９５
年，接受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１１国双边援助项目 ３６ 个，受援额 ５２９２．４ 万
美元。

第四节 外国 、境外投资
一、 直接投资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英商在沪开设洋行。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上海
有外资工厂１８家。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在沪外商企业中英１７５家，占外商企
业６２．６５％。其次分别为德、日、法、美商等。光绪二十一年至 １９１３年，外资工
业资本６３４６万银元，怡和、老公茂等１０家外商纱厂有纱锭４６．５万枚，约占全国
纱锭总数一半。二十六年，在沪侨资约占全国侨资１／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沪英商资本２．６１亿美元，约占上海全部外资９０％。
大战期间，日本、美国加大投资。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日商新设和收购７家纱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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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日商棉纺厂纱锭由１１．１９万枚增至３１．２９万枚。英美烟草公司工厂由１家扩
至４家，工人由百余人增至近万人，资本由１１００万元增至３７１４万元，超过中国
烟厂总资本７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加大对华投资，至１９３６年外资工业
资本增至４亿元。１９３０年，上海外资企业总额在全国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从光
绪二十八年２１．７％提高到４２．８％。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海各业外资企业资金额在全
国的比重（不含东北地区），银行业占７９．２％，进出口业和商业占８１．２％，工业占
６７．１％，房地产业占 ７６．８％。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资迅速扩大。在沪最大的 ４
家外国进出口商，美商有３家。其中中美实业公司，资本 １０亿元，垄断中国进
出口贸易。美商上海电力公司，装机容量占全市８１．５％。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４９
年３月，外商企业０．２万家。１９４８年开始，政局动荡，外资转往他国。是年，在
沪外商企业 ０．１３ 万家，上海解放时减至 ９１０ 家。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外资企业 ６８４
家，员工５万多人，资产总值估计１亿元。上海开埠后到解放前夕，到沪投资的
国家、地区共３６个。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９５２年，新开设外商企业４３家，主要是苏联、东欧和亚洲地
区小型商贸企业。１９４９年后，上海市政府对外商企业采取征用、接管、代管、转
让等方式清理整顿。１９６２ 年底，剩 ４ 家外资侨资银行和 ８ 家个体小户。 是
年，中波轮船航运公司从天津迁至上海，波方协议投资 ０．１ 亿美元。 此后长
期无外商投资。１９７９年后，外商投资迅速增加。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全市批准外
商投资项目９个，投资９０２４万美元。１９９５年，批准外资项目 １．３６万个，协议
外资３４１．９９亿美元，实际投资 １１４．１１ 亿美元。 实际投资中，香港地区居首，
占４９．１８％，其次为美国占 １４．６９％，其他依次为日本占 ８．６１％、台湾地区
５．０３％、意大利２．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和股份制等在上海投资
额分别占总额５４．８０％、２０．８０％、２２．４５％和１．９５％。
二、 间接投资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３１６

外国政府贷款 １９８２年，丹麦政府根据中丹政府双边协议，向上海市提供
第一笔贷款，用于乳品厂改造。至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获得德国等 １６个国家政府
贷款，总额７．４６亿美元。以德国政府贷款最多，占４３％。全部贷款用于市政交
通、能源等分别占４３．７％和１５．７％。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世界银行向上海市政府提供贷款
１２．７亿美元，主要用于市政建设。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亚洲开发银行向上海市政府
提供贷款 ２．５５ 亿美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兴建黄浦江南浦、杨浦
大桥。
国际商业贷款 １９８４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与日本三井银行签订８５亿

日元（后增至１００亿日元）贷款合同，贷款期限８年，用于建造瑞金大厦，为解放
后上海金融界首例直接利用国际商业贷款。１９８６年９月４日，国务院批准上海
市用自借自还的方式利用外资，上海市单项融资数百万至１亿美元。

第五节 海关 、商检
一、 市舶司、海关

市舶司 北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在华亭县青龙镇 （今青浦县境内）建市
舶务。南宋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两浙路市舶司从临安移驻华亭。南宋咸淳三
年（１２６７年），华亭县上海浦始设市舶分司。宋代，全国先后有 １１ 处设置市舶
司、务、场，上海地区有３处，设４个市舶机构。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上海镇
开设市舶司，为元 ７ 个市舶司之一。司署设今上海小东门光启路。大德二年
（１２９８年），并入庆元 （今浙江宁波）市舶司。明代开国前夕元至正二十七年
（１３６７年），在太仓黄渡（今嘉定区内）设置市舶司。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罢废。
此后，上海地区不再设市舶机构。
江海关、上海海关 清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 年），清廷开设江海关和闽海
关、粤海关、浙海关，始有海关之名。江海关初设于松江府华亭县(阙，二十七
年迁至上海县城小东门。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年），增建新关署，称江海北关，
俗称洋关，征收“夷税”，专管外商船只货物和税收。原海关称江海大关，又称江
海南关，专管中国船只和税收。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八月初五，英人借故捣毁北
关大部建筑，英领事以武装占领。八月初七，英、美、法国领事分别宣布实行“领
事代征制”。九月初八，上海道台吴健彰利用旧兵船，在黄浦江浦东陆家嘴组成
临时水上海关，后又在吴淞江北岸设立海关办事处。六月初五，吴健彰与英、
美、法３国领事签订《江海关征税规则》，规定由三国领馆各推一人帮办关务，称
税务监督，由领事提名，道台选任。六月十二日，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江海关
行政管理权始由外国人执掌。咸丰九年，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此后江
海关的税务监督也改称税务司，并由总税务司委任，进而推行到全国各通商口
岸，形成外籍税务司制。江海南关后改称常关，地位逐渐衰落。后所指江海关、
海关，即江海北关。咸丰七年，江海关署在汉口路外滩重建，光绪年间又改建。
１９１２年起，汇总全国各口岸海关税收。１９４１ 年，为日军接管。抗日战争胜利
后，为国民政府接收。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１９５０年２月，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１８４１～１９１０年，有４１个上海道台兼任江海关
监督，１９１２～１９３８年有２２人任。１８５４年～１９４９年５月，税务司共８６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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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５６任。
关税征收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执行《江海关征税则例》，税则分列
出口税和进口税。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十一月，《海关税则》订立，确立进出口税
值百抽五的税制，进口货物税率较前降低１３％～６５％。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关
税４１７．２万关平银两，占全国关税 ５３．２２％。四年起，进口关税每年超过出口
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１０８１．４１万关平银两，占全国关税３６．０４％。１９２７
年９月，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１９２８年２月，颁布《进出口税则》。是年，江海
关征收关税３３６５．９３万关平银两，占全国关税４０．８８％。１９４７年，１６１４３．３８亿元
法币，占全国关税６８．９３％。１９５０年，鼓励出口，只对几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关
税，是年税收３４５９．９９万元。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９８４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税则》，进口商品分为必需品、需要品、非必需品和奢侈品４类，征收不同
税率。其间，对货名和税率作过２４次调整和修改。１９９３年１月起，废止集中纳
税，所有进出口货物全部改为地方纳税。上海海关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关税、代
征税费以及附加税费等。１９５０年，上海征收税款３４６０万元，１９７０年２９２．８４万
元，为１９４９年后最低。１９９５年，税款１５３．９７亿元，占全国海关税收２２％。
二、 商检

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市政府设上海市出口肉类检查所，是上海地方政府首设
出口商品检验机构。１９２９年 ３月，中央政府设置的第一个商品检验局工商部
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先后下设农作物、畜产品、蚕丝和化工品等检验处，并接
收和收买上海出口肉类检查所、国立牲肠出口检验所、万国生丝检验所和农产
物检查所内蚕种检查处。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日伪设上海商检局。抗日战争胜
利后，上海商检局复局。１９４９年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１９５１年８月起，全市外
商、私商公证行停止营业，所有外贸公证鉴定由上海商检局办理。初负责华东
地区进出口商品检验，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起检验范围限于上海市。１９８１年２月改为
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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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营体制
一、 私有经营、土地改革

土地占有 １９５０ 年土地改革前夕，上海市郊与松江专区、崇明县有地主
１．８７万户，占总户数２．５６％，人口占２．８６％；占有土地２３０．６３万亩，占土地总面
积３６．９９％，户均１２３．３６ 亩，人均 ２７．３４ 亩。贫农、雇农 ４０．９７ 万户，占总户数
５６．１７％，人口占５２．２８％；占有土地 １００．９１ 万亩，占总面积 １６．１８％，户均 ２．４６
亩，人均０．６５亩。１９４９年，全市有奶牛场１３０多个、农场８０多个。
土地改革 松江专区、崇明县，１９５０年６、１１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先后开始进行，次年３月完成。没收地主的耕畜０．３８万头、农具２０．１９
万件、多余的房屋１１．８８万间、多余的粮食２３０２．５４万公斤，分给农民，归农民所
有。上海市郊，根据《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条例》《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
办法》，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开始进行，次年 １１月完成。没收征收土地 １８．４２万亩，归
国家所有，分给农民耕种的１４．６５万亩，由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分得土地的人
口占市郊农业人口７５．６％。
二、 集体经营

互助组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建立 ３０ 多个农业生产临时互助组。１９５３ 年有
４．４３万个，入组农户３３．９万户，占总农户４６．４％。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２年 ８ 月，上海市郊试办新泾区诸翟乡南张村
等３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３８户。１９５５年年底，增至１万余个，入
社农户３１．１６万户，占总农户４１．７％。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２年３月，真如区新港乡朱行村４户农民自发组
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９５６年，有０．２１万个，入社农户占全部农户９７．０４％。
人民公社，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１日，上海市郊区第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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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成立。至９月３０
日，市郊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１９８３年春，实行政社分设。到１９８４年春，全市
２０６个公社就社设乡，人民公社成为集体经济组织，１９８７年 ５月改为乡经济联
合社。１９８７年，全市人民公社机构体制改革结束。公社改为乡经济联合社（也
称农工商联社或者公司），下设工业、农业、副业等专业公司。生产大队改为村
经济合作社或公司。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０年秋，嘉定县曹王公社和平大队张北生产队
等率先实行全部作物联产到劳，即包产到户。１９９０年，粮棉生产队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占９４％。蔬菜地区９０％的生产队仍实行“两头统，中间包”、以
联产联值到劳动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３年，开始出现规模经营户，１９９５年
６月有０．６９万个。
三、 公营、国营农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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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良种繁育场 １９２８ 年，江苏省立棉作试验场在南汇县设立分场，从
事棉种选育。１９９５年，有上海市农业实验场、上海市花卉良种试验场市级场。
１９５１年，川沙、奉贤县建农业良种繁育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２个县级场。
农场 １９５４年，江苏省松江专署在奉贤、南汇两县南部围垦滩涂，建奉贤
农场（今五四农场）。１９５９年，上海市组织在崇明县围垦，建立新海农场、东平
农场（今东风农场）。在奉贤县围垦，建立海滨农场（今星火农场）。１９６５年，接
办安徽省太平县境内的黄山茶林场，１９６６年在安徽省歙县建立练江牧场，１９７３
年在江苏省大丰县建海丰农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五四、新海、星火、东风、东海、
跃进、红星、长征、长江、前卫、前进、前哨、芦潮港、燎原、朝阳、海丰农场和黄山
茶林场、练江牧场等１８个国营农场，耕地３０．８万亩。员工１１．１万人，其中农业
从业人员１．８５万人。
苗圃、林场 １９２８年，建上海市立园林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６个市级苗圃，面
积２２５亩。清光绪年间，宝山、南汇、崇明等县建县林业试验场，１９５９年沿海沿
江各县围垦滩涂，建７ 个林场，１９９５ 年有金山、奉贤、南汇、川沙、松江、崇明等
县６个林场，土地１．３６万亩，林地０．９５万亩。
畜禽企业 １９５６年，建立上海市牛奶公司，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建立１１家规模
畜禽产加销企业。１９９５年，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有 １６ 个牧场、员工 ０．６５
万人，奶牛１．０８万头，生产光明牌系列乳制品百余种，产量４．６４万吨。
水产企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前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渔
业善后物资管理处和农林部中华水产公司，后历经变化，１９９２ 年为上海水产
（集团）总公司。有下属企业８家，经营海洋捕捞、水产养殖、鱼品加工等，主要
企业有上海海洋渔业发展公司、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上海远洋渔业公司。

第二节 农用土地 、劳力 、产值
一、 农用土地、养殖水面

农用土地 １９５１ 年土地改革前夕，全市 （含松江专区、崇明县，下同 ）有
６２３．５万亩，１９９５年４７８．７７万亩。１９４９年，耕地５６２．５万亩，市郊人均１．７５亩，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４３４．９４万亩、１．１１ 亩。１９７１ 年，全市林地 １．６６ 万亩、果园 ３．８１
万亩，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９．５１万亩、２０．０４万亩。
养殖水面 １９５２年，全市淡水养殖水面２．８５万亩，１９９５年４９．４９万亩，其
中精养鱼塘１６．０８万亩。１９８３年，海水养殖水面０．３３万亩，１９９５年１．５９万亩。
二、 农业劳动力

数量、业别 １９４９年，全市农业劳动力１２１．５４万人，１９９５年６５．６１万人，占
农村劳动力 ２８．５％。１９９５ 年，种植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 ９２．６３％，饲养业占
２．８８％，渔业占４．２％，林业占０．１９％。
劳动生产率 １９４９ 年，全市农业劳动力人均年生产总值 １８６ 元，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３万元。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主要农产品，１９５２年生产粮食 ７４１．７公斤、棉
花（皮棉）２９．５公斤、油料２５公斤、蔬菜１９７．５公斤、水产品１６公斤，１９９５年粮
食０．３３万公斤、油料２３６公斤、蔬菜０．３７万公斤、肉类２２７公斤、家禽２２５羽、
鲜蛋２２７公斤、牛奶３３２公斤、水产品１９６公斤。
三、 农业总产值、产业

农业总产值 １９４９年２．２７亿元，１９９５年９１．３９亿元。
产业 １９４９年，种植面积９９６．３７万亩，粮食占５７．９％，棉花占１３．９％，油菜
籽占５％，蔬菜占５．７％，其他作物（包括绿肥）占１７．５％。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
７６．５％，饲养业占 １３％，渔业占 １．３％，林业占 ０．４％，其他家庭副业占 ８．８％。
１９９０年，饲养业产值首次超过种植业。１９９５ 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８１３．２３ 万
亩，其中粮食作物占６３．４％、棉花占０．６％、油菜籽占１４．４５％、蔬菜占１６．０４％、
其他作物占５．５１％。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３６．６６％，饲养业占４７．８６％，渔业占
１５．２％，林业占０．２８％。农产品商品率为７６．９％。
资金投入 上海市财政用于农村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５４．３２亿元。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集体提
留公共积累投入农业生产。１９５７年，全市提取２８３８万元，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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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均３．１２亿元。
物耗、产出 １９５７ 年，种植业物耗占种植业总收入 ２７．９％，每亩净收入
４８．９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７．８％、６２１．４９ 元。饲养业，每百元投入，１９５７ 年亏损
２２．４元，６０年代转亏为盈，１９９５年净收入７元。

第三节 粮食 、棉花 、油料生产
一、 种植区划

纯粮区 为西部松江、金山、青浦３县。大部分为淀（山湖）泖（河）低地，历
来以种植水稻为主。
沿海粮棉夹种区 包括川沙、南汇、奉贤、崇明４县。１９４９年，耕地２３６．３５
万亩，其中粮田占４１．５３％、棉田占３２％、油菜田占５．８４％。１９９５年，耕地１８３．０５
万亩，其中粮田占８０．９１％、棉田占１．８５％、油菜田占１２．７５％。
近郊粮棉菜夹种区 包括上海、嘉定、宝山 ３县区。１９９５年，菜田 ６．３２万
亩，占全市蔬菜面积３５．３１％。１９８５年，减种棉花，１９９５年停种。
二、 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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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有早稻、中稻、晚稻，小麦、元麦、大麦，大豆、蚕豆、绿豆、赤豆、玉米、
高粱、甘薯等。水稻种植历史最久，青浦县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
为距今约６０００年。水稻一直是上海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种植面积占粮食总面积６５％。麦类，唐宋时期已有种植，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种植
面积占粮食总面积３５％。
水稻 宋绍熙年间，华亭县亩产稻谷 ２～３石。明代后期至 ２０世纪 ３０年
代，大量种植棉花，水稻面积减少。１９４９年，全市面积２７９．３７万亩，亩产１８５公
斤。１９５６年，试种双季稻。１９７６年，水稻面积５４１．３４万亩，早稻占４１．９６％，中
稻占０．３１％，单季晚稻占１．７４％，后季稻占５５．５９％。１９８４年，基本停种双季稻。
１９９５年，水稻面积３１５ 万亩，中晚稻占 ９４．４％，后季稻占 ５．６％，平均亩产 ５１９
公斤。
麦类 明清时期，小麦种植面积约占耕地１０％。１９２０年前后，产量约占粮
食总产１／４。１９４９年，全市种植１５６．８２万亩，小麦占４６．９８％，大麦占１６．５％，元
麦占３６．５２％，平均亩产５９．５公斤。１９９５年，种植１７０．５万亩，小麦占５３．７％，大
麦占４６．２％，平均亩产２７０．５公斤，元麦基本不种。１９５４年，种荞麦５万亩，后
很少种植。

其他作物 大豆。明正德《金山卫志》、嘉靖《嘉定县志》有种植记载。民国
时期，各县均有种植。主要品种大粒黄、牛踏扁、大青豆、黄瓜青、七月白、八月
白、稻熟黄、荚荚三、荚荚四、小油豆等。１９４９ 年，全市种植 ４５．５３ 万亩，总产
２．５４万吨。１９５１年起，种植面积持续下降，１９９５ 年 ９．８９ 万亩，大多为摘青作
蔬菜。
蚕豆。明正德 《松江府志》有种植记载。１９３０ 年，种植 ５０ 余万亩，品种有
三白蚕豆、青皮蚕豆、大麦豆、石门豆、药用红皮豆。１９４９年，种植 ４８．１３万亩，
亩产３７公斤。１９９５年６．２０万亩，大多摘青作蔬菜。
绿豆、赤豆。１９５５年后，绿豆有零星种植，赤豆大多插种在玉米和棉田中。
赤豆主要品种有大红赤、小红赤、蟹眼赤、饭赤、米赤等。崇明县大红袍赤豆是
传统出口产品，１９９５年全县约种植５万亩。
玉米。明万历三十二年 （１６０４ 年），崇明县开始种植。１９２９ 年，１０ 县种植
１５．３万亩，崇明县占３／４。有大金黄、小金黄、青鱼牙、珠鱼牙、老人牙、百日早、
秤砣黄、六叶头、五叶头、香橼黄等 ３０ 余种品种。１９４９ 年，全市种植 ２０．３２ 万
亩，亩均１１４公斤。１９９５年，种植１２．１８万亩。
甘薯。明万历三十七年，徐光启引种自福建，此后沿海沙土高地多有种植。
１９４９年，全市种植１０．２７万亩，亩产鲜薯０．１万公斤。１９５８年，种植面积达历史
最高，达１７万亩。１９６４年起，大幅减种，１９８４年沿海地区尚有零星种植。
高粱。１９３０年，崇明县种植４．６万亩，川沙、南汇、奉贤、嘉定等县沿海沙地
和高亢地亦种，７０年代后全市基本不种。
三、 棉花生产

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
植之”。徐光启《农政全书》载万历年间松江府“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
植棉”。清初，上海、嘉定、宝山、南汇、奉贤、崇明县和川沙厅棉田面积约占耕地
７成。１９２０年，１０县种植３５６．２８万亩。１９３６年，２９１．０３万亩，总产皮棉４．２６万
吨。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粮食短缺，减棉增粮。１９５２ 年，种植 ２１６．４５ 万亩，总
产皮棉３．８９万吨。６０ 年代初粮食短缺，减棉增粮，１９６２ 年减至 １０３．７７ 万亩。
１９８５年起，面积迅速减少，１９９０ 年降至 １９．４３ 万亩，１９９５ 年为 ４．９７ 万亩，总产
皮棉０．３６万吨，亩均７２．５公斤。主要产在松江、奉贤２县。
四、 油料生产

菜籽始种于元代，并和大豆同为主要油料作物。农民一般夏收后食菜油，
秋收后食豆油。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发展油菜种植，减少大豆。其他油料作物
除蓖麻外，均作为副食品，种植面积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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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 明代，华亭、嘉定、青浦等县种植，至清代上海普遍种植。１９４９ 年，
全市种植５０．２８ 万亩，１９８１ 年 １０８．６１ 万亩。１９９５ 年，种植 １１７．５３ 万亩，总产
１５．４９万吨，亩均１３１．８公斤。
其他作物 花生，明弘治《上海志》有种植的记载。１９４９年，崇明、南汇、奉
贤等县沿海地区均种，７０年代全市年种植０．２万～０．３万亩，１９９５年１．５万亩，
总产０．２８万吨。芝麻，插种于棉田。向日葵、蓖麻，均零星种植于十边地。

第四节 蔬菜生产
一、 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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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静安寺、法华镇、徐家汇等一带有 “园地”，专门种植蔬菜，上市出
售，逐渐成为菜区。上海开埠后，菜区逐渐扩大。１９３１年，商品蔬菜种植２．２万
亩。１９３５年《上海市年鉴》载，“沿吴淞江畔之农家，皆以种植蔬菜为业。”１９４８
年，菜地面积１１．５万亩。１９５３年，常年菜地增加到 １９．６ 万亩，集中在新泾、龙
华、真如、大场、杨思５区。１９５８年，菜地扩大到３０万亩。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粮食
供应紧张，“以菜代粮”，菜地增至４２万亩。１９６３年，市人民委员会按照市区人
均３厘菜田的标准，计划安排１７万亩常年菜地作为生产基地，常年菜田绝大部
分安排在上海、嘉定、宝山、川沙４县，在崇明、青浦、南汇等县插种季节蔬菜作
为补充。各县对城镇的蔬菜供应自行安排。以后，菜地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到
７０年代末，形成常年菜、季节菜、出口菜３个生产基地。１９７８年，常年菜地总面
积１８．４万亩。后因市区扩展，近郊菜地被征用７万亩，１９９３年起在中、远郊建
设新菜地，遍及市郊各区县和部分市属国有农场。１９９５ 年，常年菜地 １７．９
万亩。
另有出口菜生产基地，主要在嘉定、崇明、松江等县，种植面积变动大。葱
头生产基地，在嘉定县南翔等乡镇，１９９５年种植０．１７万亩。大蒜生产基地，在
嘉定县娄塘镇等一带，１９９５年１．６万亩。青豌豆生产基地，原在上海县七宝镇
一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松江县中、西部和川沙县部分地区为主，１９９０年全市种
植２万多亩，１９９５年已不种植。芦笋生产基地，主要产区崇明、奉贤县，１９９５年
面积分别为０．１万、２００亩。甜玉米生产基地在崇明县，１９９５年种植８００亩。
二、 品种

清同治《上海县志》载有蔬菜４５种。上海开埠后，引进番茄、甜椒、洋葱、甘
蓝、花椰菜、朝鲜蓟、马铃薯、石刁柏等洋菜品种。１９３６ 年，上海蔬菜品种增至

７６种。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市农业局征集到蔬菜品种 ８２ 种、３３４ 个品种。５０～７０
年代，从国内外引进和自育一批品种。自育的品种主要有矮抗青、冬常青、新选
１号、七宝红明等青菜，四月慢、北杨、郊赛、夏光等甘蓝，慢慢种、早熟２３号、申
花３号等花椰菜，浦红系列番茄，上海甜椒，上海黄瓜等。７０年代末，蔬菜有８９
种、４００多个品种。８０年代起，从外省、国外引入３００多个品种。１９９５年，蔬菜
品种有５大类１１３种７１６个品种。常年栽品种食叶类蔬菜品种最多，有青菜、
塌菜等３７个种类、６０多个品种。特色品种主要有四月慢青菜、中八叶塌菜、板
叶荠菜、上海甜椒、兰花小茄、小闸黄狼南瓜、崇明金瓜、鳗鲡豇豆、小青冬瓜、白
扁豆、猪血扁豆、腊菜尖、嘉定白蒜、兰花笋等。
三、 上市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郊上市总量 １６ 万吨，１９５９ 年 １２２．９ 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１８４．５
万吨。

第五节 瓜 、果 、食用菌 、花卉 、蚕桑 、其他作物生产
一、 西瓜、甜瓜

２０世纪上半叶，上海西瓜甜瓜种植，以甜瓜为主，１９５９年起西瓜种植面积
超过甜瓜。１９８２年，西瓜面积占西瓜甜瓜总面积的９８％。９０年代，甜瓜面积增
加，１９９５年占３１．４％。
西瓜 明正德年间有种。清叶梦珠《阅世编》载，“西瓜之产于吾郡者，向惟
闵行、周浦称最美。顺治中南桥一种，两头锐而复（腹）圆，状类橄榄，名曰橄榄
瓜，其味尤为鲜美，超出诸种之上。”清同治《上海县志》载，“沪郊西瓜以三林塘
雪瓤瓜（又称崩瓜）为最，味甜、质脆、水多，为西瓜中上品。”民国时期，种植西瓜
面积较大的金山县，以平湖瓜、马铃瓜居多。５０年代初，从广东引进解放瓜种，
１９５４年从香港引入台黑（蜜宝）瓜种，６０年代起成为郊区主栽品种，１９８２年种植
面积分别为３０％、６０％。１９９０年后，主种广东新澄，新疆伊选和台湾新红宝、金钟
冠龙，新疆８４２４、８４１７。７０年代，三林塘崩瓜绝产。５０年代初，全市年种植西瓜
１万～２万亩。１９５９年，种植５．５２万亩，上市２．８８万吨。１９９５年，种植１２万亩。
甜瓜 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甜瓜“有青、白、花斑三种，又一种大如鹅子
皮黄如金，曰金瓜。亦有银色者。通谓之香瓜。”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主栽品种十
条筋黄金瓜、海冬青、蜜筒瓜、金鹅蛋、全黄、香瓜、绵瓜和崇明黑皮等薄皮甜瓜。
１９８４年起，引进国外网纹甜瓜博鲁卡、伊丽莎白、西薄洛托等，成为主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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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种植甜瓜约３．５万亩，１９９５年５．４９万亩。
二、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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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云间志》载，上海地区果树有桃、李。明万历年间，上海出现成片水蜜
桃园。清道光、咸丰年间，有桃、李、梅、杏、柿、梨、石榴、枇杷等。民国《上海县
志》载，上海县有“桃、柿、杏、梅、李、橙、香橼、代橘、石榴、花红、葡萄、银杏、枣、
菱、无花果、樱桃、郁李、橘、金橘、枸橘、梨、木瓜、胡桃、橄榄、香蕉、麦李”。梅、
桃、枇杷等有出售，余多为自食。 上海沦陷期间，果园被毁，只剩零星果树。
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办有桃园等果园，全市果园面积 ０．４５万亩，产量 ４５０吨。７０
年代，发展上海蜜梨生产，产量占全市水果总产量６０．６％。８０年代，扩大柑橘、
葡萄、草莓种植。１９９５年，全市果园 ２０．０４万亩，主要种桃、柑橘、葡萄、梨。另
有３．１１万亩草莓。水果总产２１．７万吨。
桃 以水蜜桃最著名，据传明徐光启之子徐龙自北方引入。明天启年间，
王象晋《群芳谱》载，“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露香园）所出尤佳。”清
乾隆后期，栽种转移到上海县城南黄泥墙一带。同治年间，转到龙华一带，春天
花景被誉为沪城八景之一。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前后，江苏无锡、浙江奉化等
地及英、美、日等国引种。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桃之栽种区移至龙华以南，被
称为“龙华水蜜桃”。以后栽种区西移至莘庄一带。上海沦陷期间，大片桃林被
毁，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在上海县莘庄乡陆昌庙发现遗存 １０余株。８０年代，南汇县
大团乡选育出大团蜜露。１９６０年，全市种植桃树３万亩，产量占全市水果总产
量５８．０６％。１９９５年，种植７．０８万亩，产量７．４６万吨。主产区南汇县，面积占全
市４０．５８％。
梨 清代，松江府有种植。１９７０ 年，全市产梨 ０．５６ 万吨，１９９５ 年 １．５９ 万
吨。主要产区在南汇、青浦、闵行、松江等区县，主品种为新世纪。
柑橘 清代和民国时期，庭院有栽。１９５９ 年，宝山县、上海县引种启东金
柑苗、苏州橘苗，成片种植，均冻死。１９７７年后，宝山县长兴、横沙岛和上海、南
汇两县大治河南岸，成功引种温州蜜橘耐寒品种。１９９５年，全市种植面积７．５９
万亩，产量９．０４万吨。
葡萄 历史上大多为庭院栽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始成片种植。１９９５年，全
市面积２．６２万亩，产量３．３６万吨。主产嘉定区，占全市总产量７６．３％。品种以
巨峰为主。
三、 食用菌

食用菌有蘑菇、香菇、平菇、草菇、金针菇和黑木耳、毛木耳，还有灵芝、猴头
菇、安络小皮伞３种药用菌。

蘑菇 １９３５年，中美农场引进法国双孢蘑菇菌种生产。５０ 年代初，有 １０
个私营蘑菇场。１９９５年，全市种植１１０万平方米，年产鲜菇０．７３万吨。主产嘉
定、南汇、青浦、松江４县区。
香菇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上海市农业试验站试验成功用木屑代替椴木栽培。
１９９５年，全市栽培６１０万袋，每袋产量０．５７公斤。主产嘉定、宝山、崇明３区县。
四、 花卉

清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浦东龙王庙凌家花园始以艺花木为业。到咸丰年
间，龙王庙一带有凌、罗、徐、金、沈５家经营花木，以种金桂为主，称为五大桂花
园。乾隆年间，彭浦赵家花园开始花卉生产。上海开埠后，外来花卉品种增加，
鲜切花生产迅速发展。至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经营花卉的场圃有 １８３家，花卉种
植面积０．１４万亩，另有崇明县水仙６００余亩。形成４个主要生产区。上海县漕
河泾、梅陇一带，以温室生产鲜切花、盆花为主，占上海市场销售量的大部分。
宝山县赵家花园一带，以露地生产草本、木本鲜切花和盆花为主。浦东凌家花
园一带，以生产木本树花、盆景、地栽秧苗为主。崇明县合兴、堡镇一带，生产水
仙、球茎花卉。１９４９年年初，上海花树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中，有花卉园艺场 ８０
家、花农５７５家，种植面积 ０．１ 万亩。１９６５ 年，花卉生产单位 ５４ 个，种植面积
０．１５万亩，观赏苗木 ６００ 多亩。１９６７ 年起 “文化大革命 ”中，禁种花卉。１９８０
年，有１３个单位恢复生产，栽培面积２８２亩。１９９５年面积０．７万亩。
品种 明弘治 《上海志》载，上海县有花卉 ４５ 种。 清同治、民国 《上海县
志》，分别载有７８种和１８７种。１９３２年，有草花７８种、温室花卉１５种、木本花
卉２６种、观赏苗木６０种。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从国外引进１２０种。
鲜切花 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上海县梅陇乡牌楼艾家厍花农引种国
外传入的康乃馨、大丽花、山草等成功。后又引进唐菖蒲、郁金香、波斯菊、马蹄
莲、晚香玉、日本杜鹃、一串红、万寿菊等品种。１９６５ 年，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
０．１４万亩，上市鲜切花３０７０万支。主要产区在梅陇、漕河泾、龙华一带。１９９５
年，全市种植０．５５万亩，上市鲜切花２．４亿支。
盆花、观叶植物 明清时期，有菊花、海棠、杜鹃、万年青、铁树等。民国时
期，增加茶花、石蜡红、仙客来、玫瑰、月季、龟背竹、橡皮树等。彭浦赵家花园、
浦东凌家花园、真如黄园农场、漕河泾新康苗圃及其附近的小花圃有盆花种植、
出售。１９６５年，全市上市４４．６万盆，１９９５年３５０万盆。
盆景 明隆庆、万历年间，嘉定盆树闻名于天下。民国时期，名家苏州周瘦
鹃、浙江黄德邻父子亦到沪经营。１９５４年，龙华苗圃开辟盆景园。１９６５年，全
市出口０．１万盆。８０年代，所有县级花木苗圃都有盆景栽培。有大型、微型（掌
上）、挂壁等多类品种，树种１２０多个。１９９５年，全市生产３３０万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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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作物

蚕桑 南宋绍熙年间，有华亭县种桑养蚕的文字记载。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上海道台提倡蚕桑，购桑苗数万株，种植于徐家汇至龙华一带。光
绪中期，嘉定县钱门塘乡一带一度家家种桑、养蚕。１９５６ 年，全市桑园 ８０ 亩，
１９５７年产茧１３担。１９９５年，桑园４．８万亩，产茧 ０．２７万吨。主要产区有金山
县朱行等乡。
药材 １９７０年，上海地产常用中草药有４８０多种，收获面积１．４万亩，收购
量０．２４万吨。１９９５年，人工种植生地等３２种，面积０．６２万亩，收购５１７吨。农
村向有采集野生药材习惯。１９６０年，全市收购野生药材２０６种、２５４吨，１９９０年
１３９种、８００．４吨。
香料 民国初年，上海、宝山等县始种小叶留兰香，提取留兰香油。１９６５
年，全市香料计划种植面积 ０．６４万亩，１９９５年 ９１５亩。主产崇明县。有薄荷、
留兰香、香叶天竹葵、薰衣草等。
编织用草 黄草。清康熙《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徐行一带有种植，所做编
织品，作为贡品。１９２２年，徐行镇兴业草织厂的拖鞋等草织品，销往南洋和西
欧。１９３４年，嘉定县种植约 ６００ 亩。６０～７０ 年代，年约种植 ０．１ 万亩，约产草
２５０吨。１９９５年，种植０．１５万亩，产草４００吨。
席草。１９５６ 年，松江县天马乡引种成功，１９９５ 年嘉定区、奉贤县种植
７３５亩。
蔺草。１９８２年，青浦县练塘公社引种成功，１９９５年全市种植１万亩。
麻 黄麻。明嘉靖《上海县志》载，“金山海滨之地即产黄麻。”１９５２年到７０
年代中期，年约０．１万亩，亩产２００公斤，主要产地是崇明县。８０年代停种。
苎麻。明正德金山有种植。１９９０年，全市种植０．１８万亩，１９９１年停种。
其他 啤酒花。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上海县华漕公社建设大队等地始
种，１９７３年种植５６７亩，１９８５年后停种。
烟草。１９６０年，金山、奉贤等县引种近百亩，１９８５年停种。
甜叶菊。１９８０年，嘉定县引种，１９８７年种植０．３万余亩，１９９０年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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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畜牧业
青浦县崧泽文化遗址和上海县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表明，四五千年前
上海地区已有畜牧养殖。传统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猪、牛、羊和鸡、鸭。晚清开

始饲养奶牛。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引进饲养肉鸽、鹌鹑、火鸡、鸵鸟、水貂等畜
禽。１９５２年，畜牧业产值 ４０８３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１１．９％，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８１４８００万元、４４．６５％。１９５２ 年，畜牧业总产值中，生猪占 ５３．５％，牛奶占
２５．２％，羊、兔等占１７．７％，鲜蛋占２．２％，家禽占１．４％，１９９５年分别占２３．４％、
９．９％、２．５％、１３．５％、５１％。
一、 生猪生产

品种 上海生猪地方良种有梅山猪、枫泾猪、沙乌头、浦东白猪。１９６３年，
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选种培育白猪，到１９７９年育成农系、上系、宝系３
个品系的上海白猪。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以引进的种猪与上海白猪进行两元、多元
杂交，生产杜上、杜长上、杜汉长上瘦肉商品猪。１９９５年，全市主养杂交瘦肉型
猪，胴体瘦肉率５５％以上。
饲养量、上市量 １９５７年，全市饲养１７５．７１万头，上市６３．６４万头，１９９５年
分别为６６０．９７万头、４５２．５５万头。
经营 农户饲养。１９４９年，全市４６．４６万头，户均圈存０．４４头。１９５８年，
取消农户饲养，１９６０年恢复。１９９５年，圈存４８．８２万头，饲养户户均１３５．４６头。
集体饲养。１９５３年，新泾区小泾村农业生产互助组办集体养猪场，至１９６０
年，全市农村始形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３ 级养猪场，以生产队饲养为主。
１９７１年，全市养猪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全市农村养猪数量达一亩耕地有一头
猪）。１９７３年，新泾公社天山大队薛家厍生产队养猪场在全市首家常年养猪超
千头。１９９５年，全市规模化养猪场 ４６３个，年饲养量 ２３４．２６万头，其中万头以
上猪场６９个。
二、 禽、蛋生产

饲养家禽是农家传统副业，主要用于自食。１９４９年年末，全市农村户均养
鸡鸭３．１只。１９５８年，上海县新泾公社田杜生产队、周家塔生产队办集体鸭场，
始有集体饲养，全市有０．７万个肉鸡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规模肉鸡场７６个，其
中１０万羽以上的 ５个。蛋鸡场 ２２０个，其中万羽以上的 １８６个。蛋鸭场 ４８３
个，肉鸭场４８３个。
鸡 传统饲养的有浦东鸡、芦花鸡、狼山鸡、萧山鸡、乌骨鸡等，蛋肉兼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分蛋鸡、肉鸡。
蛋鸡。１９２４年，引进来克亨鸡，１９８１年后引进产褐壳蛋罗斯鸡、罗曼鸡等
品种。１９９５年，罗曼鸡饲养量占全市蛋鸡饲养量８３％，每羽年均产蛋１５．０６公
斤。肉鸡，１９６５年，引进白洛克、迪高等黄鸡品种和安卡红系列。１９８１年，育成
新浦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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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鸡。产于浦东地区，黄嘴、黄脚、黄羽，肉嫩，脂黄，肉质鲜美，公、母鸡
分别可达４～５、３～４公斤。清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始有出口欧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应用纯种浦东鸡与白洛克、红考尼许杂交育成新浦东鸡。
鸭 传统蛋鸭以绍鸭为主，肉鸭以娄门鸭为主。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引进北
京白鸭。８０年代，引进狄高鸭和瘦肉型樱桃谷鸭。１９８７年，上海市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育成芙蓉鸭。用北京白鸭与樱桃谷鸭杂交出青浦白鸭。
圈存量、上市量 １９４９年末，全市圈存家禽 ２０５．１万只。１９７１ 年，上市肉
禽１２９８．６万只、鲜蛋４２８万公斤，年末存禽５５１万只，１９９５年分别为 １４８８２万
只、１４７８３万公斤、２２６９．８万只。
三、 牛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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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英国侨民引进英国爱尔兰黄白奶牛。不久，法国人
引进法国红白花奶牛。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前后，徐家汇天主堂修女院引进
荷兰种黑白花奶牛。后各有一头英国黄白花、荷兰黑白花雏牛流入川沙县合庆
乡农村，长成后与当地塘脚牛 （黄牛）杂交，产出乳役两用牛，又经几代选优杂
交，育成川沙黑白花奶牛，成为本地当家奶牛。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川沙杂交牛约
占全市奶牛头数７０％。１９５７年开始，市牛奶公司育成上海荷斯坦（黑白花）奶
牛品种，到８０年代末更新全部奶牛群。
清光绪五年前后，有英商乔治、可的、模范，俄商华德，西班牙商派克等牛奶
棚开办。十年，上海商人在殷行开办牧场，饲养奶牛约２０头。１９３３年，中外商
牧场９０家，饲养奶牛０．２７万头，１９４９年１３１家、０．４１万头。１９５５年底，有牧场
１２７家和英商可的牛奶公司，奶牛１．０２万头。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牧场公私合营，
可的牛奶公司为政府接管，成立上海市牛奶公司。１９５９ 年，全市饲养 １．９３ 万
头。１９９５年，６．１３万头，其中市牛奶公司１．０８万头、国有农场 １．５６万头、郊县
３．４８万头。
１９３３年，日产奶 ３ 万多磅。１９４９ 年，年产奶 ０．６１ 万吨。１９６３ 年，年产奶
３．０６万吨，成乳牛头均产奶３５００公斤，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１．８１万吨、０．５９万公斤。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市场销售的有 ２磅、１磅、半磅 ３种规格广口专用奶瓶
装消毒牛奶，１９５６年统一为半磅瓶。１９９０年起，增用塑料袋装、小口瓶铝箔包
装等。１９４９年，全市上市牛奶１．８６万瓶（半磅瓶计），１９９５年１８０万瓶。
四、 其他畜禽生产

羊 有山羊、湖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农家多有饲养山羊，大多散放。崇
明白山羊列为重点保护和发展品种。农家向有圈养湖羊习惯，用以积肥和剪
毛。１９４９年，全市圈存羊 ２３．０４ 万头，其中山羊占 ６５．１９％。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４７．８６万头、７９．１３％。８０年代，年均出栏约 １０ 万头，１９９５ 年 ３７．４５ 万头。小湖
羊皮素负盛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始有出口，１９８３年全市收购８．８７万张，盛产于上
海县诸翟、纪王等地。
兔 有皮肉兼用兔和长毛兔。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长毛兔养殖发展快，
１９７８年取代肉兔饲养，是年收购兔毛３．０５万公斤。１９８０年，外贸需求激增，兔
毛价高涨，刺激农民养兔。１９８５年，全市收购兔毛１２８万公斤，年末圈存８６６．２
万只。１９９５年１０６．０５万只。
鹅 品种有本地鹅、太湖鹅、朗德鹅，１９９２年全市饲养２０万只。
特种畜、禽 １９９５ 年，有水貂、鹿等和鹌鹑、肉鸽、七彩山鸡 （环颈雉）、鹧
鸪、珍珠鸡、火鸡、鸵鸟等。

第七节 渔业
一、 渔业资源

上海有鱼类２５０种，其中海洋鱼类１６５种、淡水鱼类８５种。主要经济鱼类
约５０多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资源丰富。此后产量逐年下降，长江口鲥鱼、银
鱼、中华绒螯蟹资源严重衰退，９０年代无产量可计。内陆水域淡水水产品养殖
产量迅速发展。
近海渔业资源 长江口浅海渔场和杭州湾渔场，水域１．２万平方公里，水
产品１５０多种。
长江渔业资源 长江下游水域 ２０万公顷，水产品 １００种以上。长江出海
口、崇明岛、宝山、浦东新区沿江沿海，是中国主要的鳗苗、中华绒螯蟹苗产地。
内陆湖河渔业资源 内陆水面２４．８万公顷，最大的湖泊淀山湖，有水产品
６２种。主要的经济品种有刀鲚、太湖短吻银鱼、鲶鱼、乌鳢、鲈、鲤、鲫、草、青、
鲢、鳙、鳗鲡、黄鳝和河虾、河蟹等。四鳃鲈鱼，松江特产，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
之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几近绝迹。
二、 海洋捕捞

机轮捕捞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渔轮作业渔场在东海花鸟山东北渔场、佘山
岛东北渔场、海礁附近渔场、浪岗南方渔场、东亭岛东方渔场。１９５０年，上海渔
轮只能在长江口一带作业。到５０年代末，正常作业的渔区有 ６０多个，分属大
沙、吕泗、长江口、舟山、鱼山等５个渔场。１９６３年年初，开始开发东海中、北部
外海渔场。１９７３年起，开发东海中南部外海渔场。１９７９年，拓展至对马、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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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场。１９８５年，始向白令海公海、北太平洋公海拓展，到西非、南美国家沿岸渔
场合作底拖网捕捞。１９９５年，开展鱿钓生产。各时期主要渔业企业有，清光绪
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张謇成立江浙渔业公司。１９１４年，又有浙海渔业公司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办中华水产公司。１９４８年，有民营渔业企业２２家、手操
网渔轮７４艘，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物资管理处渔轮等１１８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成
立国营企业，渔轮１４５艘，１９９５年年底渔轮１９８艘、总吨位６．１５万吨。１９５０年，
捕获量０．３３万吨，１９７８年最高达１９．５９万吨，１９９５年４．６万吨。
机帆船捕捞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期，主要在长江口附近南北水域捕捞鳓
鱼、大黄鱼和)、鲐等。６０年代，春汛到吕泗及岱山洋渔场捕捞大黄鱼、小黄鱼
等，冬汛到嵊山、舟山渔场捕捞带鱼等。７０年代，部分渔船到闽东渔场捕捞大
黄鱼，到石岛渔场捕捞鲱鱼。１９７９年后，大马力渔船（１８４千瓦以上）到外海、公
海作业。１９５８年，崇明、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等县渔民分别组织人民公
社海洋渔业大队，全市共有出海风帆渔船 ３２３艘，渔民 ０．３５万人。１９６８年，海
洋渔船基本实现机帆化。１９９５ 年，有渔船 ４９６ 艘，专业捕捞劳力 ０．３８ 万人。
１９５８年，捕捞０．７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４．４８万吨。
远洋捕捞 １９８４年６月，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等２艘拖网渔船赴鄂霍次克海
西南部道北渔场作试捕调查。１９９５年，有４艘远洋拖网加工船和１艘运输船，
６４艘过洋性捕捞渔轮远洋捕捞。１９８６年，捕捞０．２５万吨，１９９５年７．０６万吨。
三、 长江、内河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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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捕捞 是崇明、宝山、川沙等地传统渔业，渔船多为 １０吨以下的风帆
船，１９７０年始用机帆船。１９８２年，沿江县有渔业大队１４个、生产队３２个，渔民
０．１８万户，专业捕捞劳动力０．２７万人。有机帆船３０７艘、０．５４万吨。１９９５年，
有合作经营的渔业村８个、渔户０．１７万家，专业捕捞劳力０．１５万人，渔船 ４１８
艘。历来春捕银鱼，夏捕凤鲚，秋捕梅童鱼和白虾，冬捕蟹。１９６９年，始捕捞蟹
苗，１９７４年始捕捞鳗苗。１９５９年，总捕获量 ０．６２万吨。１９９５年，０．４５万吨，其
中凤鲚０．１３万吨、白虾１０５吨、蟹苗３．１吨、鳗苗５．２１吨。
内河捕捞 １９４９年，全市渔民 １．４７ 万人。１９６０ 年冬，嘉定县城东公社连
家船渔民始上陆定居，１９７８年全市定居０．７７万户，基本实现渔民定居，亦捕亦
养。青浦县解放乡为全市唯一的淡水渔业乡。１９５０年，全市捕捞量０．５６万吨，
１９９５年０．１１万吨。
四、 养殖

淡水养殖 南宋《云间志》有华亭县池塘养鱼的记载。１９２６ 年，嘉定县武
村（今曹王村）戬浜桥陆家宅建立养鱼生产合作社，利用村、宅附近池塘养鱼。

５０年代起，有６个县办淡水养殖场、繁殖场。７０年代末，市水产局和国有农场
亦办养殖场。１９５２年，全市养殖水面 ２．８５万亩，１９７７年 ３２．３７万亩。１９７８ 年
起，发展精养鱼塘，建立商品鱼生产基地。１９９５年，养殖水面 ４９．４９万亩，产量
１２．３１万吨，其中精养鱼塘１６．０８万亩、８．４万吨。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宝山
县彭浦谈桥始有养殖金鱼出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特种水产养殖有河蚌育珠和
养鳗、蟹、鳖、虾、牛蛙等，１９９５年养殖面积约占精养鱼塘的１０％。
海水养殖 １９５８年，市水产局在南汇县马 * 港外滩涂围建鱼塘 ９６ 亩，到
１９６３年先后试养鲻、对虾２０个品种，均告失败。１９７９年，市水产研究所等成功
试养低盐度对虾，１９８３年在奉贤海水养殖场、柘林盐场和金山县漕泾盐场推广
养殖０．３３万亩，产虾２１６吨。１９９２年，全市养殖２万亩，总产０．５２万吨。１９９５
年，大多改养斑节对虾、锯缘青蟹、南美白对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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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行业规模 、运量 、投资
一、 行业规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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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前，在上海港谋生的约１万人。１９世纪末，上海港码头工人增至
２万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公路运输业规模及经营水平居全国之首。
有汽车货运企业２７０余家、拥车７００余辆，跨省公路客运企业８家，汽车修理企
业近８０家，营业人力货车２万余辆，经营货运代理的报关、转运商号２４０余家。
水上运输，上海港码头从业人员３万人以上。报关行发展到近 ７８０家，从业人
员０．４万人。海务部门约０．２５万人。各驳船公司和驳船行从业人员约０．４５万
人。港口码头、航道、海务、驳运、代理、港警等各业从业人员５万人以上。１９４９
年年初，上海港码头工人约 ２．８ 万人。１９９５ 年，全市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约 ８０
万人。
上海开埠前，上海港是国内埠际贸易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国内航运枢
纽，被誉为沙船之乡。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起，上海港超过广州港成为全国最
大、东南亚第二的外贸口岸。到光绪初，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轮船航运中
心。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上海境内建成全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淞沪铁路，成为
中国近代新兴运输方式的先导。二十七年，有２辆汽车从国外输入上海，上海
成为中国近代汽车运输的发祥地。
１９２８年，上海港进出口船舶净吨位在世界大港中名列第十四位，１９３１年跃
居第七位，超过香港港。１９２５～１９３５ 年，上海港进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占全国
５５％，国内贸易进出口货值年平均占全国港口３８％。１９２９年，在全国上海首开
中国民用航空运输，至１９４９年一直为全国最大的航空运输基地。抗日战争爆
发前，上海汽车货运企业数、客运车辆数居全国之首。
１９８４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在国内最早超过１亿吨，进入世界１０大港口行
列。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七家有能力开辟定期班轮的船公司，

集装箱船艘数列世界第四位，载量列世界第九位。上海海运（集团）公司成为国
内规模最大的海运企业。１９９３ 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第三位。
同年，成立国内最大的港口合资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为世界港口第十九位。上海铁路局辖下沪
宁、沪杭两条铁路干线以占全国铁路营运１／１２０总里程，承担全国铁路１／１２的
客运量。上海水运船队有中国大陆最大的１２万吨和５万吨的远洋散装货轮、
３．５万吨级浅吃水肥大型散货船、６．３万吨级原油船。上海救捞局有远东地区最
大的２０８００ＨＰ 的救助拖轮和２５００吨起重能力的大型浮吊。上海港水上交通
管理系统（一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ＶＴＳ系统之一。港机生产基地、外轮代理
公司、外轮理货公司、引航站规模均为全国最大。全国铁路危险品运量最大的
专业站是桃浦站，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零担货运站是北郊站。上海空港是全国
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虹桥机场是全国三大国际机场之一。
１９９５年，全市全社会货运量３亿吨，占全国２．４％。全社会客运量４７６６万
人次，占全国０．４％。
二、 运量

货运量 元代，漕米为上海海运最主要的货物。自至元二十年 （１２８３ 年）
至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年），总计海运漕粮８３００万石。明代，布、粮和盐成为上海水
运主要货种，每年布运量近２０００万匹，运入米粮约一二百万石，水运各地的盐
约有１０００万斤，经上海转运的苏杭丝织品约５万匹。清康熙年间，粮食成为最
主要的货类。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上海沙船及浙江 + 船和三不像船共承运漕
粮１６３万余石。十一年，关东、山东运沪大豆４７０多万石、豆饼９５０万石。至鸦
片战争前，水运进出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约２００万吨。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有
２２７艘外国商船进口，出口 ２２８ 艘商船。至甲午战争前后，上海年水运货运量
３５０万～３８０万吨。１９２５～１９３６ 年，年均输沪 ３６０ 万石。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年，年均
水运到沪煤炭３５０万吨。１９５２年，上海对外货运量２４２０万吨，其中铁路、公路、
水运分别占３４．２６％、４３．２２％、２２．５２％。１９７８年，上海对外货运量１９６４６万吨，
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分别占２２．０４％、３６．５６％和４１．３９％。１９８４年，上海港货物
吞吐量首次超过１亿吨，跻身于世界亿吨大港的行列。１９８５年，全市汽车年货
运量首次突破２亿吨。１９９５年，对外货运量 ２．２１亿吨，其中铁路、公路、水路、
航空运输分别占１８．８１％、１４％、６７．０３％、０．１７％。上海货运年均增长率，第六
个五年计划期间２１％，“七五”计划期间２５．２％，“八五”计划期间２３．９％。
客运量 １９１９年，上海水路总客运量约１５０万人次，１９３６年 ２００万人次。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沪宁铁路运送旅客 ３２３．８８ 万人次，１９１５ 年 ５４１．５６
万人次。１９２９年，上海航空运送旅客 ０．１２万人次，１９４６年 ２５．９３万人次，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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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１１人次。１９４７年，上海港客运吞吐量２００万人次以上，１９５２年８４万人次，
１９５１年，上海铁路发送旅客 ７９５ 万人次。１９７８ 年，上海旅客对外发送量 １７６４
万人次，其中铁路、公路、港口、航空运输分别占 ７２．１５％、７．９４％、１８．７２％ 和
１．２％。１９９５年，对外发送量５３４８万人次，其中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发送分别
占５４．７７％、２５．０６％、９．５７％和９．４８％。
三、 基本建设投资

１９５２～１９９５年，全市交通系统固定投资总额 ２３０．０５ 亿元。其中，１９４９～
１９５２年１８００万元。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７．１５ 亿元，１９５３ 年 ０．０７ 亿元、
１９６２年０．０４亿元，分别占全国１．４４％、２．０６％。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调整时
期，投资０．４４亿元，１９６５年０．１２亿元。“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分别为４．１１亿
元和８．９９亿元。“五五”、“六五”计划时期分别为９．４６亿元和１３．４１亿元，１９７６
年１．３９亿元，１９８５年４．２４亿元，分别占全国投资５．５１％和６．０９％。“七五”计划
时期４６．３８亿元。１９８６年６．４８亿元，１９９０年９．７６亿元，分别占全国投资６．０９％
和５．４１％。“八五”计划时期，１４８．１４ 亿元。１９９１ 年 １２．６７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４５．６２
亿元，分别占全国５．８８％和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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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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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港区 上海开埠前，上海港无明确范围界限。沿黄浦江水上货物装
卸，主要集中于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和大、小南门外沿黄浦江的弧形圈内，即今
南起南码头，北至十六铺的沿江地段。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九月二十三
日，英国驻沪首任领事巴富尔发布上海开埠的告示，第一次提出上海港港界。
港界自上海县城临江起，沿江而下直至吴淞口宝山嘴之间的水域及江岸陆域。
从李家庄沿浦（今北京东路外滩）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之间 ８８４．５米长
的浦西一侧江面，宽度上下两端各为 ５１８．５ 米，专供外国商船和军舰抛锚、靠
泊、装卸。二十五年，装卸区域从南市扩展到外滩。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 年）八月，
《上海港口管理章程》发布，章程规定外国商船在港内停泊的界限自苏州河南岸
至洋泾浜的黄浦江面。五年，上海道宣布上海港港界上限为县城北端之江岸，
下限为宝山嘴至黄浦江对岸炮台一线。九年，公布《黄浦江河泊章程》，洋船停
泊界的上限扩展到天后宫（今十六铺小东门外），下限扩展到虹口新船坞（今高
阳港务公司处）。十年前后，装卸区域扩展至提篮桥附近沿江地段和浦东地区。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上海口理船厅章程》颁布，洋船停泊区的界限调整为以小
东门外河口为上限，以新船坞下游的河泊所趸船 （今公平路轮渡站附近）为下
限。两限之间长４４２２．５米。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上海口吴淞泊船章程》公布，
规定吴淞沿江成为大轮卸载驳运的装卸区域。并在吴淞开辟洋船泊区，范围从
吴淞口内小河起，至兵营旁白色房屋面前止。九、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二年，４
次扩大洋船停泊区，以十六铺桥为上限，以毛家庄盐塘口对港为下限。上推展
至白莲泾，向下延伸至东沟。１９１３年，《上海理船厅章程》颁布，规定洋船停泊
区以江南制造局船坞为上限，美孚煤油公司码头（东沟处）为下限，长约８海里。
同时规定吴淞洋船停泊场的范围为吴淞灯塔至吴淞湾或吴淞外沙。至 １９２９
年，洋船停泊区事实上扩展为龙华张家塘至吴淞，长约２２海里，与上海港港界
合二而一。１９３０年，江海关通告，上海港新港界上自龙华张家塘河口向黄浦江
的直角线，下至吴淞口。１９５１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上海港港埠区域，（１）黄
浦江自吴淞口起，至闵行；（２）苏州河自黄浦江边起，至蟠龙港；（３）?藻浜自黄
浦江边起，至陈家行。１９６２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上海港务局管辖的港区
范围，（１）长江口南水道；（２）黄浦江吴淞口导堤东端至闵行；（３）黄浦江两岸的
支流，由港务局管到市内交通第一座公路桥为止，或以黄浦江驳岸线为分界线。
上海港港区的上游以闵行镇对江市轮渡两码头间的连线为分界线，轮渡线以下
列为港区，轮渡线（包括轮渡、车轮渡）以上为上海市交通运输二局辖区。１９６４
年，《上海港港章》修订颁布，规定上海港港域，（１）长江口南水道，自牛皮礁灯浮
标、航路灯浮标和南支１号灯浮标的连线，至宝山嘴和瑞丰沙西南端连线范围
以内的水域；（２）黄浦江，自吴淞口导堤东端至闵行发电厂上游边界范围以内的
水域，以及两岸的岸线、土地、滩地、码头、仓库、堆场、装卸作业区、油料存放
区、船厂区、淡水供应基地、助航标志、港口工程建筑和其他应当划为港口应
用的有关区域。１９８２年，至长江浏河口下游的浏黑屋与崇明施翘河下游的
施信杆连线以内的水域归上海港管辖。１９８８年，对港区范围补充规定，（１）绿
华山（岛）南侧海域的绿华山减载设施，（２）经批准的上海港发展规划中确定的
其他水域和陆域。至此，规划中的杭州湾金山嘴新港区水陆域纳入上海港港区
范围。１９９５年，上海港港区面积３６１８．３平方公里，其中水域３６１３平方公里（长
江口水域３５８０平方公里，吴淞口内水域３３平方公里）；陆域５．３平方公里；黄浦
江港区岸线长１２０公里，使用１００．２公里，其中２０．１公里由港务局使用。
上海内河港区 南宋末，上海港形成后，华亭、青龙等港遂变为内河港区。
明代，有内河港１６处，其中知名的有南翔、外冈、朱家角、罗店、娄塘、安亭等港。
上海开埠前，增至４０多处。１９５８年，规定上海市苏州河港区城东自外白渡桥，
西至上海市与江苏省交界处。１９９０年，按“一城一港”的规划管理要求，上海内
河港区以区、县为单位，归并为１１个港。市区内河港由苏州河港区和市区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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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港港区组成，港区陆域总面积３００余平方公里，码头泊位４６８个，最大靠泊
能力１００吨级。西部市郊港有闵行港、松江港、金山港、青浦港和嘉定港。港区
陆域面积４５５５平方公里，有码头泊位０．１８万个，最大靠泊能力１５０吨级。东部
市郊港有奉贤港、南汇港、浦东新区港。港区陆域面积１５２万平方米，有码头泊
位８１４个，最大靠泊能力３００吨级。北部市郊港有宝山港和崇明港。港区陆域
面积４４．８万平方米，有码头泊位７２２个，最大靠泊能力３０００吨级船只。
航道 黄浦江航道。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起，大吨位船舶靠泊吴淞。１９１２
年，吴淞外沙水深由整治前的 ４．７ 米增至 ６．７ 米，吴淞内沙清除。至 １９２０ 年，
３０００吨级的船舶进出上海港不须候潮，万吨级船舶可乘潮驶入港内。６０～７０
年代，航道保证水深８米，８０年代后基本不需疏浚维护。１９９５年，上海港黄浦
江航道，自闵行电厂西界至吴淞口１０１灯浮，长６７．２公里。江面宽度自上游闸
港附近３００多米扩展至下游 ８００多米。航道水深 １０米以上的占 ８０％，８米以
上的９０％，其间从吴淞口至松浦大桥一段可通航万吨轮，从松浦大桥至竹港可
航２０００吨级船舶，分为吴淞口进港航道、高桥新航道、陈家嘴浅滩航道、定海港
航道、汇山浅航道、吴泾航道。
长江口航道。长江口有４条通海水道，为北支、南支北港、南支南港南槽、
南支南港北槽。近几个世纪，航道变化频繁。１９７５年，为适应２万吨级海轮通
航，南槽疏浚深７米航槽，至此结束长江口南水道的自然形态。１９８４ 年起，南
港北槽浚为水深７米的航槽，成为通海主航道。１９８９年，在南港下端开辟圆圆
沙航槽，１９９０年４月启用，至１９９５年水深冲刷至１０米。至１９９２年，长江口航
道有长江口北支、南支、北港、南港、北槽、南槽、铜沙、江亚、南港、南支、宝山、宝
山水道支、鸭窝沙和横沙通道。上海港长江口通海主航道，从长江口灯船至吴
淞口河塘灯桩，全长９３．５公里。其中北槽航道长１５．７公里、鸭窝沙航道长２．８
公里，系人工疏浚航槽，分别维护水深７和７．３米，底宽均为２５０米，年维护疏浚
量１５００万立方米，吃水在１０米以下的船舶可乘潮通过。
杭州湾航道。１９７５年后，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陈山原油码头进出２．５万吨
级油轮而开辟。自绿华山经崎岖列岛东南转向西，包括杭州湾、石化和杭州湾
北等３个航道段。长１３９公里，深９米浅段６１公里，不足８米的１８公里。
苏州河航道。今全长约５３．１公里。航道成形于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
１９２５年以后，因架桥，梁底净空高度均不足５米，只能通航６０～１００吨级船。为
上海内河最繁忙的航道，年货物量１４００余万吨。
其他内河航道。市管航道５条，分别为?藻浜航道，长３３．６５公里，上海港
往苏南、皖北，接通京杭大运河的干道之一，全线可通航３００吨级船舶。苏申外
港线航道，上海沟通江苏、安徽等省的主要干线，上海境内３５公里，１００吨级船
队可候潮通过。长湖申线航道，境内１７．６公里，１００吨级船队可候潮通过，连通

浙江湖州、长兴矿区建材基地的主要通道，每年有占上海１／３总用量的建材通
过。杭申线航道，上海通往浙江嘉兴、杭州主要干线之一，境内 ８．６公里，通航
１００吨级船队。平申线航道，上海通往浙江平湖、乍浦的主要干线，境内 １９ 公
里，通航１００～３００吨级船队。
锚地 黄浦江锚地。上海开埠前，黄浦江内龙华及张家塘一带已有沙船整
修锚地。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后，港内辟设洋船停泊区，装卸与锚地兼
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吴淞口辟为大轮候潮或减载作业的锚地。１９４９年，黄
浦江上段至张家塘一带锚地有５６只锚位，１９９５年有１４处锚地。
长江口锚地。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吴淞口外崇宝沙被指定为船舶
检疫锚地，至１９４９年设有９６只锚位。１９９５年，有锚地１２处。
二、 泊位、仓库、客运候船楼室

１９９５年，上海港有码头泊位近１０００个，其中，生产用码头泊位２７５个。
公共码头、泊位 明永乐年间后，上海县城东门及南门外沿黄浦江设踏步
码头，砖石堆砌伸于水中。至上海开埠前，从十六铺至南码头长二三公里的黄
浦江西侧，有码头１０余座，与自然滩岸交错。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英商
在黄浦江外滩建２座、虹口徐家滩建１座可供驳船靠泊码头。二十六年，建成４
座英商驳船码头。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外滩黄浦江边有 １０ 余座外商驳船码
头，知名的有怡和、宝顺、琼记、和记等码头。十一年，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宝顺
在虹口建旗昌码头、轮船码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美商同孚洋行在虹口建同
孚码头，旗昌洋行在十六铺建金利源码头。四年，法国轮船公司在外滩洋泾浜
（今延安东路）和新开河间，建上海最大的轮船码头，长５０２．６米。同治九年前
后，虹口沿黄浦江建有汇源、怡和、旗昌、琼记等１４个外商码头，法租界外滩从
洋泾浜到新开河建有公正栈等４个外商码头，浦东沿江建有浦东和记等７个码
头。至１９世纪末，英商码头实力居上海港公用码头第一。
清同治初年，黄浦江十六铺向南依次有会馆码头等 ２０余座。多属华商商
行，建有盐码头、竹行码头、油车码头、码头接官处等。董家渡、杨家渡码头专泊
过江来往船只。洞庭山码头停靠苏州洞庭山班船。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大达轮步公司在十六铺建造上海港首座华商民营轮船码头。光绪三十四年及
后，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借大达公司地建码头，统称为大达码头。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三北轮船公司在浦东烂泥渡以南建造浦东首座华商民营码头鸿升
轮船码头，可靠泊江海轮。１９２２ 年，中华码头公司建钢筋水泥结构周家渡码
头，为上海港最大，唯一能与外商码头竞争的华商民营码头。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出现专业码头公司。到１９世纪末，轮船码头大部分归
并于几家大轮船公司和专业码头公司。甲午战争后，日商在上海港大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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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码头。１９２０年，日商码头１２座，占上海港码头总长２４％，次于英商名列第
二。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蓝烟囱码头开建上海首座万吨级码头泊位。
１９３７年，主要码头有７７座，总延长１．１１万米。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中资码
头几乎全被日军强行占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外商码头也被强行接管征
用，日本控制和占用的主要码头６１座。１９４８年２月，主要装卸作业码头５５座，
总延长１．２４ 万米。 其中，中资码头 ３５ 座，长 ０．７２ 万米，占港内码头总延长
５８．２％。英商码头１７座，长 ０．４２ 万米。美商码头 ８０１ 米。其他外商码头 １５３
米。招商局规模仅次于英商，有 ９座码头，岸线总长 ０．２８ 万米。解放初，上海
市军管会分系统接管前国民政府国营码头。１９５０ 年 ６ 月，黄浦江两岸有码头
２６８座，其中国营码头１６９座、合营码头１５座、民营码头５７座、外商码头２７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９座外商码头转让给中方。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４８座民营小码头公
私合营。１９５７年，港务局装卸生产用码头泊位６９个，总延长０．８４万米，其中万
吨级泊位１２个。１９５８年后，改造、扩建、提高旧码头等级，新辟张华浜等港区。
１９７３年，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求上海“三年改变港口面貌”，上海港进行大
规模的基本建设。１９７８年，建成龙吴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内河和纪?路等码
头。１９７９年后，码头逐年增加，部分单位专用码头对社会开放营业，扩大港口
通过能力。上海港务局建成共青、宝山、关港、朱家门等码头。配合浦东开发开
放，１９９１年始建外高桥一期码头。同时，在长江口南岸建罗泾码头。１９９５年，
上海港务局公用码头生产泊位１４０个，总延长１．９万米，其中有万吨级泊位６８
个，固定码头泊位 １２７ 个，总延长 １．７７ 万米。浮码头泊位 １３ 个，总延长 ０．１３
万米。
单位专用码头 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起，外商在黄浦江两岸修造船厂，建
设厂用船坞和码头。此后，大型机器缫丝厂、面粉厂、制药厂、铁器厂、木行等沿
江建立，设码头自行装卸水运原料和成品，形成单位专用码头。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英商自来火行、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美商电力公司、九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
司开办，均建有专用码头。甲午战争后，在沪东、沪南沿江两侧，一批石油公司、
大中型棉纺厂等企业开办，同时建专用码头。１９４７年，黄浦江有单位专用码头
１５２个。其中，属石油企业的３８个，属纱厂的１９个，属船厂的１６个，属军队的
７个，属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的４个，规模较大的有复兴岛渔市场、杨树浦美
商电力公司等码头１３个。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３年，先后建成全市最大的单位专用码
头上海石化总厂和宝山钢铁总厂 ２个码头。１９８５ 年起，部分专用码头对社会
开放营业。１９９５年，上海港单位专用码头泊位１３０个，其中万吨级泊位２１个。
浮筒泊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港码头泊位不敷使用，于江中设浮筒
供系船。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有浮筒 １７ 只，多为洋行等各企业自有。１９２６
年，江海关重新分配港内系船浮筒位置，增设首尾系船浮筒２９只，禁止船舶自

行抛锚。１９２７年，港内有浮筒泊位５５只。１９３３年，增至１３３只。１９４７年设甲
级浮筒 ３ 只。５０～７０ 年代，全港浮筒约 ９０ 只，大多为清末、民国时期所设。
１９９５年，有浮筒１２９只，其中浮筒泊位１０５个。
仓库、堆场 仓库。清道光年间，黄浦江两岸布有仓库。上海开埠初期，外
商船只载运进港的大多是鸦片等违禁品，船多泊于吴淞口，建趸船临时储运鸦
片。三十年，有１０艘总载重约为 ０．２３万吨的趸船，可堆鸦片数万箱。吴淞口
有“水上仓库”之称。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后，趸船消失。此后，英商公正码头有容
量２．５万吨船货的仓库。７０年代后，招商局在招商南栈（金利源码头）等５个码
头建７２座仓库，可容货１０．４万吨。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设立和管理关栈
（即保税仓库），中栈、北栈改关栈，十月十八日对外商开放。是年七月，创办上
海浦东货栈公司，设立火油关栈，专门存放进口煤油。三十四年，蓝烟囱码头有
仓库１１座，可容货物５万吨，设有２台升降机，为上海港独有。１９１７年，大来码
头建上海港首座危险品专用仓库。１９２０ 年，黄浦江两岸仓库总容量 ８４．８５ 万
吨，其中外商占７８．８％。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９年，英商其昌东、西栈等建立。１９３６年，
上海港主要外商仓库堆栈容量，英商３９万吨，日商２３３万吨，美商６５万吨。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５１１座仓库被日军占用，可堆货２７５万吨。１９４８年２月，有仓
库５０２座，总面积７２．０６万平方米，属中资的分别占５３．９８％和４６．６８％。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年，港务局从其他系统接收仓库３３．３４万平方米，１９５３年接收外商码头仓
库２４．２７万平方米。１９５４年，私营码头仓库公私合营。港务局统一管理全部公
用码头仓库。１９９５年，黄浦江码头作业区仓库７１．８万平方米，全市内河码头作
业区仓库２２８．６万平方米。
堆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上海港新建的轮船码头相应在码头后方辟建散
货堆场。７０年代后，出现大容量煤码头煤炭堆场。至 １９ 世纪末，全港堆场面
积１８．３８万平方米。１９３６年，英、日、美码头堆场总容量 ４２３万吨。此后到 ５０
年代初，全港堆场未有大的发展。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３年，上海港务管理局先后接收
各种堆场４３．１７万平方米、外商码头堆场 １９．２７ 万平方米。１９９５ 年，黄浦江码
头堆场１９４．８万平方米，内河港区堆场４２０．２万平方米。
客运候船楼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在第一（北栈）、二（中栈）、三（南
栈）码头设置旅客候船室，面积分别约 ２００、４０、５０ 平方米，可容纳 １／１０ 的乘
客。１９５２年，公平路、十六铺、大达等码头用４座旧仓库改作候船室，面积０．２４
万平方米。１９５６年，用外虹桥码头旧仓库作候船室。１９５７年，改造十六铺码头
候船室，可容纳０．２万人。１９６５年４月，在外虹桥建成国际客运站，面积０．１８万
平方米。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新建上海港十六铺客运站客运大楼，可容纳 ０．６３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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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港口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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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吞吐量 上海港货物吞吐量。清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年），超过广州港而
跃居全国第一。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吞吐量约２４６万吨。光绪年间，内贸
年吞吐量约３００万吨，１９１３年６５３万吨。１９３１年，为１４００万吨，创民国时期最
高。１９３６年，为１０６０．８万吨，内、外贸约各占一半，国内埠际贸易吞吐量占全国
各港约１／３。１９４６年后，吞吐量锐减，１９４９年减至１４９万吨。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
全港全部为内贸货物。１９５３年为６５７．７万吨，１９５７年跃至１６４９万吨。外贸吞
吐量年有增长，１９５７年１４６．６万吨，１９５８年２７３８．６万吨，１９６２年降至２５５６万吨
后，１９６５年又增至 ３１８３．９ 万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全港货物吞吐量年均增长
４．２％，为解放后增长最低。１９７７ 年起，吞吐量稳定回升，１９８４ 年，首次突破 １
亿吨，达１．０１亿吨，进、出口分别占６９．２３％和３０．７３％，占全国吞吐量 ３６．５％。
１９９５年１．６６亿吨，进、出口分别占７３．０２％和２６．９８％，占全国吞吐量２１．５％。
内河港装卸作业量。１９２８ 年以前，不足 １００ 万吨，主要是苏州河作业量。
１９３６年，增至 １９４．７ 万吨，为民国时期最高。１９６５ 年，增至 １５３６ 万吨。１９９５
年，为６５６７．３万吨，其中单位货运码头装卸作业量约占７０％。
国际集装箱运输。１９７３年 ９ 月，中日共同开辟上海与横滨等港间的国际
集装箱捎带试运，由第十装卸作业区军工路码头装卸。１９７６年９月，上海至神
户装载１３８标准箱。１９７８年９月，开辟中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轮航线上海至澳
大利亚，装运１６２标准箱。１９７８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 ０．８万标准箱，进、出口
分别为０．４２万、０．３８万标准箱。１９９５年，吞吐１５２．７万标准箱，占全国２６．４％。
是年，国内集装箱运输吞吐量１３．４万标准箱。
进出港船舶 国内船舶。１９４８年９月，招商局４９０艘进出上海港。１９９５年，
中国商船５０．２８万艘次，占进出全港船只的９８．５％；吨位３．２１亿总吨，占９５．６％。
外国（地区）籍船舶。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有少量外国商船出入，以
日本、朝鲜船为主。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在６周内有７艘英国商
船进入。二十四年，始有美国商船进入。次年，有西班牙、葡萄牙商船进入。同
治元年（１８６２年），进口外国商船２６８艘，其中轮船３４艘、船吨位５７０～１０４０吨，
洋帆船２３４艘、每船吨位均 １００ 吨以上。五年，分别为 ０．２ 万艘和 ０．１５ 万艘。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出现万吨级货轮。进出上海港的英国商船占首位，１９１９
年０．４６万艘次、７０２．１２万总吨，占进出上海港船舶总吨位 ３７．８％。３０年代，外
国船舶进出上海港数量达新高，上海港列入世界大港。１９３７年６月，运量７５．３
万吨，１９３８年６月降至４５．７万吨，到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基本恢复到抗战前水平。是
年，日本船舶艘数超出英国而居首位，１９４０ 年 ０．１５ 万艘次、４８２ 万总吨。抗日
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商船第一批到达上海。１９４９年 ６月 ３日，上海

解放后首艘外轮荷兰渣华公司芝巴德轮进港。１９５０ 年，进出港外轮 ５６ 艘次、
１１万总吨，主要是英国船只。１９５２ 年，经常有船到沪的国家扩大到 ２０ 多个。
１９５９年起，进出港外轮减少。１９６２年后，中国远洋船队组建，悬挂外国旗（主要
是希腊和巴拿马旗）经营远洋运输，进出上海港外籍船舶增加。１９９５ 年，船舶
进出口艘次和总吨均创历史最高，达到 ０．７７ 万艘次和 ３５１２ 万总吨。其中，巴
拿马（０．４１万艘）、韩国（６４９艘）、利比里亚（５２９艘）的船舶艘数居前三位。
四、 航道工程

黄浦江整治、疏浚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黄浦江水情紊乱，有多处浅滩碍航，
其中吴淞外沙、内沙淤沙尤为严重。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清廷首次购买一艘
挖泥船安定号，试挖吴淞内沙，首开上海港航道机船施工。三十一年，上海浚浦
工程总局设立，专事整治黄浦江航道，聘荷兰人奈格为技术顾问、总营造司。三
十二年起，开始整治。首先在河口段３１公里内制定导治线（又称浚浦线）。导
治线上游宽３６５米，河口宽８２０米，航道呈漏斗形，使上游束流水变急、变快，冲
刷泥沙。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先后完成吴淞左导堤、右顺坝、北港嘴至陈家
嘴左右两岸大部堤坝工程，北支上口堵坝，南支新航道挖泥工程。吴淞外沙水
深由整治前４．６米增至６．４米，吴淞内沙消失。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浚浦局共挖河
泥６００多万立方米。黄浦江中浅滩处航行条件大为改善，１９２１年４万吨级美国
邮轮 Ｗｅｎａｔｃｈｅｅ号顺利进港。１９２５～１９３５年，实施复兴岛吹填工程，１９３１年、
１９３２年实施陆家嘴锐湾深潭填底工程。至此，黄浦江航道经过近 ３０ 年的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１９３７年，黄浦江航道南市以下段的 ４ 处浅段水深，吴淞外
沙增至９．６１ 米，高桥新航道 ９．１４ 米，陈家嘴航道 ７．９３ 米，汇山航道 ８．５４ 米。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疏浚工程全面停顿。１９４０年年初，恢复部分疏浚工程，至
１９４５年疏浚工程量２０５万立方米。抗日战争胜利后，浚浦局恢复航道和码头
前沿的疏浚。１９４８年３月测量，汇山航道段最浅水深不足７．６米，水深不足航
道长９１４米。陈家嘴最浅水深约 ７米，水深不足航道长 １７７１米。高桥新航道
最浅水深７．２米，浅水航道长 １８９０ 米。解放初期，对此 ３ 段常年疏浚。７０ 年
代，整治高桥新航道。经疏浚，８０年代吴淞口航道段平均水深 ９ 米以上，最浅
８．５米，基本不用疏浚维护。高桥航道段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年连续 ４ 年不需疏浚维
护。陈家嘴航道段２０～５０号断面浦西侧８米长处深线变化较大，需每年疏浚。
长江口人工航槽整治 １９１２年，上海外商轮船公司提出把上海港变为可
容纳吃水１１米轮船的世界大港。长江口航道水深不足，拦门沙浅滩淤沙日增。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上海浚浦局港口技术顾问委员会提出南水道南槽通过神滩滩
顶，疏浚泥沙，以保持永久性航道水深。据此，１９３１年浚浦局制定计划，提出挖
槽底宽１８０米，挖深至少２．７ 米，挖槽总长 ４５ 公里。１９３５ 年 ７ 月，２ 轮投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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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至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停工。挖成底宽１８０米的航槽５．５公里，为设计长度
的１２％，槽长不够，未能开放通行。１９４０ 年 ６ 月，浚浦局勘测，挖槽已无迹可
寻。１９６８～１９９０年，上海港先后对北槽航道、南槽航道、鸭窝沙航槽等实施整
治。１９６８年６月，决定开挖南港北槽。１９７１年９～１１月，上海航道局２艘耙吸
式挖泥船在北槽试挖，挖槽长７．５公里、宽１６０米，浚深至７米，挖泥１４４．９万立
方米。事后即开始淤浅，上段形成新的浅滩，下段普遍淤浅 １ 米。１９７３ 年，横
沙东滩串沟冲开，致北槽水情急剧恶化，航槽缩窄。为此，是年 １２月国家交通
部决定改挖南港南槽。１９７４年９月，上海航道局用６艘大型耙吸挖泥船分段施
工，至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底按计划全线打通 ７ 米水深航道，槽宽 ４００ 米。１９７５ 年 ６
月、１０～１１月，又先后进行维护疏浚和验收前清淤，工程量６７５万和６８４万立方
米。１９７６年６月５日零时全线开放。吃水９．５米船舶日均通过率由３２．６％提
高到９７．８％，吃水１０米船舶通过率从１．６％提高到７２．１％。１９７９年后，因九段
沙沙体不断南压，南槽的维护工程量不断上升，航道水深保证率逐年下降。
１９８３年３月，上海航道局提出开挖北槽为深水航槽。１９８４年 １月 ３０日施工，
用船只１０艘、０．４５万立方米耙吸式挖泥船到现场作业。至３月５日，挖通北槽
航道，疏浚量２６０万立方米。４月２５日，北槽航道开放。
鸭窝沙航槽。１９７９年４月开挖，成为人工航槽，维护水深７．４米，底宽２５０
米，维护长度２．１公里。是年完工后即转入维护。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年均疏浚２３８
万立方米。１９８３年１～９月疏浚３３０万立方米。此后３次改线，仍不能改变航
槽形势恶化，鸭窝沙新航槽（即圆圆沙航道）开通后，１９９０年４月停止维护。
圆圆沙航槽。疏浚长度３．１９公里，底宽２５０米，设计水深７．３米。１９８９年
１１月～１９９０年３月施工，４月通航。航槽经不断冲刷，水深趋向稳定。
五、 救助打捞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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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打捞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上海地区始有沉船打捞业务，至１９４９
年５月打捞沉船不足百艘，打捞船只４０艘次，主要发生在黄浦江内。１９４９年６
月１～４日，招商局海事课在黄浦江秦皇岛路水域捞起２７２０总吨的大生号轮，
为上海解放后打捞的第一艘沉船。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年，上海打捞企业捞起江海沉
海４８４艘，基本排除长江水域和全国沿海港口历史上的沉船障碍，江海航道通
畅。１９７５年，上海救捞局拓展打捞近海大型沉船业务。到 １９９５年，打捞沉船
９６８艘。
救助 １９５４年冬，中国人民打捞公司赴秦皇岛北戴河海域拖救临城号货
轮，为解放后上海救捞企业首次沿海救助。１９５８年９月起，上海打捞工程局负
责从浙江温州至鸭绿江口海域的海难救护。１９７５ 年，调整为北起绣针河口南
至福建省宫头口，方位线西至南通以下的长江下游水域。８０年代起，扩大到远

洋，９０年代延伸至印度洋、大西洋。１９５８～１９９５ 年，救助船舶 ０．１３ 万艘次，救
生数万人。
六、 港口管理

港政管理 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上海道颁布《上海土地章程》，外商
在上海使用岸线建造码头取得法律依据。次年，英国居留地成立道路码头委员
会，对租界内岸线建造码头实行管理，后转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１９世纪７０
年代以后，港务长开始管理洋船停泊区的岸线。上海浚浦工程总局成立后，执
掌黄浦江两岸港界范围内的岸线。次年，大达轮步公司第一个向浚浦工程总局
订约，承租十六铺至大关码头间沿浦岸线，建造轮船码头。１９２８ 年 ８ 月，上海
特别市土地局公布《上海特别市市民租用岸线规则》，规定市民使用岸线须向土
地局租用，１９２９年３月，上海特别市港务局接管岸线管理，管理范围黄浦江西
岸十六铺至南码头一段岸线，及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至曹家渡一
段岸线。毗连租界的岸线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浦东岸线，大多为英美等外
商煤栈、油库、船厂等占用，由工部局越权管辖。１９３０～１９４９年，华界岸线由上
海市土地局管理。解放初，全部岸线由上海市地政局管理。１９５０年，由上海区
港务管理局接管。１９８８年，为上海港港政管理处接管。１９９３年，实施《上海港
口岸线管理办法》。１９９２年，上海市江海岸线总长２９２．３公里，岛屿（不含黄浦
江内复兴岛）岸线（周长）总长２７７．５公里。黄浦江自吴淞口至上游边界闵行发
电厂，两岸可用岸线长１２０ 公里，已用 １００．２ 公里。深水岸线长 ３６ 公里，已用
３５．４公里。尚未利用的岸线分布闸港以上河段。长江口南岸自浏河口至南汇
嘴，岸线长１０３．７公里，已用２１．６公里。杭州湾北岸自南汇嘴至金丝娘桥，岸线
长６８．６公里，已用３２．６公里。岛屿岸线包括崇明、横沙、长兴、佘山、大金山、小
金山、乌龟山等７岛。崇明岛岸线１８６．３公里，已用约 ２公里。长兴岛岸线 ５６
公里，横沙岛３０．４公里，有几处客渡和货物装卸点。其余４岛岸线均未利用。
航道管理 浚浦线管理。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年），上海浚浦局制定导
治线，规定以黄浦江上端江南机器制造局处宽３６５米、河口处宽约８２０米，航行
深度６．１米和以距河口１５．２公里的陈家嘴天然优良河段的河宽为依据，并在近
河口处逐渐放宽呈喇叭形。 导治线向岸 ５．４ 米为驳岸线 （东沟以下为 ３０．４８
米）。导治线和驳岸线之间只能造桩架式码头或浮码头，导治线外禁造任何建
筑。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２ 年，导治线 ３ 次修订，１９７２ 年重新修订。吴
淞口至高桥段规划线５４０～７００米，高桥至陈家嘴段５００米，复兴岛至陆家嘴段
４４０～４８０米，陆家嘴至龙华段３００～４２０米，龙华至华泾段４００～４２０米，吴泾直
段４５０米，闸港至渠槽港段３００～４２０米。
航标管理。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年），上海道在上海港进出要道铜沙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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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处设一艘灯船，在吴淞口外置备浮标、石桩等助航标志。次年八月，英国驻沪
副领事在吴淞口外长江北岸，最易发生沉船事故的北滩树航标。 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起，航标设置、管理及经费问题均由江海关税务司办理。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在吴淞口建立一竿指示潮位的标杆，在吴淞内沙设置３个指示浅滩
的灯标。次年，始在长江口设立航标。七年，海关总署海务处将中国海岸划为
北、中、南３段辖区，段辖区巡工司分别设于烟台、上海和福州。上海巡工司管
辖上海、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等港。此后，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沿海设置灯塔、
航标。八年，在大戢山、九年在花鸟山、十年在佘山建立灯塔各 １座，位置呈半
环形，指示进出长江口的航道，是上海港灯塔航标系统中最主要的工程。十一
年，在吴淞口左岸修建一座吴淞灯塔，指示进入吴淞口的航道。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在长江口九段沙设置灯船１艘。光绪七年后，在黄浦江港区内设立
浮桩。至二十六年，上海港航道浮桩有 ３９ 具。１９５０ 年，海区航标划分为青岛
区、上海区、广州区，长江航标由长江航道局管理，自此海上、内河标志分开。
１９５３年，上海区航标由海军东海舰队海道测量处负责。１９５８年，上海港务监督
局接收上海港港界内航标７２座、长江口北港航道设标２０座。１９７５年，杭州湾
油轮航道（至陈山码头）开辟，设灯桩５座、导标１对。长江口南水道铜沙、江亚
浅段人工航槽开挖，设灯浮标２７座。１９７７年，建鸡骨礁灯桩。１９８４年，长江北
槽开挖，设灯浮标２６座、灯船２艘。１９８３年，上海航道局航标处接管北起江苏
连云港、南至福建东山湾海区的公用干线航标３３９座。１９９５年，东海海区航标
８００余座。

第三节 长江运输
一、 航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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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 年），中英 《天津条约》签订后，长江开埠通航。同治初
年，英商宝顺洋行投入一艘轮船经营长江航运。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英商怡和
洋行航运长江。同治十年、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轮船公司
２家最大的英商长江航运轮船公司相继成立。先后有５家英商经营长江航运。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美商琼记洋行经营长江航运。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旗昌轮船公司成立，长时期垄断长江航运。到 １９４３年，先后有 １２家美商
轮船公司经营长江航运。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日本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日本邮船会社依据
《马关条约》，用４艘轮船投运长江。三十三年，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投运，在长江

沿江遍设办事机构，到１９２３年有１９条航线，成为长江航运业最大的企业之一。
２０世纪初，２家德商、１家法商航运企业投入航运，因竞争失利，随即退出。
２０年代后，３家意商企业投入航运。到 １９４３年，英、美轮船企业先后关闭或撤
出长江航运。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航运企业退出长江航运。
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家中资轮船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
后与太古、怡和洋行联合垄断长江航运。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华商宁波轮船公
司建立，不到一年休业。十五年，叶澄衷等开办轮船公司，假英商产业附和兴洋
行名下，十九年改名鸿安商轮公司。甲午战争以后，不准华商另设公司的禁令
松弛，长江华商轮船运输业开始发展。二十七年，华商郑良裕建通裕航业公司。
三十一年，张謇开办大达轮船公司。三十四年，虞洽卿等创办宁绍商轮公司，
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７年先后开办三北轮埠公司、宁兴轮船公司，１９１８年收买鸿安商轮
公司，后由三北公司统一经营，发展成为抗日战争前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运企业。
朱葆三也在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８年前后创立顺昌、镇昌、同益轮船公司。１９１９年，徐
忠信设立达兴轮船公司。至１９４９年，先后在长江经营航运的私营轮船公司有
４４５家，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大多江海兼营。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前夕，吨位大、性能好的轮船，大多离开上海到台湾、
香港和国外。１９５０年８月，上海私营轮船留台的有４５艘、总吨位８．９７万吨，滞
留香港和国外的１１３艘、总吨位３６．９７万吨。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５０年３月，因国
民党军空袭，私营轮驳被炸１６艘、１．３万吨位，炸沉５艘、０．５２万吨位。大陆航
业公司因运力全部丧失而歇业，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分别丧失运力
７６．６６％ 和８３％。有的企业转移资产，抽走资金，信中实业公司、大陆航业公司
抽走资金１３７万元，聚丰宝记航业公司抽走资金１１万元。有的把运力、资金全
部转移到香港。全市经营航运企业营运能力削弱，收入减少，资金短缺。私营
企业向政府贷款打捞沉船，抢修轮驳，不少企业债台高筑，１９５０年７月３５家（不
含民生公司）共负债 ３７１万余元。１９５３年，有私营企业 ３４家，７０％ 入不敷出。
１９５４年９月，３３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成立上海轮船公司，１９５６年并入长江航
运管理局上海分局，从此上海分局独家经营上海长江航运。１９８４ 年，政企分
开，长航上海分局改组为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是上海长江航运最大的轮船运输
企业。
公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 轮船招商局。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在
上海县城永安街成立。次年八月，改称轮船招商总局。除上海总局及天津原有
局栈外，另在牛庄（今营口）及外洋之长崎、吕宋等处共设１９个分局。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九月，局名定为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局。资本银
８４０万两。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为国民政府收归国营，设汉口、香港、广州、青岛、天津
等１８个分局及镇海支局，重庆、长沙办事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总局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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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随后在重庆的总局员工全
部返沪，各埠分支机构恢复，成立基隆分局。１０ 月 １ 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清同治十二年，有江海轮
船４艘，总吨位 ２３１９ 吨。１９１２ 年，投运江华号客货轮航行长江，总吨位 ３６９３
吨，９９８载客位。１９２１年，添置江安、江顺等轮，是长江航运最大最好的客货轮。
１９３７年，有江海大轮２９艘、６．９６万总吨，其中长江轮船１１艘、２．８３万吨。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至１９３９年年底，局属轮船承运中国军队５３万人、旅客难民３６万
人。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奉国民政府征用令，在长江江阴段要塞沉新铭等７船、
１．３７万吨，以阻挡日军沿江溯上，约占江阴沉船总吨位１／３、全局江海大轮总吨
位１／４。至 １９３９ 年年初，全局在各江河沉船 ２４ 艘，占全局江海船舶总吨位
３４％。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到１９４３年 ９ 月，连遭日机轰炸，损失船只 ７３ 艘、８．９
万总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剩轮船１８艘、２．３８万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
日伪企业船只２３５８艘、２４．４１万总吨。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６月，向美国、加拿大购买
轮船１４４艘、３０．２２万总吨。１９４８年６月，有轮船４９０艘、４０．９２万总吨，其中江
轮２８艘、５．６２万吨，创历年船只拥有量最高。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时，留沪船只有
９艘江轮、１８艘海轮、６艘油轮和一批拖轮铁驳。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七月，
继辟近海航线，永宁号从上海开航到汉口，为中国商轮首航内河。为打破美商
旗昌轮船公司称霸长江的局面，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增派汉阳轮等 ３ 船投航长
江。四年，辟汉宜线，辟通长江中、下游全部航线。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在长江
航线配备船舶总吨，占长江四大轮船公司（太古、怡和、日清和招商局）全部吨位
的１６．２％。１９１８年，增至１．９６万总吨，占２１．５％。１９３３年，有申汉、汉宜、宜渝、
汉湘等４线。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有汉宜、宜渝、申汉３线。抗日战争爆发后
退居川江一隅，开辟新航线，继续营运。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初，招商局大江
轮率先安全出川，１０月恢复申汉线。１９４６年年底，长江沿线包括至重庆及湘江
流域长沙全部恢复营运。１９４７年，客货运量分别达２０４万人次和２５０万吨，创
历史最高。１９４８年９月，主要航线有航班申汉、申湘、汉湘、汉宜、汉宜渝等线，
营运江轮１４艘。至１９４９年４月，长江全线业务告结束。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１９５４年９月，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成立，有４０家私
营企业并入，并入船只１５５艘、总吨位 ３．５１万吨。１９５６年 １月，和公私合营民
生轮船公司上海办事处并入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１９８４ 年，改上海长江
轮船公司。１９９５ 年，运输船只 ３１４ 艘，货运量 ２２３０．４ 万吨、客运量 ５６０．８ 万
人次。
私营企业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首家华商私营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
司创办，至１９４９年上海先后有４４５家私营公司经营长江航运。１９４９年，有３８
家。１９５３年，３３家公私合营，加入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其中，１９４６年前成

立的２１家，分别为鸿安商轮 （１８９０ 年创办 ）、大达轮船 （１９０５ 年 ）、宁绍商轮
（１９０８年）、平安轮船（１９１０年）、肇兴轮船（１９１３年）、三北轮埠股份（１９１４年）、
达兴轮船（１９１９年）、永裕商轮（１９２１年）、上海拖船股份（１９３７年）、大通仁记航
业（１９２４年）、大陆航业（１９２９年）、天津航业（１９２９年）、禄记船务行（１９２９年）、
顺泰航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聚丰宝记航业（１９３０年）、民新轮船（１９３１年）、三
兴轮船行（１９３２年）、华胜轮船（１９３３年）、大达大通联营处（１９３３年）、中国运输
有限（１９３４年）、上达实业（抗日战争期间）。１９４６年成立的有 １０家，分别为同
兴航业、惠崇轮船有限、中一船务、华泰船务行、上海扬子江拖驳股份、安孚轮
船、信中轮船、鸿利拖轮运输行、公益实业、安通运输。１９４７ 年有 ５ 家，分别为
协成轮驳、联源轮驳行、诚鑫船务行、大康轮船、协新轮船行。１９４８年有华成船
务１家。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年，有 ７ 家创办，１９５３ 年全部加入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
司。另外，在抗日战争初期，有９家公司 １２艘轮船被国民政府征用，沉塞长江
江阴等地要塞，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停业。分别为通裕航业（１９０１年创办）、安通
轮船（１９２０年）、华通轮船 （１９２６ 年）、中国合众航业 （１９２８ 年）、中威轮船 （１９３０
年）、公济轮船（１９３１年）、中国合众码头仓库（１９３４年）、永安轮船行（１９３１年）、
华宁轮船局（１９３１年）。
外商企业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三月，美商琼记洋行火箭号木壳明轮
驶入长江。此后，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宝顺、广隆、吠礼查、轧拉弗等洋行竞相
投资长江航运，竞争激烈。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吠礼查、广隆、丰裕洋行退出长
江航运。五、六年，旗昌收买宝顺、怡和买琼记洋行的船只，独霸长江航运６年。
光绪三年，旗昌船只、码头等为轮船招商局收购。太古、怡和和招商局４次签订
齐价合同，联合垄断长江航运。甲午战争以后，日商大阪等４家公司，在日本政
府资助下，进入长江航运，同三公司竞争。三十三年，四家日本轮船公司合并为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以增强竞争实力。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英、美放弃在华内河
沿海的航行特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轮船招商局接收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
社、中华轮船公司的船舶、码头、库栈等产业。至此，外商轮船公司全部退出长
江航运。各时期，在长江营运的外商轮船公司有 １３ 家英商公司、１４ 家美商公
司、１０家日商公司、３家意商公司、２家德商公司、１家法商公司。
二、 船舶

木帆船 唐、宋时期，出现适应长江各航段行驶的专用木帆船。元代，出现
江海两用的遮洋船。明清时期，主要船只有粮船、盐船、沙船、遮洋船等。鸦片
战争前夕，长江及支流沿岸各城镇到上海的平底木帆船，载重 ６００～１５００ 石。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夹板船投入长江航运。用西式船体西式帆。铜铅板铺作船
板，载重常达５０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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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轮 １９世纪末，长江客货轮以装货为主，兼载旅客，少有纯载货用的货
轮。蒸汽机货轮，清末、民国时期长江干线主轮，大部分为海轮江用。代表船舶
锦州轮，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香港出厂，用至１９８４年，总吨位１０１２吨，载货
量９５０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美国 Ｌ．Ｓ．Ｔ．登陆艇改建成“中”字号登陆艇货
轮，１９４４年出厂，３３２６总吨位，长江运输始有内燃机货轮，１９８４年停运。５０年
代起，以拖驳运输为主。８０ 年代初期，始投运 ８００ 吨级自航驳 （简易货轮 ）。
１９８９年，制造江海直达的散装货轮，４９２２总吨位。
客轮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第一条长江客轮美商客货明轮火箭号进
入长江。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五月初三，第一艘国产客轮黄鹄号木壳明轮投运
长江，长１７米，高压引擎，单汽缸。长江航运开始“以轮代帆”。木壳客船（如中
五轮）、区间客船（如大豫轮）和汉申干线客船（如江华轮）在长江沿用近半个多
世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至南通、高港、海门、启东有客轮１８艘，代表轮大吉
轮载客量１２０２人，载货量７０８吨。抗日战争爆发前申汉线客轮约１０艘。１９５４
年起，改造客船。７０年代前后，３艘新船投运，代表轮江申 １０７客货轮，载客量
１２２６人，载货量２００吨。
运输拖轮 拖驳运输由上海港内作业发展到长江运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多小功率蒸汽机拖轮，有少数小功率柴油机拖轮。１９３５年，投运国强号蒸气拖
轮，２２００吨拖带量。１９５２年后，投运３６８千瓦蒸汽机船型船只，成为６０年代拖
驳运输的主力，代表轮长江 ７０８ 轮拖带重 ７０００ 吨。７０ 年代，全部停航。１９５６
年以后，创造长江上特有的梭形顶推船队运输。７０年代，发展大功率柴油机拖
轮，功率１９４２千瓦。后又投运９７１千瓦、１５００千瓦拖轮。柴油机拖轮替代蒸汽
机拖轮。代表轮长江１０１５轮可拖６～９条驳船，驳船载重０．６万～１万吨。
驳船 靠拖轮推（拖）行驶，初多用于上海港内驳货，大多为小吨位舱口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少数驳船进入长江航运，５０ 年代起成为长江运输主要船
只。船分舱口驳 （货驳 ）、甲板驳、槽形驳。 单船载货量由三四百吨，发展到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吨。
旅游船 １９８６年，投运长城号，套房８７间，可乘旅客１７４人。
三、 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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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四月，美商琼记洋行火箭号率先开辟申汉客运航
线。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中国轮船招商局开辟申宜线。二十六年后，苏北客
运航线开通，有申扬（后改为申高线）、申通（南通）、申青（龙）启（东）、申崇（明）
等航线。１９３０年，申渝（重庆）线开航。货运航线，先后有浦 （南京浦口）申、申
湘（长沙）、裕（芜湖裕溪口）申等。１９３５年，长江中外航业竞争激烈，经营申汉
线运输有中外商６家轮船公司，运营轮船３８艘，总吨１１．０８万吨，沿途停靠站增

至１４处。苏北客运的申扬线有大达、大通两公司９艘轮船，总吨１．２２万吨；申
青启线有７家公司８艘船，总吨位０．７１万吨。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长江航线
断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沦陷后，长江下游航线开航。抗日战争胜利后，
军公运输繁忙，长江各航线十分繁忙。１９４８年年末、１９４９年年初，国民党军封
锁长江航道。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轮船招商局江陵轮率先恢复申汉线。５０年代
初开始，长江航运发展以拖驳运输为主，大力增加拖驳运力，辟申汉、裕申、浦申
货运专线，到１９９０年先后有 １０条货运专线。客运，恢复和发展申汉、申渝、申
高、申通、申青启客运专线，辟申浔（九江）快班旅游专线。
客运航线 申汉线。上海至汉口，清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年）四月美商琼记
洋行轮船火箭号首航。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七月，轮船招商局永宁号轮，从上
海经九江抵汉口，为中国商轮航行长江之始。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全航线断
航。１９４５年 １０ 月之后，招商局江安等 ５ 轮行驶。１９４８ 年年底，全线停航。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复航，１９８７年后每日上海、汉口两地各开２班。
申宜线。上海至宜昌线，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同和、
昌和２轮首航。１９３２ 年，华商民生实业公司民族轮、三北轮埠公司三北轮始
航。抗日战争期间中断。１９４５年 １１月，复航，１９５６年起航班由汉宜线和申渝
线班轮替代。
申渝线。上海至重庆，长江最长的直达航线。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
日，英商立德罗用小轮利川轮，由宜昌出发首抵重庆。二十六年十二月，瑞生轮
触礁沉没，此后外国商轮不入川江近 １０年。２０世纪初复航，１９３２年民生实业
公司投运４轮。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停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复航。１９８３年，因客轮
客源不足停航，１９８６年１月复航，至１９９０年运送旅客１５２万人。
申浔快班旅游线。上海至九江。１９８７年，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开辟，每年 ５
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４天一班。
申高线（原申扬线）。上海至高港航线（抗日战争前为上海至扬州）。清光
绪二十八年前，英商祥茂轮船公司通宁轮、泰宁轮客货混装首航。１９９５ 年，全
线客运量３６．２６万人。
申通线。上海直达南通。清光绪二十六年，南通大生轮船公司１００吨木轮
济安轮首航。１９９５年，客运１４７．３７万人。
申青启线。上海至青龙港、启东 ２线。清光绪二十六年，英商祥茂轮船公
司江宁、宁海２轮首航。１９８５年，申青、申启线客运量分别为１５２．７万、６６万人。
申崇线。上海至崇明南门港。１９１８年，崇明轮船公司朝阳轮首航。
货运航线 申湘线。上海至长沙，清光绪三十年九月轮船招商局轮船首
航。１９６３年，全线分上海汉口、汉口城陵矶、城陵矶长沙３段分区拖带。
申汉线。早期以货运为主，兼客运，后发展为客货并重，未形成货运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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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长江航运管理局试办汉申货运专线。１９９０年，上海运至武汉金属矿石
１５８．７万吨。
申石线。上海至黄石。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日本轮船首次从大冶运矿砂
到日本。１９９０年，有石申黄沙专线，运输黄沙４２万吨。
浔申线。九江至上海。清咸丰十一年，申汉客货运线开办，过境轮船停靠
九江。１９８９年，全线运输黄沙、煤炭１６９．５万吨。
皖申线。安庆至上海。清光绪二年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首投航。１９９０
年，运输货物３１．８万吨，其中黄沙１８．２万吨。
裕申线。芜湖裕溪口至上海。１９３４年，辟货轮运煤。１９９０年，总运量１３６．７
万吨，其中煤炭５５．５万吨。
马申线。马鞍山至上海。１９１７年，华商和日商轮船首运矿石。１９９０年，申
运马矿石４４万吨、钢铁３．９万吨，马运申钢铁９．３万吨。
浦申线。南京浦口至上海。１９１２ 年，有货轮不定期行驶。１９９５ 年，运煤
１９５．３万吨。
梅申线。１９７０ 年，辟南京梅山到上海货运专线。１９９０ 年，运矿石 ２５０．４
万吨。
船宝矿石货运线。１９８６年，辟江苏船山 （属镇江港区）到上海宝山的石灰
石运输线，１９９０年运石灰１１９万吨。
四、 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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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三月，美商琼记洋行火箭号轮载客，费时一月，完
成上海到汉口的往返航程，一个往返航次载客２６０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申
汉航线客运０．９９万人。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客运 １９１．８９ 万人，其
中旅客１３１．３９万人、军人６０．５万人。１９５２年，长江下游客运流量２４８．３万人，
其中苏北线１０６．１２万人。１９５９年，分别为２６８．９８万、１１９万人。１９５７年，申汉
线客流８４．１ 万人。１９５８ 年以后，长江沿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大批沿江农民向外地和城市流动，小商小贩长途贩运，客运量增加，１９６２年
申汉线客运１９１．７万人。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中学校学生、教职员工
全国大串连，是年长江下游客运流量 ７３８．４ 万人。１９７５ 年，有 １０３８ 万人。
１９７８年，上海长江进出口旅客４１４．０９万人，其中进出口南通２３８．９万人，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５０３．４１万人、３８６．６８万人。
五、 货运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至五年，上海运汉口的洋货有棉布、呢绒、鸦片等，国
货有原棉、糖、丝织品、铜币。汉口运上海的有米、桐油、烟草等。五年，上海运

至九江的洋货有本色细布８．９１万匹、哔叽 １．６万匹、铅皮 １．１８万担、鸦片 ０．２４
万箱，九江至上海红、绿茶１７．０７万担。上海运至镇江红糖２．１２万担、白糖１．７８
万担、花生油１．３６万担、黑枣０．１１万担，镇江运至上海麻０．６１万担、桐油３万
担、菜油０．８４ 万担、烟叶 ０．１８ 万担、烤烟 ０．２７ 万担。１９２７ 年，申汉航线运量
１０９．５７万吨，１９３１年降至 ９１．６５万吨，１９３３年减至 ７３．６２万吨。１９４６ 年，上海
进口的一半货物，约１２８．９万吨通过长江运往内地。民国时期，长江货运量占
上海港吞吐量２０％以上。１９５２年，上海长江货运１７４．６万吨，占上海港货物吞
吐量３７．９％。１９９５年，货运２５２３．９万吨。

第四节 沿海运输
一、 航运企业

公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首家官方运输企业
轮船招商局成立。１９４５年，国民政府建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水运大队，运输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油轮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沿海、远洋等石油运输。１９４７ 年，台湾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成立。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上述 ４ 家企业分别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１９５０ 年 ４
月，以轮船招商局为基础，设立国营轮船总公司，经演变，１９９３ 年为上海海运
（集团）公司。１９４９年后，长期独家经营上海、长江以北沿海航区运输，１９７９年
起有多家公司经营。是年，海兴轮船公司成立，此后中国扬子江轮船股份有限
公司（１９８２年）、上海市锦江航运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上海凯达航运公司（１９８６
年）、鹭海船务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金海船务贸易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成立。
１９９５年，上海有上述７家国有企业，还有在上海市注册登记的兼江海河运输的
上海市航运公司等８家企业。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６年，私营企业先后组成公私合营中
兴海运公司、南洋轮船公司，１９５６年６月并入上海海运局。
轮船招商局。创办初购大英轮船公司等货轮，以福星轮往来上海及天津，
永清轮往来上海、汕头、香港、广州，利运轮往来上海、厦门、汕头，伊敦轮往来上
海、长崎、神户。至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有 １８ 艘海轮航行南北洋线，漕运业
务置于重要地位。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至光绪十年，漕运净收入２６０万两银，
约占局总收入１８％。甲午战争后，漕运连年巨额亏损。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首
次实行水路联运，开辟４条联运线路。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局有江海轮船
５０余艘、８万余总吨，沿海航线有沪甬、沪瓯、沪榕、沪汕、沪港穗、沪烟津、沪青
汕、沪穗、沪连（云港）等线。抗日战争胜利后，开辟青岛、天津、秦皇岛等沿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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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复航沪甬、沪台等线。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北洋航线有以上海为起点的 ８条
航线和烟台—营口的航线，南洋航线有９条以上海为起点的航线和３条以广州
为起点的航线。１９４７年起，相继开航加尔各答、关岛、狄宁岛、曼纳斯岛、新加
坡、马尼拉、日本、古巴、阿根廷等地。１９４８年后，因内战航区萎缩。塘沽、天津
解放后，大部分船只忙于抢运军公物资及部队，撤往台湾等地。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水运大队。１９４６年４月建立，有办事人员（包括外籍
人员）０．４万余人、江海艇轮３５０余艘，航线遍及国内各灾区口岸。１９４８年１月
撤销，２月成立善后事业委员会保管委员会水运大队。１９４９年 ５月，被上海市
军管会接管，８月并入招商局。
中国油轮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７年 ２月成立，有甲、乙级油轮 ２２艘，６万余
总吨。为国内沿海各埠运输从国外输入的石油产品，从内地各埠输出桐油和其
他油料。甲级油轮永洪号首航伊朗载运原油，为国内首次。上海解放前夕，４
艘沉黄浦江。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公司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１９５０年４月并
入国营轮船总公司，对外保留中国油轮股份公司名称。
台湾航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招商局合
建。总公司设台北。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上海分公司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６月撤销，船只并入招商局。
交通部上海海运管理局。１９５０年４月，以轮船招商局为基础，在上海成立
国营轮船总公司。１９５１年２月，改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迁址北京，设上海区
公司。８月，上海区公司改华东区海运管理局，设厦门、宁波分局及海州、温州、
海门办事处。１９５３年５月，和北洋海运管理局合并成立交通部上海海运管理
局，统一经营管理长江口以北沿海航区的客货运输。９ 月，与上海区港务管理
局合并成立交通部华东区海运管理局，次月改上海区海运管理局，经营福州以
北全部沿海海上运输业务，管辖上海、宁波、温州、连云港 ４个港务局等。１９５８
年４月，分设为上海海运管理局与上海港务管理局。前者管辖原区局所属运输
船只等。１９６４年６月，上海海运管理局改上海轮船公司，专管北方航区的船舶
运输业务。１９６８ 年 ４ 月，改为上海海运局，１９９３ 年改上海海运 （集团）公司。
１９４９年，接管招商局船只３．６万载重吨。１９９０年，员工近３万人，运输船只１９４
艘、２．５万客位、２５５ 万总载重吨，客运 ３７０ 万人次，货运 ７０００ 万吨，外贸货运
７００万吨。
上海海兴轮船有限公司。１９７９年 ９月成立，经办上海—香港定线定期客
货班轮及远近洋外贸物资运输，１９９０年运量７５６万吨。
私营企业 明中叶后，始有沙船商（户）投入漕运。清嘉庆、道光年间，沙船
商（户）和沙船（号）开办航运企业。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船垄断沿海运输业，沙
船运输衰败。清末民初，上海先后出现宁绍、三北、政记、肇兴等一批华商航运

企业，１９３３年有２００余家。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初期，有的船只沉于长江及沿海要
塞，有的船只被炸被劫，或撤离上海，或转入外籍。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中被
国民政府征用船只沉塞江海航道要塞的华商航业公司，组成民营船舶战时损失
要求赔偿委员会，向政府索赔。涉及船只 ６１ 艘、总吨 １２．３ 万吨。国民政府同
意赔付３５９．３万美元。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由政府在向美国贷款洽购战时剩余船只
中拨出船只１２万总吨，作为赔偿款。１９４７年９月，向美国航务委员会购得货轮
１１艘，船价总值８００余万美元。并要求以这些船只成立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
司。１９４８年６月公司成立，股东单位有中兴等２４家轮船公司和银行，资本总额
７２１６万元。１９４９年 ４月，成立香港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１年 ４ 月迁台
湾。１９５７年３月，上海区海运管理局接收并代管公司在沪机构和人员。５０年
代中期，对私营航运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航运企业消失。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
中国人民轮船公司上海区公司、国营东升公司以私营名义分别成立茂林船务股
份有限公司和华东利民运输公司，经营南洋航线。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４年结束。各时
期，主要航运公司５０余家。
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创办。实力在华商轮
船公司中仅次于三北轮埠公司。１９４５年８月，有１４轮被盟军飞机和潜艇击沉。
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有宁绍轮，２６００总吨位，航行上海—宁波间。载运
客货，隔日往返，方便沪甬乘客，有民谣“宁绍斗太古，乘船不再苦”。１９３０年，在沪
甬线航运业务居招商局、三北、太古公司之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无力复业。
肇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轮船８艘航行上海至香港、广州，上海至烟台、天
津、营口，上海至龙口、营口，上海至旅顺、大连、秦皇岛及长江各埠。
平安轮船公司。有海轮５艘，１９４９年有２轮。
上海三北轮埠股份有限总公司。１９１８ 年，航线扩展到南北洋沿海和南洋
群岛一带。１９３６年，有５００吨级以上轮船３３艘、拖船５艘、驳船１２艘，６．１９万
总吨，规模仅次于招商局。１９４９年，有千吨以上船只８艘、１．６９万总吨。
茂林船务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０ 年 ９ 月成立，通过香港侨商三兴船务行等
关系，租用经营或代理外籍轮船运输业务。主要航行南洋航线。１９５３年３月，
和利民运输公司合并组成南洋运输部，对外仍用茂林名称。１９５４年２月撤销，
成立南洋运输处，对外仍保留茂林名称。１９５６年１月，划归中国外轮代理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华东利民运输公司。１９５１ 年年初，东升公司所属海鸿、海鄂机帆船，配备
武装航行上海至浙江海门，经营货运。９月，成立利民运输公司。１９５２年，与茂
林船务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南洋运输部。１９５４年２月，隶属于上海海运管理局。
外商企业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三月，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经
营沿海运输。其后，英商 ３ 家、日商 ５ 家、法商 ２ 家轮船公司经营中国沿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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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航运企业大部分退出，剩部分船只在中国沿海营运。
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退出中国水上运输航线，部分船只
营运沿海。５０年代中，船只被华东区海运管理局茂林船务公司租用，航行上
海—香港间，运输物资。
英商怡和轮船公司。 清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 ），怡和洋行赫尔斯庞特号轮
（３６６总吨）行驶上海—香港。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所属轮船改组为华海轮船
公司，并向南洋沿海扩展。光绪七年，与怡和洋行扬子轮船公司合并，成立怡和
轮船公司。总公司设伦敦，在上海、香港等地设分公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１９
轮航行中国沿海及远洋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退出中国沿海航运。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１９３４年，辟华北、华南沿海航线，配有嵩山丸等４轮。
１９３９年，与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合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船只及码头仓栈等被中国政府没收。
日商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经营中国沿海运输，
辟由台湾基隆经福州。１９３０年前后，有轮船 １４０余艘、５０余万总吨，辟有中国
近海及沿海航线１８条。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清光绪十五年，配有４艘海轮航行于天津、牛庄、上海
一线。１９３０年前后，经营远洋和中国近海航线 ２５ 条，有船只 １１６ 艘、７７．４ 万
总吨。
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１９３９ 年 ８ 月成立，中支总局设上海。抗日战争
胜利后，１２６艘在华轮船被中国政府接收，其中 ９８艘交招商局，２８艘交其他单
位或沉失。
日商大连汽船会社。１９１３年成立，辟大连至上海航线，１９３４年４艘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吨级轮船行驶。
法商东方轮船公司。清光绪二十八年成立，先后开设沿海沪甬航线，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年）停业。
合资企业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上海海兴轮船有限公司和香港招商船务企业有
限公司，联合在上海成立兴海船务企业有限公司，轮船２艘。
二、 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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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青龙镇有本地或外地木帆船往来于北方和南方沿海。元代，有
沙船专行北洋航线，并成为沿海运输主要船种。清代，沙船运输鼎盛。同治元
年（１８６２年），上海出现外商轮船，是年有“轮船年”之称。此后，沙船运输渐为
轮船运输替代。１９３７年年初，上海有沿海中资轮船 １２４艘、２０余万总吨，外轮
２２０余艘、近５０万总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轮船损失惨重。１９４８年年
底，以上海为船籍港的海轮有 ２９０艘、３７万余总吨。１９４９年 ４～５月，船龄短、

技术性能高的船只，都到台湾，有的船只被凿沉或炸毁。１９５０ 年，上海有海轮
４０艘、１１．５万总吨、０．２４万载客位。１９９０ 年，以上海为船籍港的沿海轮船 ２７２
艘、３２０余万总重吨、２．６万载客位（不含短途客运）。其中，上海海运管理局１９４
艘、２５５万载重吨、２．５２万载客位。木帆船、蒸汽机船先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
期和８０年代后期淘汰，全部为内燃机船替代。
木帆船 元初，为海运漕粮，出现沙船。至鸦片战争前夕，沙船和龙华嘴船
等为沪地主要木帆船。到沪的外地木帆主要有北方卫船和南方福船、鸟船、广
船、蛋船、三不像船、钓船等。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在上海港登记的２００担以上的
木帆船有０．１万条，７０年代起日趋少见，１９７６年后无登记。
沙船。创始于元代。载重１０００石，船体扁浅，平头、平底。船身长８．１丈，
宽１．５丈，深４．８尺，共１６舱。双桅，４橹，１２篙，双铁锚。舵用铁力木。至元十
九年（１２８２年），在上海造平底船（即遮洋船）６０艘，装粮 ４．６ 万石。明代，用逆
风调戗（轮流换向）航行。明嘉靖后，航行沿海的平底船通称沙船，沙船之名也
始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海禁解除后，沙
船运输迅速发展，改造船只结构，形成定式。大号船长 １０ 丈，宽 １．８ 丈，容量
０．３万石。中号、小号尺度为大号船七成和三成。多航行于水浅多碛的北方沿
海航道，承担漕运和其他货运。嘉庆、道光年间，收泊于上海港的多时可达三千
五六百条，年运量６０万～７０万吨。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有一千二三百条，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减至４００余艘，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剩２００余艘。至１９
世纪末，转入内河运输和捕鱼，海运结束。
龙华嘴船。上海本帮江海两用木船，明清以后盛行数百年。大号船双帆，
载重２０～３０吨。小号单帆，载重５～６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少有投运。
客货轮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上海首次出现航海客货轮英国籍轮船。
此后，海轮渐成为沿海主要的运输船只，大多为外国制造。１９２１ 年，上海投运
国产新天号客轮，有 ２３２６ 载客位。１９５５ 年，投运中国第一艘自己设计制造的
国产客货轮民主１０号。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多为３０００吨、７５００吨级船只，约
有９００载客位。１９８７年，出现气垫船等。道光二十九年二月，英国大英轮船公
司玛丽·伍德夫人号，为明轮船，载重量６５０吨，客货兼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太
古轮船公司蓝烟囱轮船，多以中国城市命名，一般在数千吨。怡和轮船公司红
烟囱轮船，以 “升”字命名，每艘大多在 ０．２ 万总吨。招商局船只，清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年）江天轮航行申甬，０．２万吨，载客０．１３万人，国内最大客货轮。六年，
投运英国新船图南轮，可装货 ０．１３万吨，载客 ５９６ 人。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添泰顺等６艘客货轮。１９２１年，投运新江天等新轮。新江天轮１９２１年上海造，
０．３７万总吨，载客０．２３ 万人。１９３３ 年 ８ 月，投运在英造海元等 ４ 轮。海元轮
０．３２万载重吨，可载甲板客 ９００ 人。华商民营企业，１９３６ 年有 ２２ 艘、３．４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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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吨，单轮总吨９１９～４３９吨，可载客数百人至０．３万人。３０年代后，投运的主
要有通用型客货轮。１９４７年，招商局 １６ 艘澳菲海货轮半数改装乘客设备，每
轮可容旅客４３０人。５０年代后，主要船只有乙型、甲型客货轮。１９５５年，投运
江南造船厂造民主１０号船，载客５００人，载货７００吨。１９７１年，国内最大的甲
型沿海客货轮长征号投运，载货量０．８万吨，载客量８５６人，至１９８１年投运１２
艘，船名均以“长”字为首。１９７７年，投运“新”字型客货轮，船载货１４０吨，载客
９１５人，至１９８４年投运８艘。１９８５年７月，瑞新双体客货轮首航上海—温州，
载客量０．１５万人，载货量１４０吨。１９８５年，投运客货滚装船海樱轮，载客量９８０
人，载货７５８吨。１９８７ 年 ２ 月，甬兴轮气垫船首航上海—宁波航线。 船载客
３２０人，航速３２节。
货轮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进出上海港的沿海货轮一般为木壳或铁壳，数
百至千余总吨。招商局货轮，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有伊顿等 ４ 艘货轮。十
一月三十日，悬挂清龙船旗，装载货物由沪航汕头，为第一艘行驶南洋航线的中
国商轮。十二年二月，投运英造永清轮，驶天津，为第一艘航北洋线的中国商
轮，载货１．８万石。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三月，投运江南制造局造“中国第一号战
舰”惠吉轮（原名恬吉），载重６００吨。九年，有６艘海运货轮。１９３７年年初，有
货轮５艘、１．０５万总吨，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部丧失。民营轮船公司货轮，光绪十
九年鸿安轮船公司有货船 １１艘、１．２万总吨。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期，行驶北洋
航线的有直东轮船公司５轮，毓大轮船股份有３轮。行驶南洋航线的有振兴轮
船公司６公司７轮。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部丧失。１９４５年后，各轮船公司有货
轮自由型货轮。抗日战争胜利初，招商局接收敌伪船只 ０．２５ 万艘、２４ 万余总
吨，收购留用的船只 ３１４ 艘、８．１ 万总吨。上海解放时，悉到台湾等地。１９５９
年、１９６０年，上海海运局进口 １３ 艘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造同型轮，共 １２．７５
万载重吨，船载重吨０．９２万～１万吨，以“和平”命名。１９６７～１９７５年，又投运８
艘，以“战斗”命名。至１９８３年，上述自由型货船全部退役。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投
运和平型货轮，近 ３０ 艘，８ 万余载重吨。为上海海运局货运主力船只。１９５８
年，投运大连造船厂造５０００吨级和平２５型杂货船，为中国远洋运输的第一艘
货轮，后投运同型船８艘。１９５９年，投运３０００吨级柴油机杂货船，沪东造船厂
造，１９７２年，投运 １．８ 万吨级运煤散货船。１９７４ 年起，投运 １２ 艘。船名均以
“长”字为首。７０年代，投运１３艘，多以“某某州”字作船名。为７０～８０年代上
海沿海主要煤运船。１９８０年起，投运４艘林海型铁木船。“六五”计划期间，投
运进口外国货轮７６艘、近１００万总吨，船名以“华”字为首。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
投运２ 万吨级煤矿两用船 １２ 艘，１９８６ 年投运南极洲轮 ２．７ 万吨级自卸船。
１９８６年，首次投运３．５万吨级安平型散货船、同型船共９艘。１９９０年，投运３．５
万吨级浅吃水肥大型散货船宁安１、２轮，后增６艘。

油轮 民国初，美孚石油公司油轮美宁号航运申甬间，上海始有油轮运输。
嗣后美南（３６４总吨）、美安 （９３５ 总吨）两油轮，航行上海—温州及长江。１９３５
年，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富光（１４０２总吨）、海光（８９９总吨）等投运。抗日战争
胜利后，中国政府购入美国４艘万吨级旧油轮和８艘千吨级小油轮，成立中国
油轮有限公司，至解放前夕有油轮２３艘、５．７万载重吨，大多到台湾，剩７艘小
油船在大陆。上海解放后，为上海海运局接管，长期维持沿海油运。１９６３ 年，
上海海运局油轮船队成立。１９９０年，有油轮５１艘、６５．９万载重吨。
液体化学品专用船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上海海运局购日本造液体化学品专
用船５艘，命名化运１～５号。每艘载重吨０．３９万～０．７７万吨。
拖轮 清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后，英国蓝烟囱公司拖轮首抵上海，上海始有
以拖轮拖带无自航能力的载货驳船及船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接收日商
拖轮，另购美国海洋拖轮１０余条，上海解放时有１１条。１９７９年，上海海运局购
１９７４年日本造生产２号拖轮。８０年代，全市有拖轮１３艘。
三、 航线

客运航线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大英轮船公司首辟上海首条沿海客
运航线上海至香港客班。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始辟上海至
宁波定期定班客运航线。十二年，招商局永宁号等 ３轮投运。清末民初，华商
轮船公司介入沿海运输。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华商客运基本停止，航运为日
本和欧美轮船垄断。１９４５ 年 ９ 月，轮船招商局首先恢复上海—宁波线客运。
次年，又恢复原沿海客运各线。１９４９ 年 ４ 月，上海各轮船公司有沿海航线 １６
条。５０年代初，限于上海至渤海湾沿线１０条，南北各港间均不通航。１９８０年，
中断３０多年的上海—香港线客班恢复通航。１９８２～１９８７ 年，开辟上海—福
州、上海—广州、上海—厦门等直达定期客运航班。１９８８ 年，有以上海为起讫
港的８条沿海客运干线。１９９０年起，因陆运和空运发展，沿海客源开始明显减
少，长航线客运量迅速萎缩。１９９５年，有上海分别至厦门、温州、大连、福州、宁
波、青岛、香港等７条客运干线。
上海—宁波航线。简称申甬线，清同治元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投入湖北、
江西２轮两地定班对开，每月各往返３个航次达７年。十二年，招商局永宁轮，
旗昌公司舟山、徽州轮投入营运。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招商局与太古公司各开
１轮，垄断申甬线定班客运。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宁绍轮船公司宁绍、甬兴轮投
入营运，为华商公司首次投入申甬线营运。１９１３年，申甬线客运量为沿海各线
最大，１９１９年接近１００万人次。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日，招商局江亚轮由沪驶甬途
中爆炸沉没。１９４９年５ 月，江静轮专载蒋介石、蒋经国等到舟山。此后，申甬
线客运有出无进，直至中断。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４日，江泰号客货轮恢复申甬线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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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隔日往返，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护航，至年底运送 ３８ 万余人。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日，上海海运局民主三号等２艘客货轮对班开航，改为日日班。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春运期间，两轮载客率分别达到１１９．１％和１３０．７％。１９９０年，
客运量１４６．８万人次。
上海—温州航线。简称申瓯线。清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四月，英商怡和洋
行康克斯特号客货轮首航。五年四月，招商局永宁轮驶抵，为中国轮船首入温
州港。１９４９年５月，航运中断，１９５８年４月复航。１９９０年，客运８０万人次。
上海—福州（马尾）航线。简称申榕线。清光绪元年，轮船招商局船只航行
上海—福州—厦门，承运货物，兼营客运。二十七年，开辟上海—福州航线。上
海解放后航线中断，１９８２年３月复航。１９９０年，客运２０万人次。
上海—厦门航线。简称申厦线。清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大英轮船公司
玛丽·伍德夫人号轮首航香港至上海，弯靠厦门港。上海解放后客运中断。
１９８４年６月，上海—广州客货班轮弯靠厦门港。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辟直达航线。
１９９０年，客运１０．２３万人次。
上海—广州航线。简称申穗线。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轮船招商局永清轮
行驶上海—汕头、香港、广州线。光绪四年，辟申穗直达。上海解放后，客运中
断，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复航。１９９４年４月停运。
上海—香港航线。简称申港线。清道光三十年，大英轮船公司玛丽·伍德
夫人号轮首辟两港定期航班。上海解放前夕中断，１９８０年１月复航。１９９０年，
客运２．３９万人次。
上海—台湾（基隆、高雄）航线。简称申台线。中日甲午战争后，有舟山轮
船公司等５家公司船只航运。１９４６年起，定期客货班轮往返于上海—基隆，年
客运量三四万人次。上海解放后停航。
上海—青岛航线。简称申青线。清光绪十三年，招商局广济轮航行上海—
烟台—龙口，中途弯靠青岛。１９３７年８月停航，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复航，１９４９年春客
运中断。１９５６ 年 ６ 月，恢复上海—青岛—大连客运航班，后开通申青直达。
１９９０年，客运３９．１万人次。
上海—大连航线。简称申连线。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
式会社首辟，１９４５年８月停航。１９５６年６月，上海海运局复航。１９９０年，客运
５８．６７万人次。
上海—天津航线。简称申津线。清同治七年，旗昌轮船公司山西等 ３轮、
怡和洋行久绥等４ 轮首辟。抗日战争期间中断，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复航。１９４９ 年 １
月中断，此后未再恢复。
申—江、浙地方客运。清光绪元年夏，招商局大有轮行驶申—定（海）—甬
航线，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湖北轮行驶申—普（陀山）航线，为上海舟山间首次通

航客轮。三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轮船行驶申—沈（家门）—甬—定—温（州）航
线。三十一年，辟有申—定航线、申—甬—普航线、申—定—石（浦）—海（门）航
线、申—甬—定—温航线。宣统年间，辟申—穿（山）—定、申—石—定—海（门）
航线。１９２３～１９２９年，上海与舟山地区的沥港、定海、岱山、巨山、普陀山间均
有客班轮航行。３０年代初，两地间客运更盛。１９５０年 ５月 １７日，舟山与上海
的客运中断。１９６４年，定（海）—巨（山）—泗 （礁）—申线通航。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辟沈家门、１９８３年７月普陀山、１９８５年定海至上海航线，１９９０年辟上海芦潮港
至普陀山旅游航线。
申、泗、巨、定线。上海弯泗礁、巨山至定海，１９５５年 １２月营运，１９９０年客
运量７．１万人次。申椒线，上海—浙江海门客运航线，１９６０年３月营运，１９９０年
客运量１４．５万人次。
货运航线 北宋嘉年间，青龙镇港与福州、漳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温
州、台州等诸港间木帆船往来频繁。元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辟上海至天津北
洋漕运航线（北方沿海航线）。明永乐年间，漕运弃海路走内河，北洋航线几近
湮废。清康熙年间开海禁后，重辟北洋航线，并由天津延至牛庄与辽河相沟通，
成为清代航运最繁忙的一大干线。南洋航线，有宁波、定海、温州、台州、福州、
泉州、厦门、台湾、潮州（汕头）、广州等诸多港口与上海通航贸易。至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前夕，有４５艘、８．４万总吨轮船行驶于上海至北洋天津（寄港地威海
卫、芝罘）、大连、秦皇岛、牛庄、青岛，至南洋宁波、香港、温州、福州、汕头、厦门
等航线。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洋航线有９条干线，南洋航线
有７条干线。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与南北洋港间货运一度中止。后欧
美轮船短暂恢复航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停止。１９４６年年底，北洋线主要
有至海州等６线，南洋线主要有至宁波等１０线。天津等港解放后，北方沿海客
货航线一度中断。上海解放初，南北沿海航线均不通航。１９５０年９月，茂林船
务有限公司始租用外轮，航行南洋航线。舟山解放后，沿海各货运航线陆续恢
复通航。“一五”时期，上海海运局辟有上海—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天津
和燕尾港等５条定线、定船、定货种、定班运营的货运航线，并辟有从大连、营
口、天津等港经长江直达汉口等港的海江直达航线。６０年代中期，辟通大连至
南京的海江直达航线。７０年代，新辟由江苏仪征港经长江至浙江炼油厂和上
海石化总厂的江出海货运航线。１９９０年，有上海至大连等１６条航线。
上海—大连航线。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东清铁路分公司货轮开辟
旅顺至上海定期航线，二十九年三月又辟连申定期航线。１９１９年前后，华商三
北轮船公司营运。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９５１ 年年初，苏联军队驻大连，航线停驶，
１９５１年恢复。“一五”计划时期，成为国内沿海“北煤南运”和“南粮北调”重要
通道。１９５４年，货运量１８５万吨，１９９０年３２．１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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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营口航线。清同治元年外商轮运业开始参与牛庄等地至上海的大
豆、沙石运输。十一、十二年，招商局福星轮投运。５０年代前期，停航，１９５７年
复航，１９７０年停运。
上海—秦皇岛航线。清咸丰年间通航，１９４９年年初停运，１９５４ 年复航，６０
年代中期停运。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始向上海运输大庆原油，为上海市原油供应的
主要运输通道。８０年代后，承运上海和华东地区５０％以上用煤，为“北煤南运”
的４条海上主要通道之一，有上海经济的“生命线”之称。１９９０年，秦皇岛运申
货物２２７６．５万吨。
上海—天津航线。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外商轮船始航。１９４８年年底，航
运中断，１９５０年７月复航。１９９０年，上海运津货物近９０万吨。
上海—龙口航线。１９１４年辟航。１９９０年，龙口运申货物３７．２万余吨。
上海—烟台航线。清咸丰十一年始辟，１９９０年上海运烟台货物３４．９万吨。
上海—威海航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英商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申津线
轮船均挂靠威海卫。１９９０年，威海运申货物１５．９万吨。
上海—青岛航线。清光绪二十六年，进出胶州湾的上海木帆船有 ６３７ 条
次，大多为载重０．２６ 万担的大型沙船。１９１４ 年，德商汉美轮船公司辟过港航
线。１９１９年前后，三北轮船公司辟直达航线。８０年代，煤运线成为“北煤南运”
４条主要海上通道之一。１９９０年，上海海运局运货３２６．１万吨。
上海—石臼航线。１９１７年始有小轮往返。１９８５ 年，开通石臼港—上海煤
炭运输线，运煤２００余万吨。成为“北煤南运”的重要海上通道。
上海—连云港航线。清光绪三十一年，有豆饼、杂粮及其他土特产由连云
港运上海。１９３３年，陇海路局与招商局水陆联运，确立上海为联运口岸之一，
连云港为接运地点，开创中国铁路界与航运界联络的纪录。８０ 年代，成为 “北
煤南运”的４条主要海上通道之一，年运量约３００万吨。１９９０年，上海海运局运
申货物３０２．５万吨。
上海—宁波航线。清光绪元年，轮船招商局始辟定班航运。上海解放初中
断，１９５０年 ７ 月复航。５０～６０ 年代，全线货运约占宁波港吞吐量 ５０％。１９９０
年，上海海运局货运２０７．６５万吨。
上海—温州航线。清光绪三年，英商怡和洋行开辟上海—温州—福州航
线。上海解放初停顿，５０年代前期复航。１９９０年，上海海运局运货８．６５万吨。
上海—福州航线。１９世纪 ４０ 年代，外商轮船公司运营。光绪二十七年，
开辟福州至上海航线。５０年代前期，由解放军武装护航。１９９０年，上海海运局
运货５．５９万吨。
上海—厦门航线。清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解
放后，航线中断，１９８２年９月复航。１９９０年，上海海运局运货７．２６万吨。

上海—台湾航线。上海至台湾航线有基隆和高雄２线。清光绪十二年，台
湾有２轮，往来于台湾与上海、香港、新加坡、西贡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有上
海—宁波—基隆线和上海—高雄—基隆线。１９４９ 年 ４ 月，招商局轮自高雄向
上海运输１．０９万吨台糖。上海解放后航线中断。
上海—汕头航线。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十一月，招商局伊敦轮装载货
物由申驶汕，是为中国商船首次行驶南洋、中国近海。上海解放后，少有往来。
１９９０年，上海运至汕头货物３．５４万吨。
上海—广州航线。１９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德商禅臣洋行、美商琼记和同孚
洋行、英商太古和怡和洋行有船只营运。１９９０年，上海航运局货运９．３５万吨。
上海—香港航线。清道光三十年，大英轮船公司明轮玛丽 · 伍德夫人号，
首次开辟定期班轮航线。上海解放后，航运断绝，１９８０年复航。１９９０年，上海
海运局货运１４．１６万吨。
四、 客运

１９４６年，日进出上海港的沿海旅客约万人次以上。１９４９年，进出１９．６４万
人次。１９５３年，超过１００万人次，达１１５．３９万人次。此后，长期在１００万人次
以上。１９６１年，增至２００万人次以上。１９８０年，超过３００万人次，达３８２．３９万
人次。次年，又超过４００万人次，达４１２．５５万人次。９０年代中期，因公路、铁路
客运发展，水运旅客减少，１９９５年２６．０８万人次。
五、 货运

货运量 １９４９ 年，沿海货运量 ４８．５９ 万吨。１９５１ 年 ２４３．６ 万吨，１９５８ 年
１４１２．６万吨，１９７１年 ２０３７．３ 万吨，１９７５ 年 ３０９５．２ 万吨，１９８２ 年 ４０６０．２ 万吨，
１９８６年５２５９．７万吨，１９９２年７３３１．６万吨，１９９５年６４６６．０３万吨。运输以煤炭、
石油、粮食为大宗，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３７０９．９万吨、１３９０．３８万吨、４６．３１万吨。

第五节 远洋运输
一、 航运企业

继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三月，上海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后，英、德、法、
日、俄商行在上海设立轮船代理行和轮船公司，经营远洋和中国沿海航运。规
模较大的有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大来洋行和
日商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等。辟有上海至东南亚、至美洲、至欧洲等远洋航

第
二
十
三
章
交
通
运
输
３６３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３６４

线。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初船航日本、东南亚和美洲，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初航英国伦敦和美国，引起外国航商的公开抵制及刁难，远洋航线被迫
中断。１９１４年，首家华商轮企三北轮埠公司创办。此后，有鸿安商轮公司、宁
兴轮船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等十几家经营远洋运输。一般有２～３艘千吨级远
洋轮船，航行上海至东南亚各线。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外商远洋轮船公司为日
军占用，船只被日军炸沉，远洋运输业近于瘫痪。抗日战争胜利后，运输为英美
等商轮船公司垄断。招商局发展远洋航运。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后，上海远洋运输中
止，１９５０年下半年恢复。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８日，西方国家对华禁运，上海远洋运输
几乎停顿。为冲破封锁，６ 月 １５ 日中国、波兰两国政府联建中波轮船股份公
司，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总公司从天津迁至上海。为解放后首家中国远洋运输企
业。１９６４年４月１日，成立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中日、中朝航
线，发展远洋运输。１９７９ 年，上海海兴轮船公司成立。此后，有上海市锦江航
运有限公司、新海航业有限公司、中日国际轮渡有限公司、上海海华轮船公司
等，经营远洋运输。１９９５ 年，上海有近 ２０ 家远洋运输企业，３００ 多艘远洋船、
５００多万载重吨。
公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 轮船招商局。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年）八月，
伊敦轮开航上海—日本神户、长崎，是中国商船第一次开辟国外航线。光绪五
年（１８７９年），和众轮航行上海—檀香山。七年十月四日，美富轮运载茶叶至英
国。到八年仅存上海—越南一条国际航线，九年剩致远、图南等轮行驶南洋、槟
榔屿航线，亏损巨大。中法战争爆发后，外洋航线全被切断。１９１２ 年起，经营
上海至日本，开辟烟台至海参崴航线，远洋运输兴旺。１９４６ 年内战爆发后，维
持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屿各航线为主，重点日本航线。下半年运输萎
缩。１９４９年４月，航线缩至南洋一带，仅剩台糖、台盐对日运输。
中国油轮股份公司。有远洋油轮４艘运输石油原油，航行波斯湾至台湾高
雄（高雄炼油厂）。１９４８年，运量４０．３０万吨。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总公司。１９６４ 年 ４ 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
成立，有８艘杂货船、总载重量６．２４万吨，员工４８８人。６月１２日，和平六十号
轮从上海港启航到朝鲜南浦港。后开辟欧洲、非洲、北美、地中海、东南亚、大洋
洲和海湾等航线。１９７８年９月，开辟集装箱班轮航线。１９７９年５月，改上海远
洋运输公司（简称上远公司）。有集装箱１５．０２万标准箱，集装箱船舶数量、可
载箱位量分别居世界第四、九位，为世界上第七家有能力开辟星期班的船公司。
１９９３年，中远（集团）总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有船舶１３７艘，总吨３１２．３万吨，员
工１．４万人。运量２４７６．７７万吨，其中集装箱１４２．１８万标准箱、１４７１．９９万吨。
私营企业 主要有３家。三北轮埠公司，１９１８年始经营上海—新加坡、仰
光、日本远洋运输。民生轮船公司，１９４６ 年 ３ 轮航行上海至东南亚诸国和日

本，美国、加拿大，１９８５年１月成立上海分公司，１９９２年上海分公司有远洋轮船
７艘、８．２万总吨，员工２００人。中国航运公司，１９４６年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改为
中国航运公司，上海解放前夕７艘海轮均被劫往台湾。
外商企业 太古轮船公司。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投入４轮，开辟香
港—悉尼、墨尔本航线，至抗日战争爆发前。１９４９年，撤离上海。
怡和轮船公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甲谷陀—日本航线、上海—伦敦航线，
以及上海—欧美、远东—纽约２条航线。１９４３年１月起，公司全部退出中国领
水，在上海先后充当 ９ 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１９４９ 年，撤离
上海。
大阪商船株式会社。１９３０年，有上海分别至欧洲、西雅图，中国至非洲、澳
洲航线。１９４５年，撤离中国。
日本邮船会社。１９３０年，主要有上海分别至欧洲、纽约、旧金山、西雅图、
甲谷陀、孟买等航线。１９４５年，撤离中国。
大来洋行。清光绪二十七年后，始营中美太平洋航线、远东航线。为美国
在华最大的轮船公司。所经营的主要航线环行世界，有８轮营运。有上海分别
至旧金山、西雅图、纽约航线。１９４９年，撤离上海。
大英轮船公司。伦敦—上海，上海分别至孟买、澳洲航线。１９４９ 年，撤离
上海。
德国轮船公司，清光绪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第一艘船抵达上海，后有３家德
国轮船公司，均以上海为基地开辟中德航线。解放前夕，撤离上海。
意大利轮船公司。清光绪十二年，运输线延至上海，１９２０年在上海设立分
公司，经营上海—的里雅斯特航线。上海解放前夕，撤离。
中外合资企业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简称中波公司）。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５日成
立。总公司设中国天津，１９６２年２月迁上海。１９９５年，货运量１４８．３７万吨，运
输集装箱２．３７万标准箱。有船舶２１艘、４２．２９万总吨。员工７９３人。
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简称中阿公司）。１９６２年 ４月 ２日成立，１９７５年 ４月
总公司从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迁上海。１２月解散。
中日国际轮渡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６月成立，总公司设上海。
二、 船舶

清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 年），英国小型木壳轮船魔女号首次进入上海港。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前夕，订购英国伊敦轮，中国人开始经
营轮船运输。１９２１年，上海华商企业远洋轮船 ２１ 艘、９．７６ 万总吨。１９４７ 年 ６
月，上海航运企业有江海轮船 ７３４ 艘、９５．２ 万总吨。１９４９ 年，大部分江海轮船
驶往台湾，部分炸沉海底。上海解放初到６０年代初，无远洋船。１９６２年，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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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船只中波公司远洋轮。１９６４ 年，上远公司成立，有远洋轮船 ８ 艘，全部为
杂货船。１９７３年，始投运散装船。１９７７年，首次订购半集装箱船平乡城轮，次
年又订购滚装船南口轮。１９７９ 年后，有杂货船、客货船、散装船、集装箱船、滚
装船、多用途船、油船和液化气船等。１９９２年，船只３００多艘、５００多万总吨，其
中集装箱船和滚装船６５艘，载箱能力５．９万标准箱。
木帆船 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至十年，从上海、宁波地区开出的中国远洋
帆船约１００艘。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后，无船航行远洋。
杂货船 蒸汽机船。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魔女号货船驶入上海港，装运
鸦片和棉织品，上海首次出现轮船。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招商局购英国、德
国造４轮，５０７～７０４载重吨，１９４８年 ６月有船 ４９０艘、４０．９２万总吨，上海解放
前夕大部分驶台湾，留沪的多数沉没或毁于炮火。此后，上海无远洋船。１９６４
年，上远公司有５艘，１９７８年全部淘汰。
汽轮机船。上远公司有大连船厂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造２艘万吨级轮。第一艘
跃进轮，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于东海。另一艘红旗号轮１９８３
年９月报废拆解。此后，上海未有投运。
内燃机船。１９６２年中波公司有２０轮，总吨２２．４４万吨。１９６４年，上远公司有
和平６０号和真理轮 ２ 轮。此后，投运国产新船东风轮等类型船，载重吨 ０．３
万～１．３万吨。１９７０～１９８２年，购外国旧船４９艘、５４．６７万载重吨。
客货船 清道光三十年，上海第一艘客货船为大英轮船公司明轮玛丽·伍
德夫人号。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购英国伊敦号等轮，货运兼客。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英美等商轮船公司投运数万吨位客船。１９４９ 年后，上海无远洋客
船。１９７７年，上远公司购英国 １９６３ 年造客货船清河城轮，作杂货班轮营运。
１９８０年，上海海兴轮船公司改装上海轮，可载货０．２５万吨、载客４５１人，购１９５８
年荷兰造海兴号远洋客货轮。两船均有酒吧、游泳池、小型医院、电影、舞厅等。
１９８３年，锦江航运公司购１９５３年美国造大型豪华国际邮轮锦江号，载货０．５万
吨、载客４０６人。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上海中日国际轮渡公司先后购日本造鉴真
号、苏州号客货轮。
散装货船 １９４７年７月，招商局购加拿大１９４５年造３艘货轮，上海解放前
夕均驶台湾。１９７３年，上远公司开始购旧船订新船。１９９２年，上海远洋船队有
７０艘、２２４．８２万总吨。
集装箱船 １９７７年，上远公司投运半集装箱船平乡城轮。１９８２年，日本造
集装箱船沭河轮，为上海第一艘全集装箱船。１９９５年，上海远洋运输船队有５５
艘、１３９．５２万总吨，７．９３万标准箱位。
滚装船 １９７８年５月，上远公司投运日本造南口轮。载重吨０．５７万吨，舱
容１．４２万立方米，载箱量３０４标准箱。１９９２年，上海远洋船队有滚装船１０艘，

总吨１０．２８万吨，总箱位０．４４万标准箱。
多用途船 １９７７年，上远公司投运３艘日本多用途船莲花城轮，总吨１．０３
万吨。中波公司投运联邦德国斯塔夫和永兴轮。１９９５年，上海远洋船队有 １７
艘、３１．６８万总吨。
油船 １９４６年２～６月，中国政府订购美国４艘万吨级和１８艘１０００吨级
油轮投运。万吨船定名永洋、永洪、永澄、永清，投入中国—波斯湾航线。上海
解放前夕驶台湾等地。１９７８年起，上海海运局部分 ２ 万吨级沿海油轮用于远
洋运油。１９９２年，上海有远洋运输油轮２７艘、４４．６万总吨，主要船只有大庆号
型、胜利１型、建设１型等。
三、 航线

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美国商船巴拿马号驶入上海港，开辟美国—上
海航线。三十年，美国罗素轮船公司开辟纽约至上海航线。 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
年），英国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轮船加入上海至香港，上海经香港、加尔各答至
欧洲和上海至纽约３条远洋航线。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
船舶加入上海至日本濑户、横滨航线。八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法国邮船公司
投入上海与欧洲航线１５艘轮。后又有美国卡望尔等８家外轮公司开辟和加入
到上海与各国、地区间远洋航线。十二年八月，轮船招商总局伊敦轮由上海港
装货开往日本神户、长崎，开始中国商轮第一次远洋航行。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
十月十九日，和众轮试航上海至美国檀香山。七年十月四日，美富轮驶英国。
此后，招商总局开辟至东南亚安南、暹罗、槟榔屿、印度、英国等航线。到八年，
剩上海至越南一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洋运输主要由外国航运公司把持，
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线分东、西、南和世界环行４条航线。东行线，自上海至
南北美洲。西行线，自上海过苏伊士运河，出地中海，到欧洲和非洲。南行线。
自上海至澳洲。世界环行线，从纽约出发，经巴拿马、洛杉矶、旧金山、横滨、上
海、香港、小吕宋、南洋、科伦坡、苏伊士、意大利、法国、直布罗陀，出大西洋，返
北美洲。此外，还有上海与日本、朝鲜、西伯利亚东部、南洋群岛各港口间短途
海外航线。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所有中国轮船公司经营的航线均停航，美、
英、日等国成立一批欧美轮船公司营运。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辟上海至美
国及上海至东南亚等航线。上海解放初，远洋运输中断。１９６２年，中波公司经
营中国和波兰以及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港口之间的运输航线，恢复上海远洋运
输。１９６４年４月，上远公司辟上海—日本、上海—朝鲜航线。１９６５～１９７４ 年，
航线扩至西欧、北美加拿大、南美智利、非洲、波斯湾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及香港
地区。１９７５年，中阿公司中国分公司辟上海至阿尔巴尼亚航线。１９７８年９月，
上远公司平乡城轮首辟上海至澳大利亚集装箱班轮航线。次年３月，柳林海轮

第
二
十
三
章
交
通
运
输
３６７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３６８

从上海港驶美国西雅图港，恢复中断３０年的中国大陆至美国海上航线。此后，
经营的国际和地区间不定期杂货船运输航线改为定期班轮航线。１９７９ 年 ５
月，上远公司江城轮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５日起，上海的远洋运
输船舶南下北上均通过台湾海峡和金门以东海峡。１９８０ 年后，以开辟和发展
国际和地区间集装箱运输班轮航线为主，开辟上海至大洋洲、至日本、至东南
亚、至香港、至欧洲各国、至北美洲、至海湾地区的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７条、杂
货班轮航线５条。还有从中国其他港口开往各国的不定期航线。同时，开辟不
回中国的第三国航线，有日本至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至泰国，新加坡至印度
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航线。１９８５ 年 ６ 月，开辟上海至香港和至日本神
户、大阪等港定期客、货班轮航线。１９９５年，上海远洋运输企业船只航行至１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驶抵１０００多个港口。
上海—日本航线。（１）非班轮航线，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美国太平洋邮轮
公司辟上海经日本濑户至横滨航线。同治十二年八月，招商局伊敦轮始航上海
至日本神户、长崎等港口。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初，航运停顿。１９５１～１９６３年，由
外国航运公司经营上海—神户—横滨等航线。１９６３年 ４月，中国轮船跃进轮
首辟中日航线。１９６４ 年，上远公司辟上海至日本门司、东京、神户港航线，到
１９９０年船只停靠日本１００多个港口。（２）杂货班轮航线，１９７７年上远公司辟。
（３）集装箱班轮航线，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４ 日，抚顺城轮从上海港首航日本神户港。
（４）客货班轮航线，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美商轮船开辟上海—日本航线。上
海解放后，偶有货轮捎带旅客。１９８５年６月，中日国际轮渡有限公司鉴真轮营
运上海至神户、大阪中日客货班轮航线。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始经营上海至日本
的石油化工品、冷藏货物运输航线。
上海—朝鲜航线。１９６４年６月，上远公司和平６０号首航。
上海—韩国航线。１９８９年，中波公司辟。
上海—东南亚航线。（１）非班轮航线，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上海辟至暹
罗、越南、吕宋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航线。招商局成立后，辟至东南亚诸国
航线。上海解放后，各航线停顿。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上远公司红旗轮第一次挂靠
新加坡港口。１９７４年起，上海辟２条航线。１９８８年起，辟上海—香港—新加坡
集装箱运输航线。（２）杂货班轮航线，１９９０ 年辟孟加拉、印度航线。１９９１ 年 ２
月，辟印度尼西亚航线。
上海—香港航线。清道光三十年，首辟定期班轮航线。１９５１年，中波公司
有船从上海出发中途挂靠香港，到１９９２年，有杂货班轮、集装箱运输班轮及客
货班轮３种航线。客货班轮航线，１９８０年１月７日，海兴轮船有限公司上海号
首航香港。
上海—澳门航线。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上海救捞局沪救捞４号货轮首次装

杂货抵澳门。１９８８年２月，航线停运。
上海—香港—台湾集装箱运输航线。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８日，锦江航运有限公司通
顺轮悬挂巴拿马国旗，从上海港经香港换单后航抵基隆、高雄２港。１９９４年停航。
上海—大洋洲航线。（１）散杂货运输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以上海
港为中心的４条远洋航线之一。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上远公司静海轮首航澳大利亚。
（２）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１９７８年９月上远公司平乡城轮从上海港至澳大利亚
悉尼、墨尔本港。
上海—海湾（波斯湾）航线。１９７４年３月辟。
上海—非洲、上海—地中海航线。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１９７０ 年 ７ 月，上远
公司先后辟。
上海—西欧、北欧航线。（１）非班轮航线，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英国
商船魔女号随入侵英军进入上海港。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轮船招商局美富轮
辟上海至英国航线。１９４９年５月停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上远公司红旗轮由上海
首航欧洲。（２）杂货班轮航线，１９７７ 年 ９ 月天水号等辟上海—西欧定期航线。
（３）集装箱班轮航线，１９８２年下半年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开辟。
上海—波兰航线。１９６２年，中波公司辟。
上海—美国航线。（１）非班轮航线，清道光二十五年三月美国商船巴拿马
号首辟。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十月十九日，轮船招商局和众轮试航檀香山。至
１９３７年，上海至美国有５条航线。１９４９年５月停航。１９７９年３月，上远公司柳
林海轮从上海首航西雅图港。（２）杂货班轮航线，清光绪四年美国旗昌洋行 ４
轮开辟，１９４９年５月停航，１９８０年１月荣城轮复航。（３）集装箱班轮航线，１９８１
年２月张家口轮从上海首航美国旧金山港。
上海—中、南美洲航线。１９７１ 年 ６ 月，上远公司红旗轮从大连港直驶智
利，１９７６年３月辟至古巴、牙买加航线。
上海—加拿大温哥华航线。清光绪十三年，英国昌兴轮船公司开辟。１９４９
年５月中断，１９６０年起复航。
四、 客运

上海开埠后，外国人进入上海，中国人出国，大多经上海港进出。清光绪五
年（１８７９年）十月十九日，轮船招商局和众号试航檀香山，载客 ４００ 余人，回程
载客四五十人。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日侨七八千人在上海乘船返国，
为国际客运量批量人数最多的一次。１９４９ 年 １～５ 月，海运出入境 １．５３ 万和
０．２９万人。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初，进出上海港的外国船舶运货不搭客，其间
有三四艘船载运回国华侨８６人。９月、１０月，戈登将军、霞飞将军轮从上海撤
走外国侨民０．２１万人。１９５３年，０．８万名日侨乘日轮回国。此后，海上客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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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７０年代起，始有少量旅客随中外远洋货船到沪。１９７９年５月，中国访日代
表团４００余人，乘中国远洋客船明华轮从上海出发。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４日，上海中
日国际轮渡有限公司鉴真轮载客从上海首航日本神户、大阪。是年，上海往日
本发送０．２９万人次、返回０．３万人次，１９９２年分别为０．９７万、１．２９万人次。
五、 货运

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入上海港商船１３３艘、５．２４万吨位。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年），上海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进口鸦片、棉织品和日用杂货等，出口生
丝、茶叶，以及工艺品等杂货。１９４６年，开创中国水上石油运输业。１９４９年 ５
月～１９５１年６月，远洋运输业停顿。此后，外贸运输依靠租船和外国班轮以及
中波等合营公司船舶。１９６２年，中波公司运货６２．４４万吨。１９６４年，上远公司
对朝、日货运 ２８．６ 万吨，开始上海自有远洋运输，是年运输量 １０８．９５ 万吨。
１９９５年，各公司合计运量４３４２．９６万吨。运输历以钢铁、金属矿石、粮食、石油、
煤炭为大宗，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１７９．８ 万吨、３９４ 万吨、３１２．３３ 万吨、７１５．９１ 万吨、
３０４．１８万吨。
六、 集装箱运输

１９７３年９月，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等与日本新和海运公司等合作，用５吨
小型集装箱船在上海港、天津新港与日本横滨、神户等港间进行集装箱试运。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６日，上远公司半集装箱船平乡城轮从上海装运１６２个标准箱至
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港，首开上海集装箱运输。８０年代，开辟上海至美国西、
东海岸及加拿大，上海至日本、香港地区及西欧等集装箱运输班轮航线。充实
中—美、加及中—日—澳—新航线。以神户、香港两港作为货物主要集散点，进
行分流倒载。开辟香港经日本神户到美国西海岸港口的集装箱班轮运输，组成
环太平洋集装箱运输网络。１９９２年，上远公司等经营主要集装箱班轮航线 ３８
条，每月开出６８个航班，有集装箱船６５艘，占上海远洋运输船舶总数２１．３％，
有箱位５．９１万标准箱。１９７４年，上海集装箱运输０．１４万箱次，重量０．４７万吨。
１９９５年，上海远洋船队运输１５１．４３万标准箱、重量１５８３．４２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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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内河运输
一、 运输企业

上海地区内河运输向以行商运输为主，商航一体。清中期以后，有人开办

专业运输企业。乾隆年间，沙船业以朱姓为首富，称朱半天。嘉庆、道光年间，
郁、王、孙３家为最，王利川船行有沙船上百艘。拥船十数、数十艘者更多见。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霍近拿洋行开创上海轮拖公司，随后有会德丰驳船行设
立。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小轮拖驳企业上海拖驳公司、公和驳船公司和荣泰驳
船行等开办。上海驳船渐形成各类行帮，有码头帮、百官帮及无衣帮、杂粮帮、
木材帮等。９０年代末，华商内河轮运企业兴起，经营上海至苏州、杭州航线的
有８家。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官督商办企业内河招商轮船局成立。至
１９１２年，上海地区有轮运企业５５家，１９３６年在上海登记的增至２７０家，大半客
货兼营。１９４９年５月，有轮运企业１００余家。１９５２年，成立上海市木帆船联合
运输社，组织全市０．１３万艘长途内河航运及砂石驳运等航船。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９
家私营驳运行公私合营，成立上海港内驳船运输公司。１２月，私营轮船企业公
私合营，成立上海内河航运公司。１９５６ 年 ７ 月，成立 ５ 个民船运输合作社。
１９５７年，市区内河货运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１９５８年７月，经营长途货运的
上海内河货运企业全部解散，所有航线、船舶、人员、设施分别划交江苏、浙江、
安徽３省经营。不久，上海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内河货运运量迅速增加，１９５９
年１月成立上海市内河运输公司，经营长短途货物运输及港内驳运。此后，先
后并入上海市内河航运公司、上海市内河航运局。１９７９ 年，出现运输个体户，
后又出现承包户、联户等。此后，各种内河货运企业竞相建立。１９９５ 年，有经
营性水运企业０．２万家，其中市、县主要企业３７家，乡镇企业１０７家，厂矿企业
兼营运输的１１８家，个体及联户０．１８万家。
公营、国营企业 内河招商轮船局。清光绪二十八年成立，总局设上海，并
在各客货航线的终点及沿线重要站点苏州等处设立分局。１９２７年，有小轮 ２１
艘，客班拖船及其他船舶２２艘。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船只毁损，后未恢复。
上海市轮渡公司。１９２７年１２月，成立浦东轮渡管理处。１９４７年 ２月，上
海市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５４年改公私合营上海市轮渡公司，１９６６年５月
撤销，并入上海市内河航运局，１９８６年８月恢复。
上海木帆船联合运输社。１９５１ 年 ８ 月，上海地区专业运输民船户成立砂
石运输组，１９５３年扩为上海木帆船联合运输社。有基本船 ４８１ 艘、１．９３ 万吨
位，副业船８４０艘、２．２２万吨位。是年，运量９０万吨。１９５４年９月撤销。
公私合营上海内河航运公司。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３家私营内河轮运企业公私
合营，成立上海内河航运公司。有船 ３２ 艘，员工 ４６３ 人。１９５７ 年，长途运量
４９．１８万吨、市内驳运量５７．４１万吨。１９５８年７月撤销。
上海港驳船运输公司。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９家私营驳船行公私合营，成立上海
港内驳船运输公司。“文化大革命”中改今名。１９９０年，有拖轮４５艘、功率１．２２
万千瓦，驳船４６１艘、８．７３万吨位，员工０．６６万人，运量９２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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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客运轮船公司。１９８７年１月，上海市内河航运局客运业务部，改上
海市内河航运局通茂客运轮船公司，１９８８年８月１日改今名。１９９０年，经营吴
淞至崇明岛南门港、堡镇港，吴淞至长兴岛马家港，吴淞至横沙岛富民港及吴淞
锚地等５条客运航线及浦江游览业务。有７艘轮船。
上海市航运公司。１９５９ 年 １ 月，上海市内河运输公司成立，１９８７ 年改今
名。经营内河长江沿海航线货运。下设７个船队，有运输船２６４艘。１９９０年，
员工０．４６万人，运量６２７万吨。
县属水运企业。１９５１年春，青浦县木帆船联营社成立。１９５６年１月，松江
县松江运输合作社成立。其后，市郊出现数十个县属运输合作社。１９９０年，专
业内河货运企业４３家，船只０．３万余艘、１６．６２万总吨位，运量１４５２．４４万吨。
私营企业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出现吴楚记等多家内河小轮企业，逐日或隔
日来往于上海至苏州、杭州间，客商附拖雇搭，或拖带绅宦座船，载运信件、官钱
等。此后，又有益利轮船局等。１９１２年，内河轮运一般企业有５５家，尚有大型
企业上海大达等轮船公司。大多客货兼营。１９３６ 年，在上海登记的企业 ２７０
家，有轮船３１４艘、航线数十条。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剩１３家，航线区域被限制
在本地区，以客运为主。１９４６年，内河轮运企业１９家，有轮船 ５９艘。１９４９年
年末，内河轮运行号１１９家，大多为小型合伙企业。１９５２年４月，淞沪拖轮行等
１３家小轮拖驳企业合并成立上海内河拖轮运输公司。１９５４年，全市有私营轮
运企业４０家，经营内河长江客货运的１７家、拖运的１２家、内河货运的５家，余
则经营客运。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３家私营企业成立公私合营上海内河航运公司。
１９５６年１月，经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尚剩的２４家私营企业加入，私营企业全
部消失。
外商企业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五月，日商白龙岩平创办大东新利
洋行，九月经营上海—苏州航线运输。是年，美商汇利洋行设小轮航行于上海、
苏州间。其后，英商怡和和俄国、丹麦、意大利、荷兰等国商人置小轮，航于上
海、苏州、杭州间。二十四年，大东新利洋行改大东汽船合资会社，成为沪、苏、
杭航线最大企业。同期，欧洲商人企业大多歇业，剩法商立兴洋行，为第二大外
商小轮企业。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外商内河轮运企业衰落。１９４７年，尚有英商
怡和、太古公司设小轮兼营拖驳业务，英商茂泰企业公司增设驳油业务，行驶上
海、无锡、杭州等地。后经国民政府禁止，全部停业。
个体运输户 驳船户。上海开埠后驳船业渐兴。后有驳船行商、驳船行
号，分花衣帮、杂粮帮、废铁帮、木材帮、土产帮等。煤石驳船，又以地域分有虹
口帮和丰记码头帮、长乐帮、百官帮，至清同治年间丰记码头、百官发展为最大
的两帮。尚有部分散户，或附行号内，或为行号临时装运，叫拆同行。１９ 世纪
末，煤石驳船户大部分向船厂租赁船只，或合租，或独租，有的与厂家有固定的

承运关系，宁波帮阮生记、徐玉荪分别包揽上海煤气厂、上海电灯厂煤炭驳运，
兴记运输公司独揽杨树浦等电厂及煤气厂、自来水厂的煤炭驳运。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上海煤石驳船运输联营所成立，统一调度业务，联营不联产。有 ５７家煤石
驳运行加入，有２３１条木驳、１．４８万吨位。１９５２年４月，成立私营驳船业联合组
织码头船调配处，对驳船运输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配。１９５４ 年下
半年，４０家驳运行２１１ 条驳船，与港务局 ４７ 条驳船实行合营。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
日，公私合营上海港内驳船运输公司成立。１２月２０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驳船私营户全部消失。
民船户。大多为一船一户。１９５４年９月，全市有专业运输民船０．１２万艘、
３．３９万吨位。１９５６年初，成立５个合作社筹备委员会，船只折价入股。
个体户。１９７９年，金山县３户农民分别购置３条１２～１４吨级水泥船营运。
１９９０年，全市有个体户 ０．２７ 万家，船只 ０．２７ 万条、总载重吨 ６．０９ 万吨、功率
２．７４万千瓦，货运量４８２．９６万吨。
非专业运输单位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在沪美商德士古洋行、英商亚细亚洋
行、上海石油公司、上海水泥厂大型企业自备船舶。解放初，大型国营企业建立
企业自备船队。５０年代中期，各类私有内河船只实行归口管理，运力最大的上
海市肥料公司属有十几个肥料船运输合作社。１９６１ 年上半年，全市有 １６０ 个
厂矿企事业单位有自备运输船，计机动船（主要是拖轮）１２３艘、功率０．７３万千
瓦，驳船０．３７万艘、８．２１万总吨位。郊县各商业系统尚有自备船４５２艘。１９９５
年，１１８家企业有船队，货运量１６０６万吨。
二、 船舶

木帆船 １９３５年，有５．４２万艘，１９５４年１．５６万艘、１６．３６万总吨。５０年代
末起，水泥船、钢质船替代木船。１９８８ 年，全市剩 １ 艘，退出内河运输。各时
期，主要船种有龙华嘴船、滩船、象牌船、码头船、绍兴船、米包子、芦墟船、蠡墅
船、湖船、常熟船、阳澄湖船、椒湖船、出门船、松江航船、西漳船、苏北船、南湾
子、鱼船、关驳子、无锡快、扬州船、江划子、鸭尾船、不像船、江西船、芜湖船、乌
山船、野鸡旗、快口船、窑坯船、苏州船、荡桨划子、舢板、湖扁船、常州滩船以及
号头船、乌潭船、兴化船、南海船、蹄带子船、海宁船、马鞍子船、巢湖船等。
驳船 木驳。清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专为各码头行号短途驳运货物的摇
橹木船，称为码头船，上海开埠后为泊于黄浦江心的大型洋帆船驳运货物。至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为上海港港内运输的最重要的船只，约有 ０．１ 万条。１９４９
年，６９０余条、３．０１万总吨。１９９５年，６５条、８０１总吨。
铁驳。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霍近拿洋行开设上海轮拖公司，上海出现铁
驳，由拖轮拖带在黄浦江外港作业，也有进长江。１９３３ 年，在江海关登记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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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有２４０条，有汽油驳、石油驳，单船载重 ５０～６００吨。其后，铁驳成为黄浦江
重要运输船只。１９５８ 年，上海市内河运输公司建造大批 １００ 和 １５０ 吨级驳，
１９５９年有１００条。１９６１年，出现两种专运工业用油的６０吨级钢质油驳，主要
投运于苏州河。出现３００吨级大型铁驳，航行于上海港区、内河及上海至崇明
航线，驳运钢铁、煤炭、粮、棉、建筑材料等干货。１９７３年，投运 １０００ 吨级铁驳
用于港内驳运和长江中、下游运输。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年，先后投运３００吨级油驳、
９０吨级铁驳，１９９０年，全市有铁驳０．４６万条、３９．６５万吨总吨位，占驳船总吨位
９８．２％。
客驳。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吴楚记轮船局等４局用小轮船拖带客驳，
往来于上海至苏州、杭州间。１９１６年，浦东洋泾港到浦西油车码头的摆渡由帆
船改用轮拖，自此黄浦江济渡船大多改为轮拖，可载客 ３０～１００ 余人。１９３７
年，全市有客驳近２００艘。１９５０年，交通运输部门有客驳３条、２０１客位，黄浦
江济渡业渡运客驳１０条。１９７０年，有客驳 ０．１６万客位。１９８５年，剩松江县 １
艘，１００客位，次年退役。
客轮 客轮。清光绪八年，飞云号小轮定期往来于上海和吴淞间。十八
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河小轮 １４２ 艘。１９２９ 年，上海轮、平湖轮采用四汽缸柴油
发动机，客位１８０个。１９３４年，新闵南轮投运，载客３２０人。１９３７年年初，定期
航行申、江、浙的有２３４艘，１９４９年年末，上海交通运输部门有客轮４５艘、客货
轮１００艘，１．０４万客位。１９７０年，双体客轮投入申崇线营运，１９７８年增至４艘。
１９８８年，气垫船投运。１９９０ 年，全市有客轮 ２１ 艘、１．２９ 万客位，其中 １ 条为
木船。
游览船。１９７９年５月，沪航客１１号双体客轮改装为浦江号游览船，投运黄
浦江游览，载客０．１万人。１９８４年，投入淀峰号、淀游号等７船，投运淀山湖水
上游。１９９０年，全市有９艘。
货船 清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美国人贝莱士雇用宁波木匠，用中国产柘
木、樟木打造汽船先驱号，载重４０吨，为上海地区第一条内河蒸汽货轮。１９世
纪末，朱葆三置轮船济安号，航于上海至崇明、南通。１９３７ 年年初，全市货船
２３４艘、总吨位０．６１万吨，客货轮和货轮各占半，７３％为木壳船身，用蒸汽机和
内燃机。１９４９年年末，全市交通部门有６４艘、０．１８万总吨。１９６７年，投运３艘
３００吨机动船。１９７１年，投运机动油船。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１０００吨级油轮、２００
吨级沪航驳（机）货轮先后投运。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投运 ３００吨级船。８０年代后
期，大批大吨位驳船改装成自航的机动驳。１９９０年，全市有货轮（含机动驳、油
轮）０．１８万艘，总吨位１２．９６万吨。
拖轮 清咸丰四年，上海轮拖公司用小客货轮作拖轮，附拖客轮、货驳。同
治六年（１８６７年），５０吨级飞云号拖轮投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拖轮拖带能力可

达３００吨。１９２３年，汉容号蒸汽机拖轮投运，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７年又有２种１５吨位
蒸汽机船，成为上海内河运输的基本拖轮，拖带能力近 ３００ 吨。３０ 年代起，投
运柴油拖轮。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拖轮１３２艘。１９７０年，沪航拖 ４０１轮投运，
主机功率３１９．２千瓦，为内河营运的最大功率拖轮。１９９５年，全市拖轮５２６艘、
功率６．８７万千瓦。
渡船 津渡船。清嘉庆年间，吴淞江、黄浦江有百余渡口，每渡一般有渡船
２条，每船额载２０～２５人，均为木船，摇橹或撑篙，还有拉渡。光绪初年，上海
地区逾３００艘。１９１６年，黄浦江济渡出现机动船。１９２９年，苏州河新式渡船投
入营运，为摇橹木船，舱有座位。１９５６年５月，有３０艘。１９５９年，电动渡船投
运。７０年代初，黄浦江、苏州河摇橹木渡船全部退役。
划舢。清咸丰年间，黄浦江出现福建舢舨，专事接送锚泊江心的外国军舰
水手。载重１．５吨，用橹行船，可载６人，船中间架竹席棚，船体多涂红色，船头
两侧画有鱼眼，俗称红头舢舨。同治年间，出现宁波舢舨载客。此后 １０余年，
苏北泥塌子船到上海经营摆渡，改式后用双桨划水行进，载重２．５吨，称为苏北
山东划子，亦称淌桨划子，与舢舨通称为划舢。业务多样，包接送外轮船员上下
船舶，浮筒点灯、系缆，扎排，驳运水果、鱼鲜等。创设苏州河部分渡口和黄浦江
吴淞、公平路等渡口。上海沦陷时期，黄浦江轮渡封锁，成为主要的摆渡船只。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０．２万条，主要出没于黄浦江苏州河口至十六铺。１９５６年，
尚剩２２５条。１９６０年７月，剩划子１５条、舢舨３条，用于白莲泾港、张家浜港内
摆渡，或在兰州路码头驳运和包摇。１９６６年，成立浦江划舢生产队，７０年代初
划舢绝迹。
渡轮。清宣统二年十二月五日，浦东塘工善后局租赁安泰小轮行驶黄浦江
浦东东沟至浦西南京路外滩铜人码头，酌收渡资，人称长渡。１９１４ 年，公益轮
投运。至此，两处渡口木渡船均为俗称小火轮的小客轮代替。１９２９年，市公用
局在浦西南京路外滩至浦西东沟长渡航线投运德造第一、二号渡轮，为上海航
运专用渡轮之始。两轮均全钢质，总客位 ４００ 个，分特等舱、头等舱、二等舱。
１９３３年１ 月，第十四、十五号渡轮投运，轮可两头行驶，不需调头。１９３７ 年年
初，市轮渡总管理处有渡轮１４艘，总客位０．５５万个。有华商洋商企业自备黄
浦江渡轮２５艘，接送企业内部职工上下班。１９４９ 年末，市轮渡公司有对江渡
轮１２艘，黄浦江济渡业有渡轮２５艘。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先后有６艘５００客位、１０
艘７００客位、１２艘１０００客位渡轮投运。１９９０年，全市黄浦江渡轮 ６８艘、总客
位６．２４万个，另有支流小港渡轮６２艘、总客位０．１９万个。
电动渡船。均用于苏州河渡运，１９５９ 年投运，每船核定载客 ６３ 人。１９９５
年，有３艘，总客位４８８个。
车辆渡轮。１９３２年１０ 月，市轮渡公司柴油机钢壳车辆渡轮经航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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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西闵线车辆渡运，每渡可载２辆客车。为上海对江车辆渡轮之始。１９４７
年，投运２艘。１９５８ 年，建成 ８ 车位车辆渡轮。１９９０ 年，全市有车辆渡轮 ２３
艘、２９８车位。
长江车客渡轮。１９７０年 ９ 月，上海大陆至崇明、长兴、横沙 ３ 岛车辆过长
江，由双体客轮附载。１９８７年，车客渡轮崇渡 ３ 号投入申崇车客渡，为上海第
一艘长江车客渡轮。可载５吨标准车８辆。１９９０年，投运日造海信一号车客渡
轮，为上海最大的车客渡轮，可载 ５吨标准车 ３０ 辆。是年，全市有车客渡轮 ５
艘，９４标准车位。
三、 航线

１９世纪末，上海内河轮运兴起，日商大东新利洋行投入 ２ 艘小轮，行驶上
海—苏州、上海—杭州航线。到１９３６年，上海至外省市有定期航线１３条，形成
西北连江苏、东南接浙江的轮船货运网络。主干航线上海—平湖、湖州、杭州、
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海门、启东、扬州等。并延伸上海—湖州航线，辟
申菱、申新、申盛线。上海—杭州航线，辟申硖线。上海—无锡航线，辟申琴、申
厍、申苏线。同期，辟有上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诸省航线７条。木帆船也
经营上述航线，辟有上海—梅溪、上海—新窑等线。１９４８年８月３０日，国民党
军淞沪警备区强行封锁通达解放区航线，限制长途航线，省市际航线大多中断。
上海解放初，恢复申平（上海—平湖）线、申锡（上海—无锡）线、申杭（上海—杭
州）线、申常（上海—常熟）线、申湖 （上海—湖州、菱湖）线、申苏 （上海—苏州）
线。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开辟申蚌（上海—蚌埠）货运航线。１９５９年，辟上海至苏州
（包括横塘、花园山、枫桥、太湖山、浒关）、无锡、江阳、常熟、昆山、湖州、长兴（包
括长风山、陈湾、梅溪）、平湖、杭州 （包括嶂山）等航线。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江苏、
浙江、安徽３省与上海间的省市航线有５０余条，大多为不定期航线，主要定期
航线有上海至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南京、盐城、江阴、杭州、嘉兴、
湖州、蚌埠、合肥。１９７９年，开辟上海—汉口航线。１９８８年，市属内河航运企业
开辟长江航线２７条。同期，内河定期定线班有苏州等江浙 １３条线，不定期直
达航线班有徐州等４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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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运

运量 １９４９ 年，上海内河旅客吞吐量 １７４ 万人次，１９７５ 年 ５３３ 万人次。
１９９５年，８５２万人次，创历史最高。
跨省市运输 沪—江、浙长途客运。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上海车渡公司开辟
上海首条长途内河客运定班航线上海至苏州航线，有新式车渡船１４艘。走苏
州河，全程２４小时，每船载客６０～７０人，票价根据舱位分别为２元、１．２元、０．８

元。清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 ），日商大东新利洋行经营上海—苏州客运。
１９５６年，上海内河长途客运由上海内河航运公司独家经营，１９５８年 １月，其所
经营的江、浙两省业务，分别移交两省交通厅。向江苏省移交的有申荡等９条
航线，移交拖轮５条，客驳４条、３６４客位。向浙江省移交的有申平（湖）等４条
航线，移交拖轮９条，客驳４条、３００客位，客轮３条、４６２客位。自此，上海经营
的沪江、沪浙间内河长途客运全部结束。
崇明—江苏短途客运。清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崇明至启东始有载客轮
船营运。此后，辟至南通、浏河、海门诸条客运航线。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开辟牛棚
港—海门青龙港等６条航线。１９９０年，有南门—江苏浏河等６条专线，全年客
运量１００多万人次。
市内运输 三岛客运。清初，崇明与淞沪间始有专业内河客运，有新开河、
二$、当头沙３渡口。各置木帆船 ２条，昼夜通行。光绪初年，长兴、横沙两岛
与淞沪间始有交通，舟楫候潮而行。二十二年，粤商置办客轮海珠号，开辟申崇
内河轮船客运。三十三年，崇明轮船公司创办，以朝阳轮投运。１９４７ 年，申崇
航线有招商局大通大达联运处５家公司经营，１２条客轮。长兴、横沙两岛与上
海之间，由民间４～５条帆船候潮航行，乘客须涉水上岸。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８日，受
战事影响，三岛航线全部停航。９月２４日，申崇线恢复。渡轮由上海北京东路
外滩码头经堡镇到南门弯靠吴淞，全程 ５３．３９公里。长兴、横沙两岛同时恢复
客运。１９５８年，三岛客运归上海市轮渡公司经营。１９６５ 年，吴淞客运码头兴
建，１０月２５日开辟吴淞—南门、吴淞—堡镇航线。１９６６年，吴淞客运站成立，
吴淞成为三岛航线始发港。至此，三岛客运初步形成淞南（吴淞—南门）、淞堡
（吴淞—堡镇）、淞马（吴淞—长兴马家港）、淞横（吴淞—横沙富民港）、申崇（大
达码头—崇明）的３岛客运干线，有 １０ 轮，全年客运量首次突破 １００ 万人次。
１９６８年，大批上海市区知识青年落户三岛农场，客流量骤增。是年，长兴、横沙
取消候潮班，改为定期班。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双体客轮首航淞崇线。１９８０ 年
３月２１日，申崇线上海港十六铺、大达码头泊位停航。１９８５ 年 ４ 月，长兴
岛—横沙岛客运航线开辟。１９８７ 年，崇明县轮船公司投运鸿翔号气垫船，经
营崇明—吴淞航线客运。１９８８ 年，申崇线恢复。１９９０ 年，三岛客运有淞南
线、淞堡线、淞马线、淞横线、申崇线和气垫船申崇专线等干线以及其他若干
支线，运营渡轮 ７ 艘。 吴淞客运站为三岛客运中枢，全年客运量 ６７４．８ 万
人次。
市郊各县内河客运。上海县客运，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辟闵行至上海
专线，１９８２年有闸港至闵行航班，１９８５年 ５月停航，全县客运结束。嘉定县客
运，清光绪三十年嘉定—上海开班，１９６１年有县城—娄塘，至１９６５年停航。宝
山县客运，光绪年间开办水上客运航班船，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水上客运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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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航，之后除长兴、横沙等三岛客运外，未恢复。松江县内河客运，清光绪初年
出现平头航船载客捎货，１９３７年航线２８条，１９８８年客运停止。金山县客运，清
光绪年间定班内河客运，１９６１年有 ２条航线，１９６５年全部停航。青浦县客运，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始有定期班船，１９８０年有青浦—陈墓航线，１９８４年５月
停航。川沙县客运，清光绪中期有专业航班，１９５７ 年客运结束。奉贤县客运，
清光绪三十年前后绍兴脚划船经营客运，１９５６ 年有 ６ 条航线，１９５８ 年全部停
航。南汇县客运，清光绪年间有绍兴船定线航运于周浦、大团间，１９５７ 年 ８ 条
航线，１９７１年全部停航。
游览运输 清末民初，有人雇手摇木船、脚划船，走水路游览黄浦江、佘山、
松江等。１９３１年７、８月，市轮渡管理处用渡轮包租或自揽游客，开办黄浦江乘
凉夜班业务，游客趋之若鹜。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７年，游船始发地点设北京东路外滩
水上饭店，至吴淞口调头返回。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停止。１９５３ 年夏恢复，
１９５７年４月增设白天游览，１９６１年游览停办。１９７９年５月４日，浦江游览服务
站恢复黄浦江游览，投运客位千余人的双体客轮。１９８４年，青浦县内河运输公
司投入７艘游轮，开辟淀山湖水上游览。
五、 货运

１９２６年，始有上海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统计记载。是年，货物吞吐量８８．４
万吨（包括长江三角洲其他小港），１９４９年１９４万吨。１９５５年，吞吐量 １０８２万
吨，其中粮食２３８万吨、煤炭２２７万吨、日用工业品１２５万吨。１９５８年后，生产
条件改善，机械装卸的比率逐年上升，盘湾里、蔡家浜及市郊１０县港区改扩建
作业区后，货物吞吐量迅速增长。至１９６５年，全市１５３６．８２万吨。１９７８年，宝
山钢铁总厂基建用砂石料等土建材料大量到港，货物吞吐量剧增。１９９５年，全
市吞吐量４４１３．６万吨。运输历以煤炭、粮食、矿建材料、钢铁、化肥、木材等为
主，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４９３．７４万吨、４２１．６４万吨、４１７．４６万吨、１６９．９２万吨、８５．６６万
吨、３０．１９万吨。
六、 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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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上海地区有渡运记载。清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年），黄浦江自闵
行以下有越江渡口２０多个。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九月，浦东塘工善后局租赁小
轮附载旅客，首开机动船渡黄浦江业务。航线为黄浦江铜人码头（今南京路外
滩附近）至浦东东沟，１９１７年添驶西渡。１９３５年，有钢质浮码头９座、木质码头
３座，航线６条，渡客１２９８．９７万人次，装运货物４７．５３万件。上海沦陷时期，有
３条航线和民营济渡、手摇渡船维持渡运。１９４９年 ５月，上海市轮渡公司有航
线６条、钢质码头１３座、木质码头 ２座。另有黄浦江、苏州河商办民渡 ３８个。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对江客运航线２２条、车辆渡航线５条，日均渡客９７．９万人次、
渡车１．３３万辆。
客渡 黄浦江客渡。清代黄浦江形成 ８个长渡。１９９０年，对江渡航线 ２１
条，渡客３．７１亿人次，居世界第一。
苏州河客渡。１６世纪中叶，吴淞江出现义渡。清末民初，从河口至北新泾
近１６公里河道，设渡口２０余个。上海解放初期，有客渡２２个。１９９０年，尚有
潭子湾西渡船渡、强家角船渡和光复西路船渡等３个渡口，日均渡客近０．９万
人次。
其他港客渡。白莲泾船渡，清同治年间设义渡，１９５６年４月撤销。?藻浜
船渡，１９２１年设，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撤销。
乡镇客渡。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乡镇主要河道有固定的渡口，俗称古渡。
１９８６年，分布于 ４２个乡镇，有 １２４个渡口。是年撤并，剩分布于 ２７个乡镇的
６２个渡口，钢质渡船６６条。１９９０年，嘉定县有渡口４４个，青浦县２７个，松江
县１９个，金山县８个，上海县２个，宝山区１个，日均渡客２．１２万人次、渡车１２０
车次。
车辆渡、车客渡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辟上海第一条车辆过黄浦江航线闵行—
西渡轮渡线。 此后，有南陆 （１９４７ 年 ）、民丹 （１９５８ 年 ）、塘米 （１９６３ 年 ）、东嫩
（１９７２年）、三浦（１９８９年）等５线开通。１９９０年，６线渡车５１７．４９万车次。１９８６
年７月，长江第一个车客渡中棚港—青龙港线通航。此后有南浏（１９８７年）、石
新（１９８８年）、新河—吴淞—马家港（１９９０年）３线开通。

第七节 公路运输
一、 汽车运输企业

１９１２年，上海始有首批私营汽车货运企业。１９２１年，首家经营跨省市班车
客运的企业筹备设立。２０年代初，英、美等商人在沪开设首批外商独资汽车货
运企业。３０年代中期，私营华商汽车货运企业和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外商独
资汽车货运企业发展迅速。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市有运输企业２７０余家。上海沦陷
期间，私营华商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全部停业，英、美汽车货运企业被日军接
管，日商和日伪合办汽车货运企业垄断全部客货运市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华
商汽车货运企业迅速发展，外商企业衰落，出现公营企业。上海解放初，有华商
企业６００余家、外商企业２家、私营和公营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９家。１９５５年，
全市企业８００余家。１９５６年１月，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合并为大型汽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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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场。１９５０年，上海首家地方国营公路运输企业建立，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独家经营
全市汽车货运业务。１９６８年，上海公用事业部门接办江苏省在沪长途汽车站，
建立上海首家国营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此后１０余年间独家经营全市长途客
运业务。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成立区、县属汽车货运企业各２０余家。１９８４年，出现
首家私营运输企业。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汽车运输经营户４．１４万家。
国营货运企业 １９４５年 ９月，国民政府接收日伪华中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客货运输机构（１９３９年成立）和华中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２年成立），成
立上海首家政府办货运企业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京沪区物资运输处，后
又分别改为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运输处和上海分处。上海解放后，为上海市军
管会接管，有汽车１５７辆。１９５４年１月，上海市首家国营公路运输专业企业上
海市运输公司成立，建２个汽车运输场。１９５６年１月，经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
车货运企业全部并入。６月，改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５８年２月公司撤销，所
辖４个汽车运输场归上海市交通运输局（简称市交运局）。１９６１年９月，市交运
局属下先后分设上海市外地运输公司、上海市地区运输公司、上海市运输公司
等３个公司，１９６６年５月合并为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 （简称上运公司）。１９８３
年，下设１２个汽车运输场（后缩并为９个），员工４万余人，营运货运汽车０．３９
万辆，年运量占全市汽车货运量 ４０％ 以上。成为上海唯一的市属专业汽车货
运企业。１９８４年９月，撤销下属９个汽车运输场，改组为７家独立核算的汽车
货运企业。新建上海市钢铁汽车运输公司、上海市大型物件汽车运输公司、上
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公司３家专营公司，按地域建沪东、沪西、沪南、浦东 ４
个综合性物资汽车运输公司。此外，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上海铁路局、市工务局、
市卫生局等经办本系统内运输的运输企业。形成非交通部门的国营公路运输
企业。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市郊各县建１０个汽车运输公司。１９９５年，全市企业０．８
万家，营运货车４．１２万辆，计２２．８７万车吨。其中，经营集装箱货运的６４家，有
专用车０．１１万辆；经营危险货物运输的９５９家，专用车０．４１万辆。主要企业有
上海市钢铁，沪东、浦东、沪南、沪西、化工物品汽车运输公司，国际集装箱汽车
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大型物件汽车运输公司。
集体所有制货运企业 １９５６年，宝山、川沙等县办汽车货运企业，１９６０年
虹口区副食品公司汽车运输队成立，先后出现县属、区属集体所有制运输企业。
６０年代末，全市有１０余家。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黄浦等９区以人力货运车队建汽
车运输队。至１９９０年除闵行区外，全市各区、县都有汽运企业。１９９５年，全市
企业２．５３万家，营运货车５．２万辆，１７．３６万车吨。
私营货运企业 １９１２年，龚福记、华盛义、恒泰等 ３ 家私营汽车运输行在
华界闸北地区北火车站附近开设，每家资金银元０．３万～０．６万元，员工８～２５
人。１９３７年７月，有 ２５０余家运输行，车 ６００余辆，车辆占全市汽车货运企业

８３．３３％；拥车４辆以上的有５０余家。规模最大的华富运输行，１９３１年拥车４５
辆，为沪上首家经营大件起重运输业务的华商汽运企业。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
期，出现首家专业运输企业中国搬场汽车公司。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全市约有企业
６００家。１９５１年６月，发展至６３５家。１９５６年１月，有私营企业７３１家，全部公
私合营，并入国营汽车货运企业，私营企业消亡。１９８４ 年 ６ 月，全市首家个体
汽车货运企业金山县林华运输社创办，拥车１辆，员工３人。１９９５年，全市个体
户０．２５万家，营运货车０．２５万辆、０．３６万车吨。私营企业５７家，营运货车４１３
辆、０．４万车吨。共有员工０．１１万人。
外商、中外合资、沪港合资货运企业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英商英昌洋行在
沪首家经办汽车货运。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续有英商隆茂等数家洋行经营。３０年
代初，美商瑞丰运输报关行、俄商密勒转运行、英商荣茂洋行等和一批日商独资
企业投入营运。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市有汽车货运企业１１家，拥车１２０余辆，分别
占全市汽车货运企业４．２３％、营运汽车１６．６７％。英商茂泰洋行拥车５０辆，在
全市规模最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商汽车货运企业被日军接管。日
商独资汽车货运企业增至数十家，拥车近 ３００辆。通运株式会社拥车百辆，为
沪上规模最大的汽运企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日商企业。外商企
业大减，１９４９年５月尚剩茂泰、密勒 ２家。１９５５年，茂泰汽运部分并入国营汽
车货运企业，在沪外商汽车货运企业结束。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首家沪港合资汽车
货运企业东华集装箱综合服务公司成立。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先后有中英合资上
海陆海英之杰国际集装箱货运公司及沪港合资上海华安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
在沪开业。１９９５年，全市沪港台合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运输企业０．４６万家，
营运货车１．３３万辆、６．８７万车吨。
跨省市客运企业 １９２１年 ２月，上海首家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沪太公司
筹备成立。此后，续有一批私营跨省市班车客运企业在闸北、南市，以及南
汇、川沙、青浦、松江等处开业经营，至１９４９年 ５月有 ９家。均为华商民营公
司，大多自筹款项购地自建公路设客运路线自营，或向政府垫付筑路款取得
班车线路专营权，个别租赁路权。至 １９５６ 年，各企业公私合营，或由国营企
业收购兼并，个别被政府接管，各企业原经营班车客运线路由江苏省汽车运
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接办。１９６８ 年，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三场接办江苏
省公路交通部门在沪的长途汽车站，建立长途客运公司，至 １９８２年前独家经
营全市跨省市班车客运。是年，设上海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８０年代起，一批
在上海注册非市属公路交通部门的企业获准经营或兼营跨省市班车客运业务，
１９９５年有３４ 家。各时期，主要企业有沪太长途 （１９２２～１９５２ 年 ）、锡沪长途
（１９３４～１９５３年）、上南交通（１９２１～１９５４年）、沪闵南柘长途（１９２１～１９５４年）、
上川交通（１９２４～１９５４年）、宝山城淞杨刘长途（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交通（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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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上松长途（１９３２～１９５１年）、青沪长途（１９３５～１９５６年）、浦东地方建设
（１９４６～１９５４ 年 ）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南汽车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
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长途客运公司。１９６８ 年，设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
司第三场虬江路长途汽车站，辟上海至太仓等 ８ 条跨省市客运班车线。１９７０
年，辟上海至黄山、屯溪２线。１９８８年，改今名。１９９５年，员工０．１４万人，营运
大客车１６７辆，经营、代办客运班线１５９条，日发班次１９０班。
上海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客运部分）。１９７９ 年 ５ 月，上海市汽车运输第
十一场设立，１９８２年４ 月改今名。５ 月 ２１ 日，首辟上海与杭州市的客运班车
线。１９９５年，员工０．３３万人，营运大客车 １１５辆，经营、代办客运班线 ２３３条，
日发班次３６０班。
二、 车辆、装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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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马车、小车出现，用于城市客货运输。嗣后，榻车、老
虎车等人力运输车辆也相继问世。１９世纪末，人力车成为上海主要运输工具。
２０世纪初，汽车投入上海运输市场。２０ 年代 ～５０ 年代末，人力货车和汽车并
为主要运输工具，分别用于市内短途货运和大宗货物运输、长途客运。１９４９年
５月，全市有２．３７万余辆营业人力货车和０．２７万辆营业货运汽车。到５０年代
初期和中期，有营业人力货车万余辆。１９７６ 年，货运车 ３ 万辆，１９９０ 年 ７．９２
万辆。
长途客运汽车 １９２２年１月，沪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运４辆客车。
用美国司蒂培克和纳喜载重汽车底盘，实心橡胶硬胎，全木结构车厢，沿窗装有
统排木条硬凳，可坐乘客２０～２４人。１９３６年，全市有客车１２４辆。１９５７年，始
用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底盘改装长途客车。后车型多有变化，发展至有上海牌
等８种车。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客运车２８２辆。
货运汽车 普通载货汽车。１９１２年前后，上海出现货运车，车辆靠手摇起
动磁电机点火启动，木制轮辋，实心橡胶硬胎。１９１８ 年，公共租界有 ４０ 辆，主
要为美国福特等车。２０年代中期起，外商销无驾驶室和货厢的底盘车，华商运
输行用以改装。因驾驶室外形如佛龛，人称财神堂。１９３３年，公共租界发照货
运汽车０．１９万辆，有１３８种厂牌。部分汽车载重２．７～６．４吨。１９３７年上海沦
陷后，有日产尼桑、丰田和伊思子牌进入。１９４３ 年，全市登记车辆 ０．２ 万辆。
１９４６年，大量进口货运汽车汇集上海，主要牌号美国司蒂培克等、英国培德福
牌。１９５０年，全市有车０．３５万辆，大部分用木炭、木柴和白煤作燃料。１９５７年
１月２４日，第一批国产汽车 ４０辆解放牌载重车进入上海。１９５８年，沪产乘风
牌三、四轮轻型载重汽车和交通牌５８型中型载重汽车投入营运，成为上海主要

货运车种。１９６０年，全市有车０．６３万辆。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中期，主要有
沪产交通牌 ＳＨ１４１型等 １０ 种。上海牌 ＳＨ１３０ 型、２５０Ｈ 型汽车，取代三轮货
运汽车。大庆牌１９５型汽车为各区区属运输企业广泛使用，取代劳动车等人力
货车。飞跃牌汽车主要为纺织系统运输企业所使用。１９８３ 年起，大批更新旧
车。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车１１．９４万辆，专业公路交通部门和非公路交通部门分别
占７．５３％ 和９２．４７％。
汽车列车。１９３０年前后，外商企业用汽车牵引平板挂车经营起重运输业
务。嗣后，华商运输行有 ２ 辆平板挂车投入使用。全市有车 ３ 辆。４０ 年代中
期，始有半挂汽车列车投入使用。５０年代，有３３辆，有的用至７０年代末。１９５６
年，制成全挂车１６辆，均用普通货运汽车作主车，挂车可挂可卸。１９５８ 年，有
０．１３万辆，竹木结构挂车占７３．２％。１９６０年后，推广半挂车汽车列车运输，１９８１
年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有０．２５万辆，约占全国公路交通部门５０％。８０年代起，
用东风牌 ＥＱ１４０Ｋ 型载重汽车底盘改制，成为主要车种。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载货
挂车４３５辆。
罐式汽车。又称槽车、槽罐车、油罐车。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公共租界内
始用，车由普通载重汽车装置椭圆形木质或铁皮罐筒改装而成，主要用于运载大
厦、高级住宅粪污。后又用于运输燃油。１９５７年，经改进始装运酸、碱等危险品。
１９６６年，在国内首用玻璃钢槽罐。后历有改造。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０．２６万辆。
厢形汽车。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初始用，用平台型普通载重汽车加装篷顶而
成，后历有改造。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２１万辆，其中冷藏车０．１１万辆。
集装箱汽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始用，１９９５年有平板车８．３４万辆、超长平
板车０．１６万辆。
自卸汽车。１９３１年，公共租界始用美国雪佛兰牌后倾式自动卸货汽车装
运垃圾，使用至５０年代末。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自卸汽车０．９７万辆。
超重型挂车。１９３０年前后，英商茂泰洋行首次用载重汽车改制的牵引车，
拖挂自制的实心轮胎平板车运输大件。１９５８ 年，市运输部门投运国内第一辆
载重６０吨的平板挂车。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牵引车９６辆。
装卸工具 向用传统人力用具。１９５８ 年，制成大批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
装卸工具，至１９９０年装卸作业大多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人力装卸用具只在
部分作业场所使用。人力用具，有杠棒、扁担、绳索、跳板、箩筐、掮肩布、手钩、
铁锹、钉耙、夹具、轨道跳板和两用老虎车、滚动滑板。装卸机械，有小型起重机
（少先吊）、随车起重机、汽车起重机（汽车吊）、输送机、装载机等。
三、 人力货运

人、畜力车运输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上海有欧美客运马车输入，每车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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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人。７０年代，出现专营出租的马车行。１９世纪末，出现在街头揽客马车，
往来于固定路线。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上海有车 ０．１６ 万辆。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日益减少。１９４９年 ５ 月，剩 ６３ 辆捐照车，１９５６ 年年初全部淘汰。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上海出现货运马车，光绪二十四年公共租界有捐照车 ３７ 辆。
１９４７年，全市有１５辆，不久全部淘汰。
人力扛挑 １８世纪，商户常雇脚夫搬运货物。１９世纪 ７０～９０年代，大多
数脚夫变为码头工人，人力扛挑运输衰落。脚夫又称为脚班。２０世纪上半叶，
大批农民流入上海，自备扁担绳索，临时受雇于码头，挑运水果、鸡蛋、水产等至
十六铺水果行、鱼行等。１９３８年，罗斯福码头（今十六铺码头）有矮子工 （临时
受雇于商行的挑夫）２００ 人、搬运夫 １５０ 人，太古码头分别有 １００ 人、１５０ 人。
１９５２年，十六铺、龙潭路一带尚有２２７名流动小工。是年，政府予以安排转业、
动员回乡，除轮船码头和铁路车站等少数地方外，上海市区的营业性人力扛挑
基本消失。
小车运输 清同治初，苏北客货两用小车进入上海县城，迅速成为沪上居
民喜用的代步工具。九年（１８７０年），公共租界开征小车执照捐，每车月捐 ２００
文。随后法租界也循此例。十三年，因日本黄包车输入，小车客运衰落，小车货
运日见兴旺，零星发展为成批装运，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起广泛使用于各业运
输。二十四年，上海县开征车捐，每车月捐银 ２００ 文。２０ 世纪初，上海城市建
设规模扩大，建筑材料主要由小车承运。２０ 年代，上海有捐照车辆万辆以上。
２０年代初，租界禁止晨８时至晚８时装重货小车在南京路行驶，３０年代扩大至
白天闹市区，租界内小车不断减少。１９３６ 年，公共租界有捐照车 ０．５８ 万辆。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营业性运输衰微，仅作零星货物和行李运载，沪东、沪西
和市区边缘一带工厂女工上下班雇乘。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捐照车８２５辆，５０年
代淘汰。
榻虎车运输 榻车运输。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上海小车工改小车独轮为双
轮，轮间架１米宽木板作载货平台，形似卧榻，人称榻车。县城小东门外及十六
铺一带有５０ 余辆。公共租界核定载重 １ 吨，实可载 １．５ 吨。 清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开征榻车车捐，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有捐照车 ６７６辆。清末，出现第
一批榻车行，大车行有车一二十辆。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初，榻车运输分布范围扩
至太古码头、外虹桥、华记路（今永定路）、河间路、白克路（今凤阳路）及曹家渡
等处。以承运洋行外贸物资为主，进口货有棉花等，出口货有茶叶、生丝等。
１９２７年，公共租界有捐照车０．２６万辆。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租界内大宗物资
改用汽车运输，榻车运输减弱。华界榻车运输扩大，杨树浦平凉一带聚集１０多
家榻车行和众多个体车经营者。３０年代初，参与国际饭店、百老汇大厦 （今上
海大厦）等工程建筑材料运输。１９３６年，公共租界、华界分别有捐照榻车 ０．２１

万辆、１．４１万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汽油供应中断，榻车运输重新兴旺。
１９４２年，公共租界捐照榻车增至０．６２万辆。日商定制大批橡胶轮榻车，开办榻
车公司。榻车运输分布扩至南市地区和沪西地区麦根路、曹家渡三官堂桥等
处。１９４６年８月，全市有近１．０１万辆。是年，市公用局停止增发车照。１９４９年
５月，全市捐照榻车有１．３万多辆，榻车行数百家。至１９５０年，以榻车为主的人
力货车运量约占全市陆运 ６０％。１９５１ 年，市搬运公司对人力货车等实行 “三
统”管理，纳入的榻车１．０１万辆，从业人员２．２１万人。１９５４年，市运输公司对
人力货车运输业实行专业管理，近４００个拖榻车站点合并至约２４０个，设立４１
个拖榻车运输营业站，统一承揽业务和结算运费。１９５５年，减少人力货车０．８９
万辆、从业人员１．３１万人，其中榻车０．２８万辆、从业人员０．６５万人。１９５６年６
月，市拖榻车管理处成立，设１０９个营业站，有人力货车１．３万辆，从业人员２．１
万人，其中榻车０．７４万辆、从业人员１．５４万人。是年，货运量 ７６４．９６万吨，约
为市内货运总运量４３％。１９５８年６月，榻车工人进国营运输企业当汽车装卸
工，榻车从年初０．７万辆减至数十辆。１９６５年年初，原则停发榻车、劳动车营业
新照。“文化大革命”中，榻车基本绝迹。
老虎车运输。１９世纪末，老虎车出现。车轮小身矮，形似老虎，又借虎力
大之意称之，载重 ２５０～４００ 公斤。经营者绝大多数为南通农民，拉车时喊号
子。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公共租界有捐照车 ９１ 辆，分布在码头、仓库、
工厂较集中的地带。运货不论远近，每件计费 ２００文。１９２８年，华界、公共租
界分别有捐照车 ０．４７ 万辆和 ０．４８ 万辆，１９３６ 年增为 １．４１ 万辆和 １．３４ 万辆。
１９４６年，市公用局停止增发车照。１９４９ 年下半年，老虎车经营户 ０．２ 万户，有
车０．２万辆，次年均减半。１９５６年，大多数营业车淘汰。
拖车运输 １９３８ 年，上海鱼市场日商昶和洋行规定，拖车工人经登记纳
“捐”后可承揽鱼市场运输业务，拖车运鱼由此兴起。车身多漆为黄色，俗称黄
鱼车，后上海人把类似车辆均称为黄鱼车。初多用四轮，后为三轮车夫。核定
载重２５０公斤，实际可载３５０～４００公斤。车均车夫自有，一人一车。车夫受雇
于鱼贩，往返鱼市场和菜场间。一两年后，拖车运输成为上海水产品短途运输
的主要运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扩至蔬菜、水果、花纱布、百杂货等物资运输，
承运于苏州河和其他内河沿岸码头。１９４６年，市公用局停止增发榻车、老虎车
车照，拖车运输迅速发展。 是年，全市有 ０．４６ 万辆，１９４８ 年增至 １．０９ 万辆。
１９５３年，有车 ０．５８ 万辆、从业人员 ０．５９ 万人，货运量 １１２．７０ 万吨。１９５９ 年，
０．４３万名从业人员连带０．４３万辆车全部并入市汽车运输五场，组成８个车队，
月运量约占全场４６％。１９６１年，所剩６个车队９４１辆车和３个三轮汽车车队合
并成６个三轮汽车、拖车混合车队，次年全部划归市汽车运输九场。１９６２ 年，
有拖车０．１２ 万辆，１９６３ 年运量 ６７．９０ 万吨。１９６３ 年起，淘汰拖车，１９６５ 年剩

第
二
十
三
章
交
通
运
输
３８５

４２７辆。１９７０年，市汽车运输部门拖车运输结束。此外，流散拖车车工于１９５８
年大多加入区人力货运车队，至１９７７年剩３０３辆，基本淘汰。１９８０年，各区劳
动服务公司为安置回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组织从事拖车运输。此后，各
区成立运输服务队，全市设立 ３５个营业站点，１９８３年有 １２个车队，１９９５年有
车０．２１万辆、从业人员０．２１万人。
劳动车运输 最早出现于 １９５２ 年前后，市郊农户用以装运饲料，贩运稻
草、木柴、三合土等。车两轮，有木板载货平台，载重 ２５０～５００公斤。嗣后，出
现于上海市区，作零星物资短途驳运。１９５７年，有车０．１３万辆。１９５８年，大批
家庭妇女参加劳动车短途运输，全市货车 １．６ 万余辆、从业人员 ２．８ 万余人。
１９６２年年初，有车１．０４万辆、从业人员２．０８万余人，精简０．９９万人。１９６５年年
初，停发新车照，１９６６年６月，全市剩０．６万辆。是年起，为大庆牌等机动车代
替，１９７７年全部淘汰。
四、 长途客运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３８６

１９２２年、１９３４年，上海先后辟通与江苏、浙江两邻省间的公路客运交通，至
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多家公司从事跨省市公路客运。至上海解放前夕，剩３条客
运线路，分别通江苏省浏河、无锡及浙江省乍浦，营运线路３００公里。７０年代，
因上海在安徽省南部建立后方战备工业基地，沪皖间开辟数条客运班车线。其
间，沪苏、沪浙间客运也有发展。１９７９ 年，上海与苏、浙、皖 ３ 省间有客运班车
线路１５条。８０年代，上海省间客运班车线路大量增加，延伸到苏北、浙东、浙
西、浙南、皖北、皖中以及鲁、闽、赣、豫等省。１９９５年，有４２６条线路，延伸至湘
鄂冀等３省，其中７５％以上的线路通过苏浙皖３省。营运线路总长１３３０万公
里，其中营运全程超过１０００公里的客运班线有２６条。年旅客发送量７４３．５万
人次。
沪苏客运 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３日，沪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辟自上海闸北
共和新路中兴路口，达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客运线路，全长 ３７．２５ 公里。１９３５
年８月１７日，锡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辟驶上海市区与江苏省无锡县间客
运班车，全长１４０公里。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９４７年３月，上海市与江苏省南汇、上
海、川沙、松江、宝山、青浦等县间，先后辟有班车，１９５８年随各县行政区划调整
划归上海市，各县线路成为上海市郊公交客运线路，沪苏线路剩锡沪、沪太（浮）
２线，至１９６７年不变。１９６８年，市公交长途公司恢复上海—太仓县班车，辟驶
上海—常熟，上海—鹿河、沙洲、昆山、平望等地班车。是年年末，沪苏间班车线
路增为８条。１９８１年，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扬州、盐城、南通等３个分公司辟通
１０条苏北地区与上海间班车线路，通达扬州等 １０ 个市 （县、镇）。上海与苏北
地区间始有客运班车线。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沪苏间客运线路，年均增加 １７．５条。

１９９０年，共１６８条，营运线路总长４．３３万公里。此外，１９６８～１９８９年，市公交长
途公司和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等先后辟上海青浦县青浦镇和金泽镇、松江县松
江镇、嘉定县嘉定镇和安亭镇等地始发，终点站分别为江苏省平望等地的班车
线路。１９９０年，沪苏间各对发班车１．２９万班，载客分别为３８．６２万和３５．３８万
人次。
沪浙客运 １９３３年４月，上海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辟第一条上海至浙江省
客运班车线路，自奉贤县西渡至浙江省境金丝娘桥，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延伸至乍浦，
称西乍线，１９４８年前后缩至柘林，改为西柘线。１９５９年 １月，始由上海市公共
交通公司延伸至金丝娘桥，恢复沪、浙间班车客运。１９７４ 年，上海市公交长途
公司始辟沪浙班车线路，有上海至南浔、湖州 ２ 线。１９７９ 年，线路增至 ５ 条。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１日，辟沪杭客运线路。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每年增五六条，向浙东、
浙中、浙西地区延伸。１９８５年，浙江沿海温州等地市镇竞相辟驶客运班车通达
上海。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年均增７．４条路线，向浙南、浙东地区延伸。１９９０年，沪
浙客运班车线路有８０条，营运线路３．１万公里。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上海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金山公交公司和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嘉兴、杭州等分公司以及平湖县
汽车运输公司等，先后辟驶１２条自上海郊县至浙江省邻近上海地区的线路或
旅游专线。１９９０ 年，沪浙间各对发班车 ０．５２ 万个，载客分别为 １５．５３ 万和
１６．４８万人次。
沪皖客运 １９７０年，上海市公交长途公司首辟 ２ 条沪皖间省际客运班车
线路，为上海至屯溪、至黄山（茶林场）线，主要用于运送在皖南“小三线”工作的
上海职工。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上海市长途公司、上海市公交长途公司和安徽省
汽车运输公司宣城、滁县、安庆等分公司辟通１０条沪皖间客运班车线路，沪皖
客运班车首通皖北东部和东南部、中部及西部。其中，１９８２年首批通达皖东南
部的有上海至宣州、白茅岭、郎溪、军天湖、宁国等 ５条线路。第一条通达安徽
省沿长江地区的为上海至贵池线。１９８３ 年，续辟 ４ 条。其中有首次通达皖北
地区东部、中部的上海至天长线和上海至巢湖线。１９８５ 年，辟上海至亳州、上
海至安庆线，沪皖客运班车首次到皖东北部和西南境。１９８７ 年，辟界首县线
路，是沪皖间营运里程最长的班线。１９９０年，总线路２８条，营运里程１．３６万公
里，其中皖南北线线路群均占一半。８０年代，上海至黄山、九华山等 ２ 条线路
成为重要的汽车旅游和包车客运热线。１９９０年，沪皖间各对发班车８０５个，分
别载客１．９万、２万人次。
其他地区客运 １９８４年４月沪闽、１２月沪鲁，１９８５年５月沪豫、７月沪赣，
１９９２年９月沪鄂，１９９４年４月沪湘，１９９５年７月沪冀公路客运先后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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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长途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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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沪杭、沪苏间始有零星长途汽车货运。上海沦
陷期间，跨省市客运专营线路被日伪“合办”的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强占。因
水路日伪设卡，运输困难，长途汽车货运有较快发展。至抗日战争胜利前，经营
上海市与江苏省松江、青浦、嘉定、常熟等地间长途零担货运的沪、苏两地华商
汽车货运企业，有施福记等数十余家。１９４８年，有３０余家，货运汽车约１１０辆。
经营沪至浙嘉兴、杭州、宁波等地货运企业发展整车货运。１９４９ 年 ８ 月，江苏
省汽车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接上海与江苏省苏州、松江、无锡、常熟等地
间货运，１９５２年后逐渐停办。１９５６年６月，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成立，至７０年
代末期承办大部分上海公路长途货运业务。１９７９ 年起，发展定线、定班货运。
是年１２月，首辟全市第一条长途零担货运班车线沪杭线。１９８２ 年，上海市长
途汽车运输公司成立，经营上海长途整车货运。长途整车、零担货运逐渐发展
专营运输。１９９０年，货运班车线路 １１２条，线路营运总长 ８．６万公里。每月自
沪发出８９７个零担货运定期班车。
各地区运输 （１）华东地区运输，１９９０年上海与苏浙皖鲁赣闽等６省之间
辟有货运班车线路 ８５ 条。总营运里程 ４．６３ 万公里，运距超 １０００ 公里的有 ７
条。月均发７０７．５班。（２）中南地区运输，１９９０ 年上海至鄂湘豫粤桂等 ４ 省 １
区有长途整车、零担货运班车线路１９条，营运２．７２万公里，运距超过１０００公里
的有１７条。月均发１５６个车班。（３）华北地区运输，上海至内蒙古晋冀京津等
１区２省２市有长途整车、零担货运班车线路６条。运距均千公里以上，营运里
程０．８８万公里。月发２８班。（４）东北、西北地区运输，１９９０年上海与东北、西
北地区分别有１条长途整车、零担货运班车线路。
外省市驻点运输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为支援部分省市产煤区抢运存煤，
增加上海煤炭调入量，上海市交运局在晋鲁豫等地驻点，投入人员、车辆等承运
煤炭，是为上海首次至市境外驻点运输。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在苏浙皖鲁赣闽晋冀
豫等省及广东省深圳市建立运输驻点４０余个，承运外地调沪物资短途公路驳
运，外地重点建设工程工地运输、驻点地区综合性物资。其中，驻山西省大同、
阳泉、高平等煤矿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３等汽车大队，驻点运输服务２５～２８年，驳运调
沪煤炭２０００多万吨。１９９５年，尚剩驻广东省深圳市运输点。
六、 市内货运

１９１２年，首批３家运输行开办市内汽车货运。２０年代中期，上海有货运汽
车近８００辆，汽车运输行增至约 ４０ 家。３０ 年代初，市内大宗物资运输逐渐由
人、畜力货车转向汽车。１９３７年，公共租界有照货运汽车０．１８万辆，其中营业

汽车７４３辆、企业自用汽车０．１１万辆，汽车货运行２６０多家。抗日战争胜利后，
全市汽车运输行较３０年代增加一倍，形成专业运输。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营业
货运汽车 ０．２６ 万辆、单位自用 ０．４ 万辆。 货运量 ６２５ 万吨，占全市陆运
５２．５２％。１９５０年，公路交通部门对市内货物运输实行“三统”管理。发展国营
运输企业，改造私营运输企业，扩大汽车货运运力。１９５６ 年，由公路交通部门
统一管理的货运汽车共０．２３万辆，占全市货运汽车总数６２．２５％；年运量１０１９
万吨，占全市汽车货运量６３．１％。１９５８年起。上海市交运局直属汽车运输企业
推行双班运输和拖挂运输，开展“一条龙”运输协作，在港区、车站及大型钢厂设
立汽车运输联合调度站，建立钢铁、大件、煤炭、化工等专业运输场，保证运输干
线畅通和钢铁等重点物资运输。１９６６ 年，全市有货运汽车 ０．７４ 万辆，货运量
５１５０万吨，货运量占全市陆运 ９０．１１％。７０年代初，钢铁、基建物资和港区、车
站集疏物资运量，有较大增长。大批运力投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
１９７６年，全市市内汽车货运量 １．１８ 亿吨。１９８５ 年起，国营、集体、个体经营户
大量发展。１９９５年，全市货运汽车 １１．９４万辆、市内货运量 ２．４６ 亿吨，其中公
路交通部门０．９万辆、０．６３亿吨，非公路交通部门１１．０４万辆、１．８３亿吨。运输
历以钢铁、化学、纺织、工业物资及煤炭、粮食为大宗。１９９５ 年，运输钢铁工业
物资１００５．８万吨、煤炭３７５万吨、学工物资２６７．７万吨。
七、 搬场运输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英商马腾置搬场汽车，开设沪上第一家专业搬场汽
车运输企业上海搬场公司。不久，首家华商搬场企业中国搬场汽车公司开设。
３０年代上半期，全市有１０余家搬场公司、近百辆搬场汽车。解放初，近１０户搬
场车行组成搬场运输行业小组，统一经办搬场业务。１９５４年停办。１９５８年，市
交运局所属运输企业中固定部分汽车及拖车、榻车，专门承办搬场业务。１９６１
年，上运五场一车队建搬场小组，１９６４年成立上海搬场公司，“文化大革命”初
期停办。１９８０年，１０个区属运输公司恢复搬场业务，每家公司配备２辆汽车承
担本区居民搬场运输。１９８９ 年 １ 月，永安搬场运输行开设，恢复专业搬场运
输。１９９５年，全市搬场企业１９家、汽车４２４余辆。

第八节 铁路运输
一、 管理机构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美国人组建吴淞道路公司，后转让英国人另组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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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铁路公司，吴淞铁路投运后由其管理。次年，结束。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淞
沪铁路总公司上海事务所设立，办理建造淞沪铁路事宜。三十一年，沪宁铁路
开筑，设沪宁铁路总管理处管理筑路事宜，三十四年通车后改沪宁铁路管理局，
局设上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沪杭甬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通车，京沪沪杭甬铁路
管理局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华中铁路管理委员会，１９４６年３月改称京
沪区铁路管理局，解放初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６月，成立江南铁路管理局，８
月改上海铁路管理局。１９５９年５月，辖上海铁路办事处和蚌埠、南京、杭州３个
铁路局。６月，上海铁路总局成立，１９６３年４月改称上海铁路局。１９９５年，辖蚌
埠、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福州铁路分局，员工２９．５万人。
二、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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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全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吴淞铁路建成，次年拆除，
二十四年再建。三十四年六月，沪宁铁路建成，为上海第一条通外省市的铁路。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六月，沪杭铁路建成。上海始完成通往外省市北向、南向的
铁道干线。１９４９年，上海市境内铁路有沪宁、沪杭２条干线，淞沪、新日、真西３
条支线，线路总延长１２０余公里。１９５８年起，新建、改建一批支线。至１９６９年，
建南何、何杨、新闵、吴泾、吴周 （已拆除）５ 条支线。１９７０ 年，南新环线投入运
营。１９７５年，金山卫支线建成。１９８５年，北杨支线建成通车，枢纽铁路北环自
北郊站延伸至长江南岸宝山钢铁总厂。１９８７ 年，自真如至封浜与南新环线衔
接的沪杭外环线建成。至此，上海铁路枢纽内的铁路干线、支线衔接联线，成环
成网。范围包括沪宁线安亭站和沪杭线新桥站以东地区。在枢纽内，有２条干
线、９条支线和３２个客货作业站。沪宁、沪杭２大干线在上海汇合，成为华东沿
海地区铁路运输的主要通道。两条干线间，有西长支线（原真西支线）和沪杭外
环线的联络线，形成环路。在沪宁线以北，从南翔经由南何支线、淞沪支线再回
到上海站，组成市北的环路。又由９条支线分别与８１条专用线相衔接，组成铁
路网络。并在南翔站、新龙华站、何家湾站建成３个编组场，办理进入上海枢纽
的货物列车到达、编解、出发等。线路总延长 ６７０公里，成为中国 １０大铁路枢
纽之一。
干线 淞沪铁路。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一月，英商吴淞铁路公司（英
商怡和洋行为在华代理公司）开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十月十六日全线通车。
三年九月十四日，铁路为中国政府赎回，十一月十四日拆除全部路轨。二十三
年一月重建，次年七月十六日通车营业。全线自闸北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上海
站至吴淞炮台湾，全长１６．０９公里。设５个车站。三十年，改称淞沪支线。１９６３
年年初，客车全部停驶。其后，何家湾至宝山路区段改作货物运输线。
沪宁铁路。自上海火车站至南京西站。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开建，三十四年六月竣工。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拆除上海、南翔间铁路约
３０公里（双线）。内战中线路又遭破坏。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全线恢复通车。
１９５８年，始建第二线，１９８６年６月贯通。１９９５年，全线设车站４６个。
沪杭铁路。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工。宣统元年，上海至枫泾段、杭州至
枫泾段先后竣工，六月接轨，上海南站（设上海县城半淞园处）至杭州闸口沪杭
全线投入营运。１９１６年１１月，与沪宁线接轨，１２月１２日通车。往杭州方向的
旅客可从上海北站或南站上车。南站开出的客车在新龙华站与北站开出的客
车衔接，再开往杭州方向。杭州方向到上海的旅客，在北站、南站下车的分乘坐
前、后段列车，到新龙华站后车分成２列，分别开抵北站和南站两个终点站。全
长２００．３公里，设有车站３３个。
环线 南新环线。１９６０年２月开工，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全线运营。１９８６年，封
浜至春申段线路为沪杭外环线组成部分。
沪杭外环线。１９８６年１２月通车。
支线 １９１６年，沪宁、沪杭两线接轨后，上海南站至新龙华站段改为上南
支线，１９３７年缩至日晖港站至新龙华站，称新日支线。１９３９ 年，虬江支线建
成，１９５９年利用该线建成何杨支线（何家湾站—杨浦站）。１９４３年，建真西线
（真如—上海西站）。“二五”计划期间，修建南何、何杨、南新、新闵、吴泾和沪
宁、沪杭干线相联通的５线，吴周支线和吴泾轮渡。七八十年代，修建金山支
线和北杨支线。１９２１年，建上川（沙）、上南 （汇）２ 条轻便铁路，１９５７ 年、１９７１
年先后拆除。
专用线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建成张华浜铁路吴淞机厂专用线，至
１９３４年建成日晖港北票煤炭码头、麦根路福新面粉厂、沪宁线苏州中兴公司和
戚墅堰发电厂等专用线。１９３５～１９４９ 年，增建上海铁路材料厂、张华浜码头
（今上港九区）以及铁路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专用线。建江湾火车站至江湾
机场铁路专用线。１９５０年，建大场、江湾、虹桥、龙华机场专用线。１９９０年，全
市有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道 ８１条，总长 ２０９．５ 公里。是年，货物发送、到达装
卸作业量１９５２．２７万吨，占市境内铁路５５．１４％。
三、 车站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境内有 ３７个车站，其中特等站 ３个，为上海、北郊、南翔。
一等站３个，为上海西、新龙华、何家湾。二等站４个，为上海南、杨浦、桃浦、闵
行。三等站８个，为安亭、江桥镇、张庙、长宁、新桥、松江、金山卫东、金山卫西。
四等站１５ 个，为黄渡、封浜、杨行、徐家汇、莘庄、春申、石湖荡、新浜、枫泾、七
宝、闵行西、叶榭、山阳、江湾、殷行。 五等站 ４ 个，为匡巷、光新路、星华、李
家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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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 上海站。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吴淞铁路建成通车，在今河南北
路塘沽路口设上海站。二十四年十一月建淞沪铁路，上海站设今东华路附近。
三十四年三月，沪宁铁路建成，上海站建今天目东路、宝山路口。八月，沪杭铁
路建成，在今南市区车站路出现另一个上海站。１９１６年１２月，沪宁、沪杭铁路
接轨，沪宁铁路上海站成为两路总站，改名上海北站，沪杭铁路上海站改名上海
南站，习称南火车站。上海沦陷时期，北站改称 “上海驿”。１９４７ 年 ４ 月，升为
上海总站，１９５０年３月复名上海北站，８月１日改上海站，习称北站。１９６０年，
零担货运业务移上海东站，成为特等客运站。１９８４年９月，以上海东站为基础
建上海新客站。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车。
上海南站。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沪杭甬铁路始建，上海站设上海县
城南半淞园处，与沪宁线上海站 （上海北火车站 ）相对，习称上海南火车站。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８日，遭多架日军飞机轰炸，主要楼房及行车设备被毁，铁路运输
中断。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拆除残存铁轨，南站货运业务迁至日
晖港站，客运业务迁上海北站。
货运站 北郊站。１９７５年８月，彭浦站改建，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营业，定今名。
１９８２年，定为特等货运站，是上海铁路主要零担货运站，也是全国铁路零担货
运中转组织站和零担货运量极大的车站之一。
南翔站。清光绪三十一年，沪宁铁路设站，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扩建为上海地区
的枢纽编组站。全国铁路特等编组站之一，上海铁路枢纽的心脏。
上海西站。清光绪三十三年，沪宁铁路设真如站，１９８２ 年定为一等站，
１９８９年改今名。
新龙华站。清光绪三十三年，沪杭铁路建造，为路料转运站。１９１６ 年，沪
宁、沪杭２路接轨通车，为沪杭线一个中间站，名为新龙华站。为编组货运兼容
的一等站。
何家湾站。１９４３年，淞沪线建站，１９９０年后为上海枢纽内铁路疏港运输最
大的一个站，列为一等货运站。
上海东站。１９１３年，建沪宁铁路麦根路（今康吉路）货站，１９５３年改上海东
站。一等货运站。１９７８年撤销，站址作今上海新客站。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３９２

四、 客运

客运列车 沪宁线，清光绪三十四年每日开行 ７对，１９９５年 ５０对。沪杭
线，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上海南站至杭州日开行３对，１９９５年２９对。
运量 １９５１年，上海发送旅客７９５万人次，１９９５年２９２９．４万人次。

五、 货运

１９５０年，上海到达４２２．５万吨，发送８１．８万吨。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７８９．６万
吨、１３７６万吨。１９５２年，运输煤炭２万吨、石油４万吨、化肥１万吨。１９９５年，
运输煤炭１３７万吨、焦炭８４．８万吨、钢铁３８８．４万吨、化肥８１．８万吨、工业机械
１０２．２万吨、日用工业品１３３．５万吨。

第九节 航空运输
一、 运输企业、管理机构

１９２９年５月，沪蓉航空线管理处（简称沪蓉航）在南京成立，７月 ８日开航
沪蓉航线上海—南京航段。１９３０年 ８ 月，中美合资中国航空公司 （简称中航）
在上海成立。１９３１ 年 ２ 月，中德合办欧亚航空公司 （简称欧亚）在上海成立。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两航空公司转移到大后方继续运营。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德
绝交，国民政府交通部接收欧亚德方所有股权，公司成为中资企业。１９４３年 ３
月１日，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成立，接收欧亚一切财产。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航和央航迁回上海。１９４６年５月，民营大华航空公司在上海成立，不久即被
勒令取缔。１９４８年５月，美国陈纳德领导的民航局直辖空运队在沪成立。因
空难频仍，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０日交通部成立民用航空局，并在上海设办事处。至上
海解放前夕，各航空机构撤至广州，后又迁香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中航和央
航在香港宣布起义，返回内地，归附中央人民政府。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
接收龙华机场及中航、央航等员工０．１４万人。１９５０年４月，军委民航局上海办
事处在北京成立。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军委民航局上海办事处先后改军委民航局
华东办事处、华东管理处、华东分局和民航上海管理处，下属单位有龙华航站、
上海营业处等。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军委民航局华东管理处及改称的民航上海管
理处先后在华东地区建立安庆、徐州、南昌和杭州航空站。１９５９ 年，民航上海
管理处扩编为民航上海管理局。１９６６年 ８ 月起，降落上海龙华机场的国内航
班，都改在虹桥国际机场。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上海航空公司成立（简称上航）。１９８８
年６月，民航上海管理局组建民航华东管理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简称东航）
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简称虹桥机场）。１９８９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沪设营
业部。１９９５年，有１４家外地航空公司驻沪营业部。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香港港
龙、澳门航空公司先后设上海办事处。１９７４ 年，日本航空公司在沪设办事处，
到１９９５年有１４家外国航空公司在沪设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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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管理机构 沪蓉航空线管理处。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南京成
立，飞行站设上海虹桥机场、南京明故宫机场。７月８日上午，沪宁段开航，８月
２６日开始载客。１９３０年８月，并入中国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１９４３年３月１日，在重庆成立，１９４６年 ４月迁上海，１９４８
年１０月迁香港。有飞机４２架，员工 ０．１９万人。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 ９日，经策动飞
离，总经理陈卓林率全体员工和中航在北京宣布起义，史称“两航”起义，归属中
央人民政府。
民航华东管理局。１９４９年 ５ 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航空处接管前
国民政府民航局和中航、央航留沪员工及资产。１９５０年６月，民航局上海办事
处在北京成立，６月１日迁上海。１９５９年１月，改民航上海管理局。１９８６年，辖
苏皖鲁浙赣闽６个省管理局，徐州、连云港、常州、屯溪、阜阳、青岛、烟台、宁波、
赣州、景德镇、泉州、厦门等１２个航空站。１９８８年６月，以局为基础建中国民用
航空华东管理局（简称民航华东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航空公司。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成立，为解放后全国首家地方投资航空公
司。１９９５年，有８架飞机，国内航线３５条。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１９８８年６月成立。１９９３年，飞机６３架，国内航线８０
条，国际航线１１条。
民航上海龙华航空站。１９２９年６月，设立龙华水陆航空站，１９４７年７月成
立龙华航空站，１９５２年成立上海民航站，１９８２年恢复龙华航空站。
民航上海虹桥航空站。１９６４年３月成立，１９６６年４月撤销。
中外合资航空公司 中国航空公司。１９２９ 年 ４ 月，国民政府铁道部所属
中国航空公司在南京成立。规定所办航线均由美方筹款准备一切，并由美方自
备飞机及人员负责飞航。因美方违规，１９３１ 年 ８ 月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
司合资在上海重组，中、美方分别占总资本５５％、４５％。仍以中国航空公司为
名。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迁广州，１０ 月迁香港。有飞机 ５６ 架、员工 ０．３７ 万
人。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总经理刘敬宜率全体员工举行“两航”起义，归附中央人
民政府。
欧亚航空公司，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１日，中德合资成立。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中国
和德国断交，８月接收德方股权，公司成为中国独资企业，名称不变。１９４３年２
月为央航接收。
交通部民航局直辖空运队。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美国空军飞虎队领袖、美国陆
军第１４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美国人怀丁·魏劳尔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
救济总署，成立政务院善后救济总署空运队（简称行总空运队），承运联合国善
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沿海港口的援华物资。总基地虹桥机场。空运物资超过０．８
万吨。１９４８年５月，改为民航局直辖空运队，１９４９年４月，员工０．１５万人。上

海解放前夕，总部迁广州，１０月又迁香港。
民营企业 抗日战争时期，吴世昌等在重庆成立西北航空服务公司，１９４５
年８月登记为大华航空公司，１９４６年５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员工２００余人。因
违规，被禁止运营。１９５１年４月，公司财产为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外事处处理。
国家、外省市、港澳、外国航空公司驻沪机构 国内各航空公司驻沪营业机
构。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上海营业部成立。１９９５年，有１４家
航空公司设上海营业部，分别为中国国际、中国西南、中国西北、海南、新疆、四
川、中国南方、新华、中国北方、厦门、长城、武汉、深圳、山东等航空公司上海营
业部。
香港、澳门地区航空公司驻沪办事处。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９９５年１１月，香港港
龙、澳门航空公司驻沪办事处先后成立。
外国航空公司驻沪机构。１９７４年日本航空公司、１９８４年美国西北航空公
司驻沪办事处先后成立。到 １９９５年，还有新加坡、美国联合、意大利、俄罗斯、
全日空、泰国、德国汉莎、法国、尼泊尔、加拿大、韩亚、瑞士等航空公司驻沪办
事处。
二、 机场

虹桥机场 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４日，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划定上海县民田 ２４０
亩、青浦县民田２６亩修建。１９２１年３～６月底基本完成。未能通航。１９２９年５
月，为沪蓉上海航空站，７月８日开航。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为欧亚飞
行基地。１９３４年４ 月，第一次扩建。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列为国际入境机场。
１９５０年５～１１月重建，列为军用机场。１９６４ 年 ２ 月，扩建为国际航线民用机
场，跑道长０．３２万米。４月２９日，首架外国客运班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巴基斯
坦达卡—上海航线飞机抵达。１９６６年８月，移入龙华机场全部航班，成为上海
唯一航空港。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７日，机场由军民合用改为民航专用，成为国家一级
民用国际机场。１９９５年，国内航线９７条、国际航线１３条。１９６４年，旅客吞吐
量２．０７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０．３３ 万吨，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１１０７．６ 万人次、３６．６３
万吨。
龙华机场 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驻上海陆军第十师因军训，向国外订购６架
飞机，在龙华大操场装配飞机，龙华大操场始称陆军机场。１９３０ 年 ８ 月后，作
为中航飞行基地，同时利用黄浦江水面起降水陆两用飞机。１９３３年年末，建成
水陆两用机场。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６年６月，第一次扩建，跑道长０．１２万米，成为中
国设施最为完备的民用航空机场。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欧亚航空公司迁入。１９４５年
年底，中航、央航先后迁入。跑道增长为 ０．１８万米。１９６６年 ８月，航班全部移
至虹桥机场，后主要供民航一二厂试飞飞机。１９９５年起，为小型固定翼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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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机通用航空机场。１９３０年，辟有 １条国内航线，客运 ０．２７ 万人次，货邮运 ９
吨。１９６５年，２２条航线，客运２．５２万人次，货邮运０．３８万吨。
三、 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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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线 中航干线。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开航上海—汉口航线。重建后
经营国内沪蓉、京平、沪粤３大航线。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航线３０条。至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通航地点剩昆明、重庆、海口、台南、台北、香港等１２处。
欧亚干线。１９３１年４月，首辟上海—满洲里航线。１９４２年６月，航线剩以
重庆为始发站的４条航线。
央航干线。１９４３年 ３ 月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不定期飞行重庆、成都、哈密、迪
化、昆明等站。１９４５年８～１２月，开通上海至重庆、北平、昆明３条航线，以及重
庆—迪化、成都—雅安、重庆—桂林航线。１９４６ 年，辟航线 ５ 条。１９４７ 年 ～
１９４８年３月，辟上海—台北等航线３条。１９４９年７月，以广州为基地，剩西南
和东南沿海地区航线。１０月，以香港为基地，国内航线剩重庆—成都—汉中。
民航上海管理局、东航、外地航空公司至沪干线。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民航上
海管理局辟有干线，１９８８年起由东航续运，并辟新航线。８０年代起，少部分线
路由外地航空公司营运。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３日，上海民航在龙华机场开通上海解
放后第一条国内航线上海至重庆航线。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１日，辟上海—北京航线。
１９９５年，经营航线８８条，营运里程８２．２３万公里。
上航干线。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首辟上海—北京航线，到１９９５年有３５条。
地方支线。１９５８年起，民航上海管理处及所属各省机构在华东各省范围
内，至１９９４年有２０条。１９９５年，东方航空公司及分公司辟有１３条。
香港、澳门地区航线 中航航线。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上海—广州航线延伸到香
港，因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停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复航。此后，上海—台北、
上海—马尼拉等航线开通，经停香港，班次增加。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年，先后辟重
庆—香港、南雄—香港、香港—榆林港、台北—香港等航线。
欧亚航线。１９３７年１月 ２９日，北平—广州航线延伸到香港。７ 月 ３０ 日，
北平沦陷，改由汉口飞香港。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先后辟汉口—香港、重庆—香港、
南雄—香港货运航线。
央航航线。１９４６年４月，首辟上海—香港航线。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后，经营香
港—柳州—昆明、香港—台南—台北、香港—海口、香港—重庆 ４ 条航线。１１
月９日停航。
民航上海管理局、东航航线。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首辟上海—香港航线。到
１９９５年，有上海—香港、杭州—香港以及澳门—上海航线。
国际航线 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２日，中国航空公司试飞至马尼拉，再至旧金山航

线，未正式开航。１９４６年９月８日，开通上海—厦门—香港—马尼拉航线，每周
往返２班。其间，中航先后开辟昆明—河内（１９３９年）、重庆—仰光（１９３９年）以
及驼峰运输线。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６日，开辟上海—关岛、威克岛、中途岛、檀香山至
旧金山航线，全线１３４９７公里，每２周往返１班，极大提高中国民航在国际航空
界的地位。１９４８年 ６ 月、１９４９ 年 １ 月又先后开通上海—仰光、上海—东京航
线。１９４７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央航空公司开辟上海—曼谷航线。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１９４９年年初，央航、中航先后停止上海的国际航线。
１９６４～１９８７年，民航上海管理局先后保障和开辟由上海至卡拉奇、巴黎、
亚的斯亚贝巴、苏黎世、大阪、东京、长崎、福冈等８条国际航线。其中，１９６４年
４月２９日，解放后上海首条国际航线开辟，由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开辟达卡—广
州—上海航线。此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法国航空公司辟巴黎—上海航线，１９７３
年２月２１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辟亚的斯亚贝巴—上海航线，１９７５年 ４月 ６
日瑞士航空公司辟苏黎世—上海航线，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中国民航局、日本航空
公司互辟上海—东京航线。１９８７ 年 ４ 月，民航上海管理局辟上海—长崎、上
海—福冈航线。
１９８８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成立，继办民航上海管理局经营的从上海始发
至日本东京、大阪、福冈和长崎的４条航线。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７日，辟上海—悉尼
包机航线。１９９１年８月６日，辟上海至美国的第一条航线上海—洛杉矶航线。
１９９２年４月５日，辟上海—西雅图—芝加哥货运航线，次年４月４日辟上海—
北京—西雅图—芝加哥客运航线。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０日，辟上海至欧洲的第一条
航线上海—北京—巴林—布鲁塞尔航线。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８ 日，辟上海—汉城航
线。是年 ４ 月 ２８ 日，辟上海—新加坡航线。是年 ９ 月 ２４ 日，辟上海—曼谷
航线。
四、 运输

客运 沪蓉客运。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６日，上海—南京航段开始载客，不到一年
载客０．１２万多人次。
中航客运。１９３６ 年 １．８６ 万人次，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 １２．３６ 万人次，１９４６ 年
２１．０４万人次，１９４８年３７．７６万人次。
欧亚客运。１９３１年５ 月 ３１ 日，开通上海—满洲里航线，至 ６ 月底飞行 ８
次，载运２５人次。次年，载客５８９人次，１９４２年０．４１万人次。
央航客运。１９４３年０．２４万人次，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６７万余人
次，１９４６年４．８９万人次，１９４９年１～８月１０．６３万人次。
民航上海管理局（处）。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２日，上海—汉口—重庆航线每航班
平均乘客３人。１９５３年，客运６１１人次，私营工商业者乘客占６１％以上。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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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１月，客运４２６ 人次，私营工商业者乘客占 １６．２％，其他大多为党政机
关、军事机关、文教部门和外国访华人员。１９５７年，０．６２万人次，外宾和干部乘
客比例为１１∶１。１９７６年，２２．１６万人次，１９８７年２６２．０５万人次。
东航客运。１９８８年，为２７１．８万人次，１９９５年６５７万人次。
上航客运。１９８７年，为７．２１万人次，１９９５年１５９．６６万多人次。
货（邮）运 沪蓉航货邮运。１９２９年７月８日，上海—南京段开航，只运邮
件，７月１５日～９月７日载运２８．４４公斤。
中航货邮运。１９３０年，运邮件 ９吨。１９３５年，开始运载货物。是年，运邮
件５２吨、货物 ２７ 吨。１９３８ 年，货邮运量 ３５９ 吨，１９４２ 年 ０．４７ 万吨，１９４８ 年
４．３８万吨。
欧亚货邮运。１９３１年５月３１日，首航上海—满洲里，载３８斤邮件。１９４２
年２００吨。
央航货邮运。１９４３ 年 １１２ 吨，１９４８ 年 １．８６ 万吨，１９４９ 年 １～８ 月 １．２ 万
余吨。
民航上海管理局（处）货邮运。１９５２ 年 ８～１２ 月，货运 ４０．２ 吨，邮运 １．１０
吨。１９８７年，货邮运７．０３万吨。
东航货邮运。１９８８年６．４３万吨，１９９５年１７．６万吨。
上航货邮运。１９８６年５～１２月１８３．３吨，１９９５年２．９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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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邮政 、电信机构
一、 邮政机构

驿站、铺递 驿站。南宋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 年），华亭县设云间驿。南宋年
间，设有西湖驿和风泾驿。元至元十五年 （１２７８ 年），松江府设水陆相兼的驿
站。至元二十五年，在上海镇馆驿街设上海驿。清代，在松江设馆驿水云亭。
同治年间，在青浦县青浦镇设置青溪驿。 清末，逐渐为邮政机构所替代，至
１９１２年全裁。
铺递。元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松江府设有专递普通官方文书的铺递
１４处，也称急递铺。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嘉定县置１４处，每十里一铺。弘治
十七年（１５０４年），上海县设 １４铺。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年），崇明县设 ４铺。十二
年，今金山县境内设 ６ 铺。 崇祯四年 （１６３１ 年 ），松江府有 ３５ 铺。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南汇、奉贤建县，分设 ５ 铺、７ 铺。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年），青浦县设 ８
铺。清末，由邮局替代，至１９１３年全裁。
民信局、信客 民信局。明永乐年间，上海县有协兴昌等信局。清乾隆年
间，较大的民信局有协昌记轮船信局。上海开埠后，浙江等地民信局在上海设
总号，民信局兴盛。分别集中于上海县城陆家宅桥咸瓜街北市和英租界二马路
（今九江路）一带，较大的有协兴昌信局、全盛信局等。主要经营传递信件、包
裹、钱款及票据，兼营运货物。大型信局在近郊和外地开设分号。清道光年间，
在金山县、青浦县设全盛分号，南汇县设日生盛和宝顺号，嘉定县设永义昶等信
局分号。咸丰至同治年间，有宝山县宝顺局的分号。光绪年间，松江县协源号，
川沙县日生盛，奉贤县方大成信局分号。全盛等在青浦设分号。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全国登记民信局３００余家，其中上海７０家，居全国首位。二至八月，
全泰盛信局一时代大清邮局投送中文信件。此后，上海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竞
争。１９３４年，６１家民信局接上海邮政管理局通告，大多停业。次年，再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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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停业。
信客。上海开埠后，有人在民间通信传递，经营者多为宁波人，单干或二三
人合伙。主要在沪、浙间传递书信和钱钞货物，有的到民信局顾及不到的荒僻
村落。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上海有信客３２０人。１９３４年，上海邮政管理
局限令停业，至１９５８年绝迹。
外国邮局 客邮局。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驻沪英国领事馆指派一
人兼办邮政。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英国擅自在上海英租界设立英国驿务署，
清廷以客邮局称之。是年，法国客邮局设立。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美国客邮局
设立。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１８７６年、１８８６年、１８９７年），日、德、俄客邮局先
后设立。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０年，德、俄客邮局，１９２２ 年年底前英、法、美和日等客邮
局先后关闭。
工部局书信馆。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六月，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书信馆设
立。四年七月，发行大龙图案面值银元二分邮票，俗称商埠邮票。后先后发行
小龙图案面值银元分、面值铜钱邮票。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十月初六，为上
海大清邮政局接管。
文报局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在上海设中国驻英公
使文报局，传递清廷与驻美公使公文及私人信、物件。三年，中国驻德、日等国
公使也各在上海设局。四年，清廷成立上海文报总局，合并各局。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年底总局裁撤。
海关邮政机构 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北京，江
海关与北京海关总署间文书传递和使馆文件的传递由总理衙门办理。五年，改
由海关总署受理，并于十一月初二向上海江海关发出第一批邮件。江海关邮运
事务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 十三年，成立邮务处。 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年）二月初六，江海关试办邮政。六月初，海关总署造册处印制第一套中
国邮票大龙邮票。江海关邮务处改为江海关书信馆，投递委托工部局书信馆办
理收寄外文信件。六月二十五日，委托民间代理机构上海华洋书信馆收寄、投
递中文信件。十一月二十三日，对公众出售大龙邮票，开放邮寄业务。五年十
一月三十日，江海关书信馆改称江海关拨驷达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办上
海华洋书信馆业务。
上海大清邮政局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二月初七，清廷批准开办国
家邮政。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江海关拨驷达局改为上海大清邮政局。以江海关
管辖范围作为上海的邮界。在吴淞建立第一个邮政分局，又建高昌庙、松江邮
政分局，并在青浦、松江、南汇、奉贤等地设置邮政代办所及信柜，十月初六，接
管工部局书信馆。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更名为上海邮政总局。二十九年，被指
定为国内经西伯利亚邮路通往欧洲的 ３ 个国际邮件交换局之一。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六月，上海邮政总局改称上海邮政局，辖支局１３处、内地局４处、邮政
分局１２处和代办所４２个，员工６８９人。
上海邮务（政）管理局 民国成立后，大清邮政转变为中华邮政。１９１３ 年
１１月，上海邮区范围除原来的崇明、太仓、昆山、嘉定、上海、南汇、川沙、奉贤、
松江、金山、青浦、宝山和海门等县外，增启东地区。１２ 月，上海邮政局改称上
海邮务管理局，邮政支局改称邮务支局，内地局分二等局和三等局。１９１４年 ９
月，上海邮务管理局被指定为国际邮件互换局，成为中国邮政国际通信主要进
出口门户。１９３１年９月，局名改为上海邮政管理局。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９３３年，
代管东北吉、黑地区绥芬河、虎林、密山、同江、抚远等１８个邮局，邮件通过海参
崴交接转运。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前，辖３２个市区支局、５２个内地局和支局，员工
０．３６万人。八一三事变，华界市区１５个支局暂时撤离，３３个内地局和７８个邮
政代办所暂时停闭，到１２月先后复业。１９４０年２月，代管浙江邮区内沦陷的定
海、岱山、沈家门邮局，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又代管福建邮区厦门、金门邮局，持续至抗
日战争胜利后。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邮政当局通过上海法国总会电
台继续同重庆交通部邮政总局保持联系，维持局面，１９４３年６月中断。１９４９年
１、５月，代管山东青岛等７个邮局、浙江鄞县等７２个邮局。上海解放前夕，辖
市区２３个邮政支局、１４个邮亭，市郊 ３３个内地局、３个邮亭及 １个邮政支局，
员工０．３７万人。
上海市邮政局 １９５１年９月，上海邮政管理局改称邮电部上海邮局，１９５５
年８月改称上海市邮局。设市南、市西、市北、浦东、西郊、北郊等 ６ 个区邮电
局。１９５８年５月，改组为上海市四川路桥邮电局、上海市报刊发行处、上海市
邮件转运处及市南、市西、市北、浦东、西郊、北郊６个区邮电局。１９７０年１月，
合并成立上海市邮政局，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撤销，１９７８年３月重建。１９９５年，辖市南
区、市西区、市北区３个邮电局，报刊发行局，邮件运输局，邮件封发一、二局，国
际、速递邮件局等二级通信单位，设有１５１处自办服务网点，员工１．１６万人。
专业邮政机构 上海市集邮总公司。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成立，１９６９年撤销。１９７９年 ９月，中国邮票总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成立，
１９８２年改上海市邮票公司，１９９４年４月改上海市集邮总公司。
上海市邮政储汇局。１９８６年２月，上海邮政在静安、南市两个支局试办邮
政储蓄。７月，成立上海市邮政储汇局。
中央驻沪邮政机构 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
和团运动爆发后，大清邮政总局从北京暂迁上海，二十七年十一月返北京。
１９２８年６月，国民政府裁撤北京邮政总局，公文、档案、人员等暂驻、暂存上海
邮政管理局大楼，称为上海邮政总局办事处，１９３５年１月迁南京。抗日战争开
始后，邮政总局迁重庆，无法直接管理沦陷区邮政事务，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在上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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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邮政总局上海办事处，主管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邮区事务，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撤销。１９４９年２月，邮政总局从南京撤沪。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被上海市军管
会接管。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１９３０年３月，交通部邮政储金
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接办原邮政总局邮政储金和汇兑业务。１９３１年２月，附
设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储汇局留沪部分改组为储汇局上海分
局。１９４３年６月，汪伪政府在南京建伪储汇局，１９４５年 ９月为国民政府接收。
此后，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成为 “四行二
局”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１９４９年２月，储汇局由南京撤至上海，５月４日撤至
广州，２０日在上海另建局务委员会。１９５０年６月，两局撤销。
二、 电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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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电信机构 丹麦商大北电报公司。清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年）七月，在上
海成立远东公司和上海站，为中国最早的外商电信机构。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敷设由香港至上海的电报水线，对外收发沪港及国际电报。六月，从日本长崎
敷设水线至上海，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国际电报通信网。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为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接收。
太平洋商务水线电报公司。 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年 ）六月初二，马尼
拉—上海电报水线登陆，通达上海租界水线电报公司报房，收发国际电报。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
大东电报公司。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敷设香港—上
海电报水线登陆，与中国电报局淞沪陆线接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
德国电报公司。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延伸其青岛—烟台电报水线
到上海，登陆后，敷设电缆，开设电报公司，公开收发中国国内电报。三十一年
四月，上海水线延伸到太平洋德属耶普岛，收发国际电报。１９１８ 年，由中国政
府接管。
顾家宅电台。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法商在法租界顾家宅军营（今复兴公
园）内私设电台，报告气象和报时。１９４５年９月，由中国政府接收。
日本电信局。１９１５年，公开营业，１９３１年２月改为中国电报局沪崎水线收
发处，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上海电信局接收。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电话交换所。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年）九月，取得公共租
界、法租界内电话经营权。八年正月，成立上海第一个经营性电话交换所。九
年，被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接盘。
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清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年）三月成立，在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内经营电话业务。九年，被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接盘。

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上海分公司接盘大北
公司电话交换所和电话互助协会，统一经营上海租界内的电话业务。二十六年
二月，业务为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取代。
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十一月成立。二十
六年二月，接办上海租界电话业务。１９３０年８月，停业，时有电话交换所７个、
总容量３．０８万门、用户２．６３万线。
美商上海电话公司。１９３０年８月，接盘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产业，经
营上海租界内全部电话业务。１９４４年７月，归并于上海电话总局，经营全市电
话业务。１９４９年，有交换设备总容量６．４７万门、用户６．３５万线，自动电话分局
７个，供电人工局、人工交换所各１个，员工０．１５万人。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被上海市
军管会军管。
中国电信机构 上海电报分局。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十月，津沪电报总
局在天津成立，次年二月上海电报分局成立。１９１６年 ８月 ～１９２２年 １１月，兼
管辖江苏省５４个电报局、５个电话局，１９３４年 ５月合并上海无线电总台，统一
经营上海市区国内有线无线电报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并入上海电信局。
上海无线电报局。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九月，吴淞和崇明无线电报
局成立，收发商报，１９２９年吴淞局改吴淞海岸电台。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八月，
上海电政局设上海三等无线电报局，１９２８年改上海海岸无线电台，也称黄浦滩
电台，开办船舶电报业务。１９２９ 年 ９ 月，两个电台合并为交通部上海海岸电
台。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交通部在上海设第一至第五５个电台。１９２８年８月始，国
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设立第一至第六 ６个电台，１９２９ 年合并为上海无线
电报局。１９２９年９月，交通部所属电台合并成立上海无线电总台，习称老北门
电台。１９３４年５月，局、台合并为上海电报局，统一管理上海各无线电台。
国际、香港地区电台。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国际无线
大电台筹备处，在真如、枫林桥、刘行筹建收发信台。 先建立中菲转报电台，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与菲律宾马尼拉通报。４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国际通信
大电台筹备处。８月，两个筹备处合并为国际通信大电台筹备处，实施建设委
员会在建的国际电台。次年１１月，真如发信台和刘行收信台竣工。１２月６日，
首先开通中美电报电路，继而陆续开通中德、中法、中英、中日等国际电报电路，
结束自清同治十年起外商对中国国际通信事业的垄断。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合并真
如发信台、刘行收信台、枫林桥支台、中菲转报电台及中央控制室等单位，成立
交通部国际电台。至年底，先后增开马尼拉、香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旧金
山、柏林、巴黎、西贡等电报电路。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改名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由
ＲＣＡ 公司出面，维持上海的国际通信。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停业，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复业。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改上海国际电台。有电报电路３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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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电路４条、节目传递业务电路１条及相片电报电路２条，员工０．１万人。
上海电话局。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九月，在南市成立，电话用户 ９７
家。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开设上海电话局闸北分局。两局有电话用户１１７家。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上海电信局。１９４６年２ 月成立，统一经营国内有线、无线电报，长途电话
及原上海电话局营业区域内的市内电话业务，并管理全市广播电台。恢复为国
内长途通信中心。１９４９年，员工０．２４万人。
上海市长途电信局。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上海电信局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１９５０年６月改为上海电信管理局。后历经变化，１９８５年６月，上海市无线通信
局、上海市电报局、上海市长途电话局等合并为上海市长途电信局。１９９５ 年，
员工０．４５万人。
上海市电话局。１９５４ 年 ３ 月，上海市市内电话局建立，１９９４ 年 ４ 月改今
名。１９９５年，员工０．８６万人。
中央驻沪电信机构 中国电报总局。清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九月，在天津
成立，十一月上海电报分局营业。十年春，总局迁沪，年底改中国电报总局，三
十三年三月改组为上海电政局。
上海电政局。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十月，邮传部在上海设电政公所。
次年三月，和电政公所改组为上海电政局。管辖全国２５７处商办电报局。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年）九月，改名邮传部电政总局。１９１２年裁撤。
交通部国际电信局。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在
南京成立，次年１月迁上海。１９２９年８月，改为交通部无线电管理局。１９３１年
２月，改为国际电信局，管理全国国际、国内无线电业务。１９３６年年初撤销。

第二节 邮政
一、 邮政枢纽、营业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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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枢纽 江海关邮政邮件收寄和分发在一处。上海大清邮政局成立，始
设专职机构分别处理函件和包裹的分拣封发。１９１４ 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
盟，上海邮政成为国际邮件互换局，直接封发寄国外的邮件。１９２４ 年，上海邮
政大楼建成，设分拣封场地，按本埠、外埠和国际函件分拣封发分设，平常函件
和给据函件分拣封发分设，轻件和重件分拣封发，分设分别设置处理部门。
１９８５年５月，建成邮政重件处理中心。 日处理能力包裹 ６．１５ 万件、印刷品
１９．５３万件、期刊１１０万件、报纸２８０万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建成轻件处理中心转

运楼，日处理能力信函１２５万件、封发０．６万袋、报纸１１６０万份、封袋０．４万袋、
２．７万捆，中转邮件０．６５万袋，贮转容量０．３９万袋、２．７万捆。国际邮件处理部
门仍在上海邮政大楼。至此，上海邮政形成有重件、轻件和国际邮件３个处理
中心和海陆空邮运配套的邮政枢纽。
市区局所 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江海关试办上海邮政，设海关书信馆收
寄邮件，未设邮政分支机构。二十三年正月，上海大清邮政局成立，设４个营业
窗口，置落地木信箱。二十五年，局改称上海邮政总局（简称市局）。三十年四
月初二、初三，先后开设福建路支局和南码头支局。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六月，
局改上海邮政局，在上海县城厢和租界内设有支局１３所。１９１２年２月，局改上
海邮务管理局，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１日，迁入北苏州路２７６号上海邮政大楼。设有国
内、国际包裹营业厅，函件、邮政汇兑和储金营业厅。１９３７年７月，局设支局３２
所、邮亭３所。八一三事变后，以设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支局维持营业。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有支局２０所。１９４７年６月，设汽车行动邮局３所。１９４９年５
月，有支局２３所、邮亭１４所，平均每一局所服务面积３．６９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９．７４万人。１９５１年７月，吴淞等５所内地局改称郊区局并入市区。１９５２年，办
理对外营业和投递业务的仍称支局，只办理对外营业的局所改称营业处，邮亭
改属支局管辖。１９５０年４月，“邮发合一”后，筹建报刊门市部和报刊亭。１９５６
年７月，部分邮政局所收受电报、长途电话，改称邮电局和邮电所。１９６２年，撤
销部分营业局所，邮政支局统一改称邮电支局，邮政营业处和邮亭统一改称邮
电所。１９９５年，有支局４１所、邮电所９３所、营业处１８所。每一局所平均服务
面积１．６平方公里。
郊县局所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正月，上海大清邮政局在吴淞海关
泊地办事处开设上海邮界范围内的第一个分局吴淞分局。其后，设在郊县轮
船、火车通达的地方仍称分局，不通达的地方称内地局。至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在上海周边各县设邮政分局１２所、内地局４所。１９１４年，各县有自办局所
４１所。１９２８年１月，松江局列为二等甲级局，其他局未分级。１９３７年７月，上
海邮政设内地局５２所。１９４３年，上海邮政各内地局全部分级。至抗日战争胜
利有二等甲级局１所、乙级局１４所，三等甲级局１１所、乙级局１８所，以及松江
邮局所属支局１所。内战爆发后，长江以北的启东、海门两地解放，两地邮局不
再由上海管辖。１９４９年５月，有内地局３２所、松江邮局所属支局１所和邮亭２
所，共计自办营业点３５处。同时，除吴淞、高桥等５所内地局外，其余内地局分
别由苏北邮电管理局南通分局、苏南邮电管理局苏州分局和松江分局接管。１９４９
年６月、７月又先后划归上海邮政。１９５１年７月，根据邮电部邮政机构隶属关系
须与省市行政区划一致的规定，松江、上海、崇明等１２县３４个内地局划属江苏省
邮电管理局。１９５８年，江苏省松江、上海、崇明等１０县邮政机构随行政区划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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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属上海市。是年，全市郊县有县邮电局１１所、支局５６所、邮电所１１２所，自办
营业点为１７９处，每一局所平均服务人口１．６４万人，服务面积２３．２７平方公里。
１９９５年，有支局１６０所、邮电所１７３所、报刊门市部（亭）３４所。共有自办营业点
３６８处。
代办机构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九月，上海大清邮政局在上海县城
厢内外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内择１８家商铺，设店铺信箱，供公众投寄平常邮件。
商铺代售邮票，邮局专人按时收取邮件。二十九年，在青浦县城厢、朱家角和泗
泾等地选择殷实商铺代办邮政业务，收寄函件、包裹，办理汇兑，出售邮票，名为
代办分局，后改称邮寄代办所。三十二年，设邮政信柜，出售邮票、收寄平常和
挂号邮件，由邮局或信柜负责开启信箱收取邮件。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六月初
一起，取消店铺信箱名称，改为邮政信柜。１９１７年，委托商铺代售邮票，名为代
售邮票处，在商铺附近设信箱。至此，邮政代办机构分为邮寄代办所、邮政信柜
和代售邮票处３种。后邮寄代办所改称邮政代办所、代售邮票处改称邮票代售
处。１９３４年，为取缔民信局，在市区开始设代办所。１９４９年 ５月，上海邮政代
办机构有四等邮局１所、邮政代办所１８６所、邮政信柜２９２处、邮票代售处６７６
处。１９５０年，取消邮政信柜，分别改设邮政代办所或邮票代售处。１９５５年，市
区有邮政代办所 ２１ 所，至次年，市区邮政代办所全部由邮政自办机构替代。
１９５８年后，邮政代办所逐步为邮政机构所替代，增设邮票代售处。至１９９０年，
全市有邮政代办所１９所、邮票代售处０．３３万处。
信筒信箱 清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年），上海大清邮政局设信筒、信箱 ２０
具，接收工部局书信馆 １１具。１９１３年，上海城乡有信筒 １５９ 具、信箱 １２９ 具。
１９３６年，在南京路、静安寺等闹市地段设置蓝色专收航空邮件信筒１０具，１９４７
年７月改设置“赶班信筒”４５具。１９４９年，有信筒、信箱０．１３万具，１９９５年０．４１
万具。
邮政编码 １９２６年，上海邮务管理局将上海市区划分为中心 １、２、３、４
区，东区，西１、２、３、４区和闸北、南市、烂泥渡、龙华、高昌庙等 １４ 个投递区
域，要求用户在信封收寄件人地址之前加注所属投递分区编号。１９４７年４月
起，重新推行投递分区编号制，市区划分为１８个投递区，以市区投递支局编号
作为投递区域代号，１９４９年５月停止使用。１９７８年起，上海列为邮电部试行邮
政编码地区。上海邮政先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试行。 上海市区各局邮编为
“２００×××”。郊区县局分甲乙２组，邮编分别为“２０１×××”、“２０２×××”。
二、 邮件投递

城镇投递 江海关试办邮政时，委托工部局书信馆投递邮件。上海大清邮
政局成立后，设专差投递洋文信件，中文信件委托全泰盛信局代送，半年后停止

委托，自行投送。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十月，工部局书信馆关闭，投递人
员与邮局投递人员合并组成工部间，成为上海邮政最早的邮件投递部门。投送
范围为上海县城厢、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大清邮政开办初期，邮件投递频
次上海本地上下午各１次，内地局城镇每天１次。三十一年，开办快信业务，按
址投送快信。三十三年，部分支局开办投递业务。投递邮件初为步行，后部分
投递人员自备自行车代步，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全部使用局备自行车。１９１７年，
市区闹市中心地段每天投送信件１０次，其他地段４～６次。３０年代起，原中山
路以东地区调整为每天５次，星期日及其他假日 ３次，其他地区为 ３次、２次。
１９４７年，规定１５时前投入吴淞路、思南路等１２个邮局门箱和４５具赶班（白帽）
信筒的本埠信件，以及各投递局门箱开出的就地投递邮件，须当天投递完毕。
１９４９年５月，市区设４５０个投递段，３人合送一段，分早、中、晚３个班次，投送５
个频次。５０年代初，始对棚户区住户实行按址投递。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函件投递
上、下午各２次，１９６２年上、下午各１次。１９９５年，市区每天投递信函２次，特
快专递３次。各县城厢投递信报２次，当天报纸和给据邮件投送到户，平信、报
纸做到妥投。
乡村投递 上海大清邮政局成立后，在各县设立内地邮局地方的城镇，实
行按址投递，乡村的邮件投递仍由民信局办理。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邮
政开始组织部分乡村邮件的投递。１９１４ 年，对各县各内地局邻近的 ３２５ 个村
庄纳入投递范围。邮局雇用当地体健善走者为乡村投递人员，每条投递路线全
程约２５公里，按“排单”上规定的路线行走，排单规定的乡村信柜、邮站或商店
为行走间歇点，不论有无信件均须依次到达。１９５０年３月，在松江地区进行乡
村投递整顿工作试点，信件当日到区，隔日到乡。１９５１年，改为逐日到区，三日
到乡。１９５６年，改为邮件投递到乡，乡以下由乡政府派员负责传递。１９５８ 年
秋，由公社增派公社投递员义务为邮局投送信件和报纸，并全部使用自行车投
递。１９６０年，全市１６６个公社全部实行信报当天投讫。生产大队每天投送的
有０．２３万个，隔天投送的有 ２２４ 个，生产队分别为 １．６１ 万个、０．３ 万个。１９６３
年，乡村投递全部由邮局自办，并实行定路线、定班期、定人员、定接收点、定时
间的“五定”制度。１９６４ 年，由当地干部和农民转递信报。１９６５ 年，邮局聘用
“亦工亦农”半日制乡村投递员，每个投递员投递范围 ３～４ 个生产队。１９７１
年，在南汇、松江、青浦、金山、崇明县局组织大队发行员０．１１万人，负责投送大
队以下各生产队的信件和报刊。１９７４年，除青浦县因属水网地区外，其他９个
县推广摩托车投递，１９８０年恢复自行车投递。１９８５年，重新组划投递路线，规
定投递路线行程每条不少于３５公里，投递点１２０个以上。１９８６年开始，实行当
天报纸、给据邮件直接送到户，平信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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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 清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年），江海关书信馆日均收寄函件 ７．５ 件。三十
年，上海邮政收寄函件５４５．４５万件。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收寄１．２９亿件，占
全国２５．４１％（以上都不包括本地投递的数字）。１９３３年，收寄２．１６亿件。１９３７
年，降至７７９６．７７万件，为上年的３８．３％。１９４３年，再降至３９６０．５６万件，为１９１３
年后最低。１９４７年，收寄２．１２亿件。１９４９年，收寄数比１９４７年减少一半，为全
国收寄总数的１８．５％。１９５０年起，报刊逐步由邮局发行，不再作为函件交寄，函
件下降。１９８７年，收寄２．３８亿件，１９９５年５．６７亿件。
包裹 １９１２年，上海邮政收寄包裹２１．９１万件，１９３６年２６８．５８万件，１９４３
年３５．２１万件，１９５３年３０１．６５万件，１９６６年２０９．１４万件，为６０年代至１９９５年
最低。１９６９ 年起，因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包裹大增，是年达
３４６．２４万件，１９７０年３８１．５９万件。１９９５年，９５３．０１万件。
汇兑 国内汇兑。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上海邮政开办国内普通汇
款。１９３３年２月，开办电报汇款业务，解放后不久停办。１９８８年５月，开办快
件汇款业务。
国际（境外）汇兑。１９１８年１月１日，上海邮政开办国际、港澳汇兑，首通澳
门地区。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０年，先后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英国、香港地
区通汇。至１９２５年，通达３２个国家和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顿。１９４７年
１２月１日，与美国恢复通汇。１９４９年５月后，所有业务停止。１９９２年，首先与
美国和日本通汇，１９９５年扩至１０国。
报刊发行 清、民国时期，出版机构、报馆自行发行书报。报馆并向报贩、
报童批发报纸，有的报馆在外埠设分馆或代派处。期刊零售由出版单位自设门
市部或委托书店，书报摊销售。１９１２年，有一捷音公所，有报童报贩１００余人，
经办零售和承接订户。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时，约有报头 １００ 人、报童报贩
０．３４万人。１９４９年 １２ 月，实行 “邮发合一”，报刊全部由邮局发行。１９５０ 年 ４
月１日、５月１日，上海邮政先后接收《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发行。１９５１年４
月，发行《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１９５３年１月１日，接收新华书店华
东总分店发行的全部期刊。１９８５ 年开始，上海版报刊实行多渠道发行。１９９０
年，有报刊６０３种，９０％由上海邮政发行。１９５０年，上海邮政发行报纸４种、发
行量３０５６万份，发行期刊２种、发行量２３万份，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９５种、１５．２６亿
份，２２３种、１．１５亿份。
集邮 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上海印制第一批发行邮票大龙邮票，七月江
海关向集邮者欧瓦尔出售三分银大龙邮票 １６７５枚和五分银 ６２５枚，为上海最
早成交的集邮业务。１９３３年，上海邮政开始经营普通邮票、纪念邮票、加字邮

票、航空邮票和欠资邮票等品种。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开始发售人民邮政纪念邮票、
特种邮票和普通邮票，老解放区邮票，社会主义国家等邮票。是年，全市营业额
２．８３万元，１９９５年２４５２万元。
储蓄 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中华邮政开办邮政储金业务，上海邮政为第一批
经办单位。１９３３年，收储存款金额银元２４３万元。解放初停办。１９４９年９月，
恢复存簿、支票和定期储金３种储蓄。１９５１年１月，改代理人民银行储蓄业务，
１９５３年３月停办。１９８６年２月起，重新代理银行储蓄业务，是年存款余额１３４６
万元，１９９５年７７．７７亿元。

第三节 本地电话
一、 电话业务

市区营业电话 外商电话公司营业电话。清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年），丹麦大
北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话交换所设立，第一批电话用户有外商银行、饭店、洋行等
１０户。上海电话互助协会电话交换所，安装电话３０多线。中国东洋德律风公
司接盘后，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实装电话用户约３６０线。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
电话交换所，初期开放通话电话用户１０７线，三十三年十月在开利大楼装置１５
门自动电话交换机，在上海首开用户交换机业务，容量 ３～１００ 线共 １２ 种。
１９２２年，公司实装用户１．５６万线。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租界与华界始互通电话，
电话用户大量发展。１９３０ 年，全市用户 ２．６３ 万线，其中营业电话 １．６６ 万线。
各电话公司各有营业范围，或有交叉。１９３０年８月，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接办英
商华洋德律风公司７个电话局所和６个自动交换所局房，成为上海营业范围最
大的电话公司。经营范围，东至定海桥、黎平路，东北至周家嘴路，南至人民路、
肇嘉浜路，西至纪念碑路（今牌坊路），西南至虹桥路，西北至长宁路，北至天目
路。１９３４年用户３．７９万线。１９４５年，号线５．８９万线，其中营业电话３．６４万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号线供不应求。１９４６年４月，规定申请电话者以重要政府机
关、市政机关、重要军事及航空机关等 １２ 种为限。１９４９ 年，实装用户 ６．３５ 万
线，其中营业电话约３．９１万线，有待装用户２．９７万户。１９５４年３月，营业区与
上海电信局营业区合一。
上海电话局营业电话。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在华界地区南市新码
头里街开设商办电话交换所，用户约 １００ 多线，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６８１ 线。１９２６ 年
起，华界与租界电话互通，申请装电话者大增。１９２９年，实装用户号线０．２２万
线，绝大多数是营业电话。１９３３年４月，完成南市和闸北两个电话分局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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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改装工程，增加通向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互通出入中继线。１９３７年８月，
用户０．４８万线。因八一三事变，１９３９年剩０．１７万线。１９４６年，恢复至０．２２万
线。上海解放初期，上海电信局、上海电话公司分别有用户０．８８万户、１．５９万
户。优先照顾医院、工厂、学校、团体、医师及各类新兴企业、商号申请号线。
１９５０年年末，上海市内电话实装营业电话 ４．４８ 万线，其中商业企业户占
３６．３８％、工业户占１２．８２％，机关事业单位户占１４．３４％。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
运动后，减少营业与住宅电话０．６５万部。１９５４年３月，营业区与上海电话公司
营业区合一，１９５５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减少私营工商业电话０．３６万
线，增加机关和国营、公私合营工商业等用户０．２５万线。是年，营业电话 ４．３４
万线。１９５７年９月，除偏远地区外，１００人以上工厂都装有用户交换机。１９５８
年，在彭浦等１０多个新工业区新增０．３万门。是年１月，调整市话资费，净减用
户０．６２万线，１９６１年净减０．２１万线。１９６５年，营业电话 ５．０９万线。１９７５年，
实装营业用户５．８２ 万户。１９８１ 年后，待装户登记逐年增加。１９９５ 年，实装营
业户５２．１９万户，待装户４４．７８万户。
市区住宅电话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装
有私人住宅电话６线，１９１２年９４２线，１９３０年０．９６万线，占实装用户号线总数
３６．７％。美商上海电话公司，１９３２年新装住宅电话０．３万多线。１９３７年上海沦
陷后，租界繁荣，私人住宅电话剧增，１９３８ 年增至 ２．０１ 万线。１９４９ 年，有 ２．４３
万线，占实装用户号线 ３８．５％。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住宅电话减少。１９５０ 年，２．５２
万线，占实装用户号线总数３５．８０％。１９５２年后，拆除一批私人住宅电话。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８年，市话资费２次调整，住宅电话先后减 ４８２线、０．３７万线，１９５８年减
至１．６９万线。１９６５年，减至 １．４４ 万线，占实装用户总数 ２１．０１％。“文化大革
命”中，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年拆除 １．３３ 万线，１９７０ 年剩 ９６０ 线，为 １９３０ 年后最低。
１９７７年后，始对部分教授、医生、画家、民主人士、侨眷、工技人员和知名演员等
开放新装私人住宅电话。１９７９ 年后，私人住宅电话发展纳入市话发展计划。
１９８０年，实行收取安装电话初装费，对住宅电话收保证金６０元。是年，有私人
住宅电话０．２７万线。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５日，市话局在《解放
日报》《文汇报》刊登《本市部分敞开登记个人用户》公告，自１９６６年后首次敞开
受理私人住宅电话的申请。局部地区话线供不应求。１９８５ 年起，申请住宅电
话大增，１９９０年超１０万户，达 １４．５７万户。１９９５年，住宅电话 １３０．７４万户，占
实装电话总数６９．３％。有待装户４４．７８万户。
郊县电话 民国时期，上海周边松江、上海等１０县城乡电话，县与县、县与
乡、乡与乡均为长途电话。１９４９年后，各县县内城乡电话统称县内电话。１９５２
年，１０县县城厢市内电话用户６４６户，农村电话用户０．１１万户，１９５８年分别增
至０．２９万户、０．３万户。１９７８年，０．６７万户、１．９１万户。１９７９年，开放市县直拨

电话，１９８８年有２０４户。１９８９年，全市自动电话实行七位号码制，郊县电话增
加，１９９５年用户３４．６３万户。
公用电话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大北电报公司在公司所在地安装一部
电话，向公众开放，付费即可通话。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认可酒菜馆、旅馆、茶
馆与夜总会等处电话可供他人借打，并收取费用，一批电话逐步成为公众电话。
１９３０年末，上海电话局奉令设立公用电话。次年元旦起，在闸北、南市与江湾
等电话局所装公用电话４部，委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小东门、老西门两分所
代办公用电话２部。１９３１年后，上海电话局规定电报局与邮局均须设置公用
电话。１９３２年，《上海市代管公用电话办法》实施，社会各界可代管公用电话业
务。１９３４年，华界地区局办与代管公用电话１２０余部。１９３３年，上海电话公司
在租界设置公用电话１７部，并于１９３５年设“纳费柜式”（人工投币式）公用电话
机。１９３６年，华界地区公用电话１２４部、租界２１３部。１９４１年起，上海电话公
司普遍采用人工投币式公用电话机，至１９４５年有１９２部。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上海
电信局在大场等市郊装设一批公用电话。１９４９ 年，市区公用电话 ４３６ 部。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日起，虹口地区 ６２处代办公用电话站试办传呼服务，１９５３年年
底在全市推行，全市始有公用传呼电话。１９６５年，全市有公用传呼电话０．３２万
部，通话２５１０万次。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公用电话取消个体代办，改由街道里弄集体
代办。１９７６年，全市有０．３６ 万部。１９７８ 年，恢复个体户与合作商店等代办公
用电话。１９７９年，在上海火车站、十六铺码头等处安装电子投币式公用电话机
５０部。１９８１年开始，加快发展公用电话。１９８２年，市区公用电话服务点０．３万
处、电话０．５１万部，其中传呼服务站０．２万处、电话０．４１万部，市区０．１７万个居
民委员会代办传呼业务。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日，在金陵东路开放使用７座投币式
公用电话亭，２４小时服务。１９８５年６月，始设夜间紧急公用电话服务点０．１万
处。１９８５年，有０．３３万个公用电话服务站，以退休工人为主的服务员 １ 万余
人。１９８６年，市政府把“在新居住区增加公用电话 ５０ 处与市中心增设投币公
用电话５０处”列为当年５件实事之一。１９９０年，公用电话服务点０．３９万处，其
中传呼服务点０．２７万处。１９９５年，公用电话３．２万号线，通话次数５．０８亿次。
二、 电话号码制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后，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用户电话号码均为不
等位的一位数至三位数，三十年，用户电话号码为不等位的一位数至四位数。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出现多局制后，用户呼叫电话时也须在电话号码前报出相
关局区名。１９１２年后，华洋德律风公司用户呼叫电话在电话号码前须冠局区
名。１９２４年３月，华洋德律风公司电话号码首先改用五位数。租界电话号码
出现不等位的一位数至五位数。上海电话局经营的华界电话，号码为不等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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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数至四位数。１９２８年，华洋德律风公司的电话号码实行统一、等位的五位
号码制。第一位数字是局号。１９３３年后，上海电话局的大多数用户使用五位
数号码，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８日全部实行。至１９５７年８月３１日，上海电话公司和
上海电话局使用两套号码重复的五位号码制。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０ 时 ０１ 分，
升位割接成功，全市电话网实现统一、等位的六位号码制。１９８９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０时０２分，首先在全国实现七位号码制。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５日零点，实现八位
号码制。

第四节 长途电话
一、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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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路 １９２３年３月，上海与嘉定县南翔间开通上海第一条长途电话
电路。１９２５年，上海、南京间电报线路（沿铁路）悬挂长途电话铜线。１９３６年
９月、１２月，先后开通至武汉、广州无线电话电路，为上海最早开通的国内无
线长途电话电路。１９３７年２月、４ 月，先后开通至苏州、南京载波电话电路，
为上海最早开通的载波电路。１１ 月上海沦陷后，长话电路全部停通。１９４６
年１月，开通长途电话电路２９路，对重要城市主要增加载波电路和短波无线
电路。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 ，至南京 、杭州沿线长途电路开通 ，通北方的无
线电路大部分保持开放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上海成为华东区网路中心 。１９７０
年 ，开通长途电话电路 ３１８ 路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 ，上海与北京 、天津 、济南间试
开放长途自动电话 。８０ 年代 ，发展长途电话半自动接续和全自动直拨 。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 年 ，微波电路扩容 ２４０ 路 。１９９０ 年 ，北京至上海数字微波干
线工程竣工试运转 。１９９４ 年 ，上海七宝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建成开通电
路 ，上海至台湾开通固定中转长话业务电路 。１９９５ 年 ，上海国内长话电路
３．９３ 万路 。
国际、港澳电路 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上海电话局开通上海至东京短波无线
电话电路，为上海开通的第一条国际电话电路。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９日，开通至旧金
山短波无线电话电路。１１月上海沦陷，国际无线电话电路全部停闭。１９４９年
５月上海解放时，伦敦电路中断，维持上海至旧金山、马尼拉、香港 ３ 条线路。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９日、１９５１年７月 １６日，先后开通至莫斯科、伯尔尼短波无线电
话电路，２条电路成为上海至欧洲地区主要通信通道。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２
时，虹桥机场移动式卫星通信地球站与美国詹姆斯地球站开通，有电话电路２４
路。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２日，莘庄固定式卫星通信地球站启用。１９９２年３月，国际

通信卫星商用业务（ＩＢＳ）卫星通信地球站启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５日，中日海缆
启用，有电话电路４８０路。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中日海底光缆投产。１９８０年，上海国
际及香港电话电路３８路，１９９５年０．７万路。
二、 业务量

国内业务 １９２３年，开放长途电话业务，１９２６年１．８５万次，１９４８年３０２．０９
万次，１９５７年６０．４５万次，１９７８年１３３５．６７万次，１９９５年７．２３亿次。
国际、港澳业务 １９３６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海与日本间开放国际电话业务，２
月通话１４ 天，去话 ２６ 次、来话 ３８ 次。１９４８ 年，电话总交换量 ６．５１ 万分钟。
１９４９年，总交换量１．３６万张，１９５２年２．２万张，１９７０年０．２４万张，１９８０年３９．９２
万张，１９９５年２．０２亿张。

第五节 电报
一、 电路

国内电路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正月二十五日，大北电报公司敷设的
沪港水线上海与厦门站间通报，为中国第一条国内公众有线电报电路。光绪七
年（１８８１年）十一月初八，清廷筹建的津沪电报陆线２条建成，分别供上海与天
津开通直达电报电路，上海至紫竹林、大沽、临清、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开通
同线电报电路。至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海局通报的电路 ２５条，八一三事变后全部
中断。１９４５年８月，上海有南京等６条报路。１９４９年５月，维持宝山、吴淞和
浦东３线。沪宁、沪杭电路修复通报。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通北京等 １４ 地。１９９０
年，除西藏、宁夏２个自治区未建立直达电路外，各省市均有直达。１９９５年，有
电路８９条。
国际、港澳电路 水线电路。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四月十三日，丹麦大北
电报公司擅将香港水线在长江口外大戢山岛登陆设水线房，再沿黄浦江至公共
租界旗昌洋行码头附近上岸，引至南京路５号公司报房，开通电路。次年二月
二十九日，公开营业收发电报。四月十六日起，上海拍往欧美电报可经此电路
传至伦敦并转往欧美各地。六月二十六日，敷设日本长崎到上海的水线，再次
擅自在上海登陆开通电路。１９４３ 年后，上海地区无水线。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上
海—东京电报电路改用中日海底海缆通信，至１９９５年畅通。
无线电路。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５日起，法租界顾家宅电台接收法国里昂发来的
新闻电。１９２６年，法国政府于上海法租界建 ２ 个新台，先后与西贡、马尼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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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国际无线大电台筹备处开通上海
至马尼拉电路。１９４９年年初，上海有国际电路３２条。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汉城
电路停通。１９５７年６月，按邮电部分工，上海主要承担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
地区的电报通信。１９５７年６月，有电路２５条。１９６８年１１月 １５日，至马尼拉
和旧金山电路停闭。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至旧金山恢复。１９９０年，上海有１４条
电路。１９９２年９月１日，关闭上海至巴黎、罗马、斯德哥尔摩、开罗、仰光和平壤
电路。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关闭至香港、新加坡、曼谷、悉尼电路。１２月１日，关
闭最后２条上海至东京电报电路，国际电报全部改由北京经转。至此，上海结
束作为中国国际电报出口局的历史。
二、 电报业务

国内电报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十一月，上海电报开局，头一个月不收报
费，发出电报０．４万份。三十三年九月，发出电报 １．３ 万份、２１．６１ 万字。１９３５
年，收发３４４．１７万份，创历史最高。１９４６年，收发 ２８６．６５万份，１９４９年 ４０７．５４
万份，１９６０年１０６６．３０万份，１９９５年１００８．８５万份。
国际、港澳电报 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二月二十九日，大北电报公司上海
至香港水线开通，是日往来电报７０份。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交换量１７１．０８
万字。１９３７年，交换量 １３９．９１ 万份、２１４６．３８ 万字。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至
１９５０年，上海是国内唯一的国际及港澳通信出入口局，业务交换量激增。１９４９
年，交换量８４．１３万份，１９５０年９５．１９万份。至１９６４年，每年约５０万份。１９６５
年开始，全国国内与国外来往电报均集中上海交换，１９７２年１２１．１２万份。１９８１
年１８８．０９万份，创历史最高。此后大幅度下降。１９９０ 年约及 １９４９ 年的 １／２。
１９９５年，交换量２万份。

第六节 其他电信
一、 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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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 公众网。１９８２年７月，上海地区移动电话公众网建成，有１个
基站，容量２０户。１９８８年３月，引进美国摩托罗拉公司 ＴＡＣＳ制式９００兆赫蜂
窝状模拟移动电话系统 （简称 Ａ 网），建立 １ 个基站。采用大区制设计，容量
３００多户，以雁荡大楼移动电话交换机房为中心，服务半径车载式移动机大于
３０公里，手持机室外约２０公里，手持机市区室内１０公里，郊区室内１５公里，固
定台配天线４０～６０公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另１套瑞典爱立信公司９００兆

赫蜂窝状模拟移动电话系统（简称 Ｂ网）投产使用。具有５个基站，容量约０．３
万户。Ａ、Ｂ两网移动电话交换机与本地网、长途网间均由中继线联网互通。
至１９９３年，Ａ、Ｂ网手持机基本覆盖全部上海地区。１９９４年，安装１套德国西
门子公司数字移动电话系统（ＧＳＭ），建上海第三个移动电话网—Ｃ 网（１９９５年
初改称 Ｇ 网），在浦东新区建１３个基站，容量１．２８万户。Ｃ 网与模拟 Ａ、Ｂ 两
网、本地网、长途网间均有直达中继链路相互贯通，上海地区移动电话形成数、
模并存网络。
漫游业务。１９９０年３月１日，上海与香港电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ＣＳＬ）开
放移动电话人工漫游业务。到１９９４年，上海与国内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
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设有人工漫游业务。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Ａ、Ｂ 两网移动
电话自动漫游业务向用户开放，可分别通达１７个和１１个省市自治区。是年，Ｇ
网连１４个省市自治区。１９９５年７月，中国联合通信公司在上海建立数字移动
电话通信网，与本地网、长途网都有直达中继链路连通。与 Ａ、Ｂ、Ｇ 三网可通
过本地市话网互通。形成覆盖全市并与２６个省、市、自治区联网及与新加坡和
香港、澳门地区开放漫游业务的移动通信网。
用户。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移动电话用户２０个。初装用户除收初装费外，再
按汽车用户、船舶用户、远地固定用户、特准用户分别收月租费。１９８８年３月，
Ａ 网开通使用，至年底用户 ２１４ 户。每一用户包括购机、初装、入网和开户等
费，总费２．７万元。１０月，对用户开放国内国际长途电话直拨业务。１９８９年１２
月２０日，沪港实现双向移动电话人工漫游，年末有用户６５０户。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４日起，Ａ、Ｂ、Ｇ３网实现用户“即要即开”。是年，全市用户１７．８０万户，移动电
话持有率每百人１．３７部。
无线寻呼 １９８２年７月，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建传呼中心，设３个基站，寻呼
台设８个座席。有香港星光传呼机公司提供的６０～８０瓦高频发信机５部、传
呼器 １００ 只。１９８４ 年 １ 月，对外营业。１９９３ 年，无线寻呼市场向社会开放。
１９９５年，经营单位７１家，基站２４８个，容量１５０万户，用户１６１．７万户。
二、 增值电信

电子信箱（犕犎犛或 犈犕犪犻犾） １９９２年 ６月，上海市长途电信局的电子信箱
系统试运行。１９９３ 年 ４ 月，与福州等地联通。１９９４ 年，开通与北京、美国
（Ｔｅｌｅｍａｉｌ）、日本（ＡＴＩ）、新加坡（ｓｔｅｍｓ）和意大利（ｏｍｅｇａ４００）的 Ｘ．４００网络互
联，并与韩国等国及国内青岛等地联通测试成功。１９９５ 年，联通长沙、台湾和
挪威、瑞典。是年７月，加入全国联网，和北京等 ９城市同为子系统，和北京互
为国际出口备分路由。自此，建成中国电子信箱系统（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ｌ）。是年，用户
０．１３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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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互联网（犐犖犜犈犚犖犈犜） １９９５年年初，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上海节点
建成，专线经美国 Ｓｐｒｉｎｔ公司 Ｓｐｒｉｎｔｌｉｎｋ 与国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互联。是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海节点开放国际互联网业务。是年，用户０．１１万户。
三、 有线电视传输

１９９２年，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和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提供电路，分别开通长
宁、徐汇区的有线电视网，入网用户 １０万户。到 １９９４年年底，全市 １４个区全
部联网。次年，用户１５０万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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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土地、房地产
第一节 土地
一、 土地状况

土地分布 元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上海县立，土地约２０００平方公里，
合３００万亩。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６００平方公里，合９０万亩。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二十五年划地 ８４０亩（８３０老亩）为英侨居留地。二十八
年，划虹口为美侨居留地，界址未定；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
两次强自划定界地０．７９万亩。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土地 ９９８ 市亩为法侨居留
地。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占地 ４．８１ 万亩。１９２７ 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面积 ７４．２
万亩。公共租界、法租界租界地４．９２万亩，越界筑路地区４．８１万亩。抗日战争
胜利后，全市面积８６．９１万亩。１９５１年，上海市土地面积９２．６４万亩，其中市区
１２．９５万亩、郊区７９．７万亩。１９５８年，划入江苏省１０县，面积大增。１９９５年，全
市土地９５１．０７万亩，其中耕地５５３．１９万亩。
使用分类 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全市土壤普查和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市中心区土地
进行登记后，始有全面资料。１９９５ 年，全市各类用地，农业占 ６２．０８％、水域
１３．９０％、住宅１１．４９％、工业和仓储４．７７％、交通３．９９％、公共建筑１．０１％、公用
设施及绿化０．５１％、特种０．４９％、商业０．３１％、其他１．４４％。
土地占有、人均用地 １９５０年底，上海市区土地，公有土地占１２．４％，私人
土地占７４％，外国人土地占 １３．６％。 到 １９８４ 年，私有土地 ０．６８ 万亩，业主
２．１万户，上述土地是年全部收归国有。１９９５年，全市土地３５６．６９万亩，国有占
２２．６９％、集体占７７．３１％。
人均占地。１９８１年，全市０．８１８亩，１９９５年０．７３６亩。
耕地。１９８１年，全市人均０．５市亩，农村人均１．２市亩。１９９５年，全市耕地
５５３．１９万亩，占上海土地总面积５７．８２％。人均０．４３亩。
居住用地。１９８１年，全市 １２７．２４ 万亩，其中农村宅基地用地 ８４．８７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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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人均居住用地０．１１亩，其中农村人均宅基地０．１７５市亩，超过市规定的农
村宅基地标准（人均０．０９市亩）约１倍。１９９５年，全市１０９．９７万亩，其中农民住
宅用地８７．９万亩。全市人均住宅用地 ５６．３３ 平方米，其中中心城区人均 ９．４１
平方米、近郊区人均８９．３平方米、远郊人均１１２．３８平方米。
二、 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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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产籍 明、清时期，上海县地籍沿用元代华亭县规定，分为保、区、图、
圩、号５级，每一号内分户发产证。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上海小刀会起事，上
海县衙册籍被焚。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重理田粮，仍沿用旧地籍，造图册，核发
“执业田单”。１９２４年，上海县清丈，至１９２７年６月测户地 １３．３万亩。公共、
法两租界范围均在上海县境。 清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年 ），英商租地造房。
二十七年，外商所用土地始由上海道印发道契，请领道契的有英、美、法等 １７
国。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接收上海县 １１ 个市乡和宝山县 ６ 个乡。１９３７
年４月，上海市开办“土地所有权状 ”，到八一三事变发生发状 ７６２ 份。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图籍档案寄存公共租界工部局内，１９４０ 年 ７ 月被迫移交给汪伪
政府，伪市政府土地局据此开办土地登记等业务，发“土地执业证”１．８５万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宣布一律无效。同时开办土地所有权登记和公
地嘱托登记。 共有土地 ２３．６３ 万丘，登记 １７．１８ 万丘，发 “土地所有权状 ”
１０．７６万丘（份）、“公地所有权状”１４２ 份。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规定外人既得之土
地经登记后发给所有权状。１９５０年，市政府地政局对２０个市区约１０万丘土
地资料加以整理，统一绘制市区 １／５００ 地形图 ０．２３ 万幅。６ 月核发 “土地所
有权状”、“公地所有证”，至１９５５年５月分别核发３万份、０．１４万份。１９８４年
４月，根据１９８２年宪法，市政府规定全市城市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私有土地
产权证件一律作废，原私地租赁关系自然终止。进行土地使用权登记。市区
私地业主总户数２．１ 万户、面积 ０．６８ 万亩。办理国有土地使用登记 １．４９ 万
户，未经登记内部办理接管 ０．６１ 万户。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恢复地籍管理制度。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５日，颁发“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证 ”，始发 ６５０ 本。１９９２ 年年
底，开始全面发放，到 １９９５ 年全市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７．８１ 万本、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含“上海市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证”）１１３．１２万本，发证率
分别为９５％和９９％。
农村土改后地籍。１９５０年冬，郊区实行土地改革，１９５１年３月市政府公布
土地证实施办法。凡农民分配得到的没收征收的土地及原来的国有土地，发给
国有土地使用证，共５．６万余份。其他各阶层人民私有的土地和房产及农民原
有的土地房屋，发给土地房产所有证，共１０．６万余份。
土地估价 全市估价。清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 年），英租界工部局第一次董事

会要求各租地人限期自报地价，否则工部局派公正人估价。同治元年起，工部
局设估价委员会，编造估价册。公共租界估价平均每亩从１８６５年银０．１３万两
升至１９３３年银３．３９万两，其中以中区平均价每亩银１３．２５万两、南京路外滩每
亩银３６万两为最高。所估地价，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约为市场买卖价 ７５％，光
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为８０％。１９２８年，上海特别市政府令各区查报地价。市
区土地亩均０．１４万元，沪南最高达０．８３万元，闸北其次在０．６１万元，杨思、高
桥最低，分别为３３６元和３１２元。１９３３年后，因局势影响，地价回落，估价未作
调整。１９４４年７月，中、西区和东、北区以原估价５倍和３倍增算。次年７月，
又分别提价１０倍和６倍。１９４８年，地价比上年涨１５～２５倍。１９５０年起，改用
地价基数全面估价，以上海地价最高的南京东路外滩土地定为基数１０００，其余
依次降低，最低基数为 ２．５。不再全面评估地价。１９８８ 年，市土地局对第一幅
批租土地（外销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按国际通用办法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作为
批租的底价。１９９５年，对全市０．４７万个国有企业按清产核资的土地价格，评估
９９８９．７万平方米用地，总估值３４７．３６亿元。
外国（境外）人用地估价。清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外国人在法租界外滩一
带占地１８５亩，平均每亩估价８６８银元。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法公董局对法租
界土地分别以每亩银 ０．２ 万两、０．１ 万两、３００ 两分段估价。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又分作５等，１９３０年估价１．２ 万亩，总值 ３．２３ 亿元，平均每亩 ２．７ 万元。
洋泾浜外滩地价最高，１８６２～１９３３ 年地价上涨 ９２．５ 倍。１９４０ 年，东区以原
估价较高未作变动，中、西区分别增加 ２～７ 成。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上海外销地
块，综合用地每平方米最高价０．８４万美元，最低价０．１３万美元。住宅用地最
高价０．２９万美元，最低价 ３８３ 美元。 工业用地最高价 １１０ 美元，最低价 ３０
美元。
土地征用 清末民初，政府筑路征用民地、收用洋商租界外道契地，均不作
赔偿。租界筑路、办公益事业用地早期以收购方式取得。 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
年），五国公使暂行批准《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规定在租界内租界当局可
强制征地，清政府大批征地，专案定价。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年），筑修吴淞铁
路，规定每亩最高地价银２００两，最低２０两。次年，辟吴淞商埠，筑路征地分每
亩银１６０两、１２０两、８０两３等给价。１９２９年４月，上海特别市政府规定对路旁
土地征收受益费。１９２７～１９３５年，全市征地１．０２万亩，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４月０．４
万亩。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全市政府征地 ９．４６ 万亩，１９５８ 年 ３．８８ 多万亩。
１９９２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土地管理局下达上海市建设用地指标为 ６．４９
万亩，当年市、区、县审批建设用地２７．０７万亩。１９９５年，为８．９４万亩。１９５０～
１９９５年，全市批准建设用地１３８．７５万亩。其间，１９５０年０．４１万亩，１９６９年６４５
亩创历年最低，１９９２年３０．９万亩创历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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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房屋
一、 房屋占有

公有房屋 民国时期，公有房屋主要有党政军、学校、医院等用房。解放
后，接管没收敌伪房地产，处理外国人房地产，对私营房地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政府和各系统单位投资建造，形成公有房屋。１９５８年，市区公有房屋４１８４．７万
平方米，占房屋总量７８％，其中直管公房２５８２．９万平方米、系统公房１６０１．８万
平方米。１９７９年，市区公有房屋占全市房屋 ８９．１％，为历史最高。１９９５年，全
市公有房屋１７９４７万平方米，占全市房屋８１．２％，其中直管公房占３１％、系统公
房占６９％。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公有房地产在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中，一直
居主导地位。
私有房产 民国时期，上海房产基本为私有房地产。１９５５年，市区有房屋
４５８１万平方米（不含棚户简屋和浦东市区部分房屋），其中私房２７５１万平方米
（不包括外国人房产），占６０％。私房出租１９３５万平方米，占私房７０％，占市区
房屋４２％。有二、三房东８．７６万余户，部分仍收取顶费、小费。１９５６年，对私营
房地产、私营出租大业主以及私营工商业以公私合营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１９５８年，又对私房出租小业主以国家经租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年，市区
私有房屋１１７７．５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房屋占 ８９．６％。此后，私有房屋逐年减
少。１９７９年，市区私有房屋 ９６０．１ 万平方米，为历年最低，其中居住房屋占
９８．９％。１９７９年，开发侨汇商品住宅，允许归侨、侨眷购买，私有房产开始增加。
１９８１年后，允许有常住户口的市民购买商品住宅，私有房产迅速增加。１９９２
年，允许外销商品房向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１９９４ 年，实施出售公有住
房，向租住职工出售成套独用的公有住房。私有房产迅速增加。１９８２年，市区
私有房产１１１２．７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４１４７万平方米，占市区房屋总量１８．８％。
二、 房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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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产籍 清代、民国时期，房屋作为土地定着物 （附着物），不另登记发
证。土地登记所颁发的“土地所有权状”，有“定着物情形和现值”栏目，不作为
房屋权证的确认。解放初，上海市地政局办理土地登记案件时，地上有房屋的
同时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发给收件收据。１９８８年４月，全市房产总登记全面
展开，１９９２年７月结束。共核发所有权证２２．２３万本，房屋确权面积１９９５４．２万
平方米。其中直管公房、系统公房发证率 ９５％ 以上。到 １９９３ 年，私房发证率

９２．７％。是年起，对房屋产权纳入产权登记管理，单位和个人房屋凭证管业，凭
证出售、出租房屋，凭证办理房屋买卖、继承、赠与、交换、分析、合并、调拨等转
移变更手续，凭证申请房屋的扩建、改建，凭证办理拆迁补偿手续。１９９４年起，
办理公有住房出售事宜，至１９９５年发放房屋所有权证 ６０．６万本，涉及房屋面
积３２０８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４月，市房地产登记中心成立，实行土地、房产登记
发证统一管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颁布，规定 １９９６年 ３
月１日起实行房屋、土地两证合一，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
房屋拆迁管理 民国时期，征用土地拆迁房屋，房屋作价赔偿。１９５６ 年，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凡拆迁户数较多，迁建基地由市房地局另行觅地统一安
排，零星分散户区政府指定迁建附近村落。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全市因征地收购房
屋１２３幢、５６４间，拆迁房屋２３６幢、１．７万间。１９５８年，拆迁房屋约２６万平方
米，对原房主予以补偿。有分配现成房屋给拆迁户，原房作价补偿；代业主原房
原拆原建。建造统一规格的农民新村供分配使用。１９８２ 年，规定新建房屋安
置原住棚户、简屋或旧式里弄内的被拆迁户，按人均４～７平方米分配。用新建
房安置原住老宅基的拆迁户，原人均面积在１３～２０平方米和２０平方米以上的
分配９和１２平方米。迁至郊区的每人增配１平方米。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拆迁面
积１５８２．６万平方米，动迁居民３０万户，２５万户动迁居民迁入新居，人均居住面
积由６．９平方米增至７．５平方米。
住房调配 １９５２年４月，首次分配租赁全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住
宅１６７幢，每幢上下两层各３户，分配０．１万户。１９５３年８月，向纺织、重工、轻
工、市政、建工、军需等系统职工１．９７万户，分配新建的称作“两万户”的 １７个
工人新村５５．５３万平方米工房。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建干部住房９．４万平方米分
配给干部。１９５６年，市房地局把市级机关让出的２８幢、１２６组公寓、花园住宅，
分配给１０个系统（单位）３５１名高级知识分子。１９５７年以后，全市住宅建设实
行统一计划、投资、设计、施工、分配、管理等 “六统一”。新建住宅由市统一分
配，分配给住宅建设和市政建设单位用于动迁居民；分配给市、区机关事业单
位，用于单位职工；分配给房管部门用于居民，重要统战对象、专家、知名人士、
归国华侨及到沪定居的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在闵行、吴淞
等新工业区新建住宅，分给当地工厂职工，集体宿舍每人３～４平方米，眷属宿舍
平均每人３～５平方米。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市革命委员会用“文化大革命”中抢占的
公私房屋６５万平方米分配给最困难的居住户。同时，市房地局革委会为约５００
户抢占房屋的“造反派”用户补办配房手续，使非法居住变为合法居住。１９８２年，
市政府要求住房由国家统筹统建统分为主逐步过渡到单位自筹自建自分为主。
１９８５年起，政府房管部门只负责分配市政府批办的特需用房，不再向居民配房。
１９５３～１９９４年，市区直管公房居住房屋分配２２９．４２万户，其中困难户占４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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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房地产业
一、 私营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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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 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老沙逊、怡和、仁记等洋行开始投资上海房
地产，在英租界建木板房８００余幢。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老沙逊、新沙逊、怡和
等洋行经营房地产，拆除木板房，翻造和兴建两层砖木石库门楼房。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上海首家外商房地产专业公司德和洋行创办。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年），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创办，始出现标有中文 “地产公司”的专业外国房地产
商。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１８年，英商泰利洋行、哈同洋行等３０家房地
产公司开办。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８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核准建房４．３万
幢，年均０．４万幢以上。２０～３０年代，房地产业发展出现高峰。公共租界新建
房屋８万余幢，年均０．６万余幢。法租界新建中西住宅 ３万多幢。１９２１年，公
共租界房捐地税占租界财政收入一半以上。１９３１年，房地产交易总额１．８３亿
银元，工部局房捐地税收入１４１２万银元。１９３０年４月，上海房产业主公会有外
商会员１４０家。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大批房屋毁于战火，损失２亿银元以上，
经济萧条，公共租界空置房０．５万余幢，全市房屋开工量骤减５０％，房地产交易
额仅及上年 １３％。１９３４ 年，受世界经济影响，上海房地产业出现严重危机。
１９３６年，公共租界空置房０．９ 万幢，占全部房屋 １０％ 以上。地价暴跌，房价只
及战前十分之二三，房地产交易量下降，外国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上市价跌至面
值１／１０，银行停止抵押贷款，房地产抵押业务停滞，多数房地产商负债，经营困
难。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闸北、南市部分地区成为废墟。租界东区、北区烧毁
住房１．３万余幢，占地区房屋总数１／３。英、美等房地产商抛售房地产，资金转
移国外。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等房地产商或迁香港，或把独资洋行改成中外
合资，有的大量出售产业。１９４６年，地价上涨指数远低于米价，１９４８年 ６月房
租指数是物价指数１０％。１９５０年，有外国房地产商７４家，其中有房地产的自产
商３７家，占有土地０．３８万亩、房屋２２７万平方米，土地、房屋分别占外国人在沪
房地产总数１４．７％和２９．７％。大多企业业务收缩、负债，以产抵债而歇业。
华商 房地产商。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后，官僚、买办、地主、富商在租界
内外大量置产，出租牟利。较大的业主有南浔“四象”之称的张、刘、邢、庞４家
和宁波李家、方家。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前后，刘家在租界中心地段建造会
乐里、会香里等多处里弄房屋。各业主设经租账房，管理房产。二十四年，叶澄
衷开设上海最早的华商房地产公司之一树德房地产公司。１９２７ 年，全市有华

商房地产公司约１０家。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上海房地产交易活跃，１９３０年上海房
产业主公会有华商会员６０家。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大陆、上海商业储蓄等银
行都设立房地产部经营房地产。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锦兴等１０多家公
司均因巨额负债破产倒闭。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外国房地
产商业务收缩。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４１年，华商新开设房地产公司约３０家。１９３７
年，全市房地产交易６２７万元、１９４０年 １．０１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房地产
在日军统制的产业之外，众多商人投资于房地产。１９４４年，市房地产业同业公
会会员１７５家，其中新加入的约５０家。新建房地产公司大多以房地产作筹码
进行投机，未建新房。后因市内地价直升，且不易买到，房地产商经营转向市
郊，各类土地交易兴旺。抗日战争胜利后，再度出现抢购房地产热潮。１９４８年
３月，参加上海市房地产商业同业公会的房地产商 １１７ 家，大部分是经租商和
介绍商。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有自产的华商房地产公司４９家，有土地６５６亩，房
屋０．２４万幢、建筑面积４９万平方米。１９５４年，月收租金９．５万余元。１９５６年１
月，全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经租处。主要为房地产商所设管理房产的账房。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有 ７３ 家，
１９５５年增至 ９９ 家，经租房屋 ２．８２ 万幢、建筑面积 ３６３ 万平方米，每月租金
８１．２４万元。１９５６年，实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租房消失。另有房主
自设的经租账房，不办工商登记，不参加同业公会，１９５３年全市有２１５户，管理
房屋面积１８０万平方米，月收租金４０万元。
私人大业主房产。业主以工商业者为主，大多兼营房地产出租、买卖。拥
有的房产数量、质量都超过专业华商房地产公司。１９５５年６月，全市占有房屋
０．１万平方米以上的业主 ０．３２万户，有房屋 ７．７８万幢，建筑面积 １０８５万平方
米，占全市房屋总面积２３．２％。１９５６年，全部房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二、 公有房地产

公有房产来源、数量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至５０年代，上海通过接管公产、
敌产，接管、代管外商房产，对私营房地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公私合营的
原私营工商业的房产，形成公有房产。公有房产分为直管房产和系统管理房产
两部分。房产来源，（１）１９４９年６ 月，上海市军管会规定 “国民政府所属各级
党、政、军、团、特、财、教等机关部门之房地产，统归本会各有关部门依照系统
接收，各接管系统以外之公共房地产，概由房地产管理处接收之”。市军管会
房地产管理处接收并统一管理的产业，成为第一批直管公房。接管土地０．８９
万亩、房屋２５０万平方米，至１９５５年有房０．９万幢。（２）１９５０年，上海市军管会
征用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利用“援华”物资同国民政府签约取得的２１处
房地产。到１９６４年，全市接管、代管外商土地 ２．５９ 万亩、房屋 ７６５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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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５６年，上海市对私营房地产企业和占有出租房屋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私人
业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２０２家房产企业公私合营，另２７００家业主房产
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８年，对出租私房１５０平方米以上（郊县城镇７０平方
米以上）、不足１０００平方米的业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３．９７万户私房由国家经
租。通过两次对私改造，市区有１４０３．５万平方米私房纳入直管公房管理，其中
公私合营８５６万平方米、国家经租５４７．５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房屋３０．６４％，占私
有房屋５１．０２％，占私人出租房屋 ７２．５３％。（４）１９５６ 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私营工商业主的私有房地产归入公私合营工商企业，纳入系统公房管
理。５０年代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各部门按系统接收私营工商企业并
自行管理的房产，成为第一批系统公房，至 １９５７年 ３月有 ９９０万平方米，约占
全市房屋１８．９％。其中自管数量较大的有市纺织局等系统单位。系统公房主
要是经营性非居住用房，居住房大部分出租给单位职工。（５）１９５１ 年起，新建
大批公房，并成为公有房产主要来源。新建公房实行“三统”，统建统配统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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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建造的房屋和各系统单位投资计划建造的职工住宅统一划归市房地
局管理；各系统单位按固定资产投资建造的生产经营用房由系统单位自管。至
１９７８年，全市建成２２０个新村。市区有房屋８６５２．９万平方米，其中公有房屋占
８８．８％。公有房屋中直管公房与系统公房各占一半，公有居住用房９５％是直管
公房。（６）１９８０ 年，改革住房 “三统”制度。实行职工住宅由单位自建自配自
管，各单位自建的办公营业用房不再移交市房地局统一管理，各系统房地产开
发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除出售给私人以外的也属系统单位产权。直管公房除少
量特需用房外，面积不再增加。１９９３ 年，实行公有住房出售，直管公房减少。
１９９５年，市区有房屋 ２．２１ 亿平方米，公有房屋占 ８１．２％。建成居住新村 ３５８
个，其中高层建筑０．１４万幢。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拆除公有旧房２５７１．９万平方米。
市区直管公房租金收入。１９５１ 年，全市 ０．０５ 亿元，１９９５ 年 ４．６８ 亿元。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９５年，资金总收入７４．２１亿元，总支出７４．５１亿元。
住房制度改革 公积金制度。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实施《上海市住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推行公积金制度。职工本人和单位分别按职工基本工资的 ５％
向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公积金。至 １９９５年，全市参加公积金制度的单位
３．３６万个、职工４６３万人，占全市职工９８％。累计归集公积金７７．１８亿元，发放
单位建房贷款 ４０．９９ 亿元、职工购房贷款 ６．６１ 亿元，直接投资建造住房开工
２１．９万平方米。
出售公有住房。１９９４ 年 ５ 月，市政府颁发 《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
法》。规定成套独用公房可以出售。房屋售价以售房基价、房屋所处地段等级、
房屋折旧等组成，并予购房者工龄优惠。房价基价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９０２元。
全市划分６个等级地段，每等级地段房价级差１０％。房屋折旧以房屋竣工验收

后计，每年折旧 ２％。工龄每年优惠 １．２％。给予买主以 １０％ 优惠降低售价。
所售房屋称为“售后公房”。１９９４年 ７月，售房方案实施，１９９５年 ６月 ３０日结
束。全市出售公有住房 ６０．８ 万套、建筑面积 ３１５３．９７ 万平方米，售房款 ６８．６４
亿元。售出住房约占可出售公有住房５０％，全市居民住房自有率从１９９３年的
２１％提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３５％。
三、 房地产市场

土地使用制度 １９８６ 年，开征三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到 １９９５ 年全市实行
开征三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土地批租、内资六类用地使用权转让。
三资企业土地使用费。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市政府颁布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使用
国有土地必须缴纳土地使用费。收费标准按土地的用途和位置分为 ６ 类 １０
级，每年每平方米最高为１００元，最低 ０．５元。１９９１年 ９月和 １９９５年 ７月，两
次调整收费标准。调整后的用地性质分为５类，土地等级分为１０级，最高标准
年平方米１７０元，最低标准０．５元。１９９５年，缴付土地使用费企业０．１２万家，用
地面积１０６３．７万平方米，征收金额１．１亿元。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共征收２．８亿元。
外销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批租）。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市政府规定出让的
最高年限为居住用地 ７０ 年，商业、旅馆、娱乐用地 ４０ 年，工业、科教、文体、卫
生、综合或其他用地５０年。１９８８年８月，上海第一幅批租地块虹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 ２６号地块出让签约。面积 １．２９公顷，每平方米土地出让金 ０．２２ 万美
元。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批租土地０．１２万幅，１．０２万公顷土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
批租土地受让人为“三资”企业，批租地块（不包括成片出让）可建外销商品房建
筑面积３５２１万平方米，获得土地出让金８６．２亿美元和１０２．５亿元人民币。市
中心城区批租的熟地价每平方米 ２０００～７０００美元，最高的黄浦区 １４０街坊 Ａ
地块达８４００美元。１９９２年，首幅旧区改造批租地块卢湾区打浦桥“斜三”基地
批租成功。至１９９５年，批租地块拆除危房、棚户、简屋１０７万平方米，占地块旧
住房拆除总量的４６％。加上外资内销地块共拆除危棚简屋１１９万平方米。
内资六类用地使用权出让。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全市经营性用地全部转为有偿
使用。１９９５年，市区共出让用地８７幅、面积６９．９７公顷，收取出让金７．３６亿元
人民币、２４７万美元。
开发 开发企业。１９７９年８月，经办外资、侨汇房的公司中华企业公司重
新开业。９月，工商业者集资组建上海爱国建设公司。１９８１年以后，各区、县、
局和部分大型企事业单位成立住宅建设办公室或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１９８５
年２月，上海最早登记注册的中外合资房地产发展公司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和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９３年 ８ 月，上海首家私营房地产企业上海
明道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房地产开发公司０．２６万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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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内资企业０．２２万家、外商投资企业３９２家。
开发投资。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全市商品房投资内销５３７．０８亿元、外销２０４．９８
亿美元。新开工面积分别为 ３７０９．２２ 万和 １０３８．６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分别为
１８８０．４１万和１１３．６８万平方米。
交易 高标准内销商品住宅。１９７９年，开始开发侨汇商品房，落实侨务政
策和市内归侨、归眷，１９９２年改称高标准内销商品住宅。１９８８年，销售３．４７万
平方米，１９９５ 年 ９．５ 万平方米。１９７９～１９９５ 年，销售住宅 ５８．１９ 万平方米。
１９８７年，高层房屋房价每平方米０．２万元，多层房屋０．１８万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
１．１万、１万元。
一般标准内销商品住宅。１９８８年，销售６７．９８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５０７．６５万
平方米。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１２０９．２９万平方米，其中个人购买占 ３２．２％。全市平
均成交价，１９９２年每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６３５元，１９９５年 ２４７６元。是年，中山环
路以内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元，宝山、花木、莘庄等地区１９００～２１００元。
外销商品房。１９９２年，始有出售，售出 ４．２万平方米，至 １９９５年售出 １８．９
万平方米。综合楼每平方米平均售价，１９９２ 年 １８５０ 美元，１９９５ 年 ９９６～４９００
美元。公寓分别为１２００、４５５～３２７０美元。
私房买卖。上海解放后，私房买卖由各区房管所办理，价格由买卖双方协
商。１９８７年，市、区房地产交易所成立，受理私房买卖。是年成交０．３９万笔、金
额１８２１万元，建筑面积１０．６８万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０．３９万笔、４．４７亿元、
２０．５万平方米。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成交４．３７万起，其中居住用房占９７．３％、非居
住用房占２．７％，建筑面积１４４．８９万平方米，成交金额１３．５２亿元。平均每平方
米成交价，１９８８年２６２．２元，１９９５年１５３０．８元。
营业性办公综合楼。１９８３ 年 ５ 月，全市第一处营业性办公楼锦江俱乐部
外商办公楼２号楼竣工。１９８５年９月，第一幢中外合资营业性办公楼联谊大厦
竣工。１９９０年，第一幢中外合作营业性办公楼上海商城竣工。至 １９９５年，全
市累计供应量２５．１６万平方米，当年新增１０．１６万平方米，可供应１０．２１万平方
米，占用量８．９５万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租金，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锦江俱乐部３号
楼１０８～３４８．６元，联谊大厦１０４～４４８．２元。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上海商城１４８．８～
７４７元。
外资出租公寓。１９８５年前，有龙柏饭店，房７１套，每套日租金近２００美元。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外资出租公寓８处，房０．１１万套，面积１５．４２万平方米。
营业性标准厂房。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年，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内投资建造通用厂房１４．４７万平方米，至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６６．０７万平方
米，出租出售４７．５４万平方米。１９８９年，闵行开发区通用厂房每平方米年租金
２３．６～２９．５美元、售价１６７．８～２１４．５美元，漕河泾开发区分别为６０、２１７美元。

到１９９５年，全市投资建造通用厂房 ６６．０７ 万平方米，出售、出租４７．５４万平方
米。其中，闵行开发区年租金每平方米约４０美元，售价２３０～２４０美元，漕河泾
开发区分别为５４美元、３００～３２５美元。
物业管理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上海第一家专业物业公司沪港合资上海安居乐
物业管理公司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物业管理公司８６７家，管理房屋６１９７万平
方米，占全市房屋的２８％。成立０．１２万个业主管理委员会、２．１３万个业主管房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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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行社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英商旅行社通济隆旅行公司在福州
路２～３号设办公室，开展旅游业务，提供铁路售票、代理各国邮轮公司在华业
务等服务。美国运通银行在上海出售旅行支票。１９２３年８月，陈光甫创办上
海商务储蓄银行旅行部，经营国际、国内旅游业务，１９２７ 年旅行部改中国旅
行社。１９５３年７月，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 （简称国旅上海分社 ）成立。
１９５４～１９６５年，主要业务是协助安排应邀到沪外宾的食、住、行。１９５６ 年，开
始接待自费的外国旅游团体、国内居民出国旅游等业务。１９５６ 年，上海华侨
服务社成立，１９５７年改上海华侨旅行服务社。１９５８ 年、１９６３ 年，两次与国旅
上海分社合并。１９７３年，重新成立上海市华侨旅行社，１９７４年改上海市中国
旅行社（简称上海中旅 ）。１９７９ 年底，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筹建青年联合会
旅游部，１９８３年改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简称上海青旅）。１９８１年，上海春秋
旅行社成立。１９９２年，上述４家旅行社核定为一类旅行社。１９９５年，全市有
旅行社３５家。
国内旅行社 １９１５年，汇丰银行外汇部主任姚元和黄其等 ４ 人发起创办
娱乐性的俱乐部上海友声旅行团。１９２３ 年，上海商务储蓄银行旅行部创办，
１９２７年改中国旅行社。３０～４０年代成立二三十家。知名的有 １９３２年外商银
行的高级华人职员与纺织厂、商店高级职员组织的友声旅游团，１９４６年上海基
督教青年会青年旅行团，１９４７年化工与医药界工商者、高级职员创建的绿洲旅
游团，还有太平洋旅行社、国泰旅行社等。有的组织内部员工外出旅游，不以赢
利为目的，不向社会招客。１９５４年，国营上海出租汽车公司开始经营苏州、杭
州等地的旅游业务。１９５８年４月１日，全国第一家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上海旅行服务社成立，１９６６～１９７９年停止经营，１９７９年恢复。此后，经营国内

旅游业务的三类旅行社激增，１９９５ 年，有三类社 ２２３ 家，组织国内旅游人数
２０２．７万人次，营业收入８．２８亿元。１９９３年，１６家旅行社进入全国 “三类旅行
社３０强”，营业额在全国排名第一至第七位。
二、 从业人员

１９９５年，全市旅行社从业人员 ０．４８ 万人，国内、国际业务分别为 ０．３ 万、
０．１８万人。业余导游近１万人。旅游车船从业人员０．６４万人。

第二节 旅游节庆 、特色旅游项目
一、 旅游节庆

迎新春撞龙华晚钟，始于 １９９０ 年，每年公历元旦前夕举行。豫园元宵灯
会，始于１９９５年。龙华庙会，始于明代，每年农历三月三举办。南汇桃花节，始
于１９９１年。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始于１９９４年。上海桂花节，始于１９８８年。黄
浦旅游节，始于１９９０年，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 ４１个重大节庆活动之一。长
兴岛柑橘节，始于１９８９年。
二、 特色旅游项目

特色旅游项目，主要有做一天上海市民游，１９７１年起组织。黄浦江游览，
上海旅游的传统节目。修学旅游，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日本、香港等地青少年修
学旅游团到沪活动。工业、农业观光游，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经常安排外国游
客参观上海地毯总厂、上海玉石雕刻厂等，８０ 年代起有宝山钢铁公司等。
１９９４年起组织休闲农业观光，有做一天上海郊区农民、参观蔬菜园艺场等活
动。万国建筑博览之旅，博览区主要在外滩 ，以及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
名人故居游 ，有孙中山 、宋庆龄 、鲁迅等名人故居 。 上海民间收藏之旅 ，家
庭陈列室有数十家 。 上海穆斯林之旅 ，参加穆斯林岁时 、节庆 （开斋节和古
尔邦节 ）、婚嫁 、丧葬等活动 ，参观回民公墓 、清真寺 、清真女寺 。 古玩收藏
之旅 ，游玩上海文物商店 、东台路古董市场 、浏河路古玩市场 、福佑路古玩
市场 、肇嘉浜路古币 、集邮市场 、华宝楼 。 日本女青年上海之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起开展 。 犹太人在上海寻踪之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展 ，有西摩路犹
太会堂 、埃利嘉道理爵士及夫人墓 、河滨大楼 、虹口区犹太难民重要居住地
等旧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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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１９４９年１～５月，海运入境旅客０．２９万人，出境外籍旅客１．５３万人。
解放初，入境旅游者主要是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邀请的外宾、侨胞，外宾 ９０％
以上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华专家。１９５４ 年国旅上海分社成立后，负
责接待访沪境外旅游者。１９５６年，国旅上海分社率先开办入境外轮登记游览
业务。１０月，上海华侨服务社成立后，负责接待华侨旅游者，１９５７年 ４月起对
自费回国者实行收费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不计成本，注重政治效益。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年，均亏损，１９７１～１９７３ 年略有赢利。１９５６ 年，开始接待自费旅游者，下
半年用另纸签证，开办过境外轮旅客登陆游览业务，全年接待 ０．１４万人，１９６０
年０．５４万人。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国家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旅游者减少，
１９６３年接待０．１７万人。１９６４年，中法建交和中国与巴基斯坦通航，国旅总社
委托巴航代理组织各国旅游者到华旅游，上海为中巴航线的入境口岸，国旅上
海分社接待０．２６万人次，１９６５年 ０．５８万人次。受 “文化大革命”影响，１９６７～
１９７０年游客大幅下降，接待 ０．４２ 万人次，营业收入外汇人民币 ３．４ 万元，为
１９６５年的２０．２％。１９７１年３月后，美国游客迅速增加。１９７４年１月，调整到华
自费旅游者综合服务费标准。当年，国旅上海分社首次扭亏为盈，赢利９．０３万
元。１９７５年，营业收入１４６．８５万元，赢利１１．１万元。１９７３年，上海华侨旅行社
成立，办理境外游客旅游业务。１９７５ 年，国旅上海分社获外交部授权，承办组
团业务，始自行与海外旅游机构和华侨社团联系，组织从上海入境的华侨、港澳
等４种人员的旅行团。１９７９年，上海青旅开办入境旅游业务。１９８０年３月，上
海旅游公司向国外旅游组织发布开业通告，上海开始自主外联。１９８５年起，与
世界各地１００多家旅行社建立组团业务关系。１９８８年，入境游客 ９１．０６万人，
１９９５年１３６．７９万人。是年，入境旅客外国人占７８．６２％、华侨占１．８５％、港澳地
区人员占１１．３４％、台湾地区人员占８．１８％。１９７６～１９９５年，接待欧美邮轮４５７
艘，游客近１５万人。１９７９年，全市旅游外汇收入５３８４．６７万美元，１９９５年９．４４
亿美元，旅客人均消费分别为 ２５２ 美元和 ６９０ 美元，在上海停留时间分别为
３．９１天和３．８１天。
二、 出境旅游

１９２３年，上海商务储蓄银行旅行部开办国际旅游和组织中国留学生出国

业务。１９２６年春，中国旅行社在国内第一次组织出国旅游团赴日观樱花，共２０
余人，在日两周。次年续办。此后至５０年代初，基本无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业
务。１９５４年起，国旅上海分社每年组团到苏联、东欧各国、蒙古、朝鲜等国参观
访问，参加者主要为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与外事干部，由对方
负责接待，互相交换组团。１９５７ 年 ６ 月，首次组织自费旅游者赴苏联旅行，旋
停办。１９８４年７月，上海中旅开办上海居民赴香港探亲旅游业务，后增澳门及
港澳两地游。是年，出境、出国游人数０．１２万人次。１９９２年起，国旅上海分社、
上海中旅、上海青旅等 ６ 社开始办理泰国游、新加坡游和马来西亚游。１９９５
年，全市旅行社组织出境游１．８６万人次。出境游线路有香港一地游（以探亲为
主），香港、澳门二地游，新加坡一地游，泰国一地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
地游，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四地游等。
三、 国内旅游

１９１５年，上海友声旅行团组织洋行、银行、钱庄高级职员外出旅游。２０年
代初，中国旅行社为扩大影响，提供经费，在上海组织郁达夫等名流到浙东旅
游，嗣后旅游者撰文介绍所到各地风景名胜。３０～４０年代，一批旅行社组织国
内旅游。１９４９年，有中国旅行社、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旅行团等办理国内旅游，
也组织散客旅游苏州、北京、广州等地。解放初国内旅游业务停办。１９５８ 年，
上海旅行社始开办国内旅游业务，服务对象主要是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教授、
医生与原银行、洋行高级职员等，旅游线路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北京
等常规线路，还组织市民参观市郊农业建设新景点、人民公社。是年，组织出游
约０．６万人次，营业收入２０余万元，赢利２万余元。１９５９年秋，组织０．８６万名
市民骑自行车参观闵行一条街，每人收２角钱保证金。是年，全社营业额１７．２１
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停业，１９７９ 年后恢复。１９９５ 年，全市旅行社组织出游
２０２．７万人次，营业收入８．２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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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 、活动场所
一、 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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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县董家渡建立气象观测站，进
行气象研究。十一年，又在徐家汇设立天文台，进行气象等观测、研究。１９２７
年，上海市卫生试验所成立，进行细菌、病原体、病理研究和制造牛痘菌。１９２８
年，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植物研究所等成立。次年，上海
工业试验所成立，从事国煤的分析、油的氢化研究等。１９３４ 年，成立兽疫防治
所，进行病理、防疫等研究。以后，又设立中华农学会上海农学研究所、法医研
究所、上海社会局度量衡检定所、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上海材料供应事务所材
料试验室等。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科研机构１５家、科研人员２８３人，大部分是
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所办。１９４９年６月，均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中
国科学院又接管原属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９家研究机构和佘山、徐家汇
观象台。这１１家研究机构几经演变，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直属单位。同
时，国务院各部门和上海市各系统新建一些研究机构。至１９５６年，全市有科研
机构３８家、科研人员０．１９万人。此后，又创办上海钢铁研究所等７家研究所。
至１９６６年，全市有１８２家科研机构、科研人员２．３５万人，高级、中级、初级科研
人员比例１∶３∶１５。“文化大革命”中，２１家研究所被撤销、合并、他迁，４０％的
厂办研究所和厂属中心试验室被撤销。１９７９年后，大部分原有机构恢复工作，
并创办新的科研机构。新办的有上海脑研究所等。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出现集体、
个体、民办科技机构。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向行业
技术开发中心发展。１９８７年７月，上海科学院实行独立建制。１９９５年，有国有
独立科技机构２８９家，其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１６家、国务院各部３８家、上海市
１８２家，其他３０家。有附属于高等院校的研究开发机构３８７家，大中型工厂办
技术开发机构５９０家。民营科技企业０．７１万家。

国家科研机构 中央研究院。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０日，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
究院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的学术机关。６月
９日，蔡元培在上海宣布中央研究院成立，在上海设总办事处。１９３０年，全院设
１０个研究机构。１９４５年９月，在上海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
心理学、工学等８个研究所。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１９３１年４月，日本政府用庚子赔款等项目设立，成
立中日两国委员联合大会，１９４５年９月为中央研究院接办。
上海天文台。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法国天主教会在董家渡设立气象站，
记录每天的气温、气压和湿度等。 十一年，在徐家汇建立天文台，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起在上海报纸发布天气预报。二十六年，佘山天文台建立。１９６２年，
两台合并为上海天文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设立，１９５３
年３月改为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兼管在南京的院属研究机构，１９５５年恢复
旧名，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１９９５年，有冶金、硅酸盐、药物、
植物生理、生理、细胞生物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技术物理、昆虫、原子核、光
学精密机械、脑、生物工程１４个研究所和东海研究站，及文献情报中心。
地方、国家部属科研机构 １９９５年，有上海科学院（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成立）、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１９５９年７月成立）等 ２７个研究院所。设 ７个研究所、１个农
业试验场。主要有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１９５３年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
医药设计院 （１９５３ 年 ）、华东电力设计院 （１９５３ 年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
（１９５３年）、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 （１９５６ 年 ）、化学工业部上海化工研究院
（１９５６年）、上海冶金设计研究院（１９５８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１９５６年）、邮电
部第一研究所（１９５７年）、上海市肿瘤研究所（１９５８年）、上海钢铁研究所（１９６０
年）、上海市有机氟材料研究所（１９６０年）、上海汽车研究所（１９７３年）、上海飞机
研究所（１９７３年）、上海模具技术研究所（１９８３年）、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
所（１９８４年）。
外国人办科研机构 雷士德医学研究院，１９３２ 年以英建筑师亨利雷士德
的遗产建立并命名，１９５７ 年改名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巴斯德研究院，
１９３８年１月建立，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在上海的分院，１９５１年８月并入解放
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二、 学术团体

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六月，英、美等教会医师约１５０人在上海成立中华
博医会。次年十一月，英美传教士、外交人员，公共租界工部局官员，社会名流
等建广学会。二十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等组织上海强学会等，除政治活动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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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磋科学技术为活动内容。至民国，上海可考的科技社团有１７个，其中医科社
团８个。１９１５年，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１９１８年迁上海，以英国皇家学会为
楷模，创办《科学》杂志，设立国内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召开分科年会和联合年
会。到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前，上海的社团数在全国领先，综合科技性社团有中
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技术协会、上海纺织学会、上海染化工程学会、
中华化学化工学会、上海制革技术协会、上海市医师公会、上海药剂师会、中国
电机工程师学会、上海建筑师学会等。在后期出现与社会科学相渗透的社团，
如中国市政协会、管理学会等。众多全国性学会总会也设在上海，有中华医学
会、中华医药学会、中华化学化工学会、中国数学会等。大多以学术交流为主，
出版杂志、举行年会等。中国数学会学术杂志以多种外文发表，有的以推动技
术普及为宗旨，进行技术培训。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７个学会联合成立上海市科学技
术学会联合会。１９５０年，解散中华学艺社、中国技术协会等综合性社团，除中
华化学化工学会外，全国性学会迁北京。１９５２年１月，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简称上海科普）成立。１９５４年４月，全国科联上海分会（简称上海科联）成立。
经过整顿，医科方面有中华全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中国防
痨协会上海分会等，基础科学方面有上海数学会、上海物理学会、中华化学化工
学会、上海气象学会、上海地理学会等，生物方面有上海植物学会、上海动物学
会、上海昆虫学会、上海畜牧兽医学会等，工程技术方面有上海造船工程学会、
上海电机工程学会、上海纺织工程学会、上海机械工程学会、上海建筑学会等。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上海科联和上海科普合并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１９９５年，技
术协会所属市级学会１６３个，个人会员２１．９４万人、团体会员０．６１万个。厂矿
科协３８个，会员４万人。乡镇科普协会１３０个。郊县专业技术研究会１７８个、
会员０．４４万人。
三、 科普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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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普活动场所 上海科学会堂。１９５８ 年 １ 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根据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科学家代表任鸿隽等的建议案设立。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指导站。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建立，开设模型、电子、
气象、生物、化学等１４个科技项目。
区县科普场所 １９７９年，金山县第一个建科技馆，１９９５年全市建有 １２个
区县科技馆。
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 清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年），法国神父韩伯禄创立徐
家汇博物馆，展出徐家汇天主教堂中原藏的生物标本和其他私人搜集的动物标
本。十三年，亚洲文会博物院成立，展出动物、飞禽、昆虫和水族标本。１９２８
年，中国科学社筹备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植物、鸟兽标本和猿人头骨模型。
１９３４年，徐家汇博物院落成，改名为震旦博物院，陈列中国古代铜器、瓷器、玉

器等及动物、昆虫标本。１９３５年，上海市立博物馆成立，展出盐场模型、纺织过
程、渔船舰轮、水产标本等。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国航空协会陈列馆落成，辟航空陈
列室。１９３８年７月，中国唯一的医史博物馆中华医学博物馆开放，陈列品 ０．５
万件。１９３９年，震旦博物院新辟陈列室，陈列鸟类标本 ０．３４ 万件、动物标本
０．６４万件、植物标本５万余件、昆虫标本２０万件、蚌类标本０．１３万件，其他龟类
及动物骷髅各有二三千件。解放后，建有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动物园、上海植
物园、上海航宇科普中心等。
上海自然博物馆。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成立，常设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６个展览厅，以及古动物厅和从猿到人厅。
上海动物园。１９５４年５月建，展出中国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黑颈鹤、
扬子鳄、华南虎、白唇鹿，以及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动物黑猩猩、河马、加州海狮、
长颈鹿等。
上海植物园。１９７４年３ 月建，展区有以亚纲和目为基本单位排列的植物
进化区、环境保护展览区、展览温室、草药园、盆景园等。收集和选育菊花、杜
鹃、兰花等花卉和其他园林植物的优良品种、变种０．２万种。
四、 期刊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科技期刊 《六合丛谈》创刊。至 １９８４ 年，上海约出
版过６０余种科技期刊。

第二节 科技服务
一、 星火计划、火炬计划、高新技术园区

星火计划 １９８６年下半年，上海市实施国家星火计划，以一批“短、平、快”
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是年，安排国家级项目 ７ 项、市级项目 １６ 项。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项目 ４６４项，其中国家级 ２５项、市级 ４３９ 项，总投资 １４．７ 亿
元。年产值超千万元项目有２５３项。
火炬计划 １９８９年，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实施火炬计划。是年，
安排项目２１项，其中国家级１１项，总投资０．２８亿元。１９９０年，４６项，其中国家
级项目９项，总投资０．６６亿元。１９９１年，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贷款基金，制定
鼓励、扶持的优惠政策，低息贷款、所得税、产品税与海关税的减免等。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年，项目３７３项，投资１４．３３亿元。主要在新材料、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
生物技术等领域，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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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汇能力。１９９５年，安排项目９４项，总投资７亿元。
高新技术园区 １９９１ 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到１９９５年，形成嘉定民营技术密集区、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漕河泾新技
术开发区、上海大学科技园、金桥现代科技园、张江高科技园区。规划面积２２．１
平方公里，开发１３．０５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园区内有企业１３７个。
专利申请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郑观应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给予
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工艺 １０年专利，是为上海第一件专利申请。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举办中国首次大型专利技术交易会。成立中国专利局上海代办处。１９８４
年，上海市专利管理局成立。是年，成立第一家专利代理机构，１９８６年增至 ３６
家。是年，全市专利申请０．１８万件，向国外递交４５件。１９９５年，全市专利申请
０．２５万件，专利授权０．１４万件。
二、 技术市场

１９７７年，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等７家实行预算包干科研单位，试点实行科
研经济合同制，自主承接委托的科研项目。１９８３年５月，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
流中心成立。１９８５年，全市有技术市场１０家。１９８９年９月，上海市技术市场
管理办公室成立，统一管理全市技术市场。１９９３年１０、１２月，上海技术经纪人
事务所、上海技术交易所先后成立。１９９４年４月，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
所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技术市场１０家，交易量２２亿元。
三、 科技创业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 年，上海市科技创业公司、上海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建立，
１９８９年合并为上海科技创业中心，推进全市高新技术科研成果产业化，偏重对
创业者及其企业的培育和孵化，又称为孵化器。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在漕河泾开发
区建立多个培育企业及项目的孵化基地，筹建全国第一家高等学校科学园区上
海工业大学科学园区，投资建立集技术开发、投资、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上海创
新科技公司。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投资、控股、参股等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建立一
批先导型企业和科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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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学术交流 、科普
一、 国际学术交流

清末起，上海科技界和外国科技界开始广泛接触和交往。至抗日战争爆发

前，重要的交流有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六月，丁福保等考察日本帝国医科大学
等，是中国科技界出访的最早记载。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０日，法国前总理班东乐在上
海演讲《科学与教育之问题》，１０月１２日英国学者罗素演讲《中国宜保存国有
之国粹》。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奥国维也纳大学教授、眼科专家福克斯博斯讲学 《虹
彩膜炎与绿内障之诊断》，１２月 ３１日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抵沪后作相对论
讲演。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美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柯尔作《世界麻风问题》报告，
１１月柏林大学汤姆松作《药物对于化学与生理学之检定法及研究法》《今日中
国最主要的化学工业》报告。１９２６ 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作物学教授马雅讲
《科学研究与中国农业之关系》，１１ 月日本医生三宅远作 《胃癌切除论》报告。
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１日，丹麦物理学家波尔讲演《原子核》。１９２９年 ５月，竺可桢在
印度尼西亚爪哇泛太平洋会议学术会议第四届会议发表《中国气候区域论》，首
创中国气候分类。１０月，中国中华化学工业会吴承洛、中国科学社竺可桢等出
席日本东京万国工业会议。１９３０年９月，中国科学社刘咸参加国际人类学会。
１９３３年，中央研究院派竺可桢、沈宗瀚等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五届太平洋会
议。５０年代初，上海药理学专家、教授张昌绍作为中国药理卫生界的首批代表
之一，出席布拉格世界科协第二届大会。苏联多批医学专家到上海举办生理学
和流行病学等师资进修班或开学术交流会。之后，对外学术交流中断，７０年代
起恢复。１９９５年，与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科技往来，数十个国际科技组织
建立关系，２０多个友好城市开展科技项目交流合作。
二、 科普

演讲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格致书院按期延请中外名人学士讲格致学
理。三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讲解化学。十六年夏，格致书院教习白尔
敦拟定公讲格致学大纲。三十二年，基督教青年会讲演部成立，举行各种通俗
报告。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前后，成立多种演讲组织，有公忠演说会等。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请人演讲《炸弹制造改良》等。１９１８年，中国科学社杨
杏佛等讲演 《效率主义 》等。１９２０ 年，晏阳初讲 《建设新中国之具体办法 》。
１９２２年，中国科学社举办１８讲，内容有自然科学、化学常识、工业问题等，配用
幻灯或图表。１９２３年，中华化学工业会举行一系列化工讲座。１９３４年，上海市
防痨协会利用广播电台进行防痨宣传。１９４１ 年，沈信卿等发起学术讲座。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年，中国技术协会举办 ６ 期工业讲座，茅以升等担任义务讲演。
１９４６年，举行中国工业化问题讲座。１９５１年，上海市科普协会开展以五金工人
为主要对象的生产技术知识讲座。举办高速切削表演展览会和讲座。中华学
艺社上海办事处向纺织工人讲演纺织理论和郝建秀工作法。１９５２ 年，介绍苏
联工业和科学技术成就。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组织卫生知识讲座，听众１００万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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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１９５３年，举办基本建设与国家工业化、地质与地层构造、基本建设等讲座。
举办米丘林讲座、农业经济讲座。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在全市２１个区举办安全用
电讲座。１９５５年，以市、郊二级农业干部为主要对象举办农业机械，粮、棉、蔬
菜等选种等２７个农业生产知识讲座。组织大学教师为干部介绍原子能知识。
１９５７年，举办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讲座。１９６０ 年，举行运筹学报告会。６０ 年
代，着重举办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传染病的卫生知识讲
座。配合知识青年支农支边，举办数理化生物基础知识在农业中应用等讲座。
普及人造纤维、日用塑料制品知识讲座。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举办现代科学技术
成就讲座１０讲。１９６３年，各级科协举办世界上有没有鬼神、有关风雷电的几
种迷信说法等专题讲座。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５ 年，各区科协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
动。１９６６年２～３月，数学家华罗庚作统筹方法报告，１９７０年８月又作优选法、
统筹法科普报告。１９７８年，市科协举办 ８个带头学科和十大会战项目科普讲
座１８讲。１９７９年，举办５次党政领导干部科普报告会。１９８４年，市科协举办
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１９８６年，市各级领导干部参加新技术、新知识、新观念
系列讲座。１９８７年，谢希德、洪国藩等数十人到农村、街道作报告。１９９０年，松
江县科协科技兴农讲师团到农村演讲。
展览 １９２０年７月，女青年会等举行卫生展览会。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２年，东南
大学农科举办 ２ 届棉作展览会。１９２３ 年，联合华商纱厂举办棉作展览会。
１９３０年，中华医学会举办科学用品展览和卫生教育展览。１９３１年，中央大学农
学院等举办棉作展览会，提倡改良棉作。１９３３ 年，上海市农学会在江湾、龙华
等７区举行农产流动展览会。１９３５ 年，中国防痨协会举办防痨展览会。中国
航空协会举办展览会。１９３６年，上海市博物馆组织中国建筑展览会。１９３７年，
中华医学会设医史文献展览会，上海市博物馆与东吴大学合办淡水生物展览。
１９４０年，上海儿童图书馆举办儿童科学作品展览会。１９４２年，震旦博物院举办
中国药物展览会，展出中国道家炼丹药物、中国贵重细药标本等。１９４６ 年，工
余联谊社举办上海工业品展览会。１９４７年，中国科学期刊协会举办中国科学
刊物展览会，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举办农业展览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与中国无
线电协会举办中国电信展览会。１９４９年，中国技术协会举办工业技术展览会。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上海市科普协会举办小型巡回展览５００多次。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
在全市举行３次爱国卫生宣传活动。１９５６ 年，市科普协会及杨浦等区创建科
普画廊。１９５４年，首次举办中国科学史料展览。１９５８年，举办苏联和平利用原
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１９６０年，举办上海市运筹学线性规划展览会、上海市物
资综合利用展览会。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在各县巡展稻螟虫、棉铃虫、菜蚜虫防治
技术与常用农药使用知识的图片。是年，举办学科学、破迷信、破旧俗、立新风
展览。１９８２年，举办上海市中小学生科技活动成果展览。１９８４年，举办优生优

育展览会。１９８６年举办人工授精婴儿、仪表仪器智能化、昆虫性信息素在农业
和林业上的应用等５０多项展览。１９８８年，举办航天展览会。１９９０年，举办首
次科技兴农展览会。
电影宣传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创设通俗
教育社，购备电光活动写真，放映军事、卫生、教育等影片。陈奎堂赴内地开演，
随演随讲，相机指点。１９２０年，青年会放映《美国的西方电气厂》和 《各种电话
机发明之程序及功用》影片。１９２３ 年，同济医大放映德国科学影片 《相对论》
等，是年，上海电影院公开放映科教电影。１１ 月，宝山县第一农场与中央大学
农学院在农场拍摄农作、棉作、蚕桑等电影。１９３２ 年，大夏大学开设电影教育
课。１９３３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在上海
成立，向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美国柯达公司等购买、租借２００部农业、工业、自然
地理等科教影片。１９３４年，有电影院放映生理卫生教育片。１９３５年，各校普遍
放映教育电影。１９３６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选物理、化学、生物 ３类影片各 ２０
部，每学期３次到学校放映。１９４５年，上海民众教育馆和市教育局电影队联合
每周六、日下午各放映２场教育片。次年，请美国新闻处每周放映２场教育电
影。１９４８年，上海商会放映 ２ 场世界上第一部介绍原子能的影片 《原子物理
学》。５０年代，市科普协会配合爱国卫生、用电安全等宣传活动，放映科教电
影。１９６８年，举办２次科技电影周活动。１９６４年，市科协建科教电影放映队。
是年，市郊１０县放映科教电影１１７场。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全市各区县成立科教电
影专职放映队。１９８３年，美国国际科学文教服务中心举办美国科教电影放映
会。１９８６年，举办卫生、优生优育科教电影展览周。１９８７年，举办农村科教电
影汇映月。１９８９年，举办“生命的科学”国际科教电影节。

第四节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一、 数学

基础数学 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 《几何原本》
前６卷付刻。清代，屠文漪撰写《九章录要》１２ 卷，徐朝俊、贾步纬等对传统数
学整理、注释。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 《几何原本》后 ９
卷。九年，合译棣麽甘《代数学》、罗密士《代微积拾级》。两书分别是中国第一
部符号代数学读本和第一部传入中国的有关解析几何、微积分学的著作。李善
兰翻译数学著作，引进×、÷、（）、槡 、＜、＞等数学符号。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算学著作。十二年，翻译第一部中译概率论著作《决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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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及《代数术》等。著述《开方别术》等，１９世纪末，编译成中文并为各学校
采用的《代数备旨 》等。２０ 世纪初，天主教士编译铅印数学教课书 《数学问
答》等。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年，苏步青注力于欧氏平面曲线整体几何研究。１９２９
年，陈建功与黎期等完成世界上最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之一 《三角级数论 》。
１９３２～１９４５年，苏步青对射影曲面论等进行研究。１９３４年，朱公瑾系统介绍数
理逻辑。１９３５年７月，中国数学会成立，创刊英文会刊 《中国数学会学报》、中
文普及性刊物《数学杂志》。１９４７年，上海数学研究所成立。１９５４年，谷超豪发
表《二阶非线性方程稳定性问题的解》。１９５９～１９６６ 年，苏步青创造仿射不变
量理论。９０年代，数学界重点研究微分几何等。复旦大学承担国家重点项目
《非线性科学》等。
应用数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郑绍濂进行随机过程研究，发表《线性可移算
子与可调和的随机过程》。１９６５年，蒋尔雄对数值逼近提出设计通风管道中函
数 Ｄ（ａ，ｂ）计算尺的新方法。１９８０年，李大潜等为各种电阻率测井方法建立统
一的数学模型。１９８８年，杨忠华研究全局收敛的有效算法，成功解决化学热反
应中的引燃问题。９０年代，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训经关于炼油厂常压蒸馏航空
煤油质量控制的数学模型，吴立德地下水水量、水位与地面沉降之间关系的定
量分析，刘鼎元汽车车身曲面 ＣＡＤ 等研究。
二、 物理学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４４０

光学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张福僖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合译《光论》，首
次把有关光的直线传播的概念、反射和折射定律等光学知识引入中国。光绪二
年（１８７６年），中译本丁铎尔《光学》刊印，首次在中国系统引入波动光学。二十
五年，刊出《通物电光》一书，距 Ｘ 射线发现仅 ４年。１９２６年，吴有训证明康普
顿效应。１９３３年，顾静徽和潘德钦测定轻元素 Ｘ 射线波长。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
龚祖同制成第一台军事双目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成为中国光学设计的开始。
１９５３年，汤定元开创中国红外技术研究。１９５５年，复旦大学研制国内第一根 Ｘ
光管。１９５９年，王之江试制成国内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１９６４年，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试制出国内第一台半导体（ＧａＡｓ）激光器。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
成热压光学材料系列，用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和其他红外仪器。王润
文等试制成中国第一台 ＣＯ２ 分子激光器。１９６５年后，技物所制成宽带等用于
人造地球卫星。１９７７年，研制成浸没式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应用于风云一号
等卫星姿态控制。１９８８年，技物所研制成功三元阵列硅探测器，用于风云一号
气象卫星扫描辐射计。１９９２年，完成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遥感仪器，１９９４年在国
际上首次提出并实现高压下调制吸收谱方法，１９９５年制成可直接重写１０万次
的新型相变可擦写记录光盘。

力学 清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英国惠尉尔《初等力学》中译本始印，为中国
第一部力学译著。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英国奈端（即牛顿）《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中译本。１９２９年，丁燮林自制新式“浮秤”测量，可测到小数点后
第二位数值。１９４０年，李国豪发表论文《悬索桥按二次理论的实用计算》等论
文１０多篇，李被称为“悬索桥李”。１９６６～１９７５ 年，提出桁梁桥空间挠曲扭转
理论。１９８７年，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所求得具有离散性支承的连续梁、圆顶梁
结构的固有频率计算公式。１９８９年，钱伟长建立有效模型拟裂纹扩展的数值
模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上海工业大学提出薄壳抗扭刚度主要部分来源薄膜
应力。复旦大学讨论深水中浮体的突然起动问题。
声学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江南制造局刊出英丁铎尔《声学》中译本，
是国内第一本声学译著。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叶企孙测定清华大学礼堂音质，为
国内最早的声学研究。４０年代前后，周同庆用声波技术测量长江航道的深度
与距离。１９５０年，卢鹤绂修改推广纳威尔—斯托克斯非线性方程，弛豫压缩基
本方程被称为卢鹤绂不可逆方程。１９６０年，中国科学院声学所东海研究站（简
称东海站）提出浅海中简正波群速与指数衰减的普遍公式。７０年代初，出版国
内唯一的《中国浅海水声数据表册》。１９７７年，研制成中国第一代多波束渔用
声呐，装备围网渔船。１９８２年，同济大学在国内最早提出声速精测定时测量方
法，１９８３年试制成功城市交通噪声大屏幕数字显示自动监测仪，１９８５年编制国
家标准《建筑隔声测量规范》。１９８６年，东海站建成亚洲唯一的自动化、高精度
非线性声学实验室。９０年代初，同济大学完成环境噪声预测治理方面的研究。
核物理学 １９１５年，中国科学社《科学》第１卷第７期刊出谢家荣《质射性
元素概论》，介绍α、β、γ射线等。１９４０年，卢鹤绂发明能产生硼离子的强源，
１９４７年在国际上第一个研究出估算铀２３５原子弹及费米型原子堆临界体积的
简易方法，１９４９年提出质子壳中子心模型。６０年代，上海建立加速器生产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完成对甲种分离膜的实验室研制，保证浓缩铀顺
利生产。１９６２年，卢鹤绂等《受控热核反应》出版。１９６４年，复旦大学试制出
第一台静电加速器。以后，上海试制成质子加速器等。１９６９ 年起，中国科学
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在国内首次制备近百毫克铀２３８ 产品。１９７６ 年，建立
测量系统和真空系统，被国家计量局确认为国家基准。１９９２ 年，原子核所首
次合成新核素２０２Ｐｔ。 完成秦山核电站反应堆水力、控制等试验研究。１９９３
年，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小、倍频次数最高的新型回旋加速器超灵敏小型回旋
加速器质谱计。
固体物理学 １９２８ 年，严济慈、胡刚复研究石英晶体在电路中的颤动情
况，以及对晶体光学性质的影响。１９３６年，陆学善首次提出完整的 Ｃｒ—Ａｌ二
元合金系相平衡图。１９４５ 年，创立提高测定点阵间隔精密度的新的图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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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复旦大学研制成硫化镉单晶体。１９５６年，上海灯泡厂等生产国内第一
批半导体热敏电阻。１９５７年，汤定元阐明半导体载流子表面复合速度对光导
频谱响应的影响，指导研制多种半导体器件。１９５８年，技物所研制出第一块锗
单晶和锗晶体管；上海无线电技术所试制出半导体样管。６０年代，邹元?研制
出高纯金属镓、磷、砷等元素材料。１９６０ 年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简称硅酸盐所）进行大面积人工合成氟金云母单晶的生产工艺技术研究。
１９６５年，上海工业开始生产甲种分离膜元件。６０年代初，干福熹建立无机玻璃
性质计算体系，１９７４年推导出各种无机玻璃的１１种物理性质的计算。１９７８年
起，冶金所采用高压温度梯度凝固法合成ＩｎＰ 多晶。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研制出国
内第一台反应离子束与离子束镀膜装置。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年，冶金所等研制出
Ｎｂ３Ｓｎ芯磁体高场。１９８９年，复旦大学研究研究气体分子吸附或凝聚固体表
面，获得“清洁真空”。９０年代初，雷啸霖与美国丁秦生合作创立半导体热载流子
输运的平衡方程理论（雷—丁理论）。１９９５年，冶金所完成砷化镓材料等研究。
三、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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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 １９４６年起，顾翼东从事钨矿等矿物分析，５０年代初提出黄钨酸
络合均相沉淀制备法。５０年代，元曾笃和英国 Ｔ．Ｅｖａｎｓ报道金刚石中氮存在
状态的转变。１９５８年，上海化工研究院制取钾盐和钾肥。１９６５年，首创合成氨
法制碳酸氢铵工艺，开创中国小氮肥工业。１９８６年，复旦大学研究抗癌药物氮
乙三酰肼和生命必需元素。１９９１年，硅酸盐所为风云二号卫星试制成钛合金
等的电镀黑镍涂层、天线保护罩隔热温控涂层。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试制成用于
汽车陶瓷发动机氮化硅陶瓷组合活塞等。
有机化学 １９２６年，赵承嘏发表关于麻黄素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
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论文。１９４１年，和朱子清等从浙贝母中分离、提取新的生
物碱结晶。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庄长恭首次在国内建立有机微量分析。１９４６年，黄
鸣龙改进开息纳 武尔夫还原法，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１９４７～１９５１
年，汪猷等从桔霉菌发酵液中分离出桔霉素。１９５１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发现常山含有生物碱常山碱，效力超过奎宁１４８倍。１９５５年后，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简称有机所 ）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变型甾族生物碱。
１９５９年，有机所通过７步反应合成可的松。６０年代，进行甾族口服避孕药物的
合成。７０ 年代，药物所发现 １１甲氧基喜树碱及 １１羟基喜树碱都能抗癌。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首创合成抗疟新药蒿甲醚。１９８８年，汪猷等报道青蒿素生物合
成的研究。１９９３年，研制合成氟利昂代用品（ＨＦＣ１３４Ａ），中国的氟利昂代用
品开发因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 生物学

植物生理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现在光合作用中，光合磷酸化是光能转
变为化学能的重要反应。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等进行棉花蕾铃脱落生理课题研究。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年，获得钼铁蛋白结晶。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使用动态植物人工重气装置测定１３０多种植物对ＳＯ２ 的抗性，
编写国内第一种《大气污染伤害植物症状图谱》。１９９２ 年，植生所在国际上首
次成功将桑树叶肉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成植株。
生理学 １９２７ 年，中国第一部生理学教科书蔡翘 《人类生理学 》出版。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冯德培发现静息肌肉拉长时产热增加，发现被命名为冯氏效
应。５０年代，张香桐等利用电生理方法对中枢神经系统进行研究。６０年代初，
华东师范大学对针刺镇痛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与美国学者
在国际上第一个发表心血管中枢神经原电活动的报告。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年，完成
中国人标准观察者数据系列测定。１９７６年后，论证脑脊液的氧离子浓度增加
不是低氧下推动通气增强的必要条件，澄清国际上多年争论。８０年代，生理所
解决国际上长期争论未决的瞳孔对光反应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问题。１９９５
年，脑研所完成兔呼吸运动的神经控制研究。
胚胎学 １９３６年，朱洗和助手培育出 ２ 只人工单性生殖的青蛙。１９５０～
１９６３年，进行卵母细胞的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研究，提出受精三元论，繁
殖出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
所等在国际上首次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催产池养鲢、鳙鱼获得成功，提
出鱼类生殖生物学理论创见。１９７４年，上海水产学院等孵出中国第一批人工
繁殖的鳗鱼苗。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等在国际上
首次肯定两栖类胚胎表皮刺激传导现象。８０年代中期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
中华绒螯蟹生殖细胞。
生物化学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侯祥川进行食物维生素分布研究，发现食品
中的维生素 Ｃ 和胡萝卜素含量与品种、产地、食用部位和处理方法都有关系。
进行营养缺乏病研究。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０年，杨恩孚等测定 ５９种常用治疗软骨病
的国产药用植物的维生素 Ｂ１ 含量。１９５０年，王应睐等首次发现以共价键结合
的异咯嗪蛋白质，酶学研究达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完成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王应睐、曹天钦等首先提出
人工合成胰岛素设想，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７日生化所获得全合成的胰岛素结晶，是世
界上第一个具有全部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的人工合成。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王应
睐等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成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核糖
核酸。１９８６年起，生化所在国际上首次报道发现寡核苷酸受体。１９９０年，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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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制空间蛋白晶体生长设备 ＫＥＪ５１搭载ＪＢＪＢ 卫星，首次成功在宇宙空间
生长蛋白质结晶。１９９１年，生化所在国际上首创高温 ＤＮＡ 顺序测定系统。
遗传学 １９１３年，上海广学会出版《格致概论》，在国内首次介绍奥地利遗
传学家孟德尔遗传学说。１９１９ 年，陈寿凡 《人种改良学》出版。１９２３ 年，李积
编、胡先校，中国第一部《遗传学》著作出版。１９３４年，谈家桢《异色瓢虫鞘翅
斑的遗传》论文在国外杂志发表，１９６２年《基因与遗传》出版。１９６１年，复旦大
学成立遗传学研究所。１９７４年，生化所提出染色体水平以下 ＤＮＡ 的片段杂交
的假设。１９７８ 年，制备 １０ 几种工具酶进行真核基因的克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杂交、
ＤＮＡ 顺序分析等研究。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植生所进行大豆种子贮藏蛋白基因的
克隆和结构分析研究。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成功进行人和鼠体细胞杂交，
精密定位人 ＡＤＨ 基因。８０年代中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 ｍｔＤＡＮ 多态性及其
突变机制研究，算出中国维、哈、回和汉族 ４ 个民族的遗传距离。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细胞所等获得转基因兔子一代和子二代。１９９２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
究中心在上海成立，１９９４年率先在国际上建成第一个完整的大基因组人造细
菌染色体（ＢＡＣ）库、水稻基因组 ＢＡＣ 全库。１９９５ 年，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指
纹图谱数据计算机处理系统软件。完成水稻基因组全部克隆的分析处理。
细胞生物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起，植生所等论证原生质细胞间运动是
植物界广泛存在的正常现象。１９６０年，实生所在离体条件下首次从 ７ 例人肝
癌标本中建立３个肝癌细胞系，被国内外广泛应用于肿瘤生物学的基础研究。
１９７６～１９８１年，细胞所证实人肝癌细胞表面具有一种新的癌胚抗原。１９９４年，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建立 ＥＳ细胞系和有关转基因研究技术。１９９５年，制备基因
工程人生长激素、抗人免疫缺陷病毒Ⅰ型和Ⅱ型抗体免疫测试试剂盒。

第五节 天文学 、地球科学
一、 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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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天体测量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始用 Ｇａｕｔｉｅｒ中星仪测时。此后，
主要用 Ｐｒｉｎ和 Ｚｅｉｓｓ中星仪测定世界时。１９５９ 年，建立中国的世界时服务。
１９６３年，建立以测定世界时、提高测时精度和国内世界时服务为主的时间纬度
研究。１９７７年起，主要从事天文地球动力学，地球自转参数服务，世界时测定
以及星表、天文常数等研究。
天体物理、恒星天文 佘山观象台早期主要从事照相天体测量。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初，有小行星照相定位和轨道计算等。１９６３年后，开展星团、星协自行、

天琴 ＲＲ 变星自行以及恒星绝对自行观测、双星观测等。８０年代，进行恒星、星
团、星系团及宇宙学领域内实测和理论天体物理研究。
射电天文 １９７９年，研究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及在天体物理学、天体测
量学及地球动力学等的应用。
卫星动力学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先后建立
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站，与全国２０个站加入苏联人造卫星观测系统，开始人造卫
星跟踪观测研究。１９９４年，在佘山建成全球 ＧＰＳ基准站，上海天文台在国内最
早建立 ＧＰＳ卫星的精密定轨软件系统。
时间频率 １９１４年，徐家汇天文台开始无线电报时。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０年，先
后进行氨分子钟氢原子钟研制工作。此后，开展无源电视同步、建立单台原子
时、实验室铯束频标、接收 ＧＭＳ信号时间比对等研究。
二、 地球科学

自然地理学 地貌学。１９４７年，葛绥成《地形学》出版。１９５７年，陈吉余第
一次提出长江三角洲碟形洼地的基本特征和湖成因。６０ 年代初，华师大开
展坡地发育研究。１９７９年，编制上海地区地貌图。９０年代初，许世远等开创地
貌学与沉积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沈焕庭等将中国河口分为钱塘江口型、过渡
型（射阳河口型、长江口型）、珠江口型、黄河口型。
水文学。１９３４年，李长傅 《中国湖泊的研究》论文发表。１９５６ 年，胡焕庸
《淮河的改造》出版，是国内最早全面论述淮河的著作。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华师
大提出潮汐河口风浪要素计算的经验公式、治理长江河口南支河段的意见。
１９８８年，提出长江口北槽分水分沙增加，南槽分水分沙减少的变化规律。上海
市气象科学研究所完成上海港可能最大台风风暴潮的估算研究，计算出可能出
现的最高潮位，以此作为黄浦江防汛墙设计标准。１９８９年，上海自来水公司等
完成三峡工程对上海供水水质的影响专题研究，建议长江安徽大通站流量控制
在１．１万立方米／秒以上。９０年代初，市环境地质站等完成对上海市区及近郊
区５８５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第二、三、四承压含水层的地下水位预报。
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１９３３年，《地学季刊》发表盛叙功译文《科学的经
济地理学》等。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华师大等进行沪宁杭地区钢铁工业合理布局、
上海市乡镇企业区划、上海化学工业布局、上海工业结构调整、合理布局等研
究。９０年代初，提出上海的工业布局应由中心城市向南北延展，建设杭州湾北
岸及长江口南岸（含外高桥）滨海工业区。
城市地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严重敏进行县区规划和苏 （州）、（无）锡地
区、赣东北地区小城镇的调查研究。１９８６年，提出上海今后的发展应向浦东地
区拓展，建议在浦东划出地域作为自由港。１９８７年，王桂新提出上海郊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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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是接受中心城市人口扩散、郊区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综合模式。１９８９年，
严重敏、汤建中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大上海发展战略，建立由中心城、副城、卫星
城、县属城、集镇５个不同层次组成的城镇体系。９０ 年代初，论述港口决定上
海城市轴向发展的地域形态。
测绘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根据前 ３０ 年黄浦江验潮记录资料，以
吴淞张华浜附近最低水位之平均值为零点，设置上海第一个水准点，即吴淞零
点。清代、民国时期，进行地籍测量、户地测量、清丈测量，把地块权属境界线以
地形和地物标记地图。１９５０年，建立全市统一的平面控制网，控制面积６００多
平方公里，开创中国城市测量的先例。１９６４ 年起，改建城市平面控制网，控制
面积０．８７万平方公里。同年，首次进行大陆与崇明岛、横沙岛、长兴岛高程连
测，完成上海—长兴、崇明—长兴—崇明多次越江水准测量。至此，上海有完整
统一的高程控制网。
地质学 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至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江南制造总局
翻译出版多种国外地质著作，有 《金石识别》（１８７２ 年）、《探矿取金》（１９０３ 年）
等。光绪三十二年，顾朗和周树人合著《中国矿产志》出版，为国内出版的第一
种地质学著作。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在上海创立，开展地质学研
究。１９３０年，有李四光《古生代以后大陆海水进退规程》（１９２８年）等论文，奠定
地质力学理论基础。１９３０ 年、１９３６ 年，《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矿物学名词》出
版，均为国内首种地质学专著。５０～７０年代，进行全市矿产普查和勘探、水文
地质和工程地质研究。１９８４年，华师大对上海及邻近地区初步划分地震带，９０
年代初，研究长江口现代沉积物物质组成，划分７个沉积相。上海勘察院、同济
大学完成《上海市桩基工程地质图集》（浦东陆家嘴为试点小区）。
地球物理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年，华东石油物探大队等进行地面重磁普查。
１９６０年，上海石油普查大队在坦直等地区开展地震勘探。１９７２年，上海水文地
质大队发现张堰铜铁矿。１９７８ 年，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论证东海油气远景。
１９８９年，马在田提出地震勘探中的高阶方程分裂法理论，被称为 “马氏方法”。
９０年代初，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提出以上海为中心的 ３００ 公里范围内大型工
程可按Ⅶ度设防的意见进行场地土分类，预测今后 １００ 年内可能发生的地震
强度。
大气科学 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天主教传教士潘国光在上海敬一堂
侧设观星台。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英国医生洛克哈德在上海仁济医院
（今山东路１４５号），用雨量器进行雨量观测。同治四年，巴黎耶稣会神父刘德
耀在上海董家渡建立气象观测站，在国内最早进行气象观测。十一年，法籍传
教士高盘龙建立徐家汇天文台。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正月初一起，徐家汇天文
台在上海报纸刊载上海和中国沿海天气预报。九年，在上海外滩法兰西码头

（今金陵东路外滩）设置气象信号台，十年九月初一起每日定时悬挂反映天气变
化的气象标志，１９４５年改组为上海气象台。此间，徐家汇天文台第一任台长能
恩斯撰《１８７９年７月３１日的台风》一文，是上海最早研究台风的论文。二十一
年，第三任台长劳积勋根据１０多个主要城市气象观测资料，绘制第一张东亚
地面天气图，二十六年著《远东大气 》一书出版，成为法国航海部指定远东海
军军官必读之书。１９２０ 年，劳积勋 《１８９３～１９１８年６２０个台风路经图》发表，
将１８９３～１９１８年经过上海和西北太平洋的 ６２０次台风的移动路径绘制成图，
为远东航海家所必备，劳氏被称为 “台风之父”。１９４６ 年，上海气象台发布黄
海、东海的天气预报。并于１９５４年改建上海中心气象台。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建立
龙华气象站，进行日射观测。１９５９年６月，建成气象雷达站，开始探测半径４００
公里范围内的雨情、雷暴雨、冰雹、龙卷风等。１９７０年，在南汇建立探测台风雷
达站，探测半径６００公里范围内的台风活动，编发台风探测报告。１９７２年７月，
开始接收美国 ＥＳＳＡ８极轨气象卫星的 ＡＰＴ 云图资料。１９７６年，研究制订国
内最早的台风路径数值预报正压模式并用于实报。９０ 年代初，市气象局完成
上海地区短时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服务系统。
海洋科学 １９７４年、１９８０年，海上钻井浮船勘探１号、２号，先后在南黄海
钻探油气，在东海进行石油普查探井。１９８２年，国内第一种海洋地质学著作严
钦尚《海洋地质学》出版。同济大学研究发现东海、黄海近７万年间两次出露为
东黄海平原。１９８３年，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第一次在东海油气勘探中发现油
气。１９８６年，华师大等完成《上海市海岸带海洋水文调查》。调查历时５年，是
上海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多的一次海洋调查。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完成
《上海市海洋牧场预可行性研究》《上海市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１９８９
年，进行近百年海平面变化趋势及其对长江三角洲影响的研究。９０年代初，建
立水槽，为上海中心气象台开展气象导航、上海海洋环境预报区台发布海浪预
报。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承担东海陆架盆地油气富集条件及资源评价。

第六节 医学
一、 中医学

唐贞元年间，华亭陆贽抄编《陆氏集验方》。元华亭徐枢著《脉诀辨明》。明
代，上海县李中梓著《内经知要》。脉学著作《诊家正眼》（１６２４年），是最早的四
诊研究总结。 清代，雷大升 （六神丸创始者 ）撰有 《金匮辨证 》等。 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年），王士雄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宣统年间，陈莲舫著《御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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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评志》等行世。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曹炳章主纂 《中国医学大成》，选书 ３６５ 种。
４０年代，丁福保译著编著１０类９３种。５０年代起，邝安坤等应用现代科学方法
进行中医研究。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研制８代针灸经络穴位人体模型，开始经
络穴位研究。１９５５年，姜春华提出中医治病着重整体，从人的本质作基本处
理，是中医突出的地方。１９５８ 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尹慧珠在扁桃腺手术
中，施行针刺麻醉获得成功，为国内首例以针刺麻醉命名的手术。１９６３ 年，上
海第二医学院开始中医实验动物模型研究。１９６４ 年，从内分泌角度研究中医
阴阳学说。６０年代中期，进行中医治疗肿瘤尝试。１９７４年，龙华医院提出肿瘤
的中医治疗，不仅是扶正，还应祛邪。１９６５ 年，华山医院首创针刺麻醉下开颅
手术获得成功。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组织全国２４个单位协作开展针刺麻醉下前颅
窝手术的研究。１９７３年，张香桐提出针刺镇痛是针刺与镇痛两种不同传入冲
动在神经系统各级水平上相互作用的假说。１９７４ 年，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１９７８年，上海高血压研究所提出，高血压发病机理是阴阳动
态平衡失调。１９８１年，上海中医学院发现肾虚症与内分泌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１９９０年，上海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出具有强烈选择性杀伤作用的抗癌制剂，经动
物实验抑癌率９０％。１９９１年，开展中药农药残留、中药胆宁治疗气郁型胆石病
研究。１９９４年，曙光医院在国内首创运用“补肾为主”治疗慢性乙肝。１９９５年，
龙华医院研制成功中药胆宁片，是上海第一个获国家批准的国家级三类新药，
总有效率９０％。
二、 西医学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４４８

上海开埠后，仁济医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中华医学会出版译著和专
著《医学辞汇》《路氏组织学》等。民国期间，主要用科学实验方法诊治流行疾
病，并结合临床开展医学研究。临床研究，１９２８年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试验所等
设立病理诊断部，研究肿疡、内脏寄生虫等病理标本。１９３２ 年，在上海召开第
一次全国麻风会议，上海介绍应用大枫子油、矾类药物治疗麻风的新疗法。３０
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上海雷士德研究院实验证明补充维生素 Ａ 可防治尿石症，
维生素 Ｂ２ 可治愈脚气病。１９４０ 年，对中国人心脏及主动脉进行 Ｘ 光测量研
究，初步确定正常人心脏的大小。１９４８年，中山医院在国内首先进行胸膜全肺
切除术。流行病学研究，１９２４ 年，美国学者在上海市郊开展血吸虫病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４年陈方之等报道上海地区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和程度。１９３１ 年，
周诚浒等对数万名小学生开展沙眼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病率 ５３．５％。１９３５
年，程慕姬研制狂犬病疫苗获得成功，研制的牛痘疫苗行销全国。１９３７ 年，上
海巴斯德研究院在国内首制成功卡介苗。同期，上海研制和生产霍乱、伤寒、脑
膜炎疫苗、伤寒和痢疾噬菌体口服液以及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１９４０年，首

创骨髓培养法以诊断伤寒、副伤寒、葡萄球菌败血症及其他全身性细菌感染。
４０年代初，在国内首次分离和鉴定出 Ｃ、Ｄ、Ｅ、Ｆ、Ｇ 等型副伤寒菌。１９４８年，
从人体首次检出副伤寒Ｊ型新菌，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上海”沙门氏菌。１９５８
年，广慈医院抢救成功烧伤总面积８９％、三度烧伤面积达２３％的大面积烧伤病
人。换置二尖瓣手术成功。１９６３年，市第六医院成功施行世界上第一例断肢
再植。１９６０年，有关医院、研究所制定大气污染有害物质卫生标准。１９６０年、
１９６１年，先后培养出肝癌细胞株，分离出多瘤病毒株。１９７１年，研制成功抗癌
新药羟基喜树碱和高三尖杉脂碱。１９７２年，在国内首创乙型肝炎的免疫学诊
断方法。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进行子宫颈癌综合防治研究。１９８４年，首次在人体和
肝癌细胞株中发现人原发性肝癌基因 Ｎ—ｒａｓ。研制成功测定乙型肝炎表面抗
原、酶联免疫试剂盒等。自制分型血清盘，应用于器官移植配型、相关疾病和亲
子鉴定。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开展肝癌阳性扫描与导向治疗研究。首次证实蚶类
可以传播甲型肝炎。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面部整复矫形、阴茎再造。成功研究
用猪皮和自体皮混合移植治疗重烧伤等。 研制成功免疫微球和试剂。１９８７
年，国内外首次研制成功内窥镜激光自体荧光与图像快速诊断胃癌装置。１９８８
年，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有效率８０％。１９９０年，进行激光
消除冠状动脉粥样斑块课题、脑肽与缺血性中风发病机理、人胃癌细胞恶性逆
转实验、新型抗早孕药 Ｒｕ４８６研制。１９９１年起，进行人肝癌癌基因谱及癌基因
靶向治疗的研究、小肝癌诊断与治疗。首次揭示Ⅱ型糖尿病的遗传标志。１９９３
年，进行全国中风高发区、低发区对比性研究。１９９５ 年，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的
发生机理进行研究。

第七节 重要科技成果
１９５２～１９９５年，上海重要科技成果有甾体激素合成甾体反应研究（１９５２～
１９８０年），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年 ），中国世界时系统建立
（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多元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研究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年），向阳红１０号科学考察船 （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年），１．５６ 米天体测量望远镜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年），１５０ 自交系育成和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选育 （１９７６～１９９１
年），严重颅颌面畸形的外科治疗研究（１９７７～１９９４ 年），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
技术（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千吨级四氟乙烯生产技术（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双波长高功
率锁模激光系统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 年），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设计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年），中国人 ＨＬＡ—Ｄｗ 研究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年），甲肝减毒活疫苗研究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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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延安东路黄浦江隧道施工技术（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２７００箱多用途集装
箱船研制（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ＳＨ—１型裂解炉技术开发（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抗鸡传
染性法氏囊病毒单克隆抗体（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上海市黄浦江大桥主桥结构设
计技术（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Ｐｈ１染色体相关白血病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年），大麦抗黄花叶病遗传、利用研究（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现代技术改造修理
万吨水压机科研（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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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哲学、社会科学
第一节 科研机构 、学术团体
一、 科研机构

１９２８年３月，上海地区首家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
研究所经济组创建。是年，国际编译馆创办，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出版《综合杂
志》《国际新闻周报》等刊物。１９３４年，社会粮食调查所成立，编纂出版《社会经
济调查所丛书》和《社会经济月报》《粮食调查丛刊》等刊物。１９４５年，中国经济研
究所成立，编有国内经济学权威刊物《经济评论》周刊，定期调查发表上海物价与
金融状况，编制上海物价指数。少数高等院校也设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５０
年代起，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社科院、各高等学校、政府研究部门、
各级党校以及在沪军事院校。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历史研
究所成立，是解放后上海最早建立的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１９５８年９月，全国
首家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１９８７年，出现民间研究机构。
市级研究机构 上海社会科学院。１９５８年９月建立。１９９５年，辖历史、经
济、哲学、法学、部门经济、世界经济、信息、社会学、文学、新闻、亚洲太平洋、东
欧西亚、宗教、青少年、人口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等１６个研究所和邓小平理论研
究等５个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１９６０ 年建立。设美国、日本、亚太、欧洲和综合 ５
个研究室。
高校系统研究机构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各校中最
早设有社会科学专业和院系。至清末，有多所高等院校设社会科学专业。民国
时期，上海先后设有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２８所，少数院校建有专业研究
所。其中东吴大学建有法学研究所，复旦大学有经济研究所，均以培养硕士研
究生为主，兼及研究。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设研究、调查、编辑３股。解放
初期，全市高校有文科研究所８个，其中，中国文学、人类学、经济、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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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行政各１个，农业经济２个。１９７９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各有１
个研究所和少数几个研究室。１９９５年，高校设有的研究所主要有复旦大学世
界经济、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地理、古籍整理、人口等研究所，以及经济、美
国、马克思主义等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育科学、自然
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西欧北美地理、国际与比较教育、心理学、古籍、中国史
学、文学、人口和国际金融等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科学、
古籍整理、学科教育和语言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科学、亚洲经济和数量
经济研究室。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国际经济法、立法、法律文化和法律古
籍整理研究所。上海大学社会学和司法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和社
会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
语言文学研究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系统研究机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设战略研究所。１９９５年，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区域行政管理、党
的建设与历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代企业建设等５个研究中心。
部门研究机构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研究科。１９５６年，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成立金融研究室。１９６３年，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建立调查研究室。
１９７８年后，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上海市政府等职能部门建立一批与职能和
工作方向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１９９５年，政府和其他部门研究机构主要有市
政府系统的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市体改委体制改革研究所、市
教卫办智力开发研究所、市计委经济研究所、市外经贸委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
市科委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上海市分行固定资产投资研究所、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市人
事局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市财政局财政科学研究所、市统计局统计经
济研究室、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市检察院研究室、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中
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市教育局成人教育研究室、市人事局研究
室等。中共上海市委系统有市委研究室、市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１年）、市委组织
部研究室、市委宣传部调研室、市委统战部研究室等。市群众团体系统有市总
工会工运研究室、市妇联研究室、团市委研究室等。
民间研究机构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中国管理科学院上海分院成立。此后，成
立有国际合作与中小型企业振兴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国际科技进步研
究所、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亚洲研究所、上海浦东开发研究所、台湾研究所、上
海通俗文学研究所等。
二、 学术团体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上海文理学会，次

年改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成为英国皇家亚洲文会的上海分会。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英国传教士威廉臣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十八年改广学会。成立后
４０余年中，编辑出版包括神学、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等各方面书籍 ０．２
万种。二十一年，康有为建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倡导输入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
科学，是上海较早由中国人创办的民间团体。二十三年，董康等组成译书公会。
三十四年，群学会成立。此外，还有中华美学会及灵学组织。１９１２ 年，上海法
文协会及孔学会成立。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
上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１９２１ 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创造社成
立。１９２６年，上海艺术学会、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１９２９ 年，中国学会成立。
１９３０年３、５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中
国社联）先后在上海成立。１０月，左联、中国社联、美术家联盟等联合组成中国
左翼文化总同盟。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成立各种社团，主要有中华地学会、新中国
建设学会、中国语言文学学会、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国际问题研究会、银行学会、
上海国际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
中庸学社、东北协会、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国学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合
作学社、上海回教学会、中华法学会、中国国学研究会、西北问题研究会、上海图
书馆会、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中南文化协会、微风文艺社、中
国语言学会等。１９３５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１９３６年，中国文艺家协会成
立。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成立中国新文学研究会、上海语文学会、中国学术工作者
协会上海分会等。５０年代初，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中国新哲学学会上海分会、
中国新经济学会上海分会、中国历史学会上海分会等先后成立。１９５６ 年
９月～１９５８年２月，撤销除中国历史学会上海分会外的上海全部学术性群众团
体，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哲学学会、法学学会、经济学会、教育学会、外文学会、国
际关系学会等７个学会，全市有８个学会。１９５８年３月９日，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联合会成立，是全国第一个学会联合体，由上述８个学会和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联合组成。１９７９ 年开始，大批应用学科、新兴学科、边缘
学科学会（研究会）建立，１９９５年发展到１５９个。

第二节 学术交流
一、 国际学术交流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９２０年初，梁启超和蒋百里等７人出访欧洲，这是２０世纪
初至２０年代上海最大的一次组团出访，与英、法、荷、意、德、瑞士等国知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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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学家会晤，介绍中国文艺复兴情况。１９１９年５月１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在
上海作《平民主义教育》讲演。１９２０年 ９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上海讲演政治
学、教育学、社会学、逻辑实证主义等。上海的刊物载文评介罗素学说，发起“社
会主义能不能实行于现在的中国”的讨论。是年，蔡元培赴欧洲和美国考察教
育改革。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名上海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檀香山世界报界大
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抵沪，与张君劢交流心灵学问题。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沪。１９２７年，戈公振代表上海报业公会
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新闻工作者会议，并考察欧洲、苏联等国新闻事业。１９３３年
２月１７日，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沪，与上海 ５０ 多名各派作家会晤。１９４５ 年 ６
月，郭沫若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２２０周年纪念大会。１９５０年，苏联哲学博士尤
金在沪作《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报告，是上海解放后最早与国外的学
术交流。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上海社科院接待外国学者５２批、１１８人，
大多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另有印度等国学者，进行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
语言学等学术交流。１９５９年 ６月，上海外文学会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纪
念会，纪念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１７５９～１７９６年）诞生２００周年，犹太作家
肖洛姆·阿莱汉姆（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年）诞生 １００ 周年、巴西作家欧克利斯 · 达库
尼亚（１８６６～１９０９年）逝世５０周年。“文化大革命”中，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基本
停止。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南斯拉夫经济考察团访沪。１９７９年，有日、美、英等 ９个
代表团访沪。８０年代以后，出现由上海学者提出课题，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
或由中外学者共同拟定课题进行合作研究的学术交流。同期，围绕社会、经济、
文化领域中有关问题，上海学者与国外学者多次举行双边或多边学术讨论会。
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期，开拓以色列·犹太学和韩国研究。上海的中国文
化、妇女、青年、教育、婚姻家庭、集团犯罪等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
重要内容。开发浦东，振兴上海，为９０年代上海对外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方面。
１９８９年，成立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聘请 １０ 多个国家的知名学者和
企业家为上海市市长的国际智囊团成员，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咨询会议。１９９２
年，召开浦东开发开放的国际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
二、 国内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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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强学会上海分会每 １０ 天集会一次，有演讲等
内容，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学术活动。１９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洋务派和维新派围
绕中西之争在《时务报》等报刊论战，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而结束。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年，进行两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１９２２年１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
等团体在上海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大会。９月，上海青年演讲会特邀北京大学
教授李大钊演讲青年问题。１１月，章太炎在上海就国学问题发表演讲，呼吁挽

救“国学之衰微”。１９２４年，瞿秋白演讲《社会科学概论》。１９２５年４月，梁启超
发表演说，提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３种重要杂志在上海创
刊，有１９２８年陶希圣主编《新生命》，代表国民党右派学术观点，被称为“新生命
派”。１９２９年创造社主办《新思潮》，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其学术思想，被称为
“新思潮派”。１９３０年严灵峰主编《动力》，鼓吹托派观点，被称为“动力派”。２０
年代后半期和３０年代前半期，各学派围绕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
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科学与玄学、无神论与有神论、中国社会性质与
社会史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论战。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４日，上海学术界举行马克思逝
世５０周年纪念会，蔡元培发表《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讲演。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
文学社等１７个团体及艾思奇等１４８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强
烈反对“复古读经以救国”论。１９３８年６、１２月，上海新文字研讨会先后举行两
次演讲。１９４０年，周建人、郑易里等组织召开哲学座谈会，后出版《哲学杂志》。
５０年代前半期，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胡
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围绕毛泽东提出的 “百家争
鸣”方针，中共上海市委高教部召开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座
谈会。有人提出中共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另有人认为生产关系不可能走在生产力前面，其一切
进步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１９５７ 年 ６ 月，上海法学会和市政协政法
组召开会议，批判王造时和杨兆龙的“右派”言行。
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前半期，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１９５８年 ４月，复旦大
学等院校多次开会，讨论厚今薄古问题。１０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
会（简称市社联）就８月发表的张春桥《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召开座谈
会讨论，随后又召开 ５ 次。讨论中观点不一。１２ 月，上海市法学会召开座谈
会，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人提出“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
以至消灭”。１９５９年４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理
论讨论会，与会者２４５人，重点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
件工资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对“大跃进”中一度出
现的消灭商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等观点提出批评。１９５９ 年
６～１０月，上海学术界就生产力性质问题展开讨论和批判。李平心发表 《论生
产力性质》，认为生产力具有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重性，使生产力成为
最活跃的因素并不断向上发展。就此市社联组织４次大型讨论会和３次小型
讨论会，３００多人次参加。同期，重要的争鸣及批判还有批判周谷城的“无差别
境界”与“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王中对新闻学提出的新闻的“社会需要”和“读
者需要”论的争鸣，批判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论等。１９６０ 年 ２ 月，批判马寅初
的“团团转”理论和 “新人口论”。１９６０ 年下半年，市社联连续召开 ７ 次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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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邀请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会者提出，不要把学术
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混淆，讨论学术问题不要戴政治帽子。还提出对李平心的批
判不利于学术繁荣等。１１ 月起，《文汇报》辟设学术版，作为理论争鸣园地。
１９６１年６月，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学术讨论会，对中国古
代史的分期、农民战争、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历史人物评价、资本主
义萌芽、洋务运动、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规律等问题讨论。１９６２ 年 ６ 月，
召开关于孔子评价的座谈会。其间，重要的学术讨论还有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
性的关系、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等。１９６２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思想
工作会议，批判陈其五、罗竹风。上海学术界就“合二而一论”，批判李佐长和姚
伯茂。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
发表。月底，市社联和上海史学会就姚文连续召开座谈会，不少学者对姚文提
出不同意见。１９６６年１月，市社联还就“清官”问题进行座谈。“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正常的学术活动停止。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在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讨论中，市社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冲破限制，举办多次研讨活动。１９７９
年初，召开全市理论务虚会，以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理论混乱。６
月，市社联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认为，上海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补课”，才
能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１９８０年３月，市社联召开会议，恢复李平心、周谷城、李佐长等一批在６０年
代受到错误批判的学者的学术名誉。１９８３ 年 ３ 月，市社联召开纪念马克思逝
世１００周年座谈会。８月，举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１１ 月 ２８
日，市社联举行大型座谈会，４００余人出席，就理论界如何贯彻不搞“精神污染”
问题进行讨论。１９８４年４、９月，两次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先后有
３００余人和５００多人出席，中心议题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上海经济发展面临
的新任务。１９８５年５月，市社联 ６０ 多个学会举行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成立５５周年大会，近万名学员参加，１８名老盟员联名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建
立全国社联。６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主召开振兴第三产业研讨会，是上海第
一次举行的第三产业大型理论研讨活动。１９８６年５月，召开上海文化发展战
略研讨会。召开上海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研讨会。１９８７ 年，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等召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讨会。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等 ８ 个单位举办
解放以来国内首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１９８８ 年，上海各界举行一系列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１０周年理论讨论会。 是年 ７ 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
理论讨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易经》文化讨论会，复旦大学召开儒家思
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市社联召开缓和形势下两种制度国家间关
系新特点讨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苏联东欧改革问题研讨会等。１９９０
年，市社联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实践等讨论会。华东师范大学和同

济大学联合召开全国地学哲学学术讨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
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等举办 ９０ 年代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研讨会。１１ 月，华东
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等举办研讨会，研讨安乐死。１９９２ 年，市社联举行邓小平
理论思想系列研讨会。１９９４ 年，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举办冷战后世界格局与
国际秩序大型讨论会。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

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西国近事汇编》，书中第一次
出现“康密民人”、“康密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音译。二十四年夏，胡
贻谷译英国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以《泰西民法志》为书名出版，专辟马克思一
章，首次在中文出版物中提及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生平和思想。二十八
年，上海《翻译世界》杂志编译村井知至《社会主义》，是中国第一种系统介绍马
克思生平和学说的译著。１９１２年，《新世界》刊登蛰伸全译《共产党宣言》１０项
纲领。１９１８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１９１９年 ３月号
《新青年》刊出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等文。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上海出现两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报刊杂志发表 ３００多篇文章。１９２０
年８月，陈望道根据日文本和英文本，翻译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１９２７年后，上海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译本。１９３８年 ８～９月，
郭大力、王亚南完译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为第一种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
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开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等４门政治理论课。１９５７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编
写《社会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６０年代中期，主要围绕 “反修、防
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民族解放运动
等问题进行讨论，一批文章、论著及教材问世。１９７８年后，开展科学社会主义、
马列主义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
想、斯大林模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方面的研究。８０年代初，对列宁、
斯大林及苏联早期政策展开研究。１９８０ 年，开展对斯大林模式的探讨。开展
对国外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研究。８０年代中后期，一批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理方面的论著出版。再次重新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１９８９年，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挑战与回答”丛书的编写和出版，集中批判社会主义
“空想论”等观点。８０年代末以后，出版一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著。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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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五形态论”和超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东方专制主
义、东方社会的文化背景等。１９９４年，有人提出上海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
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窗口，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成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中心。
二、 毛泽东思想研究

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３日起，《每日译报》和《导报》全文连载毛泽东《论持久战》，并
于９月出版发行。１２月１０日，《文献》全文刊载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４０年 １月，北社出版陈公琪等著 《新民主主义
的理论与实践》。４月，李平心《中国宪政运动史》阐明中国必须走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１９４１年６月，《北斗》杂志刊载毛泽东《辩证唯物论》。１９５２年３月，
冯定发表《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１９５８年，严北溟发表《从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１９６５年，周信礼发表 《谈谈大城市卖西瓜的
哲学问题》等。１９７９年，胡曲园发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有学
者对毛泽东关于世界观的提法等问题展开讨论。１９８０ 年 １ 月，张天飞对毛泽
东所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两家的观
点提出不同意见。１９８６年，李君如《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
发表，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方法论。１９９３年前后，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００
周年之际，再次出现毛泽东思想研究高潮。是年，出版有关专著 ２０多种，发表
论文数百篇，多次召开全市性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３ 年，巢峰主编 《毛泽东思想大
词典》出版。学术界加强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述评，开展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和
实践、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研究。李君
如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来源。１９９５年，苏开华发文，分析斯大林路线和
毛泽东路线的主要分歧等。
三、 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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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６月，市社联围绕５月１０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一文展开讨论。９月１６日，《文汇报》刊发虞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文章及复旦大学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报道。１９７９年底，市社联、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分别召开讨论会，提出上海必须补上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１９８３年，林子
力《论联产承包制———兼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发表。１９８８
年１２月，丁祯彦等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出版，在上海最早完整论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５日和３月２、２２日，《解放日报》连续发
表署名皇甫平《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３篇文章，透露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精
神，强调要以改革开放总揽全局，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标志，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１９９２年春，针对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解放日
报》《文汇报》接连刊登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学习谈话的理论文章。１９９２
年７、８月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关注的热点。《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日报》连载吴敬琏长篇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１９９３年，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设立。
１９９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１９９３ 年，奚洁人主编的教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程》出版，为全国第一种邓小平理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材。１９９４年，《毛泽东
邓小平理论研究》（双月刊）创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举行邓小平的
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交流会。１９９５ 年，上海市高校通用教材王邦佐
主编《邓小平理论教程》出版。

第四节 哲学
一、 中国哲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出版，是上
海近代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１９１２年，陈焕章、沈曾植等发起成立
孔教会。五四时期，周易学社建立。１９１６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系统研究中
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突出儒家思想。１９１７年，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出版。康氏３部著作，提出以 “元 （气）”为世界源的 “博爱”哲学观，以 “公羊三
世”说和古代“大同”“小康”思想为基础，吸取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进化论学
说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
１９１９年，康有为《大同书》出版，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代表作。２０年代，张东荪
《新哲学论丛》出版。３０年代后，有张东荪《科学与哲学》、方东美 《科学哲学与
人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范寿康 《认识论》、李参史 《意识论》、李石岑
《中国哲学十讲》、陈立夫《唯生论》等。其中，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１９３５年）
认为儒家是十足的唯心论。“文化大革命 ”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发表 “尊法
（家）”、“批孔”、“批儒（家）”等文章。１９７９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上海学者对先秦诸子哲学到近代中国各学派均展开全面
研究，出现一批断代哲学史研究成果。８０年代以后，出版一批综合性论著。冯
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出版）。１９８５年，严北溟
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出版。８０年代，出现一批中国古代宇宙观、
文化哲学等研究成果，其中李志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１９９０年出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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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气”概念的演化及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 外国哲学

清末，最早引进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斯宾塞的实证论以及现代西方
的社会哲学。民国时期出版一批重点介绍与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逻辑
学说与政治学说以及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的代表柏格森与杜里舒的著作。１９３１
年，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指出，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证主义的反动，实证主义重
研究生命的实现，现代哲学则重促进生命本身的表现。前者以科学为中心，后
者以艺术为中心。１９３４ 年，张东荪 《现代哲学》出版，认为现代思想唯其不统
一，新说层出。５０～７０年代末，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成为学术禁区。８０年代初，
上海学者在国内最先展开研究。１９８１年，刘放桐编《现代西方哲学》出版，是解
放后国内第一种现代西方哲学的高等学校教材。８０年代开始，介绍与研究面
更广，以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重点，涉及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
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等研究。
三、 逻辑学、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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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严复到上海演讲名学，开始使用 “逻辑”一词，
并翻译《穆勒名学》。二十八年，田光癤译日本十时弥著《论理学纲要》出版，是
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逻辑体系的译著之一。次年，杨荫杭 《名学教科书》出
版，为上海出版的国内学者首部逻辑学著作。此后，严复翻译英国穆勒《穆勒名
学》（１９０５年）等。１９１７ 年，胡适完成英文 《先秦名学史》。２０ 年代，有蒋维乔
《论理学讲义》、牟宗三《逻辑典范》等出版。１９２３年，发生“科学与玄学”的大论
战。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汪奠基先后完成国内最早介绍与研究数理逻辑的权威著
作《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和《现代逻辑》。１９３７年，金岳霖完成《逻辑》，被认为是
国内最具权威的逻辑学著作。还有对中国名辩学与因明学进行研究。５０年代
起，逻辑学被列为高校文科院系必修课。１９５６ 年，周谷城发表 《形式逻辑与辩
证法》，引起持续６年的全国大讨论。是解放后上海发起的第一次影响全国的
哲学学科大讨论。１９６０年，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是年 ９ 月，《哲学研
究》编辑部组织编译、内部出版 ８个专辑。１９６２ 年起，《文汇报》开辟学习自然
辩证法笔记专栏。１９７６年后，研究主题扩展到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哲学逻辑
和逻辑史等方面。
四、 美学

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王国维发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等文章，
最早将西方美学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完成《人间词

话》，提出“境界”说等美学观点，奠定中国近代美学的研究基础。１９１２年，蔡元
培倡导把美育教育列入教育体系。１９１５年，徐大纯发表《论美学》，开创中国现
代美学研究的先河。１９２０年，中华美育会在上海成立，创刊《美育月刊》。２０～
４０年代，大批美学著作出版，重要的有吕澄《美学概论》（１９２４年）、张竞生《美的
社会组织法》（１９２６年）、朱光潜《文艺心理学》（１９３６年）等。翻译出版一批西方
美学著作。１９５６年开始，《文汇报》等发表多篇文章，参加全国美学讨论，对朱
光潜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提出商榷。蒋孔阳发文提出美学的社会
本质力量化的观点。５０年代，巴人《文学论稿》出版，提出存在人类一般的 “共
同美”问题。１９８１年，上海美学研究会等建立。１９７９ 年，《美学》丛刊等创刊。
７０年代末，讨论“共同美”的问题。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形成对马克思《巴黎手
稿》研究的热潮。开展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和介绍，进行中外美学史以及中西
美学比较研究。
五、 伦理学

清末，郑观应将“先贤格言”汇编成《训俗良规》。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０年），又
编成《盛世危言》，企图促使政界知爱国保民之道。二十二年前后，梁启超始提
出国民道德改造思想。唐才常提出中国人只有合群、破私，团结互助，国家才能
保种图存。光绪三十二年，章太炎提出人必须“知耻”、“重厚”、“耿介”、“必信”，
反对轻小行、轻私德。是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批判男尊女卑。宣统元年，
蔡元培译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是第一种西方伦理学译著。二年，蔡元培
撰《中国伦理学史》，是中国近代第一种中国伦理学史专著。１９１２年，蔡元培提
出德育是５种教育的中坚和根本。１９１５年，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
后觉悟之最后觉悟”。１９２３年，发生 “科学与玄学 ”论战。３０ 年代，张东荪出
版《人生观 ＡＢＣ》等４种专著，主张从 “自我 ”出发实现 “真我 ”的人生观。４０
年代，上海伦理学研究趋向系统化，黄建中 《比较伦理学》（１９４４ 年）认为伦理
学归根到底是对最高善的研究。熊十力 《十力语要》（１９４７ 年）主张灭一己之
私。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主要为介绍、探究共产主义道德及培养。８０ 年代初，主
要是介绍基本知识方面，后研究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继续发扬共产主义道德
的问题。１９７９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第一种伦理学专著李奇 《道德科
学初学集》出版。１９８５年，沈松勒等《共产主义道德》一书被作为青年工人共
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轮训教材。１９８８ 年，吕俊华著作 《自尊论》，呼吁新人生的
价值和尊严。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主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伦理
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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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政治学
一、 基本理论

１９世纪后期，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学著作，
所出译著占全国同类出版物的８０％。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傅兰雅和应祖
锡译述《佐治刍言》出版。三十二年，陆绍明《政学原理》发表，涉及政治学基本
理论。五四运动后，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政治学理论的著述、译述，出现中国“政
治学”。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９２０年５月，《建设》杂志连载廖仲恺译威尔确斯《全民
政治论》，阐述民主思想。１９２３年，《民国日报》发表邓初民《近代政治与政党》。
１９２９～１９４９年，上海出版６种著作，基本奠定政治学研究体系。１９５２年，高校
取消政治学学科，保留相关研究。研究以苏联的研究体系为蓝本，大多为马克
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译述，对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制度进行批判。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年，徐盼秋《什么是国家》等３种政治学论著出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述
政治学重大主题。１９５６年，吴恩裕《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出版，是国内政治学
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围绕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展开研究。１９６１年，复旦大学建
立政治学系，恢复政治学研究和教学。１９８１ 年，上海政治学学会成立。是年，
复旦大学举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奠定上海政治学研究在全国的地位。
８０年代前５年，主要探讨政治学的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和中
国政治学的发展沿革等。１９８６年，王邦佐等《政治学概要》中提出政治学是研
究“社会公共权力”的学科。１９８７年，严家其《首脑论》出版。王沪宁著《比较政
治分析》，提出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处于一个“势态系统之中”。８０ 年代后期，
对初期改革的成功和中期改革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上海和北京发起关于新
权威主义的讨论。
二、 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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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行政学研究起于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同时产生 “行政学”这一术
语。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民智书局出版江康梁 《行政学原理》，是国内最早论述行政
学原理的著作。１９３５年，张金鉴《行政学之原理与实际》出版，是国内第一种系
统论述行政学专著。８０年代末，研究试图重建行政学新的研究体系。代表作
有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１９８９年）。

第六节 经济学
一、 理论经济学

清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国内最早的西方经济学译著英国经济学家 Ｈ．福西
特《政治经济学指南》以《富国策》书名出版。二十八年，严复译亚当·斯密《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原富》书名出版，并通过按语对各经济学范畴
作广泛的分析，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２０ 世纪初至 ２０ 年代，国内学者
撰述经济学著作，出版译著、著作约４０种。民国建立前主要是西方经济学著作
译本，民国建立后多数为国内学者的著作。光绪二十九年，赵必振译日本福井
准造《近世社会主义》，在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版一批西方经济
学代表作译作，有１９３４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２０～４０ 年代，中国学
者著述一批经济学基本理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有３０种以上。影响较大的
有刘秉麟《经济学》、赵兰坪《经济学》、马寅初《经济学概论》。１９３８年，郭大力、
王亚南首次译《资本论》全书出版。１９４９年，郭大力译 《剩余价值学说史》。至
此，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发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１９３０年４月
上海《新思潮》月刊刊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王学文、吴黎平等提出中国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争论。１９３４年秋冬，开展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
战。解放初期，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极大的影响。５０年代下半期至６０年代
初，对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１９５９年，探讨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至１９６１年，平心发表系列论文，认为
政治经济学同时需要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规律。在全国经济学界引
起激烈论争。１９６１年，出版姚耐等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产
生影响。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研讨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
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等问题。８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上半期，研讨主要集中
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对外开放等
问题。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１９８０年），广为流传。
二、 应用经济学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上海出版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著作２０余种。２０～
４０年代，形成各分支学科研究，有财政学、货币银行学、新拓工业经济、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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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贸易经济、统计学、会计学、人口学和经济地理等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有李
权时《财政学原理》（１９３５年）等。潘序伦会计学著作最为流行。５０和 ６０年代
上半期，各分支学科发展分为两类。一是民国时期从欧、美、日引入的各学科，
改从苏联引入学科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另外从苏联引入学科体系和基本理
论框架，形成新的学科，有国民经济计划学等。１９５９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印
《中国工业管理讲义》，１９６２年上海财经学院编印《商业经济》。１９７９年后，形成
城市、消费等经济学新学科。主要著作有王文彬等《审计学》（１９８４年）、张薰华
等《土地经济学》（１９８７年）、汤云为《重置成本会计论》（１９８９年）等。８０年代初
开始，对国家和上海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改革和开放问题进行研究，在三方面产
生影响。（１）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进行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２）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
年进行的迈向２１世纪的上海课题研究，（３）９０年代上半期进行的对浦东的基
础开发和功能开发等问题的研究。

第七节 历史学
一、 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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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次年邓实发表 《史学通
论》，提倡“新史学理论”。二十九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
提及马克司（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阶级竞争是历史发展关键学说。其间，《国
粹学报》发表鼓吹民族主义的“国粹派”史学论文，有《黄史总叙》（黄节）等。传
统史学理论重要论文有张尔田《史微·历史·史学》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多
种专著出版，涉及史观、史法、史的作用与目的、史的资料与编纂、史家的修养等
课题。最早成果有１９２３年４月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其他代表性论著主要有
朱谦之《历史哲学》等。主要流派有以陶希圣《历史的法则可否成立》为代表的
新生命派，以朱谦之《历史哲学》为代表的生物史观派，以陈易《历史动力论》为
代表的动力派，以柳诒徵《国史要义》为代表的传统派。其他重要著作有周谷城
《历史完形论》等。解放后到７０年代，研究进展不大。１９８３年，谭其骧发表《对
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倡导重视史学理论系统研究。１９８５ 年，姜义
华发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强调重视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 中国历史

古代史，１９２９年起史学界展开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论战，
持续到３０年代中期。内容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有无奴隶制社会、中国封

建社会的特点以及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等。２０～４０年代，出版《中国文化
史丛书》，有２辑４０种，包括中国田赋史等。断代历史及专史研究重要著作有
吕思勉《先秦史》（１９４１年），瞿兑之等《两汉县政考》（１９４４年）、汤用彤《汉魏两
晋南北朝佛教史》（１９３８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１９４７年）等。通史类
著作主要有周谷城《中国通史》（１９３９年）、吕思勉《中国通史》（１９４６年）、翦伯赞
《中国史纲（第二卷）》（１９４７年）等。５０～６０年代初，研究重点为中国古代史分
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
民族形成及民族关系等。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
因、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自先秦至明清各个断代历史、各类专史
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 代表作论文李亚农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 》（１９５４
年）、周予同《“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１９５８年）。专史有杨宽《战国史》
（１９５５年），汤用彤、任继愈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１９５６ 年）。６０
年代起，上海史学界参加 《永乐大典》《太平御览》《二十四史》等古籍的标点校
勘。１９６４年上半年起，对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展开讨论。同时，对周谷城史观进
行批判，《解放日报》发表罗思鼎 《周谷城历史观的面面观》。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上海史学界从学术上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讨论。１２月 １０日 《学术月刊》发表
魏建猷等关于“海瑞罢官”的笔谈，对清官贪官问题进行评述。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８
日，市社联举行“清官”问题座谈会。２月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停止。１９７１年，上
海市承担点校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和
清史稿。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一百五六
十篇文章，制造“影射史学”，任意篡改历史，影响较大的有《孔子是造反派还是
保守派》《论尊儒反法》等。１９８０年，刘昶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
原因》，引起全国史学界的讨论。１９８２年后，一批史学名著重印和再版，有顾颉
刚《古史辨》（１９８２年）等。新成果有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１９８０年），上海博
物馆《商周青铜器纹饰》（１９８４年），马长寿《氐与羌》（１９８４年），王仲荦《魏晋南
北朝史（上、下）》（１９８０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１９８２年），樊树志《明清江南
市镇探微》（１９９０年），朱维铮《未定音调的传统》（１９９５年）等。１９８７年，谢维扬
《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最早提出中国国家起源的“酋邦”说。
近代史，清光绪二十二年广学会出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蔡尔康编《中东
战纪本末》，汇编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谕旨等。梁启超著《李鸿章》（即《中国四
十年大事记》）。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有关戊戌变法和民族革命的史实和人物传
记出版，有苏生《中国革命史》（１９１１年）等。２０年代，出版的史料有邹鲁编《广
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１９２６年）等。２０年代末，史学界出现讨论中国社会的
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研究热潮，三派主要论文１９３７年由何干之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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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１９３３ 年，李鼎声 《中国
近代史》出版，提出应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指明其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社会性质。３０～４０年代，有关近代史方面的著作还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
年中国政治史》（１９３０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１９３８年），冯自由的《革命逸
史》（１９３８年）、《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１９４８年）等。５０年代，出版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集有翦伯赞等编《义和团》４册（１９５１年）等 １１种。主要研
究成果有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１９５９年）等。１９６１年，上海史学
界举办纪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１１０周年活动。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小刀
会起义史料汇编》等。陶翊之《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１９６４年），在全国引发
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１９８１年，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认
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彼此有一个扬弃和吸收的复杂过程。沈渭滨
等《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一文探索重构近代史脉络。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
有汤志钧《戊戌变法史》（１９８４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１９９４年）等
专著出版。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１９９２年）提出把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
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
现代史，１９２７年恽代英《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史》出版，是上海最早的现代史
研究。２０～４０年代，主要有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１９３８ 年）等。１９３９ 年，朱
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出版，收集上海产业工人的调查资料。５０ 年代中
叶，就历史研究如何贯彻“厚今薄古”问题展开讨论。１９５８ 年，出版 《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史料》等经济类史料。１９６０ 年，上海卷烟一厂编 《战斗的五十年———
上海卷烟一厂工人斗争史话》，是上海出版的第一种厂史。５０ 年代末，讨论现
代史的年限、研究内容问题。１９５９年，宗震益等 《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教
学重点》，认为中国现代史应以“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为纲，以革命与
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为基本线索。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
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１９１９年为起点，引起争论。是年，蔡尚思、陈旭麓参
与主编《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通史》４卷本开始出版。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上
半叶，有陈旭麓主编《五四后三十年》（１９８９年）等。８０年代后对民国史的研究
发展较快，研究领域涉及国民党及其统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伪政权、侵华日
军、帮会、中外关系等。主要成果有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１９９２年）等。
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２７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出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与策略———讨论大纲》，是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１９３７年，出版有《毛泽东
自传》等。１９３８年，出版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初期，出版通俗读物《中共组织
与简史》（１９４９年）等。后有王实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１９５８年）等。“文
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 （上下册）》。１９７９ 年
上海市高校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８０年代起，党史研究广泛展开。

主要成果有许玉芳《试评第二条战线》（１９８２年）、孙道同《社会主义时期党内长
期存在“左”倾错误的原因试析》（１９８３年）等。９０年代，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
７０年》、上海市委党史办主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１９２１～１９９１）》等。
三、 世界史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起，墨海书馆译述西书中包括零星史书。此后，
世界史研究长期为翻译外国史著作。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慕维廉译 《大英国
志》出版。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翻译出版世界历史著作４０余种，通史类、
文化史类约占１／４，主要有光绪二十八年邹编著《万国近政考略》等。１９１２～
１９４８年，出版著译３００余种，编、译著各占一半。代表著译有陈翰笙编著《人类
的历史》（１９２１年）、李季谷编著《西洋史纲》（１９３５年），强调世界历史的整体性。
世界文化史，１９３２年张仁国《世界文化史大纲》，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断代史有
易家钺著《西洋氏族制度研究》（１９２０ 年）、焦敏之编著 《古代世界史纲》（１９４８
年）等。译著有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９３０年）等。同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一
批有关中西交通史、中亚史方面的史料。解放初期，研究基本中断，译书以资料
编辑为主。１９４９年，周谷城《世界通史》提出欧洲通史不是世界通史的中心所
在，世界历史的演进是从氏族社会、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向社
会主义时代的发展。１９５６年，郭圣铭编著《世界古代史简编》。１９６１年，耿淡如
译美国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１９７５年，余开祥等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
编》等。８０～９０年代中期，开辟西方史学史、战后世界史、世界当代史等新领
域。出版著译６０多种。１９９０ 年，陆庭恩等 《非洲史教程》出版，为国内第一种
通史性非洲史教材。
四、 上海史

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英国人麦克伦撰《上海史话》，为第一种简述上海
开埠与租界的通史著作。宣统元年，特瑞修著 《上海史》问世。１９２１ 年，兰宁、
柯林著《上海史》（第一卷），研究范围扩至外贸、金融、交通、宗教、教育、社会生
活等方面。１９２３年，柯林著《上海史》（第二卷），论述租界机关制度、城市设施、
经济状况、外国人等情况。１９２９年，梅朋、傅立德合著《上海法租界史》（１９８３年
出版倪静兰中译本）。是年，南非人费唐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报告》４
卷出版。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学者为收回租界，对相关的法理进行研究，成果有
夏晋麟《上海租界问题》（１９３２年）等。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上海市通志馆编纂《公共
租界编》和《法租界编》。其间，《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刊蒋慎吾《上海县在元明时
代》《上海县在清代》等文。１９３６年，上海通社编印《上海掌故丛书》。１９４７年，
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出版《上海文献丛刊》６种。５０～６０年代，上海史研究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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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革命斗争史研究和行业性史料整理。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１９５８
年）、《上海地方物产资料汇辑》（１９６１ 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１９６６ 年）等。
１９６１年，黄苇发表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１９６５ 年，《学术月刊》等发
文，编写“四史”（社史、村史、厂史、行业史），有《上海外贸史话》（１９７６ 年）、《近
代上海金融市场》（１９８９ 年）、《近代上海五金商业史》（１９９０ 年）等成果。１９８０
年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等编辑《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文
史资料选辑》等系列史料。１９８１ 年，上海市郊 １０ 县开始新编县志，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０种县志全部出齐。１９８７年，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成立，部署全
市地方志编纂。１９８４ 年，郑祖安发表 《上海旧县城》等。１９８５ 年，刘惠吾编著
《上海近代史》上册，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上海断代史。１９８７ 年，熊月之 《论
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肯定租界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
海大事记》出版。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出版，为第一种中国人撰写的上海地方
通史。１９９０年，上海研究中心成立，出版 《上海研究论丛》。是年，张仲礼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出版。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有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潘光
等《关于旧上海犹太人复国活动的历史考察》等。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３ 日，周振鹤在
《文汇报》发表《明年是上海建城７００周年》，认为上海设县的年代是上海建城的
标志，引起讨论。
１９５８年，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成为上海学术界关注的问题。１９６０年，谭其
骧发表《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丘祖铭发文商榷。１９６２年，《文汇报》发文
集中讨论上海设镇、建县问题。谭其骧认为只能笼统说上海建镇于宋末，而得
名则在北宋初年或五代时期。１９７６年，黄宣佩、吴贵芳等认为北起盛桥南经北
蔡抵航头一线，包括市区（除杨浦区东端以外）大部分在内，于唐时已成陆，至南
宋时上海全区已基本形成。
五、 中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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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杨潜《云间志》成书，是今存有关上海地区历史地
理的最早记载。 清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 》等著作中对历代沿革地理有见解。
１９５６年，顾颉刚、顾巽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复旦大学建立历史地理专业
和研究室。１９５７年，由谭其骧负总责，编绘自原始社会至清代疆域政区地图
集《中国历史地图集》。１９７４ 年，内部本第八册 （清代 ）出版，到 １９７９ 年出齐
一至七册，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公开出版。１９８６ 年，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 》出版，
是中国第一种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１９８６ 年、１９９０ 年，《中国历史地震图
集》明、清时期两集出版。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出版，是中国第一种断代历
史政区地理专著。祝鹏论文集 《上海地理沿革》出版。１９９４ 年，葛剑雄等 《中
国移民史》出版。

第八节 法学
一、 法学理论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等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法意》等，先后于清光
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三十年在上海出版。三十四年，第一种中国人撰写的法
理著作杨廷栋《法律学》出版。２０ 年代，法学理论 １１ 种著作出版。２０～４０ 年
代，出版一批西方名著。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陆鼎揆译美国庞德《社会法理学论略》，
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法理学著作。同年，李鹤鸣译日本穗积重远
《法理学大纲》，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１９３７年，吴经熊著 《法律哲学研究》，探
讨中国旧法制的哲学背景，包括息事宁人的人生观等问题。１９４６ 年，居正 《为
甚么要重建中国法系》提出重建中国法系的 ４ 个要求。１９５６ 年，《华东政法学
报》就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展开讨论。１９６２年，上海政法学会讨论社会
主义阶段法的性质和表述、法对人民内部强制作用等问题。１９６４年，对法理研
究对象问题开展讨论。７０年代末及８０～９０年代，讨论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社会
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与法治等近２０个专题。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解放日
报》发表李海庆《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引起讨论。１９８０ 年，潘念
之、齐乃宽发表《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等文。１９８２年，《法学》编辑部
发出“关于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倡议”。１９８３ 年，上海召开全国性法理讨
论会，讨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１９８４年，上
海社科院召开关于法的本质属性问题讨论会，引起全国对法的本质的讨论。８０
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中期，主要研究课题有权利、义务、价值的讨论和反腐倡廉等。
８０～９０年代，加强西方法学思想的介绍。
二、 国际法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上海始有国际法研究，翻译、出版一批西方著作。清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傅兰雅口译、俞世爵笔述英国罗伯德 《各国交涉公法
论》共１６册。光绪二十八年至１９４９年，国际法研究主要涉及７个方面。（１）租
界问题研究，有《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章程》（１９２６年）、楼桐孙 《租界问题》（１９３３
年）等。（２）华侨与中国海外移民法研究，重要的有１９４６年陈里特编《中国海外
移民史》。（３）治外法权研究，有吴颂皋 《治外法权》（１９２９ 年）等。（４）条约研
究，有１９１４年商务印书馆编《国际条约大全》等。（５）国际组织研究，有王宠惠
《国际法庭》（１９２５ 年 ）等。（６）国际私法研究，有梅仲协编 《国际私法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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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等。（７）海商法研究，有魏文翰《共同海损论》（１９４３年）等。５０年代，
宣传社会主义国际法，批判资本主义国际法。１９５８ 年，有张汇文 《现在只有社
会主义国际法体系》等文。６０～７０年代上半期，国际法研究停止。此后，重要
著作有周子亚主编《国际公法》（１９８１年）、戚维新主编《国际私法》（１９８２年）论
文集等。７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研究涉及海洋法、空间法律制度等新领域，以
１９８１年卢绳祖《关于海洋法的几个问题》为最早。９０年代，出现一批国际私法
研究专著。
三、 部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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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后至辛亥革命前，上
海出版宪法研究著、译作约５０种，大多是译著，日本著作影响最大。重要译著
有光绪二十八年作新社编辑出版《各国宪法大纲》等。著作主要有袁嘉猷《中外
宪法比较》（１９０７年）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注重孙中山五权宪法，有研究著作６
种。２０～３０年代，注重各国宪法比较研究，有 １９２７ 年王世杰 《比较宪法》等。
２０～４０年代，出现社会主义宪法研究，有郑斌《社会主义的新宪法》等。３０～４０
年代，有罗志渊编《各国宪法分类汇编》（１９４６年），上海时代出版社译 《苏联宪
法》（１９４８年）等。２０世纪初，出现地方自治和省宪研究，有江亢虎《省宪草案》
（１９２４年）等。４０年代，有孔繁霖《五五宪草之评议》（１９４６年）等。５０年代，主
要集中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华东政法学院编写大学教材《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１９９２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编辑 《宪法十年理论
与实践》。１９９５年，殷啸虎发表《关于台湾现行“宪法”的定性与定位》。
刑法，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丙午社出版日本冈田朝太郎《刑法总
论》等中译本。三十四年，沈精编《大清刑律草案》３册出版。１９１４年，萧山葛著
《中华民国新刑律集解》。１９２５年，郭卫编著《刑法学总论》出版，是上海出版的
最早刑法学专著。３０年代，出版刑法学原理研究著作 ５种。１９３０年，赵琛《新
刑法原理》论述犯罪因果关系、共犯构成、死刑存废。犯罪学研究著作有７种，
主要有１９３１年吴景鸿《犯罪心理学》等。刑法研究，对《中华民国刑法》有较多
评论。５０年代初，主要是宣传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介绍苏联刑法，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７年，《华东政法学报》开展刑法因果关系讨论。１９５８年，上海法学界讨论犯
罪与两类矛盾性质的问题。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出版刑法学研究专著
１３种，以犯罪学、罪与罚为研究重点。量刑问题研究，有顾肖荣等主编《量刑的
原理与操作》（１９９１年）等。９０年代，加强对经济犯罪的研究。
民法研究，清光绪十七年周仪君译英学者《版权考》。２０世纪初，著译作１７
种。有戴成祥《现行民法新论》（１９１５年）等。２０～３０年代，始行分类研究。胡
长清《中国民法总论》（１９３３年）等。４０年代，著作有１９４１年朱承勋《亲属法论》

（１９４１年）等。５０年代初，学习宣传婚姻法和介绍苏联婚姻家庭关系。５０年代
中后期，主要讨论民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及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问题。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徐开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提出侄子女、外甥、外
甥女不宜规定为法定继承人等修改意见。９０年代，研究涉及财产所有权、涉外
民事管辖、民事法律关系、民事责任和赔偿。著作有郑幸福等《侵权赔偿法》等。
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研究有王玉洁等《涉外婚姻家庭与法》等。
经济法，清末、民国时期研究主要涉及商法、合同契约法、公司法、破产
法、票据法、保险法、银行法等。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上海预备立宪公会
再版秦瑞等编《商法调查案理由书》。上海总商会延请秦瑞、孟森合编商
法草案，由两江总督交法律馆参考。２０ 世纪初至 ４０ 年代，主要有秦瑞译
《商务论》（１９１３年）、赵修鼎 《契约法论 》（１９２７ 年 ）、王孝通 《中国公司法论 》
（１９３２年）、张知本《破产法论》（１９３２年）、陈无表《票据通论》（１９３７年）、陈顾
达《保险法规论》（１９４６年）等。 解放初到 ７０ 年代，研究基本停止。８０ 年代，
有潘念之等《中国经济法理论探索》（１９８７年）等著作。８０年代末至 ９０年代，
理论研究形成体系，研究重点上海地区经济法，探讨土地批租、转让、有偿使
用等。１９８７年，沈国明发文肯定土地批租的意义，徐开墅受上海市政府法制
办公室委托主持起草《上海市财产拍卖规定 》，顾肖荣主编 《证券管理与证券
违规违法》。
行政法，２０世纪初著译作 １７种。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江南制造局
翻译出版《德国陆军参考》４册。三十二年，梁继栋等编译日本织田万《清国行
政法》等。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２９年，行政法著作２５种，涉及行政法总论、
行政法各论、中央行政法、地方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外国行政法等。１９３４ 年，
出版《上海市政法规汇编》６集等。１９５１年，出版中译苏联科托克《苏维埃行政
法概论》。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１月，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手册》４册，１９８１年续编第５册。８０年代初、中期，行政法研究趋热。著作
有王健刚《行政管理学基础》（１９８５年）等。王沪宁、竺乾威《行政学导论》（１９８８
年）涉及行政用人、行政心理、行政工艺等方面。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行政
法概论》等出版。１９９１年，上海政治学会编印《国家公务员制度解析》。１９８０年
代后半期，上海学者在国内较早开始研究土地批租问题。有沈国明著述《土地
使用权研究》（１９９４年）。
诉讼法。１９世纪末上海始有研究。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朱梅臣辑《驳案
汇编》４１卷出版。三十三年，程树德等译日本半岛直通《刑事诉讼法新论》。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研究趋热。主要有１９２４年聋公编《民刑诉讼大规》等。３０年代著
作２７种，４０年代４种。民事诉讼研究，主要有陈承泽《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要
义》（１９１３年）。３０年代著译作３２种，４０年代１０种。刑事诉讼法研究，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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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基著《刑事诉讼法纲要》（１９２９ 年）等。１９４７ 年、１９４９ 年，上海新华书店出
版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编 《苏联刑事诉讼法》等。行政诉讼法著译始于 ３０ 年
代，主要有邓定人译日本美浓部达吉《行政裁判法》（１９３３ 年）等。刑事诉讼法
研究，５０年代主要集中在“无罪推定”，１９５７年黄道《略论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
定原则》等提出刑事诉讼应实行无罪推定。７０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中期，主要议
题有刑事诉讼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刑事补偿法等。民事诉讼法研究，８０年
代初、中期的讨论研究涉及民事诉讼参与人等 １４ 个方面。９０ 年代，重视证据
证权研究，开始研究股票、期货方面的诉讼，有１９９２年黄双全《中国民事诉讼法
学》等出版。

第九节 社会学
一、 普通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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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从上海开始传入全国。社会学初被译作 “人群学”
或“群学”。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谭嗣同《仁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首
提“社会学”名称。二十四年，中国报刊首次刊载社会学译文。二十八年，章炳
麟译日本岸本能武太原《社会学》，是国内第一种社会学完整译著。次年，严复
译英国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以《群学肄言》名出版，是第一种西方社会学
原著中译本。至民国建立，出版７种译著。１９１２～１９３０年，出版著、译作６７种。
１９２０年，赵祥雄译美国爱尔华特《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风行一时。出现国
内学者著述。１９２８年，曹聚仁编著《社会学大纲》。朱亦松著《社会学原理》，提
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结合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现象的科学”。１９２４ 年，瞿秋白
编著《现代社会学》。同期，沪江、复旦、大夏３所大学设立专系，《社会学刊》（季
刊）等杂志创刊。１９３０ 年 ２ 月，第一个全国性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在上海成
立，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３０ 年代，出版 １０ 种著作、１０ 种译作。应成一
《社会学原理》（１９３３年）强调社会意识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关键，１９４０年被列为
部定大学用书。１９５２年，大学社会学专业被撤销，社会学研究停止。１９７９年，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建社会学研究所。１９８０年，复旦大
学分校建立全国第一个高校社会学系。１９８１ 年，《社会》杂志创刊。１９７９ 年，
《解放日报》等报发表袁缉辉《谈谈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内容和方法》等３文，认为
社会学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的一门科学。１９８６ 年起，一批学术
专著出版，主要有吴铎《简明社会学》（１９８６年）等。９０年代，研究转向专题性研
究，尤为关注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等专题。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有乐正 《近代上海

人社会心态》等出版。
二、 分支社会学

社会学各个分支学科传入中国，以社会心理学出现最早，以后为农村社会
学、都市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２０ 年代出版译著 ７ 种。
１９２０年，吴旭初译法国黎朋《群众心理》出版，是国内最早出现的社会心理学译
著。１９２４年，顾复著《农村社会学》，提出农村社会学研究可分为农村状况的研
究、农村改良的办法、农村的问题３部分。城市社会学，有１９２９年吴景超《都市
社会学》，２０年代，注重人口、家庭、劳动等领域研究，出版 ４ 种译著和 ２３ 种著
作。１９１８年，陈长衡《中国人口论》出版，是国内第一种用统计图表研究人口问
题的专著，主张采取自然节育法节制人口增长。其他有１９２８年潘光旦《中国之
家庭问题》、马超俊 《中国劳工问题》，均为中国有关研究的最早论著。３０～４０
年代，重点在社会心理学、农村社会学、人口、家庭、劳动问题等研究，引进文化
社会学、两性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社会心理学，１９４８
年孙本文《社会心理学》是中国第一种系统的社会心理学专著。农村社会学研
究，１９３１年冯和法《农村社会学大纲》认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被多
所大学用作教本。人口问题研究，主要有许仕廉 《中国人口问题》（１９３０ 年）。
解放初至７０年代研究停止。１９７９ 年后，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１９８２年，邓伟志、刘达临《家庭社会学讲话 》首开分支社会学研究。 其间，引
发家庭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家庭的职能两个问题的讨论。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上
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在全国１５个省市２４个地区开展“性文明”调查，首次从
整体上勾勒出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现状，研究成果由刘达临主编为 《中
国当代性文化》。

第十节 国际政治学
一、 基本理论

１９２４年１月，钟建闳翻译英国蒲莱士《国际关系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
上海最早的外国国际关系理论译著。１９２５年，张奚若撰写《主权论》。２０年代，
开始外交学研究，３０年代有廖德珍《外交学》等 ４种著述。同时开展对法西斯
主义研究，著译主要有蒋学模《法西斯主义》等７种。解放初至７０年代，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无明显进展。８０年代初，上海学术界率先在国内开展国际政治理
论研究，刘星汉《关于国际人权保障———〈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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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一文，首开国际人权研究。１９９３年，赖彭城等著有《国际人权论》，是上海第
一种国际人权专著。１９９４年，陈其人《南北经济关系研究》出版。其间，黄仁伟
发表《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因》等文。８０年代末，开始探讨中
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政治基础理论。１９９５年，倪世雄等提出创立国
际关系理论新学科的构想。
二、 国际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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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曹晟撰《夷患备尝记》出版，记述英军进犯上海
后焚掠残杀事实。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发行《西国近事
汇编》。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外交报》出版 ３００期，
论及国际法、上海租界和上海领事裁判制度等问题。光绪九年，王韬提出倡导
洋务，博采西学，结好英日，全力防俄。二十一年，魏源《海国图志》出版，把中国
视为世界的中心。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４０年代论题有世界现状与中国
等问题。谢乃壬、戴季陶、黄郛、陈翰笙、乔冠华等数十人参与研究。综合性国
际政治研究，围绕国际政治概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展开。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首次提出国际学。外交、
国际关系研究，１９１９年起有《国民外交常识》等普及读物，《外交大辞典》等工具
书。中国外交研究，１９１８年有黄攻素《外交危言》。３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初研
究成为热点，１９３４年国内第一种《中国外交年鉴》出版。中外关系研究，１９１８年
黄郛《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两度出版。３０年代，多边性国际关系研究出
现一批成果，专著有丁立三《国际现势与中国革命》等。中日关系研究有左舜生
等各家论述。其他有中苏（俄）、中蒙、中美、中德、中法、中葡、中比、中荷关系研
究。租界问题研究，２０年代金保康、王世杰等研究，３０ 年代楼桐孙等。论著有
《上海公共租界收回问题》等。不平等条约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 ２０年代，有
著作《中外订约失权论》等近２０ 种。５０～６０ 年代，中外关系主要研究课题是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６０～７０ 年代，有研究苏联的蜕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与战争，主要著述有 《苏联是怎样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 》等。７０
年代起，对主权国家的研究。 中美关系研究因尼克松访华而恢复。８０ 年代
起，有国际关系主体、全球国际关系、地区国际关系、专题国际关系等研究。
苏联东欧、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研究各有侧重。对关贸总协定研究，有
汪尧田和周汉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全球国际关系研究，有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所《国际形势年鉴》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冷战后的世界政治。９０ 年代，
研究的重点涉及国际军事关系、国际共运、民族主义、中国外交与中外关系、国
际区域关系等。

第十一节 文学
一、 文学理论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刘熙载完成今存上海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 《艺概》
《昨非集》。主张文章以明理为要，不拘泥古人经典，要有新的扩展的观点。王
国维第一个把西方美学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
上首开先例。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出版，构
筑成打通中西诗学的新诗学理论体系，开启西方美学及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批
评传统相结合的新途径，开创“境界”理论。二十一年，有旧文体诗人主张诗作
以古为雅，超脱功利，远离现实，养性自娱。二十五年，康有为、黄遵宪等发起
“诗界革命”。梁启超等发起“文界革命”，提出“言文合一”，开创以报刊为载体
的报章文体。二十八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起“小说界革命”，得到
广泛响应，影响超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辛亥革命后同光体主导诗坛。２０年
代初期，文学研究会宣扬写实主义文学，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创造社最早系
统提出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１９２２年，沈泽民提出“无产阶级艺术”，１９２４
年提出革命文学。１９２６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口号。１９２８年，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否定五
四新文学。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认为文学是阶级的武器。茅盾
认为标语口号不是文学。１９３０年 ３月 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成
立，通过左联理论纲领。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宣传“文艺为抗战
服务”，研讨“抗战文艺”的理论。１９３８年，王任叔发表《建议废除“抗战八股”一
词》，认为不能要求抗战中诞生的文艺在短期内就与完善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主
张废除“抗战八股”一词，得到全国文艺界广泛响应。１９４０ 年，又出版 《文学读
本》，是国内第一种有自己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１９４２年，陈蝶衣发表《通俗文
学运动 》，引发沦陷时期上海文学批评界唯一一次关于文学理论的讨论。
１９４９～１９９８年，文学理论主要集中在１４方面，其中５个方面为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
最早提出而延续到５０～９０年代的。（１）文学的阶级性问题的论争。（２）文学的
真实性。（３）典型人物的塑造。（４）文艺与政治的关系。（５）关于独抒性灵和
提倡幽默。（６）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７）创作方法问题的
探讨。（８）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９）现实主义的问题的论争。（１０）关于革
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１１）对 “中间人物 ”论的批
判。（１２）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１３）文学批评问题。（１４）形象思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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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讨论。
二、 文学史

中国文学通史研究，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３７ 年，上海出版文学史著
作近４０种。主要有清宣统二年，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是第一种中国人撰写
的文学史。此后有刘贞晦、沈雁冰《中国文学变迁史》（１９２１ 年）、郑振铎 《文学
大纲》（１９２７年）、胡云翼 《新著中国文学史》（１９３２ 年）、陈子展 《中国文学史讲
话》（１９３３年）等。１９３４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印行，体例异于其他文学
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独立成学科的标志。１９３６ 年，赵景深 《中国文学史新
编》、１９３７年阿英《晚清小说史》出版。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出版著作 ４种。有刘大
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到１９４９年，出版１０种。１９５５年，郭
绍虞修订《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１９５７ 年，刘大杰 《中国
文学发展史》（修改本）出版上下两册，中册未出，“文化大革命”中修订后作为全
国唯一的文学史著作重新出版。１９８８年起，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
评通史》七卷本出版。１９９４年，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出版。
断代文学史研究，１９２０ 年张静庐著 《中国小说史大纲》。１９２４ 年，胡适著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论述桐城派古文的衰亡，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此后
有陈钟凡《汉魏六朝文学》（１９３１年）、钱基博《明代文学》（１９３４年）、阿英《晚清
小说史》（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停止。１９４７年，有罗根泽《魏晋六朝文
学批评史》、蓝海 《中国抗战文艺史》等。解放初至 ５０ 年代末，研究基本停止。
１９６０年，复旦大学中文系 ５６级编《中国近代文学史》。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王永生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１９８６年，上海社科院编《“孤岛”文学回
忆录》。１９８８年，王晓明发表《重写文学史》，提出 “重写文学史”。陈思和发表
《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论文有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柳青现
象”的启示》等。１９９３年，陈伯海等《上海近代文学史》出版，第一次系统反映近
代上海文学发展。１９９５年，孙琴安《中国性文学史》出版。
三、 外国文学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４７６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上海第一种中文杂志，最早
在中国系统介绍外国文学。创刊号登载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介绍荷
马两大史诗、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作品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在
《青年杂志》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谈》，介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１９２１年，鲁迅
译《近代捷克文学概况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 》等，介绍东欧、北欧文学概况。
１９２２年，《小说月报》设专号，介绍俄、法文学研究。１９２８年，嘉生译列宁《托尔
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１９２９ 年，鲁迅主编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翻译出

版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和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１９２８年，刘大杰著《法国文
学概论》。此后有胡仲持译美国约翰·玛西《世界文学史话》（１９３１年）、夏光德
《法兰西文学史》（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１年，时代出版社大量译介苏联文艺作品。解
放初，主要译介俄苏文学及文学论著。影响广泛的有满涛译别林斯基和果戈理
的作品，辛未艾所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和赫尔岑等的作品。“文化大
革命”中，《摘译》杂志选载配合国内政治斗争的有关外国文艺新思潮的译文。
１９８８年，有陈挺编著《比较文学简编》、贾植芳主编《早期比较文学论文选》等。
９０年代以后，大量译介外国各种思潮流派的理论，进行国别文学史和专题研
究。有伍蠡甫《欧洲文学思潮简史》、智量主编《外国文学史纲》、倪蕊琴《列夫·
托尔斯泰比较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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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学
一、 镇学、县学、府学

镇学 南宋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年），监嘉兴府青龙镇税赵彦 ? 创建青龙镇
学。咸淳五年（１２６９年），唐时措建上海镇学。
县学 宋元年间，华亭县学建立。嘉定十二年 （１２１９ 年），嘉定县、明洪
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崇明县建县学。元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上海镇学升为上
海县学。明清时期，金山卫学、青浦县学、宝山庙学、南汇县学（建于奉贤）等县
学相继建立。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废科举兴学堂，县学终结。
府学 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置松江府，华亭县学升为府学，清光绪三
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终结。
二、 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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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四年（１２４４年），崇明建天赐书堂，为上海地区书院之始。宋代，先
后又有九峰（在今松江县）、北府（在今嘉定区）、白社（在今青浦县）。元诏立书
院。元贞初，华亭县建西湖书院。此后，建清忠、三沙、石洞、燕居等书院。明正
统九年（１４４４年）起，上海地区先后建书院８所。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顺治诏
禁别创书院，各地书院式微，唯上海地区仍有发展，历有修建。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上海县建申江书院，作为“举贡生童月课会之所”，三十五年改名敬
业书院。上海开埠后，西学东渐，有的书院开始教授新学，设英语、几何等课，与
旧学有别，惟书院名称仍沿用至清末。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
设清心书院，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巡道丁日昌设龙门书院。十三年，徐寿与英国
传教士傅兰雅创立格致书院（一说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伦创立），为近代中国第
一所研习自然科学的新式书院。光绪二年，求志书院创办，算学、舆地首次列为
独立课目。二十六年，日本东京同文书院迁上海，改为东亚同文书院。清代，上

海地区建有书院５１所，加外国人所办约计 ６０余所。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废书
院，各书院均改学堂。
三、 学塾

社学 元至正初年，上海县设社学１６１所。三月，松江府华亭、上海两县城
市乡村皆设社学。天顺元年 （１４５７ 年），提学御史晓谕松江府于城市设社学 １
所，乡村每区各设１所。七年，华亭县各乡置 ６０所。弘治初，毁“淫祠”和无敕
额庵院，祠院改为社学。正德末年，上海县有９６所。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嘉
定县建１６所。清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 年），清廷明令每乡置社学 １ 所。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定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八月，社学
被学堂所代替。
义学 又称义塾。元至元九年 （１２７３ 年），松江府有璜溪义塾。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年），上海县建鹤沙义塾。元统二年（１３３４年），华亭县建邵氏义塾。延
二年（１３１５年），嘉定县建东阳５个义塾。元代，青浦设有横溪等３所义塾。康
熙至光绪年间，今上海地区先后共设义学１２５所。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停
办义学，部分改为小学。
四、 私塾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英国圣公会在沪设英华学塾。次年，美国圣公会
设文纪女塾，初有学生８人。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法租界公董局开设法华书
塾，授以法语。十八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创建中西女塾，后改中西女中。二十
二年，上海县邑人王维泰开办学塾。二十八年，吴馨设务本女塾，有维新人家二
三十岁女子入塾。民国时期，广设小学，政府限制、改造私塾，私塾大为减少。
至１９５１年，全市尚有私塾６９３所、在塾学生２．１５万人、塾师 ７８３人。１９５６年，
分别为２４７所、１．０２万人、４８６人。是年，为市教育局接办，上海私塾结束。

第二节 幼儿园 、学校
一、 幼儿园

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美国安息浸礼会于惠中学塾附设幼稚园，为上海
首家幼儿园。十九年，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仁善学校附属幼稚园。三十年，务本
女塾附设幼稚舍，为上海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幼儿园。民国建立后，幼儿教育渐
受重视。１９１８年，上海有蒙养园１２所，其中６所为教会所设。到１９３５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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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幼儿园１６８所。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５所全部改
市立。１９４６年，全市有幼稚园２８５所，其中省立１所、市立４２所、私立２４２所。
１９４９年，有４８５所。１９５０年底，市政府接管接收教会办幼稚园。是年 ７月，宋
庆龄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１９５３年改办幼儿园。１９５２年，曹杨新
村创办上海市第一所工人新村独立幼儿园。１９５６ 年，私立幼儿园全部改为公
立。１９５７年，全市幼儿园 ０．１５ 万所。１９５８ 年，农村人民公社大部分生产队和
市区工厂、街道兴办幼儿园（班）。是年，全市幼儿园０．４３万所，１９６０年 ０．８万
所。１９６１年，经整顿大部分解散，至次年减至 ０．１６ 万所。１９７６ 年，有 ０．３５ 万
所。１９７９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提出“两条腿走路”发展幼儿教育，非教育部门
包括全市街道等普遍开办幼儿园 （班），扩大招生。１９８２ 年，全市增加 ３２５ 班。
１９７７年，加快发展市郊幼儿教育。１９８６年，全市５６３家千人大厂和机关、部队、
大专院校办园。１９９３年，全市 １９５６ 年后首家私立幼儿园小白鸽幼儿园创办。
１９９３年，市政府提出办好示范幼儿园、实验性幼儿园和特色幼儿园。１９９４年下
半年起，全市有２３所幼儿园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幼儿园工程规程试点。１９９５
年，全市公办独立幼儿园０．１万所、中小学附设２６２个、托儿所附设０．１８万个，
民办独立幼儿园１５所、中小学附设２个、托儿所附设１４个。
二、 小学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４８０

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美国基督教怀恩堂附设学塾，后改为怀恩中小
学。三十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创办裨文女塾，后改裨文女
校。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法国天主教会设启蒙学堂（后改仿德小学），五年设徐
汇女子学堂，七年在张楼设男女童校各一所。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张焕纶创办
正蒙书院，二十八年改梅溪学堂，１９１２年改梅溪小学，为中国人用近代西方班
级授课制办学的第一所小学。是年，盛宣怀开办南洋公学，内设外院，为师范院
附属小学，后演变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为中国新式公立小学之始。二十四
年，经元善在沪南高昌庙桂墅里设经正女校，为国人自办女子学堂之始。二十
九年，清廷公布《奏定学堂章程》，此后上海各书院改小学。其间，敬业书院改官
立敬业学堂，中西启蒙学堂改官立养正学堂。上海县马桥强恕学堂、松江华娄
官立第一高等小学等一批小学先后创办。三十年，浦东杨斯盛开办广明小学。
其间，各行业公会相继兴办小学，有成衣业的衣业小学堂、水果业的华实小学
堂、茶馆业的先春义务小学堂等。同时，各同乡会馆兴办同乡子女小学，有湖州
旅沪公学、泉漳公学、广志公学等。此外，梨园业有梨园子弟学堂，佛教公会有
同苓小学堂，商务印书馆有尚公小学校等。三十三年，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章
程》，有陈婉衍在大南门设宗孟女学堂，到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有女子学堂 １８
所。民国初年，上海有小学２０３所。１９２７年，全市有小学９４２所，其中市立１８３

所、私立７５９所。１９３４年，旅日华侨叶鸿英捐资，兴办鸿英乡村教育区（又称中
华职业教育社沪郊农村实验区），在上海县颛桥等农村１０平方公里内设鸿英小
学及分校。至１９３６年，全市有小学８７１所。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
全市公立小学改称国民学校，每一行政区设立中心国民学校。１９４８年，有国民
学校２９４所、国民教育班４３９个班，立案私立小学 ４５８所（含教会办 ８８所），未
立案小学１００余所。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全市公立小学。１９５１年４
月～１９５３年７月，市政府接收全市７１所接受外国经费津贴的小学。１９５６年１
月，市政府接办全市全部私立小学，改为公立。１９５３年起，入学人数倍增，采用
两部制教学，一个教室上下午两个班级学生轮流上课。１９５７年，有８７０所小学
实行两部制，占全市小学２４．８６％。１９５８年，贯彻中央“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
非教育部门工厂企业、人民公社等开办民办小学，同时新建、扩建学校 ３８４所。
是年，全市小学增至０．５９万所。市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并陆续取消两部制。
１９６３年１月，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民办小学改为公办。１９６４年，农村创办一批耕
读小学。１９６５年，全市有小学０．５２万所，其中耕读小学０．１３万所、班级０．２万
个。“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学校办到家门口”，以生产大队为范围，办村校，几
乎一个大队有一所小学。农村大部分初级小学改为完全小学，完全小学纷设初
中班，成为“戴帽中学”。全市小学分别下放到城市街道和农村生产大队管理，
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市教育局调整农村小学的规模和布局，压缩
完全小学，撤销附设初中班。全市小学有０．３６万所。１９８３年，市郊基本普及初
等教育。１９９２年，《上海市市区小学办学标准》颁布，提出小学以国家办学为
主，民间和私人办学为辅。１９７９年后，首批民办小学长宁区新世纪小学等３校
创办。１９９５年，建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试点学校２１所。是年，全市有小学０．１８
万所，总计２．５４万班。
三、 中学

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创办圣依纳爵公
学，１９２７年改名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三十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裨
治文夫人开设裨文女塾（今市九中学）。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基督教长老会创
设娄离华学堂，即清心男塾，后改为清心中学。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年），美国基
督教卫理公会创办中西女塾，１９３０年改中西女中（今市三女中）。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徐寿等创办格致书院 （今格致中学）。光绪二十
二年，南洋公学开办，内设中院。是年，育材书塾创办，三十年改私立南洋中学
堂（今南洋中学），为上海民间人士最早创办的中学堂之一。二十八年，务本女
塾创设，后改为务本女中（今市二中学），为上海民间最早创办的女子中学之一。
二十九年，在澄衷蒙学堂内增设中学部（今澄衷中学）。是年，民立中学创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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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民立女子中学成立。三十三年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与澄衷、民立并称
为上海“中学三鼎足”，均为男子中学。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有中学３７所，
其中外国教会、租界当局设立的２５所，其余均为私立中学。１９１３年，敬业学堂
转上海县立，１９２４年改为县立初级中学，始出现公立中学。１９１５年，务本女塾
后改县立第一女子中学。１９２７ 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改省立上海中学。
１９２９年，全市中等学校（包括初中、高中、中等师范、中等职业学校）１２３所，１９３６
年１５３所。其间，私立中学发展迅速，女子中学增加。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
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不少外地学校迁入上海，租界内私立中学骤增。１９４０
年，全市２６５所。其中，有苏州中学等外地迁沪的１０所知名学校。１９４５年抗日
战争胜利后，全市中学２２６所。１９４５年起，复兴等８所市立和省吾等２２所私立
中学开办。此外，回教组织设立敦化初级中学，佛教组织设立兴慈中学。１９４８
年７月，全市有中学２１８所，其中市立１８所、私立２００所（含教会办３８所）。另
有江苏省立上海中学。１９４９年７月上旬，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全部公立中学，停
办中正中学等３校。是年，全市有中学３０５所。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９５３年７月，市
政府接管全部接受外国经费津贴的学校，计普通中学 ３４ 所、职业学校 ６ 所。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在工人居住区建上海解放后首批新建的中学有控江、曹杨等
１０个学校。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９日，市人民委员会宣布接办全部私立中小学校，改
为公办。是年，全市中学２６９所，１９５８年增至４１７所。１９６９年，实行中小学九
年普及教育，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市郊小学加办初中，成为“小学戴帽”的五七
学校（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１９７８年下半年，调整中小学布局。一批完全
中学恢复为初级中学。１９８２年，全市中学９１６所，其中完全中学３７４所。１９８０
年，部分中学改为职业学校或附设职业班，１９８６年有１００所中学改为中等职业
学校，２４９ 所附设职业班。之后，附设职业班取消。１９９２ 年，试办 ３ 所民办中
学。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公办中学 ７５６所，其中高级中学 ３２ 所、完中 ２２６ 所、初中
４９８所。班级１．５万班，其中初中１．２２万班、高中 ０．２８ 万班。民办中学 ２９ 所，
其中完中１１所、高级中学１１所、初级中学７所。
１９５４年，市政府首批市东等１０校为市重点中学，１９５９年扩至 ２３所，１９６０
年４１所。１９６３年，市教育局确定育才等１３校为首批办好学校。“文化大革命”
中，重点中学名称无形取消。１９７８年，重定市重点中学２６所、区县重点５０所。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２６所、５３所。
四、 高等学校

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到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高等学校有政府办学
（国立、省立和市立）、私人办学、外国教会在沪办学等。其中政府办学，自同治
二年创办上海同文馆起，至 １９４９年 ４月 １６所，前后累计 ４３所。私人办学，光

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创办中西大学堂（未办成），１９４９年４月有２６所，累计总
数４３所。外国教会在沪办学，自光绪二十二年圣约翰书院成立大学部，１９４９
年４月有６所，累计总数有１０所。境外合作办学，从光绪二十六年日本人创办
的同文书院从南京迁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１９４９年有１１所，累计１４所。到
１９４９年，上海约办过高校 １１０所。５０年代起，高校全部转为国家公办。至 ８０
年代，又出现私人办学和境外合作办学。到１９９５年，全市普通高校４５所。
政府办学校 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
允准，在上海县城内淘沙场设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 （简称上海同文
馆），六年十一月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南洋公学在徐
家汇创办，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船政科独立改设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１９１２年改
为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年，张謇等发起建江苏省水产专科学校。１９２０年 １２
月，上海商科大学创办。１９２３年，购私立中国公学，建立自治学院，１９２５年改国
立政治大学。１９２６年，南洋大学成立第一个研究所。１９２７年，上海新设、改设
国立大学５所。年中，有６月私立暨南学校改国立暨南大学，８月私立同济医工
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同济大学，９月国立劳动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和１１月
国立音乐院成立。１９３０年 ２月，北京关务署专门学校在上海设第一、二分校。
１９３６年，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成立，为上海市政府首办高等学校。１９３７年抗日战
争爆发前，全市有政府办大学１１所，即国立交通大学、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
校、上海商科大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关务署专门学校第一和二分校、体育专科学校。八一三事变后，
有的停办，有的内迁。其中，１９４１年，私立复旦大学大部迁渝，改国立，１９４６年
和留沪部分合并，全部改国立。１９４１年，汪伪国民政府教育部建上海大学。抗
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大学均返沪复校。１９４５ 年，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创办。
１９４６年春，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由江西迁上海。９月，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
校开办。１９４９年，南京工业专科学校迁上海。至 １９４９年，全市有政府办专科
以上学校１６所，占全市高校１／３。其中国立９所，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商学院、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
校、上海税务专门学校。市立４所，为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师范专科学校、
戏剧专科学校、上海体育专科学校。中央政府部门办３所，为吴淞商船专科学
校、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南京工业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前国民政府所办高等院校。同时，调整部
分学校，成立新校。其中，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和师范专
科学校并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新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上
海俄文学校。１９５０年，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与交通大学航务管理系合为上海航
务学院。１９５１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 ３ 所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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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体育科为基础，创办华东师范大学。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交通大学纺
织系和市立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系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改办华东交
通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制，成立同济医学院。华东新闻学院停
办。是年，全市有公立大学１５所。１９５２年，全市有２５所院校参加全国高校院
系调整。保留１１所，为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俄语专科学校
（１９５６年改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１９５６ 年改上海音乐学
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１９５６ 年改上海戏剧学院）。新办上海第二医学
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体育学院 （１９５６ 年改上海体育学院）４
所。调整后和新办院校合计 １５ 所。１９５３ 年，上海航务学院迁大连，华东交通
专科学校停办，院系调整结束。
１９５５年，国务院为改变高校过于集中沿海状况，决定交通大学迁西安，上
海留部分系、专业另筹建南洋工学院，后又改为上海造船学院。为加强上海地
方高等师范教育，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建上海师范专科学校，１９５６年发展为上海第一、
第二师范学院。１９５６年，卫生部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１９５７年，国务院
决定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分部和上海分部，行政统一管理。上海造船学院连同南
洋工学院并入交大上海分部。上海第一医学院留上海不迁。到 １９５７年，全市
有高等院校１８所。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上海提出 “以十五年左右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的要求。先
后成立上海科技大学、工学院、铁道学院、铁道医学院、海运学院、机械学院、对
外贸易学院、农学院等８所本科院校。１９５９年，交通大学上海分部定名上海交
通大学。其间，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上海地方工业局、公司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将
所属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先后升格，成立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机械
工业专科学校、冶金工业专科学校、化学工业专科学校、轻工业专科学校、海关
专科学校、电力工业专科学校、仪表电讯工业专科学校等８校，又创办上海电影
专科学校。１９５８年，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撤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
１９６０年恢复上海财经学院。是年，全市高校３９所，形成中央部委、上海市地方
政府、地方工业局和国家大型企业的“条块结合”办学体制。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调整市属高校，停办上海农学院、美术专科学校等 １５ 校。
１９６２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并入北京电影学院。为配合国家内陆省市“大小三
线”建设，１９６５年华东化工学院迁四川省自贡市，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学院
和上海工学院３所地方院校在安徽省歙县分别筹建一所分校和理工科大学，后
因办学条件不足而停办。
１９６６年，全市有高校２４所。“文化大革命”中，１９７２年上海工学院并入上
海机械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体育

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等５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水产学院迁福建厦门，
上海铁道医学院迁宁夏。１９７６年，全市尚存高校 １６所。１９７７年，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
工业大学、上海机械学院恢复原建制。１９７８ 年，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对外贸易
学院、上海农学院复校。１９７９年华东政法学院复校。１９８０年，上海水产学院迁
回上海。１９７８年起，上海高等专科学校全面复校，另于 １９８０ 年起重建立信会
计专科学校，新建上海旅游专科学校等 １１ 所专科学校。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７９
年２月，创办复旦大学分校等１３所分校。其中，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的 ５所分校 １９８３年组成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的３所分校（１９８６年）组成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分校改为上海城建学院，其他 ５ 所停办。１９８５ 年，上
海一医、二医、财经、水产以及华纺，１９８３年化工，１９９４年上外等 ７所学院改为
大学。１９９３年，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３ 校实行国家教委
与上海市共建。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专科学校合
建新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合建新上海师范大学。１９９４
年，上海铁道学院和上海铁道医学院合并组建上海铁道大学。是年，全市有高
等院校４６所，其中本科院校２７所、专科学校 １９所，部委属高校 ２６所、市属高
校２０所。本科院校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纺织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铁道大学、华东
工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海运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水产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
海戏剧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农学院、上海建材学院、上海城建学院。
私人办学校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马相伯向天主教耶稣会江南司
教捐田３０００亩、银洋４万元，创办中西大学堂，未成。二十八年，马相伯建震旦
学院，接纳南洋公学退学学生，三十一年，学校管理权被法国教会攫取，马相伯
另创复旦公学，１９１７年改为复旦大学。三十二年，姚宏业等在吴淞创办中国公
学，接纳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退学回国学生。至此，上海有 ３所私立大学。１９１２
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大学令》，允许私人开办大学和专门学校，至 １９２０
年上海每年有大学开设，计有南洋路矿学校等 １４ 校。１９２２ 年，北洋政府颁布
《壬戌学制》，推动民间办学。是年１０月，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
学校，创建上海大学。１９２４年，因学潮，厦门大学３２９名师生到上海另办大学，
以厦大倒之取名“大厦大学”，后又寓光大华夏之意改大夏大学。１９２５年，圣约
翰大学华籍学生因参加五卅运动，遭校方反对离校，以学生家长王省三捐地６０
亩建光华大学。至 １９２９ 年，全市正规、有影响的私立大学 １６ 所，计有震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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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东南医学
院、同德医学院、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会计专科
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诚明文学院，其中立案的专科以
上私立院校 ９ 所，占全国私立专科以上院校 ４２．９％，占全市专科以上院校
６４．２％。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限期私立大学立案，私立大学减少。计清光绪二十
八年至１９３３年，上海停办立案、未立案的公私立大学共８９所。１９３７年上海沦
陷，大同大学、光华大学被日军炸毁，沪江大学迁入租界，复旦大学部分迁渝。
因租界庇护，有新的私立大学创办，同时江浙等沦陷区部分大学流亡上海，坚持
办学。至１９４５年，新办私立大学１３所。同时，１９３７年后先后迁至上海办学的
有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南通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 ３ 校。１９４０ 年，上
海有大学５８所。１９４９年，全市有私立院校２６所，占全市高校６３．４％，其中私立
大学３所，即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私立学院９所，即上海法政学院、
上海法学院、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东吴法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
院、中国纺织工学院、三江大学沪校。专科学校１５所，即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中法医药专科学校、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上海纺织专科学
校、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光夏商业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
学校沪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沪校。是年５月，经上海
市军管会接管调整，新民学院、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停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改中
专。１９５０年，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诚孚纺织专科学校 ３ 校同
江苏省文绮印染学校合并成立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东南医学院迁安徽。１９５１
年，上海法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新中国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光
夏商业专科学校等６校合并为私立上海学院。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上海高等院校
院系调整，所有私立大学全部并入政府办院校，私立大学结束。１９８５ 年，民主
建国会上海市委和上海工商联合会创办民办上海工商学院。１９９４ 年，上海交
通大学部分教授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部分教授，建民办杉达学院。１９９３
年，民办中华侨光职业学校、东海学院、济光学院、中侨学院、东方文化学院、申
大学院筹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私立大学９所（含筹建中）。
教会办学校 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施约瑟
将培雅、度恩两书院合并改建圣约翰书院，称以训练中国“未来领袖和司令官”
为任务，初设国文、神学２部。二十二年，成立大学部，为外国教会在上海首家
高等教育机构。三十一年，改名圣约翰大学，设文、理、医、神 ４院。次年，在美
国注册，另设研究院。二十九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三十四年，美国传教士
在上海建浸会大学，１９１４年改沪江大学。１９１５年９月，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苏
州东吴大学在上海另设东吴大学法学院。光绪三十一年起，４校先后在美国和

罗马教廷注册。１９２５～１９３２年，沪江、东吴、震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中国人
分任院校长，１９２８年中国人任圣约翰大学代理校长。１９３７年，天主教圣心会修
道院设独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同年，教会学校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
学院和浙江之江大学迁沪避乱。１９４１年，全市共８所教会大学。１９４７年，圣约
翰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１９４９年，上海有大学６所，占全国教会大学的２６．１％，为
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之江大
学。１９４９年５月，均为上海市军管会接办。１９５０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并入震
旦大学。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
院停办，有关系科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
学院等校。外国教会在沪办学结束。
中外（境外）合作办学校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
南京设南京同文书院，同年迁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以招收日本本国大学生
为主，二十八年起招收部分中国学生，１９３７ 年迁回日本。光绪三十三年，德国
同济德文医学堂成立，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德国工艺界与银行界领袖合作设立
工业学堂，后两校合并成立同济德文医工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同济医工学堂。光绪
三十四年，中日私人合办中日医学校。１９２５年，英国人办华英邮务海关商业专
门学校。１９２９年，中法政府合办中法大学药学院。是年，上海有境外办学和中
外联合办学１１ 所，其中美国 ４ 所、日本 ３ 所、法国 ２ 所、英国和德国各 １ 所。
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９年，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颁文对各类大学实行严格规范。受此影
响，到１９３０年除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东亚同文书院、华夏大学续办外，其余
学校改组、停办或合并。１９３４ 年，以英国工程师亨利 · 雷士德遗产 １４３４ 万两
银开办雷士德工学院，向中国政府注册，１９４２ 年被日军接管，日本投降后未复
校。至１９４９年，全市中外 （境外）合作办学结束。１９９４ 年，上海大学与澳大利
亚合办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是年，有中国纺织大学———拉萨尔国际设计学
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筹备中的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五、 实业、职业技术学校

实业技术学校 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英国基督教仁济医院设馆，招
收生徒，为上海最早的实业技术学校。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
虹口礼拜堂创办文纪女塾，设纺织、园艺科目。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年），上海江南
制造局设机器学堂，培养外文翻译人才和军事工业技术人员。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上海电报学堂创办，为上海最早电讯技术学校。九年，美国基督教上海同
仁医院设护士训练学校。二十四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工艺学堂。三十年，上
海渔业公司渔业学堂、上海女子蚕桑学堂创办。三十二年，实业学堂、上海金业
公所商业学堂兴办。三十四年，中国体操学堂创办。上海通鉴学校创办，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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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最早的戏剧学校。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 ），豆米业初等商业学堂创办。
１９１８年，清心书院内设实业科，改为清心实业学校。１９２２年，按北洋《学校系统
改革案》，全部改为职业学校。
职业技术学校 １９１２年３月，女子看护学校在公共租界创办。１１月，上海
图画美术院创办，１９２１年改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１９１７年５月，中华职业教育
社成立，为第一个推广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机构，提出把实业教育改为职业教育。
１９１８年，中华职业学校创办，为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１９２０年，伯
特利医院设伯特利高级护士职业学校，１９２４年又设产科学校，后两校合并为护
士产科学校。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确立职业教育在学制
中的地位，由此上海出现职业科、师范科纳入普通中学的综合学校，实业学校改
成的职业学校两种并行的办学制度。１９２８年，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创
办。１９３２年，广慈医院内设广慈高级护士职业学校。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颁布
《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依此，上海独立设置的职业学校又有发展。到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市职业学校１４所。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华东农业职业学校、市立
七宝农业职业学校、高行农业职业学校、水产学校创办。１９４８ 年，全市有职校
４５所。解放初，全部为上海市军管会接办。１９５２年，新办上海工业学校、纺织
工业学校和电力工业学校３校，调整全市学校设置。接管教会办职校并并入其
他学校。１９６０年，有中等专业学校１４７所，其中卫校４７所、农业类学校１２所、
工业类学校２８所。１９６４年，上海开始实行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至１９６５年
有９校试行。是年，全市调整为 ４６ 所。“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停课。１９７７ 年
冬，１２所复校。１９７８年，有６６所，新办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中等专业学校。１９８０
年，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化工学校、港湾学校、农业学校、第二医学院新华医院附
属卫生学校、银行学校、商业学校 ７ 校确定为全国重点中专。１９８５ 年，郊县创
办１３所中专校。１９８５年，联邦德国援助成立上海电子职业学校，１９８７年改上
海电子工业学校。１９９４年，９所中专校列为国家级重点中专校。１９９５年，全市
中专校８９所，其中工业类３８所、卫生类２３所，财经类１２所、艺术类６所、农林
类４所、司法类和体育类各３所，在校学生８．３２万人。
六、 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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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师范学堂），为中国近代
师范教育开端。二十四年，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开办。二十九年，清廷
规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初级师范学堂。三十年秋，上海龙门书院改为苏松太道龙
门师范学堂，为上海第一所独立正规的初等师范学堂，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改称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设黄渡农村分校，１９３２年分校改江苏省立黄渡
乡村师范学校。此后，各县相继设女子师范或保姆讲习所。１９１２年，南洋女子

师范学校成立，为上海第一所正规女师。１９２２ 年，北洋政府规定高中设师范
科。是年，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创办。１９３８ 年，全市有师范学校 １４ 所。
１９４０年，市立师范学校开办。１９４３年，建上海市立特区师范，后改上海第二师
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市政府接管日本第四国民学校，改办市立新陆师范
学校。１９４７年，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改市立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４９年８月和新陆师
范学校合并为上海市立师范学校。１９５２ 年，建上海幼儿师范学校。１９５３～
１９５８年，先后建上海市第二至六师范学校，第一、二速成师范。１９５８年，１８ 个
区县各建一所师范，１９６２年全部停办。市第二、三、五师范学校改变办学性质
或撤并。１９６３年，剩市第一、四、六师范和安亭师范、幼儿师范等 ５ 校。“文化
大革命”中，停止招生。１９８１年起，恢复第一、二师范和松江师范，开办崇明师
范。１９８５年，建立行知艺术师范和体育师范。第四、幼儿师范学校升为上海师
范、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１９９３ 年起，第一、三、六 ３ 所中师和师高专、幼师
高专开始招收五年制新生，全市中师向师范专科过渡。１９９５年，有中师１５所。
是年，全市普师学校全部并入上海师范大学，建立初等教育学院。幼师和特殊
师范学校全部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建立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全市独立建
制师范学校结束。
技工学校 解放初期，为帮助失业工人就业，举办机电、建筑、财会、驾驶、
护士等多种短期技训班。１９５３年，华东工业部第一、第二艺徒学校改为一机部
上海第一、二技工学校，后改为上海汽轮机厂技校和上海机床厂技校。此后，部
分办学基础较好的技训班艺徒学校先后改办技工学校。１９５８年后，发展到 ５２
所，在校学生近１．９ 万人。１９６５ 年，全市有 ２７ 所技工学校。“文化大革命”开
始，绝大多数改为工厂。１９７２年，有的工厂复办技校，全市有９６所，招生１万余
人。开办卫生学校及医训班 ５７ 所 （个），招生 ０．８ 万人。１９７８ 年，发展到 ５９２
所。１９９５年，有１５４所，在校学生４．５７万人。
职业高中 １９５８ 年，贯彻中央 “两种教育制度”方针，宝山县创办农业中
学。此后，市郊各地竞相办校。１９６０ 年起，各企事业单位办工业和财贸中学。
１９６４年，再度掀起大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全市有学校２３２所，在校学生２万
余人。１９６２年起，企业创办一批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半工半读职业学校，１９６５年
全市有１２４所、在校学生１．２万余人。１９６４年，开始试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
校，全市有３１所、在校学生０．４１万人。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机电、化工、仪表等１２
个行业试办半工半读工读训练班，全市有 ４４０ 个班、在校学生 １．９ 万人。１９６６
年，全市有半工半读中等学校５６５所、在校学生８万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基
本停办。１９７８年，发展职业高中。１９８１年，静安、黄浦、闸北区８所普通中学附
设职业班，卢湾区设卢湾区职业中学，上海等４县各有１所中学改为职业中学。
１８３个公司、企事业单位办校。１９９５年，２０校、７校被分别认定为市、级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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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职业高中。是年，全市有职业中学７６所，附设办学点１１３个。
七、 成人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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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识字学校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城区公立简易识字学塾章
程》颁布，至三年上海城自治公所和各县劝学所开办简易识字学塾２４所。民国
成立，提倡非学校式的成人教育，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开展以宣讲活动为主的
成人社会教育。１９１６ 年，上海通俗教育馆开办。１９１９ 年起，开展平民教育运
动，１９２７年全市有工人补习学校近百所。１９２８年，上海市民众学校成立，１９３０
年全市设２所中心学校，区校５０所。１９３２年，市立民众教育馆开馆，之后周边
各县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对粗识文字和已受旧学者补习近代科学基
础知识。１９２９年，市教育局组织实施识字教育。至 １９３４年，市立民众学校 ５２
所，补习学校１７ 所，民众学校学员 ０．２４ 万人，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全部停办。
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民众学校合并成６４所，改为市立工人夜校，１９５１年又改职工
业余学校，至１９５６年调整合并为６５４所，有学员２０．６万人。１９６２年，恢复１９５８
年停办的职工业余学校，停办各种识字班和直升初中班，１９６４年学员增至 ８．８
万人。
业余中学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市教育局在格致等６所中学及上海师范学校试
办夜中学，至 １９５１ 年发展到 １４ 所、１４８ 班。１９５１ 年下半年，试办农民业余中
学，在郊区６所市立农民业余学校内试办６个初中一年级班。１９５４年，全市有
职工业余中学４３所。是年２月，市立高级职工业余学校、业余高级技术学校、
市立中等补习学校均改业余中学，１９６０ 年 ０．２４ 万所。１９５８ 年起，黄浦等区调
整部分职工业余中学，建８所业余工业专科学校。１９６２年，有职工业余中专校
８３所。“文化大革命”中，业余学校停办。１９７６年恢复，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
没有达到规定学历的职工开展文化补习。１９７８ 年，市区的地区职工业余中学
２５所，企业、单位办２９３所，学员 ４２．２３万人。１９９０年，全市 ５７５．５万人次参加
职工中等教育全市统一考试，４９万人初中毕业。１９８０年，全市有农民业余中学
７６５班，学员２．８６万人。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全面开展青年农民文化补习。
业余中专 １９７４年，试办业余中专班，到１９９０年１月全市有地区性职工中
专１１所。１９８７年，各郊县乡镇建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１９８３年，市政府统
一全市区办成人高校，校名均为区业余大学，有１１所。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成人学
历教育学校３０２所，其中成人高校１０２所、成人中专１１９所、成人中学８１所，非
学历成人教育学校０．１３万所。
成人高校 行业办高校。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开办
部属企业机关联合大学上海市业余机电学院。此后，有 ４ 所业余学院开办。
１９５７年，均并入其他学校。１９５８年，工厂、车间办业余大学，是年有 ４００余所，

次年减至６０所。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６日，上海机床厂开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
１９７１年，全市同类大学 ３６ 所。１９７６ 年，全市有七二一大学 ０．２１ 万所。１９８０
年，经验收，合格者改为职工大学，１９８２年有５６所。１９９５年，有２８所。
政府办高校。１９５８年起，黄浦等５区以职工业余中学为基础兴建８所工业
专科学校。１９６０年４月，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建立。１９８３年，市政府决定市区
办成人高校名均改为区业余大学，１９９５年有 １１所。１９８４年，上海市业余工业
大学改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函授学校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通学报》以英语和世界语按期发
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为上海最早的函授讲义。三十四年，世界
语学会附设世界语函授学校。至１９４９年，上海先后成立函授学校３４所。１９５５
年５月，教育部确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５校开办函授教育，培养目标与全日
制四年制学校专业相同，学制６年。到１９６５年增至１５校，在学学生０．３１万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函授教育全部停办。１９７４年，复旦大学等 ３校恢复，设 ２５
门科目。１９９５年，全市函授教育单位３４个，在校本科生１．１７万人、专科生３．８５
万人。
广播学校 １９２４年５月，美商开洛公司和日本《每日新闻》开设广播电台，
举办广播常识讲座。１９２８年起，开辟社会教育广播节目。１９２９年，华商亚美广
播电台广播教学国语、文艺２科。１９３３年３月，市教育局举办无线电广播文化
补习班，设公民、国文、英文３科。１９５２年８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半年制
妇女广播簿记学习班。１９５４年，又成立俄语广播学校。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举办自
学广播讲座，开设高小和初中班，学员１．０３万人和２．８７万人。１９８１年，中央农
业广播学校上海市办公室成立，１９８８ 年改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至 １９９０
年０．４６万人毕业。
电视学校 １９６０年４ 月，上海电视大学成立，建 ２８ 个辅导站，设数学、物
理、化学３个系，至 １９６５ 年两届学员毕业 ０．９４ 万人。“文化大革命”中停办，
１９７８年４月复校。１９７９年起，开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全部专业。１９８０年起，
试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至１９９０年开设５０个专业、２００多门课程。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年，大专毕业生６．３万人。开设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等非学历教育项目１６０多
项，结业生２００多万人。
八、 特殊学校

盲童学校 １９１２ 年春，美籍英国人傅兰雅在虹桥路创办上海盲童学校。
学校招收７～１２岁的盲童入学，后放宽到２０岁。设幼稚班、初级小学（４年制）、
高级小学（２年），初中（３年）。另设有手工艺部（３年）、音乐部（３年）。到１９４９
年，招收学生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２年６月，为市政府接办。８０年代开始，设学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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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初中、高中。学前班为全国仅有。１９９１ 年，设上海市低视力学校。１９９５
年，附设职业技术学校。
聋哑学校 １９２６年，美籍英国人傅兰雅创办傅兰雅聋哑学校。１９３８年，中
华聋哑协会建附属聋哑学校。１９４７ 年，陈鹤琴创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
１９４９年，全市有聋哑学校７所，学生３００余人。１９５２年，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
设初中文化补习班，１９５６年改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学制 ３年。１９６５年，
有聋哑学校１３所。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各区县均设聋哑学校。１９８６年起，实行九
年制义务教育。１９８８年，市区适龄聋哑儿童入学率 １００％，市郊约 ９０％。１９９５
年，有学校１９所。
辅读学校 １９７９年，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设弱智儿童辅读班，招收轻度智
力残疾儿童 ２４ 人，１９８０ 年改附设辅读学校。１９８１ 年，市区 １０ 区均成立辅读
班，至１９８４年有５８个。１９９５年，有学校１８所。
九、 工读学校

１９５９年，长宁区创办全市第一所工读学校，吸收未成年轻微违法犯罪青少
年入学。１９６２年，全市有１０所工读学校，在校学生５４４人。经约一年教育，大
部分学生重回原所在学校就读，部分就业。１９７９年起，学校由所在区县教育局
和公安分局联办，实行半工半读。１９８１年，全市有学校 ２６所、学生 ０．２４万人。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全市吸收１．７万多人，结业１．５７万人，其中０．３４万人升入高中
学习、１９人考上大学、１３人参军，离校后三年重新犯罪的占 １０％。９０ 年代，成
为普通教育中的特殊教育，主要是接受家长委托，收心理和行为有偏常的学生。
１９９５年，有学校１５所、学生０．２４万人。

第三节 高等 、中专学校专业
一、 高等学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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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上海广方言馆分上下两班，上班设冶金、铸造、制
造、设计及操作、航海、军事、外文 ７ 科。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起，圣约翰书院
先后开设神学、医学、人文科学３系科。二十二年，南洋公学上院先后设置工程
班、电机专科。清末，上海高校共设２９个学科，其中工科６个，文科５个，理科、
医科各３个，政治、师范、神学３科各２个，军事、商务、工农、航海、兽医、特别等
６科各设１个。１９４９年，设有１０２个系科，其中文法商类５２个、理工类 ２２个、
医学类８个、农科类５个、艺术类１０个、体育类３个、其他２个。１９５２年，全市

高校院系调整，设专业７８个，其中文法商类专业１７个、理工类３５个、医科类３
个、农科类６个、艺术类 ５ 个、体育类 １ 个、师范类 １１ 个。１９６５ 年全市专业从
１９６０年４０４个减至２１４个。１９７２年，全市专业 １１７个。１９９１年，专业 ７３０个，
其中工科３６４个、农科１６个、林科１个、医科２８个、理科５２个、师范７６个、政法
２１个、财经７１个、文科６６个、体育５个、艺术３０个。１９９５年，专业８６３个。
二、 研究生教育

１９１３年，圣约翰大学开设大学院，招文科研究生，１９２０年 ３月授首批文科
硕士学位。１９２６年，交通部南洋大学成立工业研究所，主要从事物理、化学、机
械、材料和电机等方面的研究。１９３０年，交通大学成立科学学院。抗日战争期
间，复旦大学设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９４８ 年，国立上海医
学院招收研究生。１９４９年４月，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１６名毕业生获硕士学位，
占是年获全国工程硕士学位总数４１％。１９４９年９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率先
公开招考研究生。１９５３年，交通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１９５６年，华东化工学院
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生教育中断。１９７２～１９７５年，
办研究生试点班，招收“工农兵研究生”。１９８１ 年，国家实行学位制，交通大学
等校为首获硕士、博士授予点。１９８４年，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
１９８６年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建立研究生院。１９８５年，设立１８个博士
后流动站。１９９５年，有３８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３４４个博士点，５９个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９０４个硕士点。
三、 中等技术学校专业

职业学校，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职业学校，一般单设一
科，有外国语，军事工程技术、化学工艺、机器制造工艺、电报、测量、商船驾驶技
术等技术科目。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经正女学，开设算学科、医学科、法学科、
师范科，学生专修一科。三十二年起，商业学堂设商业科，后成衣业、银业、水木
业、花衣业、水炉业、商务印书馆以及伶界、佛教僧界等所办学堂各按行业分类
设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１９１８年，中华职业学校先后设置铁工、木工、纽扣
等科。１９４８年，设置专业有９大类３８个科目。
中等专业学校，１９５３年采用苏联专业目录设置专业，有机械等 ３０ 多个专
业。１９９５年，有９科 ３９ 大类 ２２３ 个科目，其中工科 １０７ 个、农科 ９ 个、林科 １
个、医药卫生科２３个、财经科２０个、管理科３０个、政法科６个、艺术科２６个、体
育科１个。
技工学校，初创时工种设置以生产工作母机的五金技工和车、钳、刨、磨、
铸、锻、电、木模等为主体。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全市设置３９个工种，扩至船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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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等。１９８７年，设置１４２个工种。

第四节 识字扫盲教育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城区公立简易识字学塾简章》颁布，规定以识
６００字为标准，所设课程有文字训练和公民训练两种。１９１９年起，实施 ４个月
识１０００字的识字教育。平民识字教育以《千字课》作为标准。１９２７年起，以识
千字或６００字为标准。１９３５年，以识６００字作为标准，或采用陶行知《老少通千
字课》识千字作标准。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后，教育部门和各部门协作，开办民校、夜
校、识字班（组），动员文盲入学，要求文盲识 ２０００ 个常用字。１９８１ 年，上海市
教育局提出扫盲年龄上限提高到４５岁，非文盲率男女均达９５％，脱盲标准农民
要识１５００字，职工、城镇居民识２０００字。１９９１年，全市１５～４５岁男性、１５～４０
岁女性非文盲率９５％。１９９４年，国家教育督导团宣布上海市区郊县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

第五节 教师 、学生
一、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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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 清末，幼儿园教师称为保姆，大多由女校毕业生担任。清光
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公立上海幼稚舍创办保姆养成所，招收学生３６人，培养
幼稚园教师。１９２９年，全市幼稚园教职工５９人，１９３６年３０４人。１９４９年５月，
全市幼儿园教师７００人，大多为上海女子师范、国立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大专）
以及苏州景海师范毕业生。１９５７年，全市幼儿园教师０．５６万人，约一半毕业于
幼儿师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９８万人、７６．４４％。
中小学教师 数量、资格、录用。１９２９年，全市有中学教师０．２４万人、小学
教师０．５３万人。１９４５年，中学教师０．４３万人，其中大学教育系或高等师范毕
业生占１３．３％、大学其他院系本专科毕业生占６１．７％、师范毕业生占６．６％、高
中毕业生占１２．４％，其他占６％。小学教师０．６７万人，其中大学教育系或高等
师范毕业生占５．２％、大学其他院系本专科毕业生占１３．４％、大学肄业占０．８％、
师范毕业生占２９．８％、高中毕业生占３９．６％，其他占１１．２％。１９４９年，全市有中
学教师０．５２万人、小学教师１．７万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吸收社会人员充实教师

队伍，录用中、小学教师０．５万和１．１１万人，接受全国近３０所大专院校０．２５万
名毕业生。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全市教育系统（含高校）０．５万名教师、干部被错划
为右派分子，大部分被调离原岗位。１９６２ 年，因国家经济困难，精减中小学学
校、师范学校、业余学校教师。１９６５年，中小学教师 ８．４８万人。“文化大革命”
中，１．８９万人被审查和批斗，占全部教师２１．７％，５５０人被迫害致死。１９８７年
起，进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材教法合格证书和专业合格证书考试。１９９４
年，全市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达标率分别提高到 ８３．９％、８４．５７％、７５．１５％。
１９９５年，全市中、小学教师４．６５万、５．４５万人。
职称。１９８８年，全市评聘中小学高级职务教师 ０．２９ 万人、中级职务教师
３．５４万人、初级职务教师８．０３万人，其中包括１．０５万名有资格评职称的离退休
和调离工作岗位教师。高级职称占教师总数２９．４６％。１９９５年，中学高级教师
占全部教师的７％，一级教师占４５％，二级教师占２４％，三级教师占 １．６％，未
评职称占２２．４％。小学中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占全部教师 ０．０７％，小学高
级教师占 ３１．２１％，一级教师占 ４６．７１％，二级教师占 １４．４６％，三级教师占
０．１８％，无职称占７．３７％。
特级教师。１９７８年，开始评定特级教师，全市评定 ２１ 人，至 １９９４ 年有
２４７人。
高等学校教师 数量、资格、录用。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创办的广方言馆
沿袭“官学”惯例，监督（校长）历来由上海道台兼任，总办由江南制造局总办兼
任，首任监院冯桂芬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教员 ５０名，具官衔者或专家
名人充任。首创聘用外籍教习，有 ８ 席。光绪三十三年，中国公学有 ２３ 名教
员，其中日籍教员２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外籍教师约占
一半。外籍教师初多为传教士，后多为有专长的非教会人士。民国初年，大学
首先聘用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此后，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具有外国大学文凭
的学者专家，成为高校教师的重要来源。圣约翰大学教师主要由美国差会选派
外籍教员担任。１９２７年以后，国民政府规定高校教师基本任职资格。１９３５年，
全市高校教职员工０．２３万人，有国内外大学学位证书者０．１７万人，其中留学国
外获学位者９０５人。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教师数量质量均难恢复战前水
平。１９４６年，全市高校教职工０．１４万人。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绝大多数教师
留用，并有大批南下干部充实教师队伍。是年，全市高校有专任教师 ０．１９ 万
人、兼职教师千余人。１９５１年，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开始离职回国。１９５２年，全
市专任教师０．２６ 万人。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年，聘请苏联专家、教授 １２３ 人。１９５６ 年
起，高校应届毕业生成为师资主要来源。１９５６ 年，面向全市招聘教师，录用
０．１６万人。１９５７年，全市教师０．６６万人。１９５８年，教育大发展，到１９６０年增至
０．８３万人。“文化大革命”中，８５名工人和贫下中农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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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８校任教。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任教。８０年代初，教师
青黄不接，聘任散失在其他行业的原教师归队，选留大批应届毕业生和接纳留
学归国人员任教。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选留毕业生０．５８万人。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１
月，接纳４９６名回国留学人员。１９７７年５月，英国教授到沪讲学，各校始聘外籍
教师，１９９５年有外籍教师２８０人。是年，全市高校教师２．１５万人。
职称。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圣约翰书院始设教授教席，英国文学兼伦理
哲学教授、历史学宗教学教授等各一名。１９２２ 年，交通大学始定教授、讲师和
助教３级，１９２８年分４级，增副教授档。１９４９年，全市０．１９万名专任教师，其中
教授９２５人、副教授２１３人、讲师２５５人、助教４９６人。解放初，职称制度实行
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职务等级制，基本保留民国时期获得的技术职务。１９５２年７
月，中央政务院公布《技术职务暂行工资》后，均按中央统一规定实行。“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上海先后于 １９７８ 年、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１ 年施行正副教授职称提升。
１９８２年，全市提升教授３１５人、副教授０．２３万人，研究员３人、副研究员５８人，
高级工程师１１人，讲师０．９５万人，大部分为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正常晋升
的人员。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比重从１９７７年的４．３％提高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１．３％。
１９８７年，开展新的职务评聘。１９９５年，全市普通高校有正高级职称０．１９万人、
占教师总数 ８．９５％；副高级职称 ０．６万人，占 ２７．７９％；中级职称 ０．９２ 万人，占
４２．９４％。博士生导师７８３人，中国科学院院士４２人。
二、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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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在园幼儿 １９１８年，上海在园幼儿 ４３９人，１９２６年约 ８５１人，１９３６
年０．６３万人，１９４９年约２．３２万人，１９９５年３０．７７万人。
小学、中学学生 在校小学生。清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年），正蒙书院创办，有
师员４０余人，到八年增至近百人。二十三年，南洋公学外院招收小学生 １２０
人。１９１２年，上海有公立小学在校学生 １．５９ 万人 （不含租界）。１９３６ 年，全市
１８．１８ 万人，１９４９ 年 ４８．１７ 万人，１９６９ 年 １６９．８６ 万人，１９９５ 年 １０９．７８ 万人。
１９２９年，学龄儿童入学率４２．２８％，１９５２年９５％，１９８３年９９．２１％。１９５９年，高
小毕业生升学率８８％，１９８５年７４．７％，１９９５年９６％。
在校中学生。１９２７年，全市有２．５３万人，１９４９年９．７３万人，１９６９年７７．２１
万人，１９９５年７２．４０万人。
高等学校学生 在校学生。１９４９年解放初 ２万余人，１９５２年 ２．２３万人，
１９６５年５．２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４．４０万人。解放初，全市在校研究生１２２人，１９６５年
５２２人，１９９５年 １．３４ 万人。１９７８ 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比例 １∶２６．９７∶
１３．４０，１９９０年１∶１０．７２∶３．４９。
招生数。１９５１年，全市０．５８万人，１９６５年１．１７万多人，１９９５年４．４３万人。

１９９５年，招收研究生０．５３万人，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共４．８５万人。
毕业生数。１９５０ 年，全市 ０．４４ 万人，１９６５ 年 １．２ 万多人，１９９５ 年 ３．９６ 万
人。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共６５．１万余人。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毕业研究生３．２３万人，其
中１９９５年０．３万人。
学位。１９８１年开始授予，至１９９３年２２．４８万人获学士学位。１９８１年，首批
０．１２万人获硕士学位，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４ 万人获得。１９８２ 年，首批 ５ 人获博士
学位，１９９５年有０．３２万人获得。
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１９３６年，全市职业学校（不包括劳工学校）学生 ０．４９
万人，师范学校学生０．１６万人。１９４９年，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学生０．６８万人，中
等师范学校学生４２０人。１９５８年，中专校学生２．９３万人，中师０．７８万人，职校
０．１７万人，农业中学３．０７万人。１９８０年，中专学生２．５６万人，中师学生０．２５万
人，职业中学０．２９万人。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９．９６万、０．８９万、８．６４万人，另有技工
学校生４．５７万人。
外国在沪留学生 １９５４ 年，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铁道学院、上海机械专
科学校和复旦大学４所高校首先接受朝鲜、越南和日本学生留学。到１９６６年，
先后有华东纺织工学院等１３所高校和上海造船专科学校３所中等专科学校以
及５所科学研究机构接受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苏联、尼泊
尔、喀麦隆及日本等国家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共０．１３万人。１９６５年，越南
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要求，接受越方转移至中国学习的大中学生
０．２８万人，其中５０５人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学习。所学
专业５０多个。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学。１９７４年，恢复接受外国留学
生，到１９７８年４６个国家和地区５６０名留学生就学，所学专业４６个。复旦大学
开始接受日本及欧美、大洋洲国家留学生，多为研究生、进修生。８０年代中期以
后，留学生增多，以自费入学者为主。１９５４～１９９３年，３０多所高校、社科院和研究
所先后接受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进修生０．９７万人，学习专业２００多个。
１９９５年，上海１９所高校接受９９个国家留学生０．２３万人、进修生０．２万人。

第六节 招生 、毕业 、就业
一、 小学中学招生、毕业

招生 １９４９年，全市小学招生 ６．４２ 万人，初中招生 ２．１４ 万人，高中招生
１．０５万人。１９６４年，分别为４０．６万、２０．１７万、３．３万人，１９９５年１７．０９万、２１．０９
万、４．７３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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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１９５０年，全市小学毕业生３万人，初中毕业生１．４９万人，高中毕业
生７６００ 人。１９６４ 年，分别为 ２６．８９ 万、９．０４ 万、２．７７ 万人，１９９５ 年２１．０２万、
２１．０９万、４．７５万人。
二、 高校招生、毕业生就业

招生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春，南洋公学师范院举行第一次招生考
试，招收年龄２０～３０ 岁，录取师范学生 ４０ 人。１９３９ 年，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
生。１９４６年６月，上海列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２４个招生中心区之一。１９４９年
７月３１日～１０月４日，全市９所国立（公立）专科以上学校第一次实行统一招
生。１９５２年，改为全国统一招生。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停止招生。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９
所高校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０．３万人，至１９７６年共招生４．８９万人。１９７７年，全
国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文化考试招生制度。１０月，全市１１万人参加高校招生文
化考试，录取 １．４ 万人。１９８７ 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实行招生考试单独命题。
１９８３年５月，上海大学首先开始招收收费生，每学期文科收费２０元、工科收费
２５元。１９９２年，全市招收自费生 ０．４ 万人，占全市招生人数的 ２１．８％。１９９５
年，除师范、农林院学校和专业外，其他全部市属高校和大部分国家部委属高校
实行学生交费上学。１９５１年，招收本科生 ０．５８万人。１９６５年招收研究生 １５９
人、本科生１．１６ 万人、专科生 １５９ 人，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０．５３ 万人、２．８２ 万人和
１．６１万人。
毕业生就业 １９５０年前，大多自谋职业。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起，就业由政府全
国统一分配，延续３０余年。１９８４ 年，上海工业大学提出毕业生分配采用供需
见面、双向选择办法。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多数自主择业。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举办首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１９５１ 年，毕业研究生 ６ 人、本科生 ０．２８ 万
人、专科生 ０．１ 万人。１９８２ 年，分别为 １０５ 人、２．２５ 万人、０．４１ 万人，１９９５ 年
０．３４万、２．０９万、１．８７万人。

第七节 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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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教育经费

１９５０年，上海地方财政用于普通教育０．１亿元，占市财政支出１２．１％，中小
学生人均事业费分别为１０６元和 ４２元。１９６６年，总额 １．０９亿元，占财政支出
１５％，中小学学生人均事业费１０８元、２８元。１９９５年，总额３１．６７亿元，占财政
支出１４．８％，中小学学生人均事业费１７１８元和１２１７元。

二、 高等教育经费

１９４９年５月后，全市公立高校经费由市人民政府拨款。１９５０年３月，按政
务院《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教育经费按学校直接领导
关系分别列入中央、大行政区、省（市）预算。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所有高校经
费均由政府从财政预算中支付。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９５２ 年，预算内事业费 ０．２ 亿
元，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 １．３８ 亿元，１９５８～１９９０ 年 ４１．７７ 亿元，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４１．８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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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构 、网络 、人员
一、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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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前，中医医病有医寓、药号店堂等。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正
月，首设西医院中国医院。 二十八年，开设首家西医诊所。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圣约翰书院增设医科。八年，同仁医院开办首家护士训练学校。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上海有中西医寓诊所４００～５００家、医院１９所、医学院校５所。１９３６
年，医院１０８所、高等医学院校１８所。１９４９年，全市卫生事业机构３５８个，１９６５
年０．３万个，１９９５年０．５３万个。
综合医院 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英国传教士医师洛克哈脱在上海
县城大东门外首设中国医院（今仁济医院）。至清宣统二年，公济、同仁、宝隆、
广慈等１４所综合医院先后开设。１９３６年，上海综合医院增至６２所。１９４９年，
全市有综合医院 １０２ 所。１９６５ 年，全市有县及县以上综合医院 ７７ 所。１９９５
年，有１１８所，其中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９所、市卫生局所属３所、区县卫生局所
属５７所、工业及其他部门所属 ４９所。主要医院，有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名公济医院，１９５３年改
今名，１９８１年兼称上海市红十字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建西人隔离医院，１９４９年５月定今名。瑞金医院，清
光绪三十三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名广慈医院，１９８５ 年改今名。华山医
院，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由中国红十字会筹建，名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１９５６
年定名华山医院，１９９１年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清
宣统二年由沪宁铁路局创办，名上海沪宁铁路医院，１９５０ 年定今名，为铁道部
四大医疗中心之一。第九人民医院，１９２０年由美国伯特利教会创办，名伯特利
医院，１９５２年改今名。中山医院，１９３５年颜福庆等兴建。长海医院、华东医院，
１９２６年由无名氏西侨建宏恩医院，１９５１ 年改今名。长征医院，１９５６ 年开办。

新华医院，１９５８年建。
专科医院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一广东富商盲女捐款创办上海首家
专科医院体仁医院，专治眼病。光绪十一至三十三年（１８８５—１９０７年），西门妇
孺医院、西人隔离医院、中国防疫医院、精神病医院开设，均为上海各医科首家
专科医院。１９４８年，全市登记在册的专科医院共４７所，其中妇产科３０所，传染
病７所，中医３所，肺病２所，精神病、肿瘤、儿科、眼科、牙科各 １所。解放后，
澄衷肺病疗养院、中华麻风疗养院、普慈疗养院改建为结核病、麻风病、精神病
专科防治院。１９６５年，全市有专科医院３１所。１９９５年，有８５所，其中中医院、
精神病院各２０所，妇幼保健院１３所，传染病院９所，结核病院６所，肿瘤病院、
康复医院各３所，儿童医院、麻风病院各２所，胸科院、眼科医院各１所，其他５
所。主要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前身为清同治五年、光绪二十七年，美国圣公
会先后所建同仁医院、广仁医院，１９４２年合并为宏仁医院，１９５７年改今名。专
科有心脏复杂畸形诊断和矫治、冠状动脉造影和搭桥术、心脏双单瓣膜置换术
等。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前身为清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年）美国基督
教妇女传道会服务团创办的西门妇孺医院，俗称红房子医院，１９５５ 年定今名。
专科有生殖内分泌、妇科肿瘤治疗和围产医学等。曙光医院，光绪三十二年由
宁波旅沪同乡会开设小诊所，１９６０年组成曙光医院，专科有肝病、甲状腺亢进、
血液病、慢性支气管炎等。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前身为１９１４年公共租界工部局
创办华人隔离医院，１９５５年改今名。专科有肝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流行性出血热和肠道传染病等。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前身为 １９３１年
中比（比利时）庚子赔款委员会用部分庚子赔款所建中比镭锭治疗院，为中国最
早的肿瘤专科医院，１９５４ 年定今名。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前身为 １９３３ 年颜
福庆以叶子衡所捐江湾叶家花园所创建的澄衷肺病疗养院，１９８９ 年定今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前身为１９３５年天主教公教进行会所建普慈疗养院，１９５２
年改为上海市立精神病院，１９８５ 年改今名。上海市儿童医院，前身为 １９３７ 年
国际红十字会所创办的临时婴儿医院，上海沦陷初期难童医院开办，１９３９年两
院合并为上海儿童医院，１９５３年定今名。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前身为１９４７
年建上海市立妇婴保健院，１９５２年改今名。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１９５２
年创办，专科有小儿心脏瓣膜置换术、女童性早熟治疗等。上海眼耳鼻喉科医
院，１９５２年成立，专科视网膜剥离、角膜移植、新喉再造、头颅显微外科等负盛
名。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１９５２年宋庆龄捐赠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金创办。龙华医院，１９６０年建，肝病、肾炎等专科具特色。
防疫、检疫机构 防疫机构。在租界，清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 年），公共租界工
部局设除秽组，负责界内环境卫生。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工部局成立卫生
处，设化验室、环境卫生等部门。同治三年，法租界公董局筹建公共卫生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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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界内清洁、防疫、违规处罚和公共救济等事宜，设有施医、施种 （痘）等机构。
１９４３年８月，两租界防疫机构全部并入伪上海市卫生局。在华界，清光绪三十
一年起，上海沪南、闸北历届地方自治机关设卫生处 （科 ），负责清道、清洁。
１９２６年，市卫生试验所成立，办理华界一切卫生化验事项。１９２７年，上海特别
市政府卫生局掌管华界防疫事宜。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卫生局设环境卫生处、
防疫处。各区设区卫生事务所，１９５０ 年，改组为区政府卫生科、卫生防疫站和
诊疗站。１９５３年，建上海市卫生防疫站。１９５８年，市郊 １０县血吸虫病防治站
改组为县卫生防疫站，上海铁路局、港务局、海运局、长江航运局、民用航空管理
局分别成立卫生防疫站。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各地段（街道）医院、公社（镇）
卫生院增设预防保健组。 全市基本形成市、区县、基层 ３ 级卫生防疫管理。
１９９５年，全市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设立卫生监督科。
国境卫生检疫机构。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在杨树浦设临时检疫机关，
于港外２公里处设临时检疫所，后又于吴淞口崇宝沙设置华洋公共验疫所，查
验来自疫区的船舶。 三十年，另建中国防疫医院，负责船舶检疫查验。１９１２
年，在吴淞设临时卫生处（海关检疫处）。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卫生署在上海成立
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接收厦门、天津等１０余所海港检疫所，由国人主权掌理
全国海港检疫。同时，成立上海海港检疫所。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先后改上海检疫
所、上海交通检疫所、上海卫生检疫所。１９９１ 年，改国家上海卫生检疫局。
１９８０年，设吴淞、机场２个检疫站。１９９５年，设浦江等 ７个卫生检疫所和传染
病监测处。
二、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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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先后颁布、实施管理医师（西医）和管理医
士（中医）两个暂行章程。次年，上海（含租界）登记开业中医０．１４万人、西医师
３９７人，约占医生总数９５％。１９４８年，执业医事人员０．７７万人，其中西医师０．１１
万人、中医０．３１万人、牙医师３１５人、镶牙生２０５人、助产士０．１１万人、护士６８７
人、药剂师 ５０９ 人、药剂士 ７７１ 人、兽医 １１ 人。１９６５ 年，卫技人员 ４．９ 万人，
１９９５年，有１１．０６万人，其中中医占５．５３％、西医师３５．１３％、医士７．８７％、护师
１７．３％、护士１３．４４％、助产士１．２３％、药剂人员６．４７％、检验员４．７５％。
全市每千人口卫技人员，１９４９年２．６人，１９９５年８．５人。其中中西医师从
１．６人增至４．１人，护士助产士从０．６人增至２．８人。
１９５０年，实行卫技干部审核晋升任命制。１９５３年，全市正、副科主任（相当
于正、副主任医师）１２６人，主治医师２２４人。１９５４～１９８４年，有一等一级专家
４５人、一等二级专家７９人、一等三级专家１１１人。１９８６年，实行技术职务聘任
制。１９９５年，正高０．１６万人、副高０．４２万人、中级２．０３万人，分别占医师级卫

技人员总数的２．１％、５．５％、２７．０％。有中国科学院院士４人，分别为陈中伟、
吴孟超、陈竺、陈宜张。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７ 人，分别为王振义、汤钊猷、顾玉
东、顾健人、曾溢滔、胡之璧、张涤生。

第二节 医疗制度
一、 自费医疗

民国时期，除公职人员外，治病均自费。５０年代末，自费医疗约占全市人
口７０％强。１９７０ 年，农村全部实行合作医疗，自费医疗者比重降低。１９８０
年，自费医疗者市区约占市区总人口６％，１９８６年郊县约占农业总人口 ５％。
同年，对１２所市、区、地段（街道）医院和职工医院抽样调查，门诊自费医疗者
占４．６％，自费住院医疗占 ６．８％。８０ 年代后期起，自费医疗者占全市总人口
近１０％。
二、 劳保医疗

１９５１年２月，上海市国营交通运输、邮电、财贸商业和工厂企业单位全部
实施职工劳动保险医疗制度，简称“劳保”，企业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
医疗待遇。１９６５ 年，全市享受劳保医疗职工 ２３７ 万人，占全市人口 ２１．７％。
１９７８年，地区集体企业职工列入劳保医疗范围，是年全市享受劳保３５７．８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３２．６％。１９７８年，全市医疗费总支出１．２亿元，人均５５元。１９８３
年分别为 ２．９ 亿元、６９ 元。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进行劳保医疗制度改革试点。１９９３
年，享受劳保医疗的职工 ５７９ 万人，占全市人口 ４４．７％，享受半费医疗的亲属
１３０多万人。经费总支出４５．２亿元，人均７８１元。１９９５年，试行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制度。
三、 公费医疗

１９２８年２月，上海特别市政府规定凡员役有病可至特约医院就诊，全行免
费。１９４８年１月起，国立院校教职员因公伤病者，医药费列入公费支出。此
外，不少医疗机构对本单位职工及其亲属治病，实行减免费办法。解放初，党政
机关等供给制人员医药费实行统筹统支，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市实行公费医
疗制度。简称“公费”医疗。不久，范围扩大至私立中小学校教职员工、乡干部
和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享受公费医疗者，门诊挂号费自付，其他医疗费用均予
免除。１９７９年９月起，公费医疗享受者直系供养亲属医疗费用，由职工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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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职工福利费中补贴一半。１９５２年，全市享受公费医疗９．８万人、占全市人
口１．７％，总支出 １０８．１ 万元，人均 ２２ 元。１９９５ 年，为 ９０ 万人，占全市人口
６．９％，总支出７．７１亿元，人均８５７元。
四、 农村合作医疗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川沙县张桥公社施行农民集体医疗保健，生产大队设卫生
室，集体和个人出资作为社员免费门诊医疗保健基金，每人每月０．０３～０．０７元，
药费及住院费自理。１９６０年，市郊２９％公社实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川沙县在全
国最早称实行农村合作医疗，１９７０年扩大到全市全部０．２７万个生产大队。合
作医疗基金来源，社员个人和生产大队各出２元。医药费一般报销５０％。１９９５
年，有０．２８万个村实行，占全市总数９６．３％。参加合作医疗２６３．６万人，占农业
人口８０．１％。人均合作医疗基金３５元，其中个人、村委会分别缴１８、１２元，乡
镇财政、村企业分别出１．６、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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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设置 清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仁济医馆临床设内、外科。２０ 世纪
２０年代，一般小型医院设置内、外科，规模较大的加设小儿、妇产、口腔、眼、耳
鼻喉科，少数加设骨、神经、传染病、肺痨、泌尿、皮肤花柳科。医技部门一般设
药房、化验室、Ｘ 光室，少数医院加设电疗、病理科（室）。１９４５年，市卫生局《市
立医院组织通则》规定，普通医院（综合性医院）分设内、外、妇产、小儿、皮肤花
柳、眼、耳鼻喉、牙、肺痨、骨科和 Ｘ 光、检验、药剂、物理治疗室，专科医院以不分
科为原则。１９４９年，多数小型医院临床分设２～４科，医技分设２～３室（科），有
的不分科。部分医院临床分设４～８科，医技分设３～５室（科）。少数大型医院
临床分设８～１２科，医技分设４～６室（科）。５０年代，综合医院建立护理部、门
诊部、急诊室，增设中医、麻醉、理疗、保健等科和手术、营养、供应室。市级综合
医院和部分区、县中心医院设内、外、中医科专病组。６０年代，有的医院增设灼
伤、伤骨、高血压、整形、职业病、传染病、病理、中西医结合等科，心脑电图、超
声、内窥镜、同位素和多种功能检查室及血库。有的专病组扩展为独立的专科，
形成专科特色。８０年代，专业分科进一步细化。市级综合医院和部分区、县中
心医院基本实行二级分科。内科分设心血管、消化、呼吸、内分泌、神经、肾病等
专科（专业），外科分设普外、胸外、骨外、神经、泌尿外科，有的医院加设心血管、

显微、肝胆、颌面、肛肠、手外科。区、县级医院内、外、中医科也分设相应的专科
或专业组。医技部门增设激光、放射、免疫、ＣＴ、血液透析、核医学、电脑室等。
１９９５年，市级综合医院临床设２０～３０科，医技设１０～２０室（科）。区县级医院
临床设１０～１５ 科，医技设 ８～１２ 室 （科）。社区医院临床设 ５～８ 科，医技设
３～６室（科）。
重点学科 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对心血管、灼伤、针麻及断肢再植等专科，扶
持为重点专科。８０年代，开始建设、评审重点学科。至１９９０年，全市全国重点
学科、市重点学科各１３个。１９９４年，评出医学领先专业第一周期第一批１４个
重点学科、２２个医疗特色专科、１８个初级卫生特色项目。１９９５年，分别评出第
二批１２个、２０个、１３个。
医疗技术 心血管疾病。１９５３年，中山医院成功施行体—肺分流术治疗
法乐氏四联症。１９５７年，施行国内首例心房间隔缺损缝合术。１９５８年，施行首
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次年，创制真丝人造血管、针织涤纶人造血管用以
置换主动脉，施行国内首例法乐氏四联症根治术。１９６５年，研制笼架硅球人工
瓣置换二尖瓣获成功。此后，用猪主动脉瓣等应用于临床。１９６６～１９８８年，施
行法乐氏四联症完全纠治术，在国内率先将手术死亡率降到２％。７０年代初，
研制丹参制剂、麝香保心丸等中成药，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抢救心肌梗塞。
麝香保心丸在全国推广应用。１９７９年，用球囊房隔造口术治疗多种先天性心
脏病，１岁前患儿存活率从１０％提高到８７．７％。１９８１年，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又称“搭桥”）。９０年代中期，用病人自身桡动脉及乳内动脉施行心脏搭
桥术。施行三尖瓣下移纠治、三尖瓣置换及冠状动脉搭桥术。
四肢显微外科。１９５５年，施行背小皮瓣携带拇趾再造手拇指。１９５８年至
８０年代，进行异体指骨、关节、肌腱综合组织移植２１０例，成功率９４．３％。１９６３
年１月，为完全截断右前臂再植成功，并恢复功能，为世界医学史创举。１９７８
年，用患者两脚的第二足趾游离移植到前臂残端，作再造手成功，被国际医学界
誉为“中国手”。８０年代后，断肢断指再植手术施行普及到市级综合医院和少
数区中心医院。
大面积灼伤。１９５８年５月，抢救成功灼伤面积８９．３％、三度灼伤２３％的病
人，打破国际定论。１９８８年，创造 ４种皮块培养方法。８０年代起，各区中心医
院市级综合医院可分别收治灼伤面积３０％和５０％及以上的病人。
针刺麻醉。１９５８年，首例针刺麻醉（简称针麻）施行扁桃体摘除术，１９６０年
用以肺叶切除术。 至 １９８３ 年，全市施行针麻手术 ２５ 万余例，优良级成功率
６０％以上。８０年代后，推行针麻、药麻结合手术。
器官、组织移植。１９５４年，首例同种异体股动脉移植成功。１９５７年，首例
同种异体肾移植和自体肾移植均获成功。１９８１ 年，首例胎儿胰腺胰岛组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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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治疗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获成功，在全国推广。其后，施行骨髓、自体牙、自
体神经原位、角膜移植。
整复外科。初以矫治兔唇、腭裂等先天畸形为主。５０年代中期，始有创伤
植皮修复、皮瓣修补等。６０年代后，重点转向灼伤后的疤痕挛缩、颈颌黏连、组
织缺损等功能恢复。１９７７年，以胸大肌移植修复前臂严重缺血性挛缩，游离腓
骨移植治疗先天性胫骨假关节。９０年代，调制出复合型可塑性人工骨，对颅面
部各类畸形进行外形重建和功能修复。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成功施行国内首例男
变女、女变男变性手术。
肝胆外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进行胰腺癌根治术。１９５７年，施行左肝叶
切除。１９５８年，提出国人肝脏解剖分为５叶４段新见解。两年后，首创常温麻
醉下施行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术。１９７１～１９８４年，开展选择性肝动脉造影、Ｂ 超
定位。１９７５年，施行切除海绵状血管瘤手术２７８例，全部成功。１９８４年，开展
介入疗法，１９９０年起推广至全市。１９９１年，肝癌抗体的临床规律和双功能与基
因工程抗体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
胃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施行扩大性根治术，患者５年生存率列世界先
进水平。１９６８年，应用保留胰实质清除脾动脉干淋巴结作胃癌根治术。１９７７
年，制成彩色电视纤维胃镜，可查出 １毫米微小胃癌病灶。８０ 年代，改进胃癌
根治术，患者５年生存率提高到７４％。
肺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展伴肺功能减弱、未分化小细胞型肺癌的手术
治疗，患者５年生存率提高到３１．２％。８０年代初，首创右径全肺全隆凸切除重
建手术。１９８６年，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采用化疗加手术，患者５年生存率提高
到３９．８％。１９８７年，研制成氨甲蝶呤、阿霉素两种单抗生物导弹导向等药物。
乳腺癌。１９５２年，开展手术治疗。１９５８年，开展术前放疗，Ⅲ 期患者 ５年
生存率达３７％。１９６１年，开展术前动脉插管化疗，至１９９０年０．２５万例，Ⅰ期患
者５年生存率达９３．９％。
肠癌。１９５４年，对直肠下段癌倡用改良 Ｂａｃｏｎ式拉出切除术。１９８２年，对
直肠癌距肛缘５～８厘米患者，采取经耻骨入路低位前切除，避免患者作永久人
工肛门。８０年代起，对大于７０岁的患者进行大肠癌手术切除。至１９８９年手术
０．２５万例，患者５年生存率达６９．３％。
白血病。１９８６年，为一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儿施行首例全反式维甲
酸诱导分化治疗，至１９９５年治疗０．２万例，完全缓解率达８０％～９０％。发现早
幼粒白血病的特异标志，建立这标志的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二、 医疗救护、医疗用血

医疗救护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上海马路急救队，常驻会中，

备有机动救护车。１９２８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消防处设立救护站，备有救
护车，配合救火使用。１９３１年，成立紧急救护车队，备车６辆。１９４７年，市卫生
局成立急症电话调度站，置救护车１辆。１９４８年３月，市警察局消防处成立“上
海护士”市民紧急救护站，下设 ３ 个分站，置车 ７ 辆、护士 １０ 人、救护警员 ４０
人。９月，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下设救护大队，统一调度所属担架队、救护
车队等。１９５０年，市人民政府巡回医疗队成立，备车 ５辆。１９５１年，改称市卫
生局医疗救护大队，有救护车 １５ 辆。１９８３ 年，改称上海市医疗救护中心站。
１９９０年，设２０个分站，有救护车１９６辆。另有医院救护车１７９辆、工矿企业系
统救护车４２８辆。全市共有救护车８０３辆。每个分站急救半径市区４．５公里，
反应时间８分钟左右。郊县急救半径１９公里，反应时间３０分钟左右。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６日零点，“１２０”急救专线电话开通。１９９５年，约急救１０万人次。
医疗用血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病人医疗用血，临时征募供血者。３０年代
初，陈广和输血社成立，嗣后有输血社、助血团。血头垄断血源，操纵血价。卖
血者称助血员，卖血钱和血头以三七、四六，或倒三七分成，延续至 １９５３ 年。
１９５４年，取缔输血社。１９５６ 年，全市有 ３６ 家私人助血社 （团），１９５９ 年并为 ５
家，改名献血服务站，工作人员报酬实行工资制，助血员改称献血员。１９６１年，
有４家献血服务站，服务全市，实行统一组织血源，统一采血，统一供血。１９６４
年１１月，全市有献血员３．５５万人，全市有６万余人献过血。１９６９年６月，撤销
献血服务站。１９６５年９月，上海市外地运输公司修理厂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在
全市最早试行义务献血。次年６月，上海市献血领导小组成立，１９６７年６月，按
行业、系统分批组织职工义务献血。１９７８年，上海市中心血站成立。１９７９年，
全市１２１．６万人献血，总采血量１４７．２万袋（每袋２００毫升，下同）。１９７９年起，
在江苏如皋县开辟采血点，在沙洲、常熟等县建立长期固定采血点，在安徽旌
德、浙江平湖、江苏昆山等地不定期采血。１９８５ 年后，每年在外省采血约占上
海市总采血量一半。１９８７年起，在市内道路等公共场所设立无偿献血流动站
（车）。１９８８年５月４日，举行首次无偿献血周。１９８９年 ７月 １日，实施《上海
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１９９０ 年，南汇县老港乡率先试行家庭储血制。１９９５
年，２８１．４万人献血，总采血量 ３６５．９ 万袋。上海市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奖。
三、 门急诊

门诊 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英人洛克哈脱设中国医院开办门诊医
疗。１９４６年，市立医院门诊 ３０．７６ 万人次、公立医院 ６９．８７ 万人次、私立医院
４．４８万人次。１９５０年，全市门诊（含急诊，下同）量４０５．２万人次，１９９５年 ５９３２．７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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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宝隆、仁济、中山、广
慈医院等设急诊室（部）。５０年代初，区级以上医院均开设急诊业务。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４年，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瑞金医院先后成立急诊科。后推广到各级医
院。１９９５年，全市区县及以上医院急诊 ４１０万人次，抢救 ５．３４万人次，抢救成
功率８８．６％。
四、 住院治疗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广慈医院设病房，病房分 ６等。１９３２年，仁济
医院设病床２５０张，分３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综合医院一般设内、外科病房，
有的加设妇、儿、肺痨、传染病等病房。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全市市立、公立、私立医
院收住病人６０．３万人次。１９４９年，全市医院病床达１万张，１９９５年达６．６９万
张。１９５３年，区县及以上医院收治病人 ３０．７９ 万人次，病人平均住院 １３．１ 天，
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５９．４４万人、２４．６天。
五、 巡回医疗、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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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医疗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同仁医院院长为传教布道，每于夏秋两
季携带药品到附近村镇巡回诊视。１９２８年，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设巡回诊疗所。
１９４７年，市卫生局设立名为“巡回医疗车”的直属单位。同年起，公济医院开设
巡回诊疗车至市郊及苏、杭等地巡回医疗，每期一周。中国劳动协会等和市卫
生局合办巡回诊疗站８所，为工人免费治疗。１９５６年开始，组织１６批牙病防治
小分队到农村，数百个防治小组到工厂，查治牙病近百万人次。１９６０ 年，全市
医院抽调约１／３医务人员到农村、工厂、地段，防治寄生虫病、职业病、病毒性肝
炎、麻疹、妇女病等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儿童营养不良症。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派
出４批卫生工作队１．１７万余人分赴农村、工厂。
医疗队 血吸虫病防治医疗队。１９５０年春至 ６月，市卫生局抽调 ０．１４万
人组成上海血防大队，分两批赴部队驻地，为部队粪检６０９万余人次，治愈病人
１．８万余人。１９５３～１９６５年，组织近３００个血防队、０．２万人到市郊疫区救治病
人，培训血防专业人员。１９７０年后，每年组织医疗队，直至各县消灭血吸虫病。
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第二军医大学５３人参加抗美援
朝医疗队。１９５１年１月，上海医务界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３２１人，分
赴长春、齐齐哈尔、通化。市卫生局派出医务人员 ７８５ 人，施行手术 １．３ 万人
次，收转伤病员３．７６万人次。
防汛抗震救灾医疗队。１９５０年，市卫生局组织７０余人医疗队赴皖北防汛
救灾。１９５４年，１２批医疗队６０３人分赴安徽芜湖专区防汛救灾，治病 ３６万余
人次。１９７０年，抗震救灾医疗队 ２６０ 人赴云南潞西震区。１９７６ 年 ７～８ 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７８年２月，抗震救灾医疗队先后０．２１万、０．１４万人到河北唐山
地震灾区施诊６３万余人次。１９９１年８月起，３批１３支医疗队１５４人赴安徽巢
湖地区和颍上县参加灾区疫病防治。
支内支边医疗队。１９６２～１９７３年，７批医疗队３９７人赴江西井冈山、宜春
等地区协助开展流行病防治；４０批 ０．１２万人赴浙江等 ９省区协助防治疾病。
此后，１９６８～１９７３年有４批６３２人赴安徽宁国等县。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３批医疗
队赴安徽休宁等县，１９７１年医疗队１８人赴黑龙江呼玛县。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７年，先
后有医疗队１１０人和５００余人至黑龙江黑河地区。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有３批医疗
队１８２人赴藏协助卫生工作。
援外医疗队。１９６３～１９９５年，派出７１批医疗队８０５人，赴阿尔及利亚、索
马里、柬埔寨等９国，诊治病人３１１．１万人次。

第四节 中医 、中西医结合
一、 中医

医师 １９２９年，全市有中医师约０．３万人，１９４９年０．３４万人，１９６５年０．５４
万人，１９９５年０．６１万人。
名家、流派 南宋时期，上海有何氏行医，后形成何氏医学世系。元代有名
医何天祥、徐复。明代有陈常、何全、徐枢、徐彪、吴中秀、顾定芳、李中梓、郁士
魁、沈惠、秦昌遇等。 清代有李延星等 ２５ 人。 民国时期有丁甘仁等 ３０ 人。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有陆渊雷等６７人。２０世纪以来，形成众多名家流派，各派传人
至今仍为上海中医界骨干。主要有何氏医学世系、李士材学派、孟河丁氏学派、
新安王氏学派、浙江范氏学派、张氏内科、夏氏内科、夏氏外科、顾氏外科、蔡氏
妇科、朱氏妇科、徐氏儿科、魏氏伤科、石氏伤科、杨氏针灸、陆氏针灸、朱氏推
拿、姚氏眼科、陆氏眼科、朱氏喉科、张氏喉科。
二、 师承、文献整理

师承 中医习医传统靠祖传、师承，从师３～５年，出师挂牌行医。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起，组织学员或中青年医师拜老中医为师，“个别带、集体教 ”。
１９５７年７月，市卫生局规定带徒班学制５年，培养相当于大专毕业的中医师，学
员和业师建立固定的师徒关系。至 １９６６年共 ８届，毕业 ０．１１万人。１９６０年，
组织１９９名中青年中医和西学中医师拜１４０名老中医为师。１９６１年，确定程门
雪等８３人为继承名医，组织中青年中西医师从师学医。１９６２年，又组织７０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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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带徒０．１３万人。１９８０年，举办老中医子女班，招收６１人。１９８１年起，
举办中医研究班，招收具有１５年以上临床实践的中青年中医，至１９８９年办班５
届，结业１４７人。１９９１年，举办首届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班，确定张镜
人、裘沛然等２６名中医药专家为指导老师，４７名主治医师（主管药师）以上的
中青年中医药师为学术继承人。１９９３ 年，确定施杞等 ３９ 名中医、中西医结合
专家为指导老师，４３名中青年中医药师为学术继承人。
文献整理 １９５４年，成立上海市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开展中医文献整
理研究工作，编写《中国医史文献索引》。１９５６年，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 （后
改名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成立，聘５６名老中医为馆员，整理总结老中医临床经
验，有《张氏外科秘方》《温热性哮喘》和《导邪外达法》等。１９５９年起，编辑出版
《包氏喉症家宝》等中医药专辑数十种，建立有近８万条题录的中医药文献检查
数据库。整理出版 《程门雪医案》等医案、医话和其他医学论著 ５０ 多种。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完成《中国医史文献索引》《中国
医籍字典》等数十种医著，校勘影印《中国医学珍本丛书》２７ 种、《历代中医珍
本集成》１０３种、《中国医学大成》１３６ 种。 全市整理出版 《上海老中医经验汇
编》等。１９８４年，上海中医学院将张羹梅治疗胃脘痛经验纳入计算机模拟系
统。发掘、收集民间秘方、单方、验方，１９５８ 年收集 １００ 多万张，整理编辑成
《单方、验方汇编》２０多辑。１９８９ 年，上海近百名中医师合作编纂出版 《中国
中医秘方大全》。
三、 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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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周雪樵创办《医学报》，介绍西医，研究中西医学，
主张中西医结合，临诊应用体温表、听诊器，用药中西并施，不拘一格，务求实
效。清宣统元年夏，上海医院创办，上午中医诊病，下午西医诊病，为上海最早
实行中西医并治的医院。二年，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主张中医科学化，形成中
国新医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恽铁樵所著《保赤新书》，运用中西医理论分析儿
科诸病。１９５４年起，部分西医与老中医建立教学关系，学习研究中医。１９５５
年，部分医院开设中医、中西医结合病房（床）住院医疗和门诊业务，１９５６年起，
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举办离职或在职西医师学习中医研究班。５０ 年代后
期，上海第二医学院、华山医院从内分泌、生化角度对中医“阴阳学说”与“肾本
质”进行研究，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甲亢、甲减及气功防治高血压、中风等。６０年
代，针刺麻醉等应用于多种外科手术。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各级中医医院综
合性医院、专科医院设立中西医结合门诊、病房，治疗肿瘤等疾病。１９８５年，确
定虹口区中心医院为中西医结合试点医院。１９９２ 年起，建立中西医结合类风
关病和脉管病２个协作中心，至１９９５年增至９个。

第五节 卫生防疫
一、 传染病防治

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地区见诸文献的大疫流
行有４４次。１９１２年，霍乱大流行，至 １９４８年共流行 １２ 次，其中 ６ 次大流行。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霍乱、天花、白喉、伤寒、猩红热、疟疾、痢疾相继流行，麻疹、回
归热、狂犬病、斑疹伤寒等同时散在发生，为民国时期流行病种最多、发病率最
高的年段。１９３０年起，上海始有１２种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资料。是年，发病
０．４８万人，发病率４７６．６／１０万，死亡０．１７万人，死亡率１７０．５／１０万。１９３８年，
发病２．７４万人、发病率２１２１．６／１０万、死亡０．７３万人、死亡率５６５／１０万。１９５０
年，发病１．６４万人、发病率３２３／１０万、死亡０．３１万人、死亡率６０．９／１０万。１９５１
年７月，消灭天花。１９５８年，消灭回归热。１９６５年，消灭恙虫病。１９６７年，消灭
炭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基本消灭性病，麻疹、脊髓灰质炎、疟疾、乙型脑炎、百
日咳得到有效控制。８０年代，相继消灭白喉、森林脑炎、血吸虫病、斑疹伤寒、
布鲁氏杆菌病、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狂犬病、疟疾、丝虫病、麻风病，除病毒性
肝炎、性病外的其他传染病都得到有效的控制。９０年代上半期，消灭钩端螺旋
体、丝虫病、麻风病，基本消灭流行性脑炎、乙型脑炎、麻疹，累计 １８种传染病。
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总发病率，从１９８０年１７１９．８／１０万下降到１９９５年２２７．２／１０
万，死亡率４．１／１０万下降到０．４／１０万。７０年代末期，性病死灰复燃。
二、 血吸虫病防治

１９２４年，美国法司脱和曼莱尼《日本血吸虫病研究》记载上海市郊有血吸
虫病流行。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４年，陈方之、李赋京相继报道上海地区钉螺分布情况，
青浦、嘉定县为“浓厚地”，上海、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县为“稀薄地”，川沙、宝
山县为“最稀薄地”，崇明县为 “免患地 ”，黄浦江周围未查见钉螺。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年，安德鲁斯、吴光先后报道上海地区发现家畜血吸虫病。１９４１年，吴光、
许邦宪调查上海郊区血吸虫病保虫宿主，认为血吸虫病是影响农村经济、威胁
农民健康的重要疾患。
上海疫区是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地区之一。１９５８ 年，全市市郊除崇明
县外，９县１５９个公社（镇）、１５５８个生产大队流行血吸虫病，分别占社、队总数
７４．５％、８１．４％。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对流行区３岁以上居民作粪便检查，平均阳性
率２０．５％，水上运输船民和重流行区分别占３３．７％、８０％以上，青浦县最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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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１９５６～１９８４年，全市逐年普查，累计查出患者７５．９万人，占流行区人口
２４．７％。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流行区内 ２．８ 万头耕牛感染，粪便检查阳性率平均
１４．９％。１９５６～１９８４年，全市１５９个公社（乡）、镇、３个机场及西、北郊少数企事
业机构场地发现钉螺。全市累计发现有螺面积１．７亿平方米，占有螺区土地总
面积５．９％。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６年，上海市血
吸虫病防治所成立。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开始消灭河沟钉螺。１９７５年，全市基本
消灭钉螺。５０年代初，开始查病治病，１９５６～１９８４年全市累计查病２９３４万人
次，查出病人７５．９３万人，其中晚期病人２万人。治病１８６万多人次，９９．９％治
愈。累计检查耕牛５５．６万头次，治疗病牛２．５万多头次。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宣布全市消灭血吸虫病。

第六节 妇幼卫生
一、 妇女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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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 妇女生育向由产婆（稳婆）接生。清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申报》最
早报道始有上海新法接生。１９世纪末，教会医院及一些留学回沪的西医设立
产科或出诊接产。以后，有私人开办产科医院，助产士开业。１９２７ 年，市卫生
局颁布《管理助产女士（产婆）暂行章程》。１９３７年，提出取缔产婆。１９４６年，调
查嵩山区６１４名产妇，７７．２％在家接生，４１．７％未作产前检查，因产而亡的产妇
主要死因为产褥热、难产。１９５０ 年，市卫生局在真如区进行产婆改造试点。
１９５１年，市区新法接生率 ５５．９％，１９５８ 年 ９８．８％，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降为
１．２／１０万。１９７７年，市郊老法接生占１．３％。１９７９年，各县取缔老法接生，至８０
年代初老法接生绝迹。１９９５年，全市城乡住院分娩率９９．８％。
妇女病防治 １９９０年，全市妇女病普查５０．４６万人，受检率８２．４％，患病率
４１．２％，治疗率 ８４．８％。１９９５ 年，普查 ４８．７９ 万人，受检率 ８２．２％，患病率
３２．４％，治疗率９４．６％。
性病。１９５１年起，对患病妓女集中检查治疗，其中梅毒患病率 ５８．２％、淋
病７８．１％。是年，市民中孕妇梅毒患病率 １５％。血清华—康氏梅毒试验始列
为产前检查常规。 此后，孕产妇血清梅毒阳性率逐年下降，１９６０ 年为 １％。
１９６２年后，梅毒、淋病基本消灭。１９７９年，上海又发现性病患者，１９８５年有 ５７
人，其中女性３５人。１９８７年，建立三级性病防治网和监测小组。１９８８年起，梅
毒筛查列入婚前检查内容。１９９５年，女性性病患者０．３１万人，发现艾滋病毒感

染者４人。
子宫脱垂。１９６０年，对市郊（不含崇明县）６２万名 １８岁以上女性，发现患
病率３．８％。至１９６２年９月，全市免费治疗１．６８万例。１９９５年，患病率０．０２％，
治疗率８７．１％。
子宫颈癌。１９５８年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３所医院对４２家纺织厂女
工每年一次普查，女工发病率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９１．５／１０万降到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
３４．３／１０万。１９７３年，全市妇女病普查普治，检查１２６．２８万人，患病率１２９．３／１０
万。８０年代，平均每年检查２０万人次。１９９５年，市区患者检出率１／１０万。
二、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优生优育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１９２６年，颜福庆等发起成立上海节育会，进行节育研
究和指导。１９３１年，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在沪成立。１９３４年，上海节育研究指导
所设立。１９５２年９月，市政府发布《上海市绝育手术办法》。１９５６年，在１５９所
医疗机构设立节育指导门诊。１９６３年，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医院普遍
开设计划生育指导门诊，动员多子女夫妇绝育和人工流产。１９７４年，全市实行
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后又推广以安放宫内节育器为主的综合节育措施，指导口
服避孕药、延长生育间隔。８０年代初，指导挑选药具，减少人工流产。１９８１年
起，区县妇幼保健所设立计划生育门诊，１９８３年，发展专科咨询门诊。１９７１年，
全市节育率７２．３％，１９９５年９２．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施行输卵（精）管
结扎等手术。１９９５年，全市女性节育手术总数４０．９１万例。
优生优育 婚前保健。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年）五月二十日，《申报》载
文首次介绍法国的婚前检查。１９４８年，市卫生局制定《上海市市民婚前健康检
查实施办法》，提倡优生。次年 １ 月，发出第 １ 号市民结婚健康证书。１９５２～
１９５３年，试行《上海市婚前检查暂行办法（草案）》。１９８０年，提倡和开展婚前检
查，是年受检率１２．４％。１９８８年４月，实施《上海市婚前健康检查暂行办法》，婚
前检查列为上海市办理结婚登记法定程序。１９９５年，婚前检查１５．９万人，受检
率９６．１％，影响婚育的疾病患者占６．８／万。
疾病筛查。１９８１年，市儿科医学研究所首先开展对新生儿缺陷性疾病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筛查。１９９５ 年，全市查出甲状腺功能低下 ２０ 例、苯丙
酮尿症４例。
出生缺陷监测。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１９８７年 ９月，２９所医院对 ７．５８万例围产
儿进行监测，发现出生缺陷儿发生率１３．３‰，３５岁以上产妇所产缺陷儿发生率
明显增高。出生缺陷前五位的为唇腭裂、指趾畸形、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
和足月儿睾丸未降。１９９０年 ７月，全市采用 “上海市围产儿死亡、出生缺陷登
记表”，建立个案报告制度。１９９５年，出生缺陷儿发生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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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上海母乳喂养逐步被人工喂养或混合喂养
所替代。１９８０ 年，市区母乳喂养率降至 ２４．８％。１９８２ 年起，提倡母乳喂养，
１９９５年全市母乳喂养率提高至５８％。
三、 儿童保健

民国时期，儿童传染病主要有白喉、结核病、麻疹等。１９５６年起，婴幼儿各
项预防接种形成制度。１９５８年１月，实行系统预防接种一人一卡制。１９７２年，
预防接种卡介苗等疫苗８种。１９８８年，增加乙肝疫苗。婴幼儿从出生至１５岁
按免疫程序有计划接种有关疫苗。５０年代初，传染病死亡占婴儿死亡原因首
位，１９５５年降为第三位，１９９０年起为非主要原因。

第七节 居民死因 、预期寿命 、青少年体质
一、 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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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死亡年龄 １９３０ 年，公共租界中国人平均死亡年龄 ２２．７ 岁。１９５１
年，全市平均死亡年龄３１．５岁，１９９５年７０．８岁。
死亡率 普通死亡率。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公共租界中国居民死
亡率３０．９‰，１９２６～１９３６年为１２．３‰～１７．７‰。１９３４年，法租界中国居民死亡
率为１１．１‰，１９４２年为 ２４．２‰。１９４６ 年 ６ 月，上海市卫生局开始办理生死登
记，１９４７年全市居民登记死亡率６．３‰。１９５１年，全市人口死亡率１４．１‰，１９９５
年７．５‰。１９６９年起，市郊年死亡率均低于市区。
婴儿死亡率。１９３８年，法租界调查，婴儿死亡率为１４１‰。１９５１年，市区婴
儿死亡率７９．９‰。１９７３年，始有市郊婴儿死亡率统计。是年，全市婴儿死亡率
１１．５‰，１９９５年１０．１‰。
死亡原因顺位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公共租界中国人死亡原因 （简称死因）统
计分１８大类５９种，死因顺位依次是传染病、老衰、呼吸系病、横死暴卒、循环系
病、消化系病，前五位死因死者约占全部死亡 ７６％，肿瘤死亡比为 １．５％ 左右，
列第九位。１９５１年，市区居民死因顺位，首位是传染病（含寄生虫病，下同），占全
部死亡人口５０．４％。其下依次为循环系病、损伤及中毒、呼吸系病等。１９７５～
１９９５年，前五位死因顺位稳定为循环系病、肿瘤、呼吸系病、损伤及中毒、消化系
病。１９７３年，全市循环系病患者死亡率１６４．５‰，占死亡人数３０．１％，１９９５年分
别为２５０．４／１０万、３３．３％。１９７３年，全市肿瘤病患者死亡率１３０．２‰，占死亡人
员２３．８％，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１８３‰、２４．３％。

二、 平均预期寿命

１９５１年，上海市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男性４２岁，女性４５．６岁。１９７３年，始
有市郊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统计。是年，全市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男性７０．３岁，女
性７４．９岁，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７４．１岁、７８．０岁。
三、 青少年体质

１９５５年开始，每隔５年对学生进行１次以形态指标为主的发育调查。７～
１８岁各年龄学生，１９７９年比１９５５年每１０年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２．３和
２．１厘米，体重分别增加１．４和０．９公斤，增幅均高于世界近百年来每１０年平均
增幅。男女青少年性成熟的时间提前。１９８５年比１９５５年，每１０年身高平均分
别增３．１和３．０厘米，体重分别增加１．７和１．５公斤，胸围均增１厘米，坐高分别
增０．９和０．８厘米。１９８９年，上海市与其他省市相比，身高比全国高１厘米，体
重低０．５公斤，胸围、臂围、骨盆宽等均列全国最后一、二名。健康素质水平，
７～１２岁（小学）为下中等，１３～１７岁（中学）为下等，１８～２５岁（大学）所有指标
均列全国最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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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构 、人员 、设施
一、 体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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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侨民组织跑马总会，成立划船总
会、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板球总会、草地滚球会、棒球总会、游泳总会、网球联
合会、足球联合会等组织。２０世纪初，华商建上海华商体操会、士商体育会、上
海体操研究会、上海体育会等社团，以训练兵式操为主，兼备维持地方治安。辛
亥革命前夕，有一部分汇入商团等武装力量。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霍元甲等
创立中国精武体操会 （精武体育会 ）。１９１９ 年，吴志青等组成中华武术会。
１９２４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成为上海社会体育的协调
机构。此后，各种民间体育团体竞相成立，知名的有三育、乐华、东华、联谊、丽
都等体育会。１９３５ 年 ６ 月，教育界及体育界发起成立上海市体育协进会。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成立上海市体育协会，下设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垒球、网球、
国术等单项协会。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成立上海体育会筹备会，接管上海市体育协
会，设置１４个单项技术委员会。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成立上海市国防体育协会筹委
会。１９５７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成立，下设全市性单项体育协会，
１９９０年改称上海市体育总会。１９８０年，恢复东华体育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跨
行业、跨地区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成立。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各类体育俱乐部８０
余个。
各时期，知名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１９２４年７月４日成立，组成
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篮球联合会、网球联合会、棒球联合会、中华运动裁判会
等，发布规则及全国最高纪录，解放后在北京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
市体育总会，１９５７年下属５４个单项体育协会。
其他组织，主要有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 （１８６２～１９５１ 年）、上海跑马总会
（１８５０～１９５１年）、上海足球联合会 （１９０２～１９４３ 年 ）、上海划船总会 （１８５９～

１９５３年）、西侨青年会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建，解放初结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１９００年成立）、精武体育会 （１９１１ 年成立）、中华武术会 （１９１２ 年成立）、三育、
优游体育会（１９２３～１９４７年）、乐群足球组、乐华足球队（１９１２～１９３０年）、东华
体育会（１９３１年成立 ）、丽都体育会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 ）、百乐门体育会 （１９３８～
１９４３年）、上海市国防体育协会（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等。
二、 人员

运动员 数量。１９世纪下半叶，上海租界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参赛者都
为在沪侨民。２０世纪初，体育比赛在华人社会中兴起，参赛者多为学生。２０年
代后，职工运动队增多。各种比赛，运动员都为体育业余人员，赛前临时组队。
１９３６年，上海有２４ 名运动员被选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４０年代，在拳击运动项目中出现上海最早的职业运动员。民国时期，上海市组
队参加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总计有千余名运动员出席。１９５３年９月，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华东总分会体育训练班成立，始对运动员进行系统专业训
练。１９５８年，为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临时从工厂、学校抽调０．１１万人脱产
训练，组成上海市代表团。全运会结束后，留 ７１１ 人分 ２６ 个项目组成市代表
队，长期集训。１９７２年，有１４个运动项目、专业运动员２４０人，１９９５年分别为
２８个、０．１万人。
等级制。１９５６年９月，市体委在田径、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中试行，按成
绩分成健将、一级、二级、三级、少年级５等。１９６３年，全市有等级运动员２１．５２
万人，其中运动健将３０９人、一级运动员０．２２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等级制停
止，１９７９年恢复。１９８４年，国家体委增设国际级运动健将等级，上海首批有 ４
人取得资格。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等级运动员０．１万人，其中国际级健将１２人，国
家级健将３９人，一、二、三级运动员分别为１７５人、６０２人、１８７人。
教练员 专职教练员始于１９５４年。是年，市体委办短期教练培训班，０．２４
万人接受培训后到市队、区县运动队担任教练。１９６６年，有教练９９人，１９９５年
０．１万人，其中市队 １８７ 人。１９８１ 年，开始评定技术职称，１９９４ 年有高级教练
３０７人，其中有９人取得国家级资格。
裁判员 ２０世纪初，校间体育比赛的裁判称“公正人”，竞赛规则用语都用
英语。１９１５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翻译出版一批中文本规则。日常比赛中仍
习用英语，重大体育比赛，都请懂英语者任裁判。１９２６年，上海体育界乐秀荣、
吴邦伟等组成中华运动裁判会，成员８０余人，下设篮球、足球、棒球、田径、游泳
等裁判组。此后，上海各项重大比赛，该会均派员担任裁判。１９４３ 年，分成足
球裁判会和篮球裁判会，１９４９ 年结束。１９５６ 年，市体委在田径、游泳、举重等
１０个项目中试行裁判员等级制，至 １９６５ 年在所有项目中实行。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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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裁判员１．９２万人，其中国际级裁判３７人、国家级裁判４８９人。有７人参
加第二十三、二十五届奥运会裁判工作。
三、 体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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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 年），英租界建赛马场。以后，公共租界、法租界先后
建西侨公共体育场、虹口公园、回力球场、逸园、凡尔登公园、胶州公园、汇山公
园等运动场所。基督教青年会也建有体育场和体育馆。侨民还越界圈地建万
国体育场、虹桥高尔夫球场等。１９２９年，建回力球场。至３０年代，侨民共建高
尔夫球场４片、游泳池 ８ 处，另有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多处，多数建公园
内，冬作足球场，夏为网球场。
１９１７年，华人建成市立公共体育场（今沪南体育场）。１９２６年，中华全国体
育协进会租借１３７亩土地，建中华运动场，作为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赛场。３０年
代，设高桥海滨浴场。１９３５年，建设市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
１９４９年，全市有体育场所１００余处。１９５１年，建成虹口体育场，后又建造
山东路、静安、沪西、沪东等体育场和卢湾、南市、虹口３个工人体育场。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年，建静安、黄浦、徐汇、杨浦４座工人体育场和长宁网球场、普陀体育馆、
风雨操场、划船俱乐部和国防体育训练用的航空机场、射击场、摩托场等设施，
建金山、松江、青浦、嘉定、川沙等县体育场和南汇县游泳池。１９５９ 年，全市体
育场所有８００处。６０年代初，在闵行、闸北、长宁等地建造１０多处游泳池，建成
上海市跳水池。１９７２年后，建造静安区、上海县、南汇县体育馆和光新体育场。
１９７５年，投资３０００余万元，建成上海体育馆，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之
一。８０年代起，建水上运动场、上海游泳馆、上海自行车赛车场、黄浦体育馆等
一批场馆，改造虹口等３０多个体育场馆。建成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梅陇基
地、上海武术馆等竞技体育训练基地。１９８８年，在青浦县建上海首个标准高尔
夫球场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１９９４年，建可容８万观众的上海体育场，风
雨操场改建为国际网球中心，形成以徐家汇为中心的体育场馆群。１９９５年，建
成中原游泳馆、上海射击运动中心、上海马术运动场。是年，全市有体育场所
０．４８万个，建筑面积２２８．８４万平方米，体育场地面积６８９．６９万平方米。
各时期，主要体育场馆有跑马厅、西侨公共体育场（先后建于１８５０年、１８６２
年）、虹口公园（１８９５年）、上海市体育俱乐部（１９２８年）、逸园（１９２８年）、卢湾体
育馆（１９２９年）、沪南体育场（１９１７年）、江湾体育场（１９３５年）、虹口体育场（１９５１
年）、上海市风雨操场 （１９５４ 年）、上海市体育宫 （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划船俱乐部
（１９５７年）、上海市射击场（１９５７年）、上海市航空运动学校（１９５８年）、上海市跳
水池（１９６４年）、上海市宝山滨海游泳场（１９６５年）、上海体育馆（１９７５年）、上海
市军事体育俱乐部 （１９５６ 年）、上海水上运动场 （１９８３ 年 ）、上海游泳馆 （１９８３

年）、上海武术院（１９８４年）、上海市自行车赛场（１９８７年）、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
村俱乐部（１９８８年）。

第二节 群众体育
一、 学校体育

课外体育活动 上海开埠后，西式学校设课外体育活动，有田径、球类、体
操等活动。１９世纪末，有４０余所学校开展体育活动，占上海新式学校 ８０％ 以
上。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等教会学校尤为活跃。光绪八年，梅溪书院在上海
传统书院中率先实行学生分日体育锻炼。２０世纪初，扩展至中国人办的学校。
主要是兵式操，田径、球类等在南洋公学、浦东中学等校开展。民国初年，推广
竞技体育运动，１９２２ 年后田径、球类、体操等运动成为学校主要体育项目。
１９１４年，上海圣约翰、南洋、沪江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
江大学组成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是上海２０年代最重要的学生体育组织，每年
田径、足球、棒球、网球赛，成为华东地区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１９２６ 年，江南
大学体育协会成立，每年举行篮球、足球、网球、棒球、游泳、排球、越野跑等及田
径赛，到１９３６年停止。１９２７年，部分中学与小学分别组成体育联合会，每年组
织全市中小学体育比赛。１９５４年，全市８０％学生参加广播操、准备劳动和卫国
体育制度（“劳卫制”）活动锻炼，１９７２ 年中小学开展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考核，
１９９５年全市中小学生及格率８９．０９％。１９５５年，市体委与市教育局提出在学校
成立运动队，中学有田径运动队、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大学建立
运动队，加强复旦大学排球队、交通大学篮球队、同济大学足球队等传统项目的
学校运动队。１９５８ 年，中、小学普遍建立业余少体校，替代学校运动队。１９６２
年后办体育班，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在中学招生时分运动项目集中在一所学
校同一个班。６０年代，各中小学始培育传统性体育项目，１９８４年后重点布局学
校（点）约７００所，３万～５万人参加系统体育训练。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３６所学校
成为全国先进传统体育项目学校。８０ 年代，各高校形成传统体育项目。１９８７
年，华东化工学院举办首届体育节。
学校运动会 大学生运动会。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
举行学校田径运动会。二十四年，南洋公学举办运动会。二十八年，圣约翰书
院和南洋公学举办足球对抗赛，该足球对抗赛每年举行，一直持续至 １９１４年。
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组织春秋两季四校田径运动会。
１９１４～１９２６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组织田径、足球等比赛。１９２６～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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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南大学体育协会每年组织比赛。大学生运动会体现上海最高运动水平，
历届全国运动会上海选手多数为大学生。１９５６ 年，举办全市第一届大学生运
动会，１９５９年举办第四届后中断。１９８１年恢复，每隔 ４年举办一届，比赛项目
有田径、球类、游泳等。
中小学运动会。１９２８～１９４８年举办１２届上海市小学联合运动会，主要为
田径赛。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年，举行６届上海市中学联合运动会。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全
市性中小学体育竞赛１７３次。１９６７～１９７０年，各种比赛全部停止。８０年代，举
办３次中学生、４ 次小学生全市运动会。１９８５ 年起，每年举办中小学足球、篮
球、排球、田径、游泳５项大奖赛。
二、 职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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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出现以职工
为主体的商余学会体育部、沪学会体育部、商业补习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士
商体操会等体育团体。宣统二年，精武体操会成立，发展为中国南方最大的体
育团体。１９２０年代，有职工开展田径、足球、乒乓球等近代体育项目。１９２４年，
有足球队４支，３年后增至近３０支。乒乓球每年有各种杯赛。出现职工体育社
团三育体育会等。１９２５年，邮电业工会组织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国术队
等。３０年代，银钱业、邮电业、烟草业职工体育活动最活跃。１９３９年，银行、钱
庄界举行篮球、乒乓球联赛。１９５０年，全市举行 ４１ 次职工体育比赛，１．５ 万人
参加。５０年代，各厂普遍开展广播操和球类活动，１９５４年有４６万人做广播操。
１９５５年，全市有足球队０．１９万支、篮球队０．５万支。１９５６年，全市建７个产业
体协、０．３４万个企业体协。１９６３年后，部分企业体协按地域组成协作区，经常
进行厂际、车间际体育友谊赛。广泛开展军事体育，部分工厂开展射击、摩托
车、航海运动。１９６３年，２０万人参加军事野营。１９６５年，数十万职工参加横渡
江河活动。五六十年代，涌现中国纺织机械厂、上海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批体
育先进单位。１９７９年后，台球、桥牌、棋类、钓鱼、保健气功、网球、保龄球、健美
操等活动普及，长跑、拳操、气功活动活跃。８０年代后期，健身舞蹈活动广泛开
展。９０年代，全市有太极拳、舞蹈活动等辅导站千余处。１９９０年，有跨行业的
体育协会１１７个。１９９５年，全市工矿系统有体育场地２４４片。
工人运动会 民国时期，举行过 ２ 届上海市工人运动会。第一届于 １９３４
年５月举行，比赛项目有篮球、网球、足球，表演项目有国术、自行车、乒乓球。
第二届于１９４７年９月举行，增加了田径项目。１９５１～１９９４年，举办６届上海市
工人运动会。第一届名为体育舞蹈大会，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举办，设田径及
拔河赛，另有舞蹈大会操、团体舞及摔跤、举重表演。此后第二届 （１９５４ 年举
行）、第三届（１９５６年）、第四届 （１９６０ 年）、第五届 （１９８１ 年）先后举行。市第六

届职工运动会，于１９９４年９月举行，设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象棋等 １８个
比赛项目，８８个代表团０．５２万人参赛。此外，１９８１年起，每年举办陈毅杯足球
赛，年均０．１２万支球队参赛。
三、 农村体育

活动 上海农村流传武术、象棋、围棋、拳船、滚灯、钓鱼、龙舟、舞龙、舞狮、
鹞子、石担石锁等传统体育活动。宋代，青龙镇吴淞江中有龙舟活动。清代，松
江、青浦一带船民举行祭神和庙会活动，在河上表演打拳船、摇快船。松江、奉
贤一带盛行滚灯活动，武术在上海沿海农村流传很广。清代，形成浦东拳术。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南汇周浦镇建立绅商体育会，两年后在城中等地成立
１４个，练习兵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各大集镇出现体育会，开展田径、球类等活
动。４０年代，各大镇大多有足球队。１９５３年，龙华、新泾、真如、洋泾等郊区组
队参加上海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比赛。１９５７年，上海、宝山、嘉定３县０．２８万
人参加劳卫制锻炼。１９６３年，举办市郊丰收杯篮球赛，成为郊县农村秋收后的
一项传统赛事。１９６９ 年，开展射击、武装泅渡、田径、爬越障碍等活动。１９７６
年，按照市体委部署，各县发展重点体育项目，形成传统项目。上海县、崇明县
有田径，川沙县有足球，南汇县、金山县有排球。涌现一批传统项目先进乡镇和
传统项目学校。８０年代，各县先后建成游泳池、综合性体育场、体育馆（称一场
一池一馆）。有的乡村自筹资金，建造体育设施。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所建网
球中心，１９９３年成为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软式网球赛场所。１９８７年，上海县、崇
明县在全市各县中首获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其他 ８ 县也获得
称号。１９９０年，上海县、嘉定县分别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田径之乡、围棋之
乡。１９９４年，闵行区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１９９１年，上海市举办全国体育先进
县田径赛。
农民运动会 １９５８～１９９２年，共举行３届全市农民运动会。第一届，１９５８
年１２月举行，上海县等４县２３个公社０．１９万人参赛，设田径、自行车、射击、举
重、拔河５个比赛项目。第二届，１９８８年４月举行。第三届，１９９２年５月举行，
９县１区７９８人参赛，设田径、篮球等１０个比赛项目。

第三节 竞技体育
一、 田径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五月，圣约翰书院举行运动会，田径为主要比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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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三十年起，租界侨民每年举办万国竞走赛、万国越野赛，先后于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７年终止。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
会田径赛，分获学校组冠、亚军。澄衷、浦东等中学在上海各中学中首先建田径
运动场。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７年，华人先后首次参加租界万国竞走赛和越野赛，从此
几乎包揽每年冠军。１９３３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上海田径代表队 ４７ 人次
打破２１项全国纪录，获总锦标。１９３５年，在第六届全运会上，上海代表队打破
１１项全国纪录，获男、女团体总分第一。１９４８年，在第七届全运会上，上海队获
２枚金牌。１９４９年，全国２４项田径纪录，有１６项为上海运动员创造。１９３６年、
１９４８年，先后有６人和１人加入中国田径队，参加第十一、十四届奥运会。１９５０
年，举办上海市第一届田径运动会。１９５４年，上海市田径队成立，至１９５８年全
部刷新民国时期创造的上海市田径纪录。１９５９年，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上
海队获１枚金牌。１９６３年，刘庆封、胡祖荣分获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男子百
米、撑竿跳金牌。１９６５ 年，旋晓梅破女子跳高全国纪录，成绩列世界第二。
１９６５年，在第二届全运会上，上海田径队获男子１００米、２００米、跳远、撑竿跳４
枚金牌。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朱建华 ３ 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１９８５年，杨文琴３ 破女子跳高亚洲纪录，朱红扬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１９８７
年，王智慧破女子跳远亚洲纪录。第六、七届全运会，上海选手获男子跳高、１１０
米栏金牌。１９９０年，隋新梅获第十一届亚运会女子铅球冠军，次年获世界室内
锦标赛女子铅球冠军。
９０年代初，除链球、３０００米障碍、女子撑竿跳项目外，上海田径队开展所有
田径单项训练，共３０多个小项。
二、 球类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５２２

足球 男足。清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年），租界侨民开始组织足球会。光绪二
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圣约翰书院成立足球队，始有华人参加足球运动。二十八
年，租界侨民成立上海足球联合会，亦称西联会，组织国际杯、史考托杯、甲组联
赛等系列赛，１９４３年终止。二十八年，南洋公学足球队成立，与圣约翰足球队
每年举行主客场两场比赛，１９１４ 年终止。稍后，足球运动在学校传播，徐汇公
学等聘请英国教师兼教练。１９１２ 年，共和、乐群、博爱 ３ 支华人社会足球队成
立。１９２４年，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举办上海中华足球联赛，至 １９３７年止，共
举办１３届，为全国第一个国人自办的足球组织和足球联赛。１９３０ 年，东华队
成立，成为上海最强的华人足球队，１９３３ 年获西联会史考杯赛和甲组联赛冠
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成立，组织联赛与市长杯等赛
事。东华、联谊、青白等队为沪上强旅。１９１０～１９４８ 年，上海足球队共参加 ７
届全国运动会，有４届获得第一名。５０年代初，足球运动在工厂企业、学校普

及。１９５４年，全市有足球队０．２２万支、队员１．８７万人。１９５１年，市足球集训队
组成，１９５４年上海市队成立。１９６０年，市足球协会成立。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上海
有４队参加全国甲级联赛，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蝉联冠军。１９９３年，申花足球俱乐
部成立，１９９５年获全国甲级 Ａ 组联赛冠军。８０ 年代起，全市每年举办成年组
市足球锦标赛和市等级联赛，以及陈毅杯职工赛、雷锋杯小学生赛等。
女足。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首先在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开展，未能普及。
１９７９年，普陀、杨浦等区建立女子足球队。１９８２年，川沙县队代表上海参加全
国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１９８４年，上海女子足球队成立，１９９５年获全国联赛和
全国锦标赛冠军。
篮球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篮球教学，组织篮球
队，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代表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获亚军。１９１４年，圣
约翰大学组织篮球运动，后各大学相继开展。１９１６年，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
等校开展上海篮球运动。爱国女校参加江苏省运动会篮球表演赛，为上海女篮
首次正式比赛。１９２４年，上海篮球联合会成立，举办全市性比赛，参赛队多为
大学队，另有三育、乐群等社会球队。１９２８年始，每年举办西青篮球邀请赛，延
续至１９４９年。１９３６年，４ 名上海男篮队员入选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１９３４年，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篮球队应邀赴日本、朝鲜访问，是中国女篮首
次出访外国。以两江队为基础组成上海女篮，连获第五、六届全运会和１９３４～
１９３７年４届上海“万国”篮球赛冠军。１９３９年，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中青邀请赛，
１９４５年止。上海知名男子球队有百乐门队、华联队，女子有绿队。１９４６年，组
织市联赛。１９４８年，５名上海男篮队员入选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解放
后，篮球运动在学校、工厂普及。１９５５年，全市有工人球队０．５万支、学生球队
０．３４万支。１９５４年，组成男、女一队、二队 ４支市队，１９５８年均为全国甲级队。
１９８２年，男篮获全国甲级联赛冠军。１９９２ 年后，男女队相继降为乙级队。８０
年代，群众性篮球活动萎缩。
排球 清光绪三十四年，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体育训练班，宣统三年首次在
青年会运动场组织两场排球表演赛。１９２６～１９３７ 年，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将排
球列为竞赛项目，每年组织比赛，复旦大学包揽各届冠军。１９３７ 年 ６ 月，排球
运动列为华东公开运动会表演项目，民立、裨文两女校组队参加。１９２８～１９４１
年，西侨青年会每年举办西青排球公开赛。１９３９～１９４９年，基督教青年会组织
中青排球赛。１９２４ 年，上海首次组队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２４ 年、１９４８
年第三、第七届全运会，男、女排各获１次和 ３次冠军。解放后，排球运动主要
在学校中开展。１９５５年，全市有基层排球队 ０．２６ 万支。１９５９ 年，市男队获第
一届全运会冠军。１９６０年，男、女队双获全国甲级联赛及全国锦标赛冠军。
手球 １９５７年４月，上海体育学院开始手球训练，７月组男队参加全国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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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赛。１９５８年，市男、女手球队成立。１９７３ 年，女队获全国手球邀请赛冠军。
８０年代在全国８次夺冠。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男队获全国联赛冠军。１９８４年，女
队教练及４名运动员入选国家队参加奥运会。
乒乓球 上海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发祥地。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合记
文具店销售日本产乒乓球器材，店主组织表演吸引顾客。１９１６年，基督教青年
会体育部设乒乓室。１９１８年，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成立，１９２４年举办上海第
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次年举办首次国际比赛中日秋山杯赛。１９２３年，交通
大学等校举办国内第一次乒乓球联赛。二三十年代，各厂商竞相成立球队，全
市有杯赛数十种，通商银行通商杯赛举行７届，影响较大。１９４８年，薛绪初、孙
梅英分获第七届全运会男、女单打亚军。 解放后，乒乓球运动在全市普及。
１９５５年，有球队０．７３万支、球台０．８７万张，５万余人参加。有１０多家私营乒乓
球房。１９５８年，成立市乒乓球队，１９５９ 年男队获第一届全运会团体冠军。是
年，举办百万人乒乓球竞赛，乒乓球运动迅速普及。１９６１ 年第二十六届、１９６５
年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先后有上海选手徐寅生、李富荣为男子团体
冠军中国队主力，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李赫男、郑敏之获冠军。
１９７５年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海选手陆元盛是男子团体冠军队主
力。８０年代，曹燕华７次、何智丽 ２次获世界冠军。１９９５年，上海选手丁松为
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队主力。１９９２ 年，上海队获全国
乒协杯赛女子团体、单打冠军，１９９５年获男子单打冠军。
羽毛球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租界定期组织羽毛球比赛，有莱盾国际羽
毛球赛（万国羽毛球赛）等。１９３６年，圣约翰大学开展羽毛球运动。１９５７年，受
国家体委委托，上海组建羽毛球队。１９７６年，上海女队获全国羽毛球赛团体冠
军。８０年代，张爱玲６次，王朋仁、史方静３次，刘霞２次获世界冠军。
网球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上海租界设拍球 （网球）总会。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租界侨民组成上海草地网球联合会。赛事频繁，网球成为租界侨民
最主要的运动项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虹口公园有草地网球场８０片、硬地网球
场６片，仍不敷使用。赛马闲季，跑马厅辟网球场百片。斜桥总会、法国总会等
设有网球场。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起，网球运动在圣约翰大学等校流行，
华人始有加入。１９２５年，上海网球联合会成立，主办华人网球赛。５０ 年代，上
海网球运动代表全国最高水平，国家网球集训队主力均为上海选手。５０、６０
年代，上海队包揽男女单打和男子双打全国冠军。１９７３ 年，获全国赛男、女
团体和３个单项冠军。１９７９ 年，获第四届全运会男子团体、男单、混双冠军。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参加全国甲组联赛，男、女队分获５次、２次冠军。１９９４年，获全
国联赛男子团体和混双冠军。
棒球、垒球 棒球。清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八月，公共租界美侨举行棒球

赛。次年，成立棒球俱乐部，此后每年夏季美侨、美国海军等进行比赛。三十一
年四月，基督教青年会队和圣约翰大学队举行华人棒球赛。１９１４年，棒球运动
被列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比赛项目。１９２１ 年，美侨建先锋棒球场。１９２４
年，上海队获第三届全运会棒球赛冠军。解放初，垒球队员常在垒球赛后举行
棒球赛。１９５４年，组成市棒球集训队。１９５９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以垒、棒球为
重点项目，集训市高校队队员，１９６２ 年起，全市有组织的棒球活动基本停止。
市集训队撤销，１９７２年重组。８０年代，主要在上海医科大学、华东化工学院、上
海体育学院开展。
垒球。１９１５年，菲律宾女子垒球队到沪参加第二届远东运动会表演，此后
上海爱国女校体育科和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开展垒球活动。１９１９ 年，活动
扩大至圣约翰大学附中、中西女中、工部局女中等。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８年，上海女子
垒球队先后获第五、七届全运会亚军。１９４０ 年，垒球爱好者组成熊猫队，１９４４
年后发展为男子甲、乙、丙和女子４个队。１９５２年，有３５队参加举办全市联赛。
１９７４年，组市队，至１９９５年７次获全国冠军，有１５人入选国家队。史闽越、柳
絮青先后获第六、第七届世界女垒锦标赛亚军，柳絮青获第四届亚洲女垒锦标
赛冠军，陶桦获十二届亚运会垒球冠军。
三、 水上、船艇运动

游泳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公共租界游泳总会在跑马厅建造上海第
一个游泳池，限租界侨民使用。１９１９ 年，圣约翰大学建游泳池，组队与青年会
进行对抗赛。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８年，沪江大学、清心中学等校建游泳池，组队参加校
际比赛。１９２９年，中国游泳会成立，会员５００余人。３０年代，全市有游泳池２０
余个。１９３２年起，高桥海滨浴场每年举办“渡海”比赛。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年，西侨青
年会、中国游泳会等每年组织“万国”游泳赛。１９３５年，中国青年会成立中青游
泳会，次年至１９４９年每年夏季举办千人游泳大召集活动，以学会游泳为目标。
民国时期，上海组织游泳队参加历届全运会。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基督教青年会每
年举办各种游泳训练班，培养游泳人才。１９５３ 年，上海市游泳队 （华东体训班
游泳队）建立，１９５５年获全国游泳竞赛 ４项冠军，１９５６年获第十六届奥运会选
拔赛４项冠军，１９５７年获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 ７ 项冠军，１９５９ 年获全运会 ９
项冠军。此后，获全运会第三届男子 ３项，第四届 ２项，第五届 ５项，第六届男
子９项、女子６项，第七届男子８项、女子５项冠军。１９９５年，获１９项全国锦标
赛冠军。８０～９０年代，涌现一批世界级优秀选手。沈坚强获第十一届亚运会５
枚金牌。杨文意１９８８年破女子５０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为中国女子首破世界游
泳纪录。庄泳获第六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 ５０米自由泳冠军。杨文意、庄泳
分获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子 ５０米和 １００米自由泳冠军。乐靖宜 １９９４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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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破女子 ５０ 米、１００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并获冠军，１９９５
年获世界短池游泳赛３项冠军。
花样游泳 １９８３年，上海跳水池举办业余花样游泳训练班。１９８４年，市花
样游泳队成立，１９８９年获全国冠军赛集体项目冠军，后连续５次夺冠。
跳水 １９１５年、１９２７年第二、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分别设入水比
远竞赛、跳水表演项目。１９３０～１９４８ 年，第四至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召开，均
设入水表演项目。表演者多为水上救生员。１９５２ 年，上海选手代表华东区参
加全国跳水比赛，获男子跳板第一名。１９５８年，建市跳水集训队。１９６５年，全
市有３个业余训练点，１９９１年成立上海第一、二跳水学校。１９６５年，王人智获
第二届全运会跳台冠军。尤建莉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获全国跳水赛女子
跳板、跳台冠军。史美琴获 １９７９ 年第四届全运会女子、１９８１ 年第二届世界杯
跳水赛女子跳板冠军。王毅杰获 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３ 年世界杯跳水赛一米板冠军、
亚军，１９９３年与王天凌获混合团体冠军。
水球 １９２１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和１９４８年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水
球运动被列为表演项目。１９５５年，上海组队参加全国游泳大会。１９５８年，建市
集训队。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获全国水球赛冠军。１９７３年，市水球队员６人入选国
家队。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市成年队４次获全国冠军。
其他项目 赛艇，最早出现于清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年）。皮划艇运动，１９５８
年，始有训练。帆船运动，最早出现于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帆板，１９８１年
始有训练。
四、 体操、技巧、武术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５２６

体操 清光绪二十九年，体操被列为学校必修课，并推行兵式操。三十一
年，娄县劝学会附设体操传习所，商业体操会、沪西士商体操会成立。三十三
年，中国体操学校成立，以徒手体操、器械体操为重点课程，培养学员０．３万人。
１９２２年，上海学校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废除兵式操。此后，学校盛行以表演为
主的基本体操。１９４８年，第七届全运会首次设体操表演赛，有单杠、双杠２项，
上海有５队８人参赛。１９５３年，华东体训班体操队成立，苏联体操队访沪，推动
上海体操运动。１９５６年，市体操队开始系统训练，１９５７年男、女队分获全国体
操锦标赛和健将级团体冠军。１９６２年，于烈峰获第十五届世界体操锦标赛鞍
马第三名。朱政获第八届亚运会平衡木冠军。１９８１年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
标赛、１９８２年第九届亚运会上李小平获鞍马冠军。朱政、吴佳妮获第二十一届
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亚军、第九届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
队员。吴佳妮获第九届亚运会高低杠、平衡木冠军。樊迪获 １９８９年世界体操
锦标赛高低杠冠军。

艺术体操 １９８０年，上海体育学院组织艺术体操队，与到访的西班牙、日
本大学艺术体操队同场表演。１９８２年，上海市大学生队参加第一次全国艺术
体操邀请赛。是年，市艺术体操集训队组成。１９８７年，获第十三届世界艺术体
操锦标赛团体第三。１９８８年，获第六届全运会团体第一名。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１年，先后获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集体全能第一名。１９８６年，举办上海杯国
际艺术体操邀请赛，有１０个国家１１支队参赛。
技巧 民国时期，学校体育课有叠罗汉、跟斗等技巧活动，统称体操。１９５６
年，技巧运动成为独立体育项目。１９５８年，市技巧队成立，参加第一届全运会。
曹中英获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年全国比赛女子单人全能大多数冠军，获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
３次世界比赛２枚银牌。俞萍、方伯生混双获１９８３年第四届世界技巧锦标赛３
枚银牌。女子三人获１９９１年世界杯赛亚军，１９９２年第十届世界技巧锦标赛冠
军。女子双人获１９８９年第七届世界杯、１９９２年第十届世界技巧锦标赛冠军。
武术 清末民初，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习武和擂台之地，至１９８４年流行过
８２种拳种、５种掌术、１２种太极拳，有 ４种门派。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前，上海有人
打擂，竞技武艺高低。以后，始在运动会上表演，作为竞赛，３０年代形成武术竞
赛规则，１９３１年被列为上海市运动会比赛项目。１９３３年，上海有 １８名选手参
加第五届全运会拳术等７门武术赛。１９３６年，郑怀贤入选中国武术队，参加第
十一届奥运会表演。１９５８年，市武术队成立，次年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获长拳、
太极拳冠军。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参加全国武术运动会等比赛，获９项冠军。１９７４
年，获全国武术比赛２项冠军。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９年，分获第三、四届全运会１项冠
军。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先后获全国女子太极拳、太极剑金牌。１９５７ 年
春，顾留馨赴越南向领导人胡志明教授太极拳。１９９２年，上海举办首届国际武
术博览会，有２１个国家和地区４１个队参加。
五、 举重、摔跤、拳击、柔道

举重 民间流传用石担、石锁练习举重。１９世纪末，租界侨民用杠铃开展
活动，设台表演。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上海健美学院、精武体育会等设举重项目。
１９３５年，有２名选手参加第六届全运会举重表演赛。１９３６年，由３名选手组成
的中国举重队（其中２名是上海选手）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１９５０ 年，举行第
一届市举重比赛，陈刚创造次重量级推举 ９０ 公斤全国纪录。１９５６ 年，市举重
集训队成立，２月破 ６ 项全国纪录。１９５９ 年，获第一届全运会举重 １ 项冠军。
此后组成市专业队。常冠群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破重量级４项全国纪录，１９５５～
１９６０年获１０次全国冠军，获第二届全运会 １项冠军。１９８４年，闸北区设女子
举重训练点，女子举重兴起。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市女子举重队韩长美８次获８２．５
公斤以上级世界冠军，６ 次破世界纪录。１９９２ 年，苏园红破 ６０ 公斤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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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
摔跤 中国式摔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国术馆等开设１０余个摔跤训练
班。中国摔跤社、造币厂摔跤队、美商电车公司摔跤队等专门开展摔跤活动。
１９３５年，上海队获第六届全运会摔跤比赛女子冠军，获１９４８年第七届全运会３
项女子冠军。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６年，宋保生两次获全国摔跤比赛冠军。１９５８年，市
集训队成立，１９５９年全运会后下放到市公交公司电车一场，１９６２年解散，逢全
国比赛临时组队参加。基层摔跤队以精武体育会及公安、警备区等系统水平为
高。“文化大革命”中，普陀公园成为上海摔跤爱好者主要会合地。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７年，郑敦发、盛其山先后获全国锦标赛４８公斤级比赛冠军。１９８５年，上海
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组队。
国际式摔跤。１９３６年，旅美华侨、职业摔跤手黄伯长定居上海，常作摔跤
表演。１９５７年，市体育宫开设训练班，７００余人参加。杨志祺获第一、二届全运
会自由式次轻量级冠军，黄彬获第六届全运会古典式６８公斤级冠军。上海运
动基地在上海体育学院。
拳击 １９世纪末，拳击运动传入上海，沪人称西洋拳。斜桥总会、法国总
会常有小型拳击赛。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回力球场、西侨青年会经常举办比赛。
参赛者多为外国士兵、水手、商人。２０ 年代后期，华人始有参加。精武体育会
聘华侨、澳洲拳击冠军陈汉强任拳击班教练。１９４０年，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拳击
训练班。１９４８年第七届全运会，上海６名选手获３项冠军。解放初，拳击运动
活跃，活动中心设在基督教青年会。１９５６ 年，获全国拳击表演赛轻量级冠军。
１９５７年，市拳击代表队成立。１９５８年，工厂、学校竞相组队。后因第一届全运
会取消拳击赛训练基本停止。１９７６年，精武体育会恢复训练班，１９７９年举办华
东地区拳击邀请赛。１９８５年，美国“拳王”阿里访沪举行表演赛。１９８６年，每年
组织业余队参加全国比赛，１９８９年获２枚金牌。
柔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日本侨民在东方书院开展柔道活动。１９３７年上
海沦陷后，精武会堂被日军改为柔道场地，学员全为日本人，４０ 年代中期始有
华人入会练习，在中西女中设柔道分场。１９４６ 年，精武体育会开设训练班，解
放初续办，１９６２年停办。１９８０ 年，市业余柔道队成立，９ 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柔
道锦标赛。１９８４年９月，开设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柔道班。１９８２年，开展女子
柔道活动，杨浦区设女子班。１９８４年６月，上海首次举办双钱杯女子柔道邀请
赛。１９８５年，市女子柔道队成立。茅秋萍获１９８８年全国冠军赛、１９８９年全国
锦标赛女子５６公斤级冠军。
六、 射击、射箭、击剑

射击 １９世纪末，公共租界万国商团设靶场。清光绪二十六年，组织万国

赛枪会，按英国比赛方法和规则，每年举行１次年赛、数次杯赛。１９１７年，华人
组成中华义勇军射击队，参加万国赛枪会比赛，名次居第七名之后。１９２０ 年，
中华总商会设中华杯射击赛。１９５７ 年，市射击俱乐部成立，训练 １．５ 万余人。
１９５８年后，全市７６２个单位开展活动，年训练４万～１０万人。１９５８年，市射击
队成立。１９６５年，徐惠敏获第二届全运会大口径步枪跪射金牌，成绩破世界纪
录。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在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开展训练，年训练 ３万 ～４万
人。１９８１年，刘正宏成绩破男子气手枪 ４０发世界纪录。１９８４年，王银珍成绩
破女子手枪世界纪录。１９８８年获大洋洲射击锦标赛气枪４０发金牌，入选中国
队参加第二十四届奥运会。
射箭 民国时期，上海武术团体开展弓矢训练。１９４８年第七届全运会，上
海队获射箭男、女各１项冠军。１９５８年，市射箭集训队成立。参加第一届全运
会，姚水泉获男子９０米双轮冠军，赵素霞获女子双轮全能 ６０ 米、３０ 米双轮冠
军。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赵素霞先后破女子单轮５０米、双轮７０米世界纪录，为上
海第一个破世界纪录女选手。１９６５年，孙春兰连破女子７０米和６０米双轮世界
纪录。王文娟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６ 年先后破女子 ３０ 米、７０ 米单轮世界纪录。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国家级比赛中上海队获４项冠军。
击剑 １９３６年，圣约翰大学１１名学生自发练习击剑。１９５５年，击剑被列
入上海市中学体育教学大纲，部分中学开展活动，时代中学最为知名。１９５７年
初，基督教青年会和市体育宫先后举办击剑训练班。９ 月，举行第一次上海市
击剑锦标赛，建市击剑集训队。１９５８ 年第一届全运会上，上海队获重剑冠军。
１９７０年代中期，７ 个区建立击剑业余训练基地。１９８５ 年，虹口区击剑学校成
立，学生叶冲获１９９４年第四十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个人花剑冠军。击剑运
动成为上海体育强项。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在全国击剑赛、全国击剑锦标赛等单项
赛中，上海队共获冠军４０余次。在历届全运会比赛中，上海队有８人分获个人
冠军，获９个团体冠军。
七、 棋、牌运动

象棋 象棋在民间流传久远。清嘉庆年间，华亭棋手薛丙著《心武残编》，
增订古谱《梅花泉》。清末，上海象棋高手云集。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大学组织棋
社，办校际象棋赛。商务印书馆、烟草公司等成立棋队。１９２５ 年，谢侠逊创造
挂式大棋坪。３０年代，天蟾茶楼、大沪花园为棋迷集中地。１９２１年，谢侠逊出
版２００万字《象棋谱大全》，至１９３０年再版９次。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年，进行华东与
华南、华北大区赛，周德裕夺冠，被誉为“七省棋王”。１９３８年起，租界内华联同
乐会等组织棋队，在天蟾等茶楼比赛。抗日战争胜利后，凌云阁茶楼、南市文庙
棋客云集。解放初，凌云阁茶楼、青年会本部等处成为棋迷活动集中地，各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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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馆、工人俱乐部周末举行象棋活动。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基督教青年会组成沪青
棋社。１９６１年，静安区体育俱乐部设棋室，为全市棋迷活动中心。举办市级比
赛、全国比赛、港澳棋队访沪赛。１９８５ 年，举办谢侠逊百岁寿辰象棋大师邀请
赛。１９８０年代起，区、县少体校每年培养专攻象棋学生约百名，有象棋传统项
目学校近 １０所。１９５６年，举办首届全市象棋比赛，除 １９６７～１９７３ 年停赛，至
１９９５年每年 １ 届。１９６２ 年开始增设女子组。１９５８ 年，市象棋集训队成立，
１９６０年上海棋社成立，为市队活动训练基地。胡荣华 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蝉联 １１
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冠军（１９６７～１９７３ 年停赛），获第三、四届全运会象棋
个人冠军，１９９０年世界象棋锦标赛亚军。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４ 年，单霞丽获女子象
棋全国个人赛冠军。１９６０～１９９４ 年，上海男队 ６ 次获全国象棋赛团体冠军。
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女队２次获全国象棋赛团体冠军。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上海队获７４
枚全国象棋赛金牌，占全国赛金牌总数的４３％。
国际象棋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共租界侨民组织万国象棋会，每周活动 ３
次。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上海选手参加全国国际象棋个人赛，徐天利获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６２年冠军，黄鑫斋获１９６５年冠军。１９６０年，上海棋社组建市国际象棋队，市
青少年体校和闸北、静安业余体校设国际象棋班。１９６３年，黄鑫斋战胜访沪苏
联国际大师扎戈罗夫斯基，为中国人首次战胜国际大师。戚惊萱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８
年获全国比赛冠军，１９８２年获南斯拉夫国际公开赛并列冠军，１９７９年获全国比
赛冠军。１９８１年，戚惊萱被国际棋联评为国际大师。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上海男队
１３次、女队５次获全国赛团体冠军。
围棋 明洪武年间，华亭相子先棋艺超群，应朱元璋召与燕王朱棣对弈，被
刘基称为“人无与敌”。清康熙年间，张吕陈、雍正年间周浦人姚斌均为国手。
乾隆中期，钱长泽编《弈理指归图》。清末，围棋活动地以上海县城隍庙为中心，
有乐圃廊等茶楼。民国初，广东路一带有西园、文明雅集，康定路一带有徐园等
茶楼。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有泥城桥龙园茶社、福州路天蟾茶楼等。是时，自
发的棋会和棋社有上海围棋研究会、豳风棋社等。松江枫泾顾水如为一代名
家。１９３５年，举办（南）京沪埠际杯赛，规模最大。５０年代，有襄阳公园等棋迷
集中地。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市体育宫设上海围棋会，举办初级围棋讲座，组织巡
回表演和竞赛。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刘棣怀在第一届全市围棋赛上夺冠，１９５８ 年、
１９５９年又获全国锦标赛、第一届全运会个人冠军。１９５９年，市集训队建立，后
改围棋队。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４ 年，陈祖德获全国围棋赛个人冠军。１９８７
年，曹大元获新体育杯冠军。１９８８年，钱宇平获全国个人赛冠军，１９８９年在首
届棋王赛夺魁，获 “棋王”称号。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５ 年，邵炜刚、曹大元、常
昊先后获全国个人赛冠军。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杨晖获全国女子
围棋个人赛冠军。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芮乃伟４次获全国女子个人赛冠军。１９７５～

１９９５年，上海男队１２次、女队１０次获全国团体冠军。１９７９年，陈祖德获第一
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亚军，１９８２年曹大元获第四届冠军，１９９０年常昊获第十
二届冠军。１９９３ 年，芮乃伟获首届世界女子围棋赛冠军。１９９０ 年，上海有 ２０
余名棋手获国家段位，其中九段５人。２７２人获地方业余段位。
桥牌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始有开展，１９７９～１９９５ 年多次获全国冠军，王俊
人、陆玉麟、唐后祖、唐继祖获世界大师称号。
八、 其他运动

蹼泳，１９８１年开展。１９８９年，谢芳获第三届世界运动会１００米冠军。１９９０
年，顾雁菱获第五届世界蹼泳锦标赛１枚金牌。１９９２年，金凡获第六届世界蹼
泳锦标赛２项冠军。１９９３年，上海队破一项蹼泳世界纪录。１９９４年，金凡获第
七届世界蹼泳锦标赛女子 ４００ 米器泳冠军，破 ２ 项世界纪录。 摩托艇运动，
１９５７年始开展，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市队获１１次全国赛冠军。滑水运动，１９７６年始
开展。１９８６年，张军获亚洲滑水锦标赛男子花样滑水冠军。１９９０年和张国文
获亚洲滑水锦标赛 ４ 枚金牌。自行车运动，清光绪二十八年始开展，上海队
１９７３年获全国比赛女子２项团体冠军。１９７８年获全国公路自行车女子 ５０公
里团体赛冠军。吕玉娥、邬伟培分别参加第二十三、二十四届奥运会。橄榄球，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始开展，解放后停止活动。９０年代恢复。台球，１９世纪末始开
展，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台球房 １１２ 家、６００ 多张球台。保龄球，１９ 世纪末始开展。
１９９５年，上海队获全国锦标赛男子单人赛冠军。现代五项，１９９１年上海市队获
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１９９２年获男女团体冠军，１９９３年获第七届全运会男
子团体冠军，个人赛冠军。航空模型运动，１９１３年始有开展，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上
海队多次获个人和团体世界冠军。航海模型运动，１９３３ 年始有开展，１９８１～
１９９５年上海队获世界冠军２９次、打破世界纪录１５次，周建明６次蝉联 Ｆ１Ｖ３．５
项目世界冠军，成绩 ６ 次被列为世界纪录。摩托车运动，１９５４～１９８２ 年开展。
伞塔跳伞，１９５６～１９８９ 年开展。飞机跳伞运动，１９５８～１９８５ 年开展。滑翔运
动，１９５９～１９８０年开展。航海多航运动，１９５５～１９８３年开展。

第四节 竞赛
一、 举办、承办运动会

举办市运动会 民国时期，共举办 ３届全市运动会。分别于 １９３０年 ３月
１２～１７日、１９３１年９月 １２～１９ 日、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１～２３ 日举行。１９５３～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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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举办１０届市运动会。第一届运动会，又称首届人民体育大会，１９５３年 ５
月３０～６月７日举行，比赛设４个大项４９个小项，１０余个表演项目。此后有第
二届（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７日）、第三届（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３１日）、
第四届（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３日～１１ 月 ８ 日）、第五届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六届（１９７８年９月３日～１０月８日）、第七届（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０日～１０月
２１日）、第八届（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７日～１０月２１日）、第九届（１９９０年５月６日～５
月２６日）、第十届（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４日～６月３日）上海市运动会举行。
承办全国运动会 民国期间，上海共承办２次全国运动会。第六届全国运
动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０～２０日举行，３４个省市及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荷属
东印度华侨代表３８队０．２７万人参赛，设１０项比赛。第七届全国运动会，１９４８
年５月５～１５日举行，３２个省市、军队和华侨共５８个代表团０．２７万人参赛，设
１１项比赛。解放后，上海承办１次全国运动会，即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运动会
于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 １日举行。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体协、火
车头体协３１个代表团０．８９万人参赛，设２５个比赛大项。
承办国际比赛 民国时期，上海承办３次远东运动会。１９９３年，承办东亚
运动会。
远东运动会。第二届于１９１５年 ５月 １５～２２日举行。为首次在中国举行
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五届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４日举行。第八届于
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７日～９月３日举行。３届参赛国均为中、日、菲３国。
第一届东亚运动会。１９９３年５月９～１８日在上海举行。中、日、蒙、朝、韩
国及香港、澳门、台北和关岛等４个地区９个代表队０．１３万人参赛。国家主席
江泽民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席开幕式。
二、 参加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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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运动会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组团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有
４０人参赛。民国时期，第二、三届全运会上海运动员代表华东区出席，其他 ５
届上海市直接组队参赛。１９５９～１９９３年，上海７次组团参加７届全国运动会。
奥运会 １９３２年，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十届奥运会，领队及会议代表由在上
海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选派。１９３６年第十一届、１９４８年第十四届奥运会，分
别有２４名、９名上海选手加入中国队，参加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比赛。１９５２
年第十五届奥运会，上海有 ７名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１９８４ 年第二十三届奥
运会，中国队有２７名上海选手参加 ４ 项比赛，体操获 １ 枚银牌，田径、女子篮
球、女子体操、女子手球共 ７ 人获铜牌。１９８８ 年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中国队有
３０名上海选手参加１５个项目比赛，获游泳２枚银牌。１９９２年第二十五届奥运
会，中国队有２０名上海选手参加１０项比赛，获２枚游泳金牌，５人次在游泳、女

篮等项目中获银牌。
亚洲运动会 １９７４～１９９４年，上海选手２２２人次入选中国队，参加６届亚
洲运动会，１１３人次获金牌，７８人次获银牌。
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 １９５３～１９９５年，上海选手３６０余人次作为中国队
成员参加２４个大项比赛。其中，５０～６０年代有９次，９０年代４９次。１１４人次
获金牌，５９人次获银牌。
三、 世界纪录、世界冠军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海乒乓球等单项运动接近世界水平。１９６１年，徐寅生、
李富荣成为上海首批世界冠军。到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 ５２人 １１３次获世界冠军，
占全国获世界冠军总次数１２．６％。项目涉及乒乓球、排球、羽毛球、体操、游泳、
跳水、田径、划船、技巧、女子举重、围棋、象棋、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蹼泳等 １５
个大项。其中，１６ 次为 １９７９ 年以前获得，９８ 次为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年获得。１９６０
年，航空模型、射箭等大项中部分单项破世界纪录，至 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 ４０ 人 ８４
次打破或超过世界纪录，占全国破世界纪录总次数 ９．８％。项目涉及田径、游
泳、射箭、射击、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蹼泳、女子举重等 ９个大项。其中，
１６次为１９７９年以前所破，７０次为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所破。
田径世界纪录，男子跳高运动员朱建华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３次打破世界纪录，
最高成绩２．３９米。游泳世界纪录，杨文意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２次打破女子５０米
自由泳纪录，最高成绩２４″７９。乐靖宜４次打破女子１００米、５０米自由泳纪录，
最高成绩１００米５３″０１、５０米２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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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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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英租界外侨第一个业余剧团演出《势均力敌》等。
此后，有教会学校学生用英语搬演西方名剧片断，开始编排时事新戏。光绪二
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圣诞节，上海圣约翰书院中国学生演出《官场丑史》，演员穿时
装，演时事，无唱工、做工。三十二年，民立中学组织文友会，首次向社会介绍时
事新戏演出。三十三年秋，受东京春柳社影响，春阳社在上海兰心剧场演出用
布景、灯光和有整齐分幕的《黑奴吁天录》。三十四年，排演《迦茵小传》，为早期
文明新戏。此后，春柳社成员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从日本归国，投入上海新剧活
动，成立进化团、新剧同志会等社团，编演《黄金赤血》等剧目，宣传民主革命思
想，文明新戏蓬勃发展，有的社团成为职业演出团体。尔后以政治宣传为特点
的文明新戏观众日减。１９１３ 年，郑正秋以新民社演出连台本戏 １０ 本 《恶家
庭》，一时轰动，众多剧团竞相编演《情海波》等大批言情戏、家庭戏，舞台又掀新
剧热，出现１９１４年的繁荣景象，称“甲寅中兴”。因大多数演出粗糙，流于低级
趣味，逐渐衰落。有的剧团和艺人，保留较多文明戏的特点和风格，积累一批传
统剧目，用上海方言演出，变为方言话剧。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开始，《新青年》杂
志批判旧戏，提倡反映现实的新戏，介绍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汪仲贤、
陈大悲等反对戏剧商业化，提出“爱美的”即非营业性质的戏剧运动。后又“提
倡职业的戏剧”。欧阳予倩等组织上海戏剧协社、辛酉学社、南国社等，排演《终
身大事》《少奶奶的扇子》《文舅舅》《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主张反帝、反封建，
完整引入西方现代话剧艺术的形式和创作理论。
１９２９年，夏衍、郑伯奇等创办上海艺术剧社。１９３０年，戏剧协社、南国社、
辛酉剧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
泛开展革命演剧活动，演出《洪水》《卡门》等剧作。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旅行剧团等演出田汉、夏衍、曹禺、阿英、陈白尘等作品 《回春之曲》《上海屋檐

下》《雷雨》《日出》《群莺乱飞》《太平天国》和欧洲名剧《娜拉》《钦差大臣》《大雷
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１９３５年，出现“国防戏剧”运动。１９３１年夏，演出街
头剧《放下你的鞭子》。１９３７年 ８月 ７日，上海话剧团体联合演出集体创作的
《保卫卢沟桥》，在全国迅速流传。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后，组织 １３ 个救亡演剧
队，到前线慰问抗日战士。
上海沦陷后，戏剧创作、演出活跃，演出于伶《夜上海》、阿英《葛嫩娘》、吴祖
光《正气歌》、姚克《清宫怨》等。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剧艺社等被迫停
止演出。三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知名编剧、导演、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剧艺社、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等恢复活动，创排
新戏，后又有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抗敌演剧九队、新中国剧社等移上海，演
出《戏剧春秋》《自由万岁》《蜕变》《孔雀胆》《桃花扇》等。１９４６年，上海剧艺社
首演陈白尘编剧、黄佐临导演的 《升官图》。１９４７ 年，演剧九队演出田汉新作
《丽人行》，反映强烈，连演数月。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有的剧团被解散或停止活
动，一批知名编导、演员转移到解放区，或分散到电影界、戏曲界，从事电影创
作、戏曲改革，话剧舞台沉寂。
１９５０年８月，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１９５２ 年，成立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
院，１９５６年改名上海戏剧学院。１９５７年，以历届优秀毕业生为班底建立实验剧
团（后改上海青年话剧团）。至此，全市有２家话剧演出团体。５０～６０年代，话
剧界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聘请苏联专家执教执导。６０年代初，黄佐临
发表《漫谈戏剧观》，提出博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精
华的写意戏剧观。杨村彬、田稼等提出向民族艺术学习，从传统戏曲中吸取养
料。创作演出《抗美援朝大活报》《初开的花朵》《考验》《枯木逢春》《年青一代》
《上海战歌》《战斗的青春》《激流勇进》《一家人》和方言话剧《三个母亲》等反映
现实生活的作品，排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无事生非》等外国名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话剧创作、演出几乎停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
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上海话剧团，１９７６年１月、５月先后演出《战船台》《盛大的节
日》等剧目。
１９７６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排演《于无声处》，全国引起轰动。上海人民艺
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复原建制，复排上演《无事生非》《吝啬鬼》等。１９８０～
１９９５年，创作排演《陈毅市长》《秦王李世民》等。上海工人文化宫群众业余话
剧队伍，编演《大桥》《血总是热的》等。出现《假如我是真的》等有争议的作品。
表演、导演和舞美出现写实、写意、现代派、间离效果、民族化等多种艺术风格。
《家》等到日本和香港地区演出。《孔子·耶稣·披头士列农》由加拿大多伦多
演艺话剧团用英语演出３０余场。
１９９５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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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演出《陪读夫人》等大小剧目１２台，到德国、新加坡、韩国演出。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４９年，主要剧社有春柳社、春阳社、通鉴学
校、进化团、新剧同志会、新民社、民鸣社、民众戏剧社、上海戏剧协社、辛酉剧
社、南国社、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道剧社、中国旅行剧团、上
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剧作者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上海业
余戏剧交谊社、上海剧艺社、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上海观众演出公司等。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中
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
各时期，主要剧目有《官场丑史》《黑奴吁天录》《张汶祥刺马》《家庭恩怨记》
《黄金赤血》《共和万岁》《恶家庭》《西太后》《华伦夫人之职业》《实身大事》《赵阎
王》《泼妇》《获虎之夜》《少奶奶的扇子》《聂羃》《名优之死》《威尼斯商人》《赛金
花》《五套桥》《娜拉》《回春之曲》《雷雨》《上海屋檐下》《日出》《原野》《放下你的
鞭子》《保卫卢沟桥》《正气歌》《清宫怨》《秋海棠》《夜店》《升官图》《丽人行》《布
谷鸟又叫了》《枯木逢春》《战斗的青春》《大雷雨》《吝啬鬼》《无事生非》《杜鹃山》
《年青一代》《战船台》《盛大的节日》《于无声处》《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血
总是热的》《大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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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又称昆（山）腔、昆曲，上海地区明万历前松江一带开始传唱。明万历
六年（１５７８年），青浦演出《浣纱记》，为上海昆剧演出的最早记录。其间，上海
地区有众多的家庭戏班家乐和民间班社。万历十六年至十九年，豫园潘允端家
乐演出《琵琶记》等２０余种传奇杂剧。徐霖、沈采、沈龄、陈继儒、王玉峰、徐于
室等创作编写剧本，青浦县知县屠隆、苏松巡抚祁彪佳、上海县丞凌蒙初推崇昆
剧。昆剧取代弋阳、海盐、太平诸腔戏，成为上海地区主要演出剧种。清康熙四
十三年（１７０４年），松江演出在北京遭禁的 《长生殿》，产生重大影响。乾隆年
间，松江人、刑部尚书张照，奉旨写《劝善金科》等宫廷大戏５７０出，在清宫内经
常演出。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戏班上海局成立。乾嘉年间，昆剧竞演折子
戏，剧目得到流传。
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上海县城开设上海地区最早的戏园三雅园，昆剧演
出进入戏园。苏州鸿福、大章、大雅、全福４大老班昆剧的重心由苏州转移上海
县城，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三年向租界发展。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在上海演出
的苏、沪两地艺人有 １００ 余人。同时，徽班、京班、梆子进入上海，昆剧急剧衰

落。三雅园坚持出演昆剧，至光绪十六年关闭。光绪后期，昆班依附京班合班
演出，１９２２年１０月最后一老班全福班解散。此后，沪上唯有苏州昆剧传习所
学员时续时断演出。１９２７年秋，新乐府成立，以传字辈艺人 ４０ 余人为班底演
出，１９３１年散班。１９３８年秋，郑传荃、沈传芷等１０余人重新聚合演出折子戏和
小武戏。１９４２年２月，最后一家昆剧社团仙霓社解散。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徐凌云
与传字辈１０余人组成新乐府昆剧团，与业余昆剧社曲友演出《长生殿》。１９５１
年，方传芸、汪传钤整理改编折子戏《挡马》，参加１９５４年华东戏曲观摩演出，被
中央文化部作为优秀节目向全国推广。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举办昆剧观摩演出，上
海昆剧艺人和北方昆剧代表团等约 １５０人参加演出。历时 ２６天，是历史上第
一次南北昆剧大规模同台演出。１９５４年 ３ 月，华东戏曲研究院举办戏曲训练
班，演员学员６０人，学制８年另有昆曲音乐学员 １０人。国务院发文调集沈传
芷、朱传茗等１０余名传字辈老演员主教。一年后，训练班改上海市戏曲学校。
１９６１年夏，以第一班毕业生与同届京剧等班学生为班底建上海市戏曲学校京
昆实验剧团。年底，到香港演出，剧目有京昆混演大戏《白蛇传》，俞振飞、言慧
珠演昆剧折子戏《贩马记》等，均获成功。１９６２ 年，成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演
出《白罗衫》《红楼梦》等一批折子戏。１９６４年，根据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为
《琼花》，连演３个月，客满１０８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昆剧停止演出。１９７８年
２月，以上海市戏曲学校一、二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上海昆剧团，排演 《白蛇
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戏曲舞台首先复演的传统剧目。其后，上演一
批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故事剧等三类剧目。１９８１年 １２
月、１９８６年１月，国家文化部先后在沪召开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昆剧继
承革新座谈会、保护和振兴昆剧会议，确定重点抢救一批优秀折子戏。有代表
作《牡丹亭》《长生殿》等。１９９５年，上海昆剧团应邀赴台湾演出１２场。
昆曲向以“雅集”会友，票友参加各种曲社，业余清唱和串彩。清道光年间，
上海出现近代最早的曲社赓扬集、姜局、吴局，因有俞粟庐、程藕卿、张少琴参
与，影响较大。百余年间，上海曲社数十家，赓春曲社、平声曲社延续到上海解
放初。清末民初，松江清曲家俞粟庐被奉为度曲的典范。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
俞粟庐和徐凌云、穆藕初主持昆剧保存社，多方扶植昆剧。１９５７年，赵景深、徐
凌云等发起成立上海昆曲研习社，成员最多有１８８人。出版表演、音乐、剧目专
著。１９８６年，成立昆剧联谊会，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宜川中学、长宁实验
小学等建昆剧演出班，开设昆剧课。
昆曲传字辈艺人郑传鉴、周传瑛、华传浩、方传芸、周传沧、王传渠、倪传钺
等长期在沪演出或研究、执教，成为昆曲传人。俞振飞继承其父俞粟庐的演唱
艺术，２０年代进入上海曲艺界，成为知名京昆小生演员。演出的代表剧目有
《太白醉写》等。６０年代起，出现一批有影响的演员，小生蔡正仁、岳美缇，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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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漪、梁谷音、张静娴，老生计镇华，武旦王芝泉，丑角刘异龙、张铭荣等。
１９９４年，以上海市戏曲学校第三届昆剧音乐班、演员班毕业生成立上海昆剧团
青年队，１９９５年演出改编和新创作《司马相如》等３台新戏，整理、复排《墙头马
上》等传统保留剧目。
各时期，主要班社、剧团有大章班、大雅班、全福班、洪福班、新乐府、仙霓
社、上海昆剧团。
各时期，主要剧目有《十五贯》《千钟禄》《义侠记》《长生殿》《惊鸿记》《挡马》
《玉簪记》《占花魁》《雷峰塔》《烂柯山》《唐太宗》《还魂记》《白兔记》《西厢记》《西
游记》《墙头马上》《蔡文姬》《琼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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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建仿皮簧（二黄）戏园满庭芳，次年
委人赴天津邀名角到沪演出。六年，刘维忠建丹桂茶园，邀北京三庆、四喜等班
来沪演出。之后，杨月楼、孙菊仙等皮簧名角到沪，演出《四郎探母》等戏目。十
一年，上海出现连台本戏，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年）二月初七，《申报》首次出现 “京
剧”一词，由此“京剧”一名通行全国，作为皮簧正式名称。一时上海成为南方京
剧演出中心，众多名角竞相到沪，或定居沪上演出。徽班、梆子、昆班等艺人为
争一席之地，常与京剧艺人同台演出。光绪初年，徽班王鸿寿（三麻子）等知名
艺人改唱京剧，对上海京剧艺术产生重要影响。昆剧完整的程式化表演，丰富
上海京剧演出的剧目和表演艺术，形成南派（海派）京剧。京戏班实行戏班、戏
园一体和股东制，大多用名角挑班。到光绪年间，京剧成为上海独尊的剧种。
二十六年后，京津名角竞相南下，促进上海京剧演出市场繁荣。光绪末年，以演
京戏为主的茶园增至近２０家。上海京剧，出现异于京津之处，出现话剧的写实
风格，京剧艺人和歌舞、马戏艺人，男女艺人同台演出。注重灯光布景。内容反
映时政。二十七年，汪笑侬愤慨戊戌变法失败，将这一事件改编成《党人碑》剧
本在上海演出。建新式剧场，三十四年首建新舞台，后又有文明大舞台等新式
剧场。冯子和、周信芳、盖叫天、林树森、欧阳予倩等革新京剧。艺人表演强调
“唱、做、念、打”声情并茂，文戏“唱得激情”，武戏“打得火爆”。人物造型改良化
妆、服装、头饰等。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４年，梅兰芳两次到沪演出，受上海京剧时事新
戏、古装新戏影响和启发，在京编《孽海波澜》《黛玉葬花》等新戏。
连台本戏演出繁荣，成为上海京剧重要演出形式。清同治年间，京津名艺
人铜骡子、夏奎章等在上海演出第一出连台本戏 １０ 本新排 《五彩舆》。４２ 本

《西游记》，从１９３６年连演到１９４０年。海派京剧流派及代表人物和一批名角出
现。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形成以须生麒麟童（周信芳）为代表的麒派，以武
生盖叫天（张英杰）为代表的盖派，成为上海京剧两大支柱。大批票友出现。上
海京剧从清光绪末年第一家票房“盛世元音”出现，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经常活动
的达百余家。创办一批科班。清同治末年，李毛儿女伶科班开办。之后有小金
台科班等。３０年代初厉家班开办，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上海戏剧学校、中华国
剧学校创办。上海戏剧学校正字辈演员顾正秋、关正明、张正娟、陈正薇、王正
屏、孙正阳、施正泉等成为京剧台柱。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１０月 ７日周信芳和
欧阳予倩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同时，周信芳重组移风社，上演《明末
遗恨》。欧阳予倩组织中华剧团，编演《梁红玉》《桃花扇》。吕君樵等组织艺友
座谈会，改良平（京）剧。其时，舞台大多演出《大战泗州城》等传统戏目。赵如
泉等演出《家》，时装登台，不打锣鼓。１９４２年，梅兰芳定居上海，蓄须不为日伪
演出。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万象》杂志出版戏剧专号，发表 《平剧与话剧的交流》一
文。１９４６年，成立平剧改革座谈会，提出“提倡和发展民族健康、进步的戏曲”。
１９４７年２月，在天蟾舞台举行第四届戏剧节观摩公演，梅兰芳、周信芳合演《打
渔杀家》，轰动申城。是年１０月，天蟾等五大剧场举行为改善班底待遇的罢工。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 ５ 月，程砚秋的秋声社、梅兰芳剧团、言慧珠剧团等剧社到沪
演出。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公演新编剧目《人民英雄传》。１９５０年，建立上海首
家国营剧团华东实验京剧团和上海市人民京剧团，并于１９５５年合并为上海京
剧院。１９５１年３月，周信芳主演《信陵君》。整理改编 《徐策跑城》《乌龙院》等
一批麒派代表剧目，推动《武松》等一批剧目的整理演出。１９５３ 年，共舞台、天
蟾舞台中国大戏剧院等剧场公私合营，实行前后台分开管理，后台分别组成共
舞台京剧团、天蟾实验京剧团、新中国京剧团，１９５６年前两剧团分别改为新华、
新民京剧团。５０年代中期，全市先后有 １１个京剧团。１９５６年，上海戏曲学校
开办京剧演员训练班。１９５６ 年，全市各剧团在剧场、文化宫 （馆）、工厂、农村、
部队演出 ２００ 多场，观众达百万人次。１９５８ 年，上海京剧院京剧 《智取威虎
山》、１９５９年《海瑞上疏》演出，引起轰动。１９６６年，全市有上海京剧院（一团、二
团、三团）、上海市青年京昆剧团、新华京剧团、黄浦京剧团４家京剧团，主要演
员有周信芳、俞振飞、李玉茹、童芷苓、言慧珠、刘斌昆、王少楼、黄桂秋、李瑞来、
李仲林、孙鹏志、张美娟、王正屏、孙正阳等。１９６５年，江青、张春桥插手上海京
剧界及《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等排演。“文化大革命”中《智取威虎山》
《龙江颂》《海港》被列为全国八个革命样板戏的３个样板。“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上海京剧院等４ 家上海剧团解散，大部分人员到工厂和 “五七干校”劳动。
部分人员分别参加 《智取威虎山》《海港》样板戏剧组及 《龙江颂》剧组。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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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上海京剧团。１９７７年后，传统剧目恢复上演，上海京剧院、上海市戏曲
学校恢复。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创作、改编、整理剧目近１００余出，知名的有《曹操与
杨修》《盘丝洞》等。知名演员有李玉茹、童祥苓、李丽芳、李炳淑、尚长荣、方小
亚、言兴朋、奚中路、李军、史敏、关怀、唐元才、陈少云、赵国华、胡璇等。
各时期，主要班社有剧团大舞台（班底团）、新舞台（班底团）、天蟾舞台（班
底团）、游乐场大小京班、共舞台（班底团）、移风社、中华剧团、华东京剧实验剧
团、华东京剧团、新民京剧团、上海市人民京剧团、新华京剧团、黄浦京剧团、上
海青年京昆剧团。上海京剧院。
各时期，主要剧目有《打严嵩》《铁公鸡》《贩马记》《宏碧缘》《七侠五义》《贵
妃醉酒》《博浪椎》《瓜种兰因》《张汶祥刺马》《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纺棉花》
《宋士杰》《走麦城》《徐策跑城》《劈山救母》《枪毙阎瑞生》《石头人招亲》《徽钦二
帝》《盘丝洞》《汉刘邦统一灭秦楚》《西游记》《武松与潘金莲》《黄慧如》《开天辟
地》《武松》《白蛇传》《文天祥》《文素臣》《信义村》《东郭先生》《水泊梁山》《太平
天国》《春秋配》《黑旋风李逵》《红色风暴》《赵一曼》《义责王魁》《淝水之战》《海
瑞上疏》《战海浪》《乌龙院》《梅妃》《尤三姐》《澶渊之盟》《审椅子》《智取威虎山》
《龙江颂》《海港》《南海长城》《曹操与杨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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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县一带流行落地唱书。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春，出现小歌班、
的笃班，在农村搭台演出。艺人多是农、艺相兼的男性农民，人称男班。１９１７
年５月１３日，小歌班初次进上海，在十六铺新化园演出，演艺粗糙，无观众。后
梅朵阿顺班等吸收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加以改进，１９１９ 年始在上海立
足。１９２０年起，集中一批知名演员，编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之后，嵊
县戏客班３名乐师组成第一支越剧专业伴奏乐队，用丝弦演奏取代人声帮腔接
调，１、５（ｄｏ、ｓｌｏ）两音定弦，“丝弦正调”成为主腔，建立板腔音乐调式架。１９２１
年９月～１９２２年，剧种改称绍兴文戏，上海人称 “绍兴戏”。绍兴文戏吸收京
剧、绍剧表演程式，始排演古装大戏。主要编演８本《玉连环》等连台本戏，在大
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演出。主要艺人有王永春、卫梅朵等。
１９２３年７月，嵊县开办第一个女班，招收１３岁以下的女孩２０余人，次年１
月１４日，演出于上海，人称髦儿小歌班。１９２９年及后，续有举办。１９２５年９月
１７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出现 “越剧 ”名，小歌班的演出始称 “越
剧”。１９２８年起，女班蜂拥到沪，到１９４１年增至３６个，女子越剧的所有知名艺

人几乎都荟萃于上海。男班因艺人后继无人，全部被女班取代。
１９３７年起，姚水娟等改良文戏。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４年间编演
的新剧目超过４００ 出。名角有旦角 “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
娟，小生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４０年代，袁雪芬等崭露头角。１９４２年１０月，
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开始越剧改革。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于吟等编导，进行“新越
剧”改革。１９４４年９月初，尹桂芳、竺水招首演新越剧《破镜重圆》。此后，主要
越剧团都投入改革，编演新剧目，废除幕表制，建立剧本制。１９４６年６月，雪声
剧团演出根据鲁迅小说 《祝福 》改编的越剧 《祥林嫂 》，９ 月周恩来观看演出。
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日，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招、筱丹桂、袁雪芬、张桂凤、吴小楼、傅
全香、徐天红、范瑞娟等越剧“十姐妹”于黄金大戏院联合公演“历史宫闱巨献”
《山河恋》，“越剧十姐妹”由此传遍上海。１０月 １３日，筱丹桂因受戏霸迫害自
尽。文艺界、新闻界为其申冤。
１９４９年，云华以及少壮等主要剧团，改革越剧，建立正规的编、导、演、音、
美的艺术制度。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７月举办以越剧界人员为主的第一届地
方戏剧研究班。１９５０ 年 ４ 月，成立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１９５５年３月，上海越剧院成立。５０年代，全市有越剧团３８家。５０～６０年代前
期，创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批精品剧目，在国内获得巨大声誉。１９５３ 年，
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解放后拍摄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
片。１９５８年，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等主演《红楼梦》，１９６２年拍摄成彩色
影片，创造中国电影全国放映场次、观众最高纪录。上海越剧影响扩至全国。
５０年代，吸取男班艺人紫金香的唱法，创造新的曲调 “男调”。１９５８ 年、１９５９
年，傅全香、袁雪芬先后创造新的唱腔 “六字调”。１９５４ 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
演员训练班招收越剧男女学员６０人，并于 １９５９年建上海越剧实验剧团，实行
男女合演。男演员史济华等得到观众认可。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戏曲学校开办越
剧音乐班。１９５９年，有的剧团合并，有的迁外地，有的撤销，全市有上海越剧院
和合作等１１家越剧院团。到６０年代初，上海越剧影响扩至２０多个省市。“文
化大革命”中，越剧停演。１９７９ 年，上海越剧院恢复，创作演出 《忠魂曲 》。 静
安、卢湾、虹口区越剧团重建，演出 《汉文皇后 》等。７０ 年代末，钱惠丽、单仰
萍、赵志刚、方亚芬、萧雅、陈颖、韩婷婷、华怡菁、胡敏华、章瑞虹等脱颖而出，
成为沪上知名的青年演员。１９９３年 ９月起，上海越剧院创作排练新编 《梁祝》
等，１９９４年演出２８９场。
各时期，主要班社、剧团有梅朵阿顺班、鸿福堂、四季春班、第一舞台、水云
越剧团、丹桂剧团、雪声剧团、芳华剧团、东山越艺社、云华剧团、玉兰剧团、合作
越剧团、新新剧团、上海越剧院、振奋越剧团、卢湾越剧团、虹口越剧团、静安越
剧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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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主要剧目有《借红灯》《血手印》《孟丽君》《何文秀》《花木兰》《盘妻
索妻》《凄凉辽宫月》《浪荡子》《泪洒相思地》《香妃》《沙漠王子》《山河恋》《祥林
嫂》《孔雀东南飞》《信陵公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屈原》《箍桶记》《西厢记》《碧
玉簪》《春香传》《盘夫索夫》《打金枝》《追鱼》《北地王》《情探》《王老虎抢亲》《红
楼梦》《李翠英》《李娃传》《三看御妹》《秋瑾》《十一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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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是上海地方戏曲剧种。清嘉庆年间，吴淞江和黄浦江两岸农村有山
歌，又称东乡调。以后出现滩簧，又称花鼓戏。到同治光绪年间，表演演员有
上、下手，成为自奏自唱“对子戏”。以唱为主，表演摹仿一般日常生活，剧情大
多取材于农村乡镇生活，剧目有《女看灯》《卖红菱》等。之后，戏中角色增加到
３个以上，并设专人操奏音乐，剧目有《打花包》《借黄糠》《阿必大弹棉花》等１２０
多出，习称“老滩簧戏”。同治七年 （１８８１ 年），遭江苏巡抚严禁。光绪五年，滩
簧艺人许阿方等在上海各县乡镇上海县城新北门、十六铺一带卖艺。光绪二十
五年（１８９９年），许阿方、庄羽生等８人在公共租界升平茶楼登台坐唱演出。滩
簧有别于在上海演唱的苏滩等，称本地滩簧，简称本滩或申滩。１９１４ 年，演员
施兰亭、邵文滨、丁少兰等发起组织振兴集，将本滩易名为申曲。１９１５年后，申
曲进入游乐场演出。１９１８年起，施兰亭等率班巡回演出于天津、北京、武汉等
地，扩大申曲影响。１９２５年，文明戏演员范志良等转入申曲班子，导入文明戏
剧目，演出实行幕表制。编排反映上海现实生活的《离婚怨》，开创申曲演时装
戏的先例。１９３０年初，又演出大量取材于时事新闻和电影故事的时装戏《黄慧
如与陆根荣》等。主要演员有邵文滨、丁少兰、刘子云、王筱新、施春轩、筱月珍、
筱文滨、丁婉娥等。１９３４年 １１月，上海申曲歌剧研究会成立。１９３７年上海沦
陷后，申曲演出一时繁荣，观众骤增。不久，文月社改为文滨剧团，各商业电台
竞相邀沪剧班社播唱特别节目，上海街头巷尾终日有申曲播唱。１９４１年１月９
日，上海沪剧社成立，在演出广告上标明“过去的本滩叫做申曲，今天的申曲改
称沪剧”，首次为“沪剧”剧种定名。同时，根据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改编成同名
沪剧，演出用固定剧本，舞台软景改为立体布景，化妆改水粉为油彩，用灯光效
果。此后各个剧团相继效仿。演出的新剧，有《秋海棠》《啼笑因缘》等。４０ 年
代，主要演员有解洪元、赵云鸣、王雅琴、邵滨孙、卫鸣岐、顾月珍、丁是娥、石筱
英、王盘声、夏福麟、小筱月珍、汪秀英、杨飞飞、赵春芳、筱爱琴等。４０年代初，
《贤慧媳妇》《恨海难填》《阎瑞生》拍摄成沪剧电影。因剧目多悲剧，沪剧音乐主

要唱腔“长腔长板”节奏缓慢，行腔婉转，产生“慢中板”及“慢板”。伴奏以二胡、
扬琴、三弦、琵琶“四大件”为主。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初，全市有１３家沪剧团。
８月，沪剧界几乎所有主要演员参加演出《白毛女》。举办３届戏曲研究班和２
届春节演唱竞赛。１９５２年，上海沪剧团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
新创作剧目《罗汉钱》，获剧本奖。１９５３年２月，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成立。１９５３
年，各剧团进行“民主改革”，上海沪剧团改制为由国家主办的上海市人民沪剧
团，各民办沪剧团改集体所有制。创作演出《星星之火》《为奴隶的母亲》《芦荡
火种》《鸡毛飞上天》《红灯记》等现代剧，整理《女看灯》《庵堂相会》等一批传统
剧目，新编改编清装历史剧《陈化成》等。后《罗汉钱》《星星之火》被拍成电影。
６０年代，全市有上海人民沪剧团、艺华、爱华、长江、努力、勤艺等 ６ 家沪剧团，
知名演员有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石筱英、筱爱琴、王雅琴、王盘声、顾月珍、
凌爱珍、袁滨忠、汪秀英等。“文化大革命”中，《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等剧
目被改编为京剧样板戏。沪剧演出停止，剧团解散。“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
建立新的上海沪剧团，重建宝山、长宁、徐汇、上海、崇明、新艺华等区县沪剧
团。创作演出《金绣娘》等。１９８１～１９９５ 年，创作演出 《一个明星的遭遇 》等
新剧目。主要演员有邵滨孙、丁是娥、石筱英、王盘声、杨飞飞、韩玉敏、许帼
华、张清、沈仁伟、诸惠琴、沈惠中、张杏声、陈瑜、马莉莉、汪华忠、刘银发、陈盨
萍、茅善玉、孙徐春等。１９８２～１９９１ 年，连续 １０ 年每逢春节前下乡联合 “回娘
家”慰问演出。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一批年逾花甲的知名演员，联袂演出 《陆雅臣卖
娘子》，时称“千岁老人演百年老戏”。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年举办 １４ 场老中青演员和
个人演唱专场。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上海沪剧院“六代同堂”会串暨部分优秀剧目展
演月首演。１９９１年２月，第十次沪剧界“回娘家”到青浦县演出。９月，上海沪
剧院吸收由上海市戏曲学校３８名沪剧毕业生组成青年演出队。１９９４年，长宁
沪剧团新编《情深缘浅》演出３００场。
各时期主要班社、剧团有许阿方班、大阿宝班、少兰社、子云社、福英社、新
雅社、婉社儿童申曲班、中山社、施家剧团、文滨剧团、上海沪剧社、中艺剧团、上
艺沪剧团、努力沪剧团、长宁沪剧团、勤艺沪剧团、宝山沪剧团、艺华沪剧团、新
艺华沪剧团、爱华沪剧团、长江沪剧团、徐汇沪剧团、上海沪剧院等。
各时期，主要剧目有《陆雅臣》《卖红菱》《十不许》《小分理》《捉牙虫》《阿必
大回娘家》《女看灯》《庵堂相会》《顾鼎臣》《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阮玲
玉自杀》《空谷兰》《冰娘惨史》《雷雨》《魂断蓝桥》《叛逆的女性》《碧落黄泉》《铁
骨红梅》《大雷雨》《蝴蝶夫人》《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星星
之火》《芦荡火种》《红灯记》《张志新之死》《一个明星的遭遇》《明月照母心》《今
日梦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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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淮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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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江苏盐城、阜宁、淮阴等地区，有农民半农半艺，唱田歌、民谣，说
唱民间故事。农村在庆丰收和祭神庙会上有香火僮子，做香火戏。还有专门打
响板挨户卖唱的，人称“门叹词”（一说“门弹词”）在各乡镇演唱卖艺谋生。有些
盐阜艺人、香火僮子与淮口（淮阴、淮安）艺人联合演出，形成“三可子”。后徽戏
流传到盐阜地区，“三可子”逐渐吸收徽戏剧目和表演技艺，剧目日丰，形成淮
戏。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淮河洪水泛滥，淮戏艺人逃荒到上海，在码头
扛大包和拉黄包车维持生活。民国初年，在太阳庙路（今汉阳路）、太平桥、定海
路等一带街头，先后出现三五人组合的 “搭墩子”（四面无阻隔的露天土台）和
“拉围子”（用芦席围成的演唱场地）坐唱淮戏。１９１２年后，淮戏开始简单化妆
表演，逐渐在上海站住脚跟，韩太和建韩家班，何明珍等建淮戏班。１９１６年，陈
小六子在闸北搭建群乐戏园，上海始有淮剧戏园。后有南市、虹口等地三义戏
园、义乐戏园开业。２０年代末，工厂集中地区杨浦、普陀、闸北和虹口、南市等
出现演淮戏的二三百人座位的戏园、茶园、戏院 ２１ 家。知名的有江北大世界
等。除《丁黄氏》等传统剧外，还演出“皮夹可”（徽剧夹淮剧）的《富贵图》等剧。
传统剧目有２２出，称“九莲十三英”，还有“七十二记”的《荆钗记》等。２０ 年代
末，出现淮剧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淮、京各演各的折子戏，形成“京夹淮”（京剧
夹淮剧）演出。３０年代起上演《封神榜》等连台本戏。到２０年代末，生、旦、净、
丑行当齐全。
早期音乐曲调，主要有“淮调”（主要声腔），１９２７年创造“拉调”，１９３９年试
唱“自由调”，成为淮剧３大主要声腔。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淮戏演出场所大部停业，有的艺人回苏北原籍，或
留沪另谋生计，有时短期演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艺人重返上海组班演出。
１９４６年，成立上海江淮戏公会。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联谊等１４家江淮戏剧团。
７月，上海江淮戏公会改为上海市淮剧改进协会，剧种定名“淮剧”。１９５１年，各
剧团参加“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联谊剧团和麟童剧团合并为淮光淮
剧团，１９５３年改上海市人民淮剧团。１９５１年起，一批新文艺编、导、音、美人员
加入淮剧剧团。１９５２年，排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及传统戏 《千里送京娘》
等。１９５４年，排演现代戏《不能走那条路》、传统戏《五台山》。５０至６０年代初，
《蓝桥会》和《女审》摄成戏曲影片。知名演员有马麟童、筱文艳、何叫天、杨占
魁、徐桂芳、何益山、筱惠春、周筱芳等。１９５６ 年，人民淮剧团创办首家随团学

馆。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上海市戏曲学校开设２届淮剧班。１９６４年，上海市人民
淮剧团创作编排《海港的早晨》，上海京剧团将之改编为京剧《海港》，“文化大革
命”中被定为“革命样板戏”。“文化大革命”中，志成、烽火、浦光３个区属淮剧
团解散。１９７０年，上海市人民淮剧团进行“文艺革命”，创作 《拣煤渣》等小戏。
１９７１年，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全团投入移植京剧《海港》。８０年代，上海淮剧
团重演传统剧目《探寒窑》等，创作《爱情的审判》等，重新编演濒临失传的传统
剧《哑女告状》，被全国各地数十个剧种、１００多个剧团移植演出。新编《金龙与
蜉蝣》，获全国文华新剧目奖和 ６ 个单项奖。１９９５ 年，创作、排练、演出革命现
代剧《八女投江》。
各时期，主要班社、剧团有谢家班、韩家班、武家班、马家班、志成淮剧团、淮
光淮剧团、上海淮剧团、浦光淮剧团、烽火淮剧团等。

第七节 扬剧 、锡剧 、甬剧 、绍剧 、粤剧
一、 扬剧

清光绪年间，扬州地区农民、工匠到浦东、杨树浦、闸北一带定居，沿家乡习
俗，祭祀和庆贺时，请称为大开口的香火艺人做太平会、七公会。之后，香火艺
人到上海在浦东、闸北、南市做会，搭台化装演出。１９２２年，崔少华等组班演出
于齐云楼茶馆，茶馆改为喜云楼戏院，成为上海首家扬剧固定演出场地。剧种
改维扬大班。１９２２年，臧雪梅等率班进入大世界登台演出。从此，称为 “小开
口”的扬州清曲进入闹市，以各大公司游乐场为演出基地，称为维扬文戏。维扬
大班、维扬文戏演员全是男性。１９２５ 年，维扬文戏首先开办女子科班，维扬大
班招收女艺徒，实行男女合演。１９２７年，维扬大班、维扬文戏改称为 “维扬戏”
和“扬州戏”。３０年代初，演出场所有专演扬剧的维扬大舞台及各大公司游乐
场等三四十处，常有 １０ 多个班社同时上演，扬剧成为上海一个重要的剧种。
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勇敢等８个维扬剧团，１９５８年有华联、友谊、艺宣３个扬剧
团。１９７１年，剧团全部撤销。１９７９年后，原演职人员组织业余演出。
二、 锡剧

苏南各地区民间有经山歌、说唱、对子戏表演，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形成无
锡滩簧和常州滩簧。辛亥革命前后，不少班子开始进入无锡、常州市区。清末，
锡帮艺人袁仁仪和常帮艺人卞和尚等到上海街头卖艺。锡帮李廷秀等建立无
锡滩簧龙凤班。常帮孙玉翠等也到沪，以常州古曲为招牌。２０ 年代，常、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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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请人排演大戏《珍珠塔》，袁仁仪与李廷秀合灌唱片，为解放前唯一的锡剧唱
片。不久，剧种定名“常锡文戏”。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业人员千人。１９４９年 ５
月，全市有汉清王记等６个剧团。不久建全市第一家民营公助锡剧团红星锡剧
团。１９５２年，江苏省对整个锡剧界进行 “苏南集训”，在沪所有锡剧团均返江
苏，包括青浦、金山、嘉定３个锡剧团和 １个散班民艺剧团。不久，部分留沪人
员合成红旗锡剧团。１９５８年，青浦、金山、嘉定等锡剧团随县行政区划归上海
市，上海有红旗、金山、青浦、嘉定等４个锡剧团。１９７１年，各团解散，１９７６年后
重建，１９８６年后复解散。
三、 甬剧

清光绪六年，宁波串客艺人邬拾来、杜通尧等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凤凰台、白
鹤台等茶楼演出“串客”戏。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李阿集等艺人参加徐庆
堂滩簧班，在上海演出《卖青炭》等戏。１９２３年，浙江舟山地区女艺人筱爱春等
在上海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乐意楼茶馆演出《打窗楼》等剧目。“宁波滩簧”
实行男女合演，改称 “四明文戏 ”和 “甬江古曲 ”，１９３６ 年又改称 “改良甬剧 ”。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张家班改立群甬剧团。１９５０年 ４月，甬剧改进协会成立创办正
风甬剧研究社，培训２４名甬剧演员。１２月，堇风、凤仙、群力３个甬剧团汇演现
代剧《小二黑结婚》。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生生甬剧团（后与凤仙剧团合并改名为
凤笙）、众议（原名众艺）、立艺、新艺、合作等甬剧团成立。１９５８年，新艺甬剧团
解散，众议甬剧团迁甘肃省，星光等 ６ 个剧团主要演职人员并入堇风甬剧团，
１９６０年开设甬剧班。１９７２年１月解散。
四、 绍剧

俗称绍兴大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有绍剧班社进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短期
演出。３０年代，老闸大戏院邀绍剧班社同春舞台演出。１９４８ 年，同兴舞台成
立，解放初，分别改名同春绍剧团、同兴绍剧团，１９５３ 年返浙江，自此上海无绍
剧剧团。
五、 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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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习称“广东戏”。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年）八月初一，高升部在大马
路攀桂轩演出《封相》。２０世纪初至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几乎每年都有广东知名
粤剧演员率领粤剧团到沪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六国大封相》等。解放初，广东
大前程、永光明、胜寿年等粤剧团先后到沪连续演出达４年。之后，知名粤剧演员
廖侠怀、马师曾、红线女等先后率团到沪演出，到“文化大革命”中止。１９８２年，广
东深圳粤剧团到沪演出《宝玉祭潇湘》等，此后又有剧团到沪演出《昭君出关》。

第八节 滑稽戏
约民国初期，苏州文明新剧艺人王无能融合各种方言、戏曲、市声杂唱作滑
稽化的独立表演，人称“独脚戏”、“老牌滑稽”。１９２７ 年，受杭州卖梨膏糖艺人
“小热昏”杜宝林影响，江笑笑到沪演出，因擅长说有社会意义的曲目，人称“社
会滑稽”。１９２８年，刘春山演出及时反映时事新闻的滑稽，人称 “潮流滑稽”。
王、江、刘３家在沪三足鼎立，开创独脚戏。其后，仿效者群起，赵希希、丁怪怪、
陆希希等一度成为知名滑稽艺人，大多二人拼一档，至３０年代上海有近百档。
组成班社的有五档１０人的五福团等。各档演出于广播电台、游乐场以及堂会。
清末民初，新剧出现，演出整本大戏，通例加演一出小喜剧，通称“趣剧”，有“马
褂滑稽”和“马甲滑稽”两行。２０年代，独脚戏兴起，有的组团专演趣剧，有精神
团、星期团等。演出的新剧因有喜剧色彩，被报刊、广播称为 “滑稽戏”。２０ 年
代，演出剧目有 《滑稽游码头》《三本铁公鸡》《十大教歌》《五更相思》等。１９３２
年，一·二八事变后，江笑笑演出《一·二八大鼓》。刘春山晚上现编现唱上午
见报的抗日新闻 《闸北丢炸弹》等。 同时，出现 “滑稽大会串 ”戏。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江笑笑、刘春山等和程笑亭等，以滑稽大会串为基础，演出整本大戏 《一碗
饭》，参加演出的艺人达１００多人，几乎包括全市所有滑稽艺人，引起轰动，成为
滑稽戏雏形剧目。天宝剧团在沪宁线流动演出，滑稽戏的影响扩大。笑笑剧团
演出《荒乎其唐》等剧。滑稽戏得到社会认可。１９４７ 年，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
后，迅即编演新戏 《越剧明星自杀记》。４０ 年代后期，滑稽剧团和班社迅速发
展，大世界游乐场最多时每天有十几档南北滑稽，永安、先施、大新游乐场每天
也有七八档滑稽节目，聚散无常。所演剧目，均以幕表排戏。１９４９ 年解放初，
姚慕双、周柏春等上演大型滑稽戏《天亮了》。１９５０年，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
等演出大型滑稽戏《活菩萨》。滑稽剧团一度发展到近 ３０个，后稳定在 １０个。
改幕表制为剧本制和导演制，创作演出 《老账房》等。１９５９ 年，全市有大公、大
众、蜜蜂、海燕４个剧团，主要演员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沈一乐、绿杨、文彬
彬、范哈哈、嫩娘、田丽丽等。编排演出《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阿 Ｑ 正
传》《不夜的村庄》《女理发师》等剧目。１９６０年，蜜蜂滑稽剧团改为上海人民艺
术剧院滑稽剧团，编导和舞美等人员学习话剧表演艺术，创作演出《满园春色》
等剧目。“文化大革命”中，剧团全部撤销。１９７８ 年，上海滑稽剧团、人民滑稽
剧团、青年滑稽剧团重建。创作演出《出色的答案》《性命交关》《路灯下的宝贝》
《阿混新传》《七十二家房客》《假夫假妻》《世界真奇妙》等。８０年代后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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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竹君、周庆阳、姚祺儿、王汝刚、胡晴云、钱程、秦雷等青年骨干演员。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５年，上海滑稽剧团创作、演出《刀枪不入》《ＯＫ 股票》《三约牡丹亭》《特
别的爱》。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创作演出《搬家好辛苦》《爱心》《海上风采》。上
海青年滑稽剧团创作演出《把微笑留下》《臂膊朝里弯》等剧目。
各时期，主要剧团有笑笑剧团、华亭剧团、筱快乐剧团、合作滑稽剧团、大公
滑稽剧团、大众滑稽团、海燕滑稽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滑稽剧团、上海市人
民滑稽剧团、青艺滑稽剧团。

第九节 评弹
清嘉庆、道光年间，评弹从苏州传入上海。其间，宝山县毛菖佩演唱弹词
《白蛇传》，自成一格，成为“弹词前四家”。金山县吴毓昌以弹唱著称，并有唱本
刊行。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重心由苏州移至上海，涌现大
批响档。评话有黄兆麟、许继祥、汪云蜂、程鸿飞、杨莲青、吴均安等，弹词有夏
荷生、蒋如庭、朱介生、沈俭安、薛筱卿、周玉泉、徐云志、祁连芳等。继起的有张
鸿声、顾宏伯、严雪亭、姚荫梅、刘天韵、杨仁麟、蒋月泉、李伯康、张鉴庭、杨振
雄、范雪君等。出现有海派特色和近代色彩的新书目《张汶祥刺马》等，以及蒋
调、沈薛调、徐调、张调等流派唱腔。１９５１年，建立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
海评弹团）。１９５９年前后，成立长征、星火、先锋、凌霄、江南等评弹团。整理《玉蜻
蜓》《白蛇传》等传统书目，创作、改编一批中长篇新书目。形成丽调、琴调等新的
流派唱腔。出现朱慧珍、徐丽仙、朱雪琴、余红仙、赵开生、吴君玉等名家。
主要班社、团体有上海评弹团、长征（新长征）评弹团。
各时期，主要曲（书）目有《白蛇传》《玉蜻蜓》《英烈》《三国》《描金凤》《西厢
记》《杨乃武》《刺马》《啼笑因缘》《再生缘》《三笑》《十美国》《玄都求雨》《武松》
《隋唐》《新木兰辞》《老地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江南春潮》《蝶恋
花·答李淑一》《万水千花》《芦苇青青》《林海雪原》《真情假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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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上海说唱 、钹子书 、锣鼓书
一、 上海说唱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工人文化宫编演用沪剧等曲调演唱说唱节目，有《三

把刀》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常播放类似的节目，用 “沪剧说唱”、“什锦说唱”、
“方言说唱”等名称。６０年代，黄永生等以说、表、唱、做，叙述一个喜剧故事，逐
渐形成稳定的样式，经相声名家侯宝林提名，１９６４年定名为“上海说唱”。流行
于上海和江、浙邻近地区。代表曲目有《金陵塔》《热心人》《狗头军师》《古彩戏
法》《春江曲》等。
二、 钹子书

也称沪书、浦东说书、刮子书，因演员自击钹子唱书而得名。清末，始有演
出，流行于南汇、川沙、奉贤、松江、金山、青浦等地。清代，主要在茶楼书场演
出，后进入上海市区。以东乡调和西乡调为基本调，还有由此衍化出因果调、哭
调、娘娘调等。曲目有《珍珠塔》《天宝图》《网船过渡》《小二黑结婚》《飞马比双
枪》等。知名艺人顾秀春、季凤山、施凤山、施春年等。
三、 锣鼓书

又称太保书、镗锣书、神鼓书。清代起源于南汇、奉贤一带，２０世纪三四十
年代盛行。多为太卜（一名“太保”）完毕后唱书。曲目有《网船过渡》《高桥八美
图》《玉蜻蜓》，开篇《螳螂做亲》《十二月野花名》《打盐局》《芦花荡里稻谷香》等。
有知名艺人胡善言、王俊发等。

第十一节 木偶戏 、皮影戏
一、 木偶戏

清光绪年间，李姓苏州艺人在崇明新五$一带挑担走村，用木偶卖艺，人称
扁担戏，顾再之拜师习艺。 后又有朱少云等挑担卖艺，扁担戏在崇明传开。
１９１４年，杭州金玉堂提线木偶戏班、苏州荣庆堂提线木偶戏班到上海演出，上
海出现声舞台、鸣舞台、芳舞台、文舞台、新舞台、大舞台、义舞台等木偶戏班，在
天外天、楼外楼、新世界、霄云天等游乐场演出《郭子仪上寿》《百岁图》等京剧剧
目。１９３０年８月，陶晶孙著译木偶剧本《傻子的治疗》在现代书局出版，组织木
人戏社（提线木偶），演出《运货便车》等外国剧目。陈鹤琴旅美考察回国，带回
欧洲布袋木偶标本和资料，虞哲光以此自制木偶自演戏，１９３５年参加上海国际
儿童联欢会演出，后在兰心大戏院等上演 《文天祥》《卧薪尝胆》《岳飞》等剧。
１９４２年７月，成立上海业余木偶剧社（提线木偶），上演第一部儿童木偶戏 《原
始人》。１９４３年８月，剧社分为中国木偶剧社和上海木偶剧社，先后排演《水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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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天鹅》以及《兄妹开荒》《万里长城》等。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全市有高乐木偶京
剧团等８个专业木偶剧团。１９６０年，成立上海市木偶皮影剧团，确定仙乐剧场
为专用剧场，１９６２年改为上海木偶剧团，演出方针为少年儿童服务，演出主要用
杖头木偶、布袋木偶、提线木偶、皮影或真人与木偶同台演出。到１９９５年，创作、
改编、移植大中小型剧目２１９个，演出１万多场，观众８００多万人次。剧团以创作
剧目的丰富和舞台综合艺术的完整性，在全国木偶艺术表演团体中享有声誉。
各时期，主要班社、团体有崇明扁担戏班、木人剧社、上海业余木偶剧社、上
海木偶剧社、中国木偶剧社、红星木偶京剧团、上海木偶剧团、中国福利会儿童
艺术剧院木偶队、小主人木偶剧团。
二、 皮影戏

清光绪初年，青浦县七宝镇毛耕渔从浙东皮影戏班学艺回乡组成影戏班，
六年（１８８０年）首演于七宝镇解元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耕渔第五代传人叶金
舟改革皮影戏，１９５７年成立民间职业剧团上海皮影剧团。川沙、奉贤、青浦、南
汇等县也有戏班演出。６０年代中期起少有演出。１９９３年 ３月，七宝艺人琚墨
熙集友演出两场《岳传·挑滑车》，成为七宝皮影绝唱。皮影戏主要剧目有长篇
演义《封神》《隋唐》《岳传》《天宝图》等２０余种，短篇有《鹊桥会》等本。
各时期，主要班社有毛耕渔皮影戏班、叶金舟皮影戏班、上海皮影剧团、潘
思忠皮影戏班、唐宝良皮影戏班、青浦县文工团皮影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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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年间，天津艺人朱连奎、苏州艺人吕子坚，在停泊于黄浦江畔的美国
船只、上海县城北门外天一楼表演戏法。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车利尼、马丁
尼、海京伯等外国马戏团到上海演出。光绪十年（１９８４年），有 《走大绳》《蹬高
梯》《顶碗》《花坛》等节目。１９１８～１９２６年，有朱西山、邱现荣、科天影等十多个
杂技班社，大世界、先施乐园等游乐场有个体艺人百数人。出现一批知名艺人，
有南派魔术名家莫悟奇以及张慧冲等，口技名家尹士林、孙泰等，杂技名家潘德
霖父子、田双亮等。４０年代，经常在沪演出的杂技团、班、档有上百个，还有外
国马戏团，上海成为全国杂技活动中心。１９５１ 年，上海市人民杂技团成立，其
他３０多个杂技团、社、档，１００多名从业人员，分别组成江南杂技团、上海魔术
团、红色杂技团、星火魔术团等专业剧团，以家庭、师徒关系维系的１０人左右的
小班和个人单档，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杂技团体。有推陈出新的 《扯铃》等节

目。１９５６年，《口技》获华沙国际杂技比赛金质奖章。《古彩戏法》《顶碗》等为
代表节目。６０年代，演出《马遁》《炮打真人》《束手》等新节目。开创空中节目
《蹦床飞人》等。吸收体操吊环和传统皮条技艺创造《空中吊环》，表演“吊环十
字”等动作，风靡全国。１９６１ 年，市杂技团成立马戏队，演出 《驯虎 》等节目。
１９６４年，建成全国第一座杂技专用剧场上海杂技场。“文化大革命”中期，演出
“革命杂技歌舞剧”，１９７１年为招待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恢
复正常排练、演出活动。１９７９年后，经常演出的有翻腾类等１００多个节目。每
年在沪演出３００场以上，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国内演出０．２７万场。１９８１年，成立上海
杂技家协会。１９８８年，创办全国第一所中等杂技专业学校上海马戏学校。
各时期，主要班社有上海杂技团、上海魔术团、张慧冲魔术团、星火魔术团、
亚洲魔术团、红色杂技团、江南杂技团、上海腾飞魔术艺术团。

第十三节 电影
一、 电影摄制

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清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七月初三，上海徐园
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为中国首次放映电影。三十四年春，意大利侨民劳罗
在沪拍摄纪录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为上海制片的开端。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香港路５号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１９１４
年，《影戏杂志》刊文首次出现“导演”一词，自此在电影界推广流行。１９１６ 年，
张石川、管海峰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１９１７年商务印书馆试办电影业务
建立活动电影部，成为首批中资制片机构。１９２２ 年 ３ 月，张石川、郑正秋等在
贵州路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次年拍成影片《孤儿救祖记》，营业获成功，
激起国内投资者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情。１９２５年前后，上海有电影公司１４１家，
占全国８０％以上。１９２６年，拍片的影业公司有３０家，出品电影９３部。有影响
的有明星、大中华百合、天一、神州、长城等影业公司。各制片公司创立自己的
风格，在竞争中争一席之地。明星公司搬演家庭伦理戏、武侠片，大中华百合欧
化式样，天一古装风潮，民新激进色彩，长城问题影片，神州人性电影等，创造各
自的卖座纪录。大批外国电影进入上海，致使众多中国电影投资者失败。到
１９２８年，影业公司剩２４家，拍片超百部。主要影业公司大中华百合拍摄１８部，
明星１４部，天一８部，大中国９部，长城、民新、友联、新人各６部。因大中华百
合影片《王氏四侠》顺应除暴安民的社会要求，满足市民英雄崇拜的心理，赢得
观众。明星公司于是年５月推出《火烧红莲寺》，用夸张手法表现“禅力”和“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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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武侠进入神怪境界，吸引众多观众，连拍 １８集，延续到 １９３１年 ６月，被视
为武侠神怪片鼻祖。由此各影业公司热衷拍摄武侠、火烧片，时有舆论指出，
“艺术高尚、情节深奥的影片不及火烧、大闹片受人欢迎”。３０ 年代，上海电影
事业迅速发展。１９３０年，联华、１９３２年艺华等影业公司创办。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２
日，发生政府当局指使捣毁艺华影片公司事件。１９３４ 年，电通、新华影片公司
又相继开业。１９３５年，全市有影业公司４８家，以明星、天一规模最大。联华公
司首先尝试垄断集团经营。同时联合华贸影戏院，收买外资影戏院，放映国产
影片，以抵抗外国影片，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吸引
留学生、大学生和话剧演员等加入影业。由此联华迅速崛起，与明星、天一鼎足
而立。１９３４年，上海摄制影片７２部，其中有声片１４部。名列前三位的为明星
２１部，联华１９部，天一１３部。是年起，《每日电影》每年评选１０部国产片“荣誉
年选”。《人生》《女人》《姊妹花》《女神》《时代的儿女》《桃李劫》《残梦》《路柳墙
花》《渔光曲》等入选。１９３５年，评出《人之初》《乡愁》《桃花扇》《新女性》《大路》
《逃亡》《船家女》《天伦》《时势英雄》等。是年，《渔光曲》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
誉奖，为中国电影首获国际奖。此间及以后各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夜半歌
声》《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引起巨大反响。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明星公司
毁于八·一三战火，民新、上海影戏等公司停业，仅剩新华公司一家继续拍片。
１９３９年后，华成、艺华、国华、合众、无声、光明等电影公司相继恢复和开业。是
年，新华拍摄《木兰从军》，华成拍成《葛嫩娘》。１９４１年，金星摄成《花溅泪》《乱
世风光》等宣扬民族精神的影片。此后，大量古装片和“软性电影”摄制上映，艺
华拍摄的《化身姑娘》受到舆论批评。上海影院同时还上映战前禁映的荒诞武
侠神怪影片。１９４２年４月，在日本人控制下，全市１２家影片公司合并为中华联
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众多电影从业人员因此弃业。其间，拍摄有《香食春暖》
《水性杨花》《红粉知己》《万世留芳》等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当局接
收敌伪影业机构，创办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影界人士创立同仁电影
创作团体，建立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和文华影业公司等。随之，清华、华
艺、国泰、大同等２０余家电影公司开业。其间，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
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
１９４９年６月初，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制片
厂、第二制片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国电影制片厂等。１１ 月，成立国营上海
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六七月间，长江、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光明、大中
华和光华等８家民营电影公司先后办理登记手续后继续制片经营。其他８家
被撤销。全市影业从业人员１６１６人，其中上影厂７８５人、８家民营企业５５９人。
１９５０年１月，８家民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
联影）。是年初，被香港港英当局驱逐齐闻韶、马国亮、舒适等９人，到沪参加联

影。不久，从山东大学和华东革命大学调 ５０ 余人进联影。１９５３ 年，上影和联
影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为鼓励风格流派，上
影厂改为联合企业性质的制片公司，下设江南、海燕、天马等３个故事制片厂。
同时改组扩建上影乐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上海电影
技术供应厂。１９５８年１０ 月，撤销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成立上海市电影局。次
年１月，撤销江南电影制片厂。海燕、天马继续拍摄出 《５１ 号兵站》《李双双》
《红日》《红楼梦》《聂耳》《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娘子军》等影片。《红色娘子
军》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导演奖、女演员奖、配角奖。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恢复上海电影局建制，１９８５年５月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组建成上海电影总
公司。１９８７年５月，恢复上海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建制，撤销上海电影
总公司。１９９５年８月，建立上海电影总公司。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上海电影制片厂
摄制故事片、戏曲片、艺术性纪录片５９３部。
各时期，主要影业公司，外商影业公司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影
片部、雷玛斯游艺公司、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民营影业公司有幻仙影片公
司、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影戏研究社、上
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友联影片
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国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华剧影
业公司、开心影片公司、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南国电影剧社、联华影业公司、
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电通影片公司、新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昆仑影业公
司、国泰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大同电影制片厂。官办影业公司有中央电影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实验电影工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影
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国营制片机构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江南电影制片厂、海燕
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
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电影技术厂。
各时期，主要导演有张石川、任彭年、但杜宇、孙瑜、蔡楚生、吴永刚、郑正秋、
费穆、沈浮、程步高、卜万苍、李萍倩、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沈西苓、马徐维邦、
郑君里、陈鲤庭、杨小仲、黄佐临、汤晓丹、吴天、屠光启、顾而已、成荫、张骏祥、桑
弧、岑范、谢晋、鲁彦周、鲁韧、黄祖模、杨延晋、赵焕章、吴贻弓、黄蜀芹等。
各时期，主要演员有黄小雅、钱化佛、陈寿芝、王彩云、邵鹏、张利声、徐寒梅、
查天影、王汉伦、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舒绣文、陈波儿、金焰、韩兰根、黄
耐霜、赵丹、金山、魏鹤龄、陶金、蓝马、石挥、周璇、吴茵、崔巍、秦怡、王丹凤、上官
云珠、张瑞芳、孙道临、刘琼、祝希娟、杨在葆、达式常、张瑜、潘虹、龚雪等。
二、 影片

故事片 数量。１９１３年，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到 １９９５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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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共拍摄故事片２１３０部。民国时期１５９３部。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有５３７部，其中
五六十年代２１５部，“文化大革命”中１５部，１９７６～１９９５年３０７部。１９１３～１９２１
年，为无声短片。１９２１～１９３０ 年，无声长片出现，有 《阎瑞生》等。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有声片问世，１９３５ 年后均为有声片。１９３７～１９４４ 年，均为有声黑白长片。
１９４８年，始有彩色戏曲片研制。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大多为黑白片，出现宽银幕、立
体电影，有 《农家乐》《年青的一代》等。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年，停拍故事片。１９７７～
１９９５年，均为彩色影片，出现宽银幕立体声彩色影片等。
创中国电影第一的影片。首部短故事片 《难夫难妻》，１９１３ 年摄。长故事
片《阎瑞生》，１９２１年摄。女子编剧的影片《爱神的顽偶》，１９２５年摄。儿童短片
《顽童》，１９２２年摄。女子导演的影片《孤雏悲声》，１９２５年摄。用人工着色的影
片《繁华梦》（上下集），１９２５ 年摄。首创布景 “接顶”特技的武侠片 《火烧红莲
寺》，１９２８年摄。首部有电影歌曲的影片《野草闲花》，１９３０年摄。蜡盘配音有
声影片《歌女红牡丹》，１９３１年摄。有声片《雨过天青》、《歌场春色》，１９３１年摄。
爱情片《海誓》，１９２１ 年摄。国际获奖影片 《渔光曲》，１９３４ 年摄。音乐喜剧片
《都市风光》，１９３５年摄。彩色影片《生死恨》，１９４８年摄。解放后第一部彩色影
片《梁山伯与祝英台》，１９５３年摄。立体声彩色宽银幕《老兵新传》，１９５８年摄。
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１９６２年摄。立体声彩色宽银幕音乐歌
舞片《阿诗玛》，１９６４年摄。
美术片 １９２６年，万籁鸣四兄弟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公
映后轰动申城。至１９４５年，上海拍摄动画片２４部，后未有拍摄。１９５０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共拍摄３９５部。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
停拍，１９７２年恢复。１９７６～１９９５年，共摄制２５１部。
科学教育片 １９１８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中国最早的科教片《养
真幼稚园》《驱灭蚊蝇》等，影片称为教育片。１９３７～１９５１年停摄。１９５２年，制
片厂拍摄《深耕增产》等，至１９９５年共拍摄５８８部。
新闻纪录片 清光绪三十四年，意大利侨民阿·劳罗拍摄《上海第一辆电
车行驶》，为上海首次摄制新闻纪录片。到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前，有商务印书馆
影片部等２０ 多个制片单位摄制 １００ 多部。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基本停止拍摄。
１９５０～１９７６ 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共拍摄 ２５０ 多部。后拍摄不多。
１９９５年，拍播２部全国最早的动感纪录片。
译制片 外语译汉语。１９５０ 年前上海影院放映外国影片，临场口头翻译
或打字幕表达影片人物对白，或用说明书介绍影片内容。大光明电影院设译意
风同步翻译。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共译
制５大洲４８个国家影片９４７部。
汉语译外语。１９４７年，上海文华影业公司出品《假凤虚凰》，对白译成英语

配音，到国外放映。１９５９年开始，用英语译配解说的舞剧片 《宝莲灯》，为上海
解放后首次配译外语片。至８０年代末，共译制１１６部。
地方语、民族语配音。１９５２ 年，第一次为国产影片 《上饶集中营》配粤语，
１９５９年起粤语配音全部移至珠江电影制片厂，至此上海配音７８部。民族语配
音，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语，少数是僮语、彝语，共配音２１部。
中国９０年电影十大名片 １９９５年，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评出中国电影９０年
十大名片，上海摄制的７部影片获此称号。
排序 影 片

１
２
３
４
５
８

中国电影９０年十大名片中上海摄制的影片情况表
编 剧 导 演 摄 影
主要演员

出品单位 出品
时间

阮玲玉、章志直、黎 铿、 联华影业公司 １９３４
神女
（无声黑白片） 吴永刚 吴永刚 洪伟烈 李君磐
马路天使
赵 丹、周 璇、魏鹤龄、赵 明星影片公司 １９３７
（黑白片） 袁牧之 袁牧之 吴印咸 慧深
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 蔡楚生 吴蔚云 白杨、陶金、舒绣文、周伯 昆仑影业公司 １９４７
（黑白片） 郑君里 郑君里 朱今明 勋、上官云珠、吴茵、高正
万家灯火 阳翰笙
蓝 马、上官云珠、沈 扬、 昆仑影业公司 １９４８
（黑白片） 沈 浮 沈 浮 朱今明 吴 茵
小城之春
韦伟、石羽
（黑白片） 李天济 费 穆 李生伟 李纬、张鸿眉、崔超明 文华影业公司 １９４８
天云山传奇
石维坚、王馥荔、施建岚、 上海电影制片厂 １９８０
（彩色宽银幕） 鲁彦周 谢 晋 许 琦 仲星火

伊 明
城南旧事
根据林海
９ （彩色片） 音同名小 吴贻弓 曹威业 沈丰毅洁、郑振瑶、张 闽、张 上海电影制片厂 １９８２
说改编
说明：其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祝福》《早春二月》，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黄土地》，排序第６、７、１０。

第十四节 音乐 、舞蹈
一、 音乐

南北朝时期，上海地区流传吴歌。唐代起，丝竹音乐盛行于江南。明初，松
江琴家刘鸿等善操琴，称松江派。明清时期，南派琵琶居重要地位。清末民初
有浦东派、崇明派和上海派。同时，上海邑庙玉清宫道人张鹤编撰《琴学入门》，
开创古琴减字指法旁注工尺。上海开埠，西方传教士、商人在上海建立各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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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音乐社团举办音乐会。清咸丰年间，美国人在沪演奏风琴。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上海管乐协会成立管乐队，后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二十九年，留日学
生沈心工回国后在南洋公学设乐歌课，在国内第一个教授新式唱歌，并和留日
学生曾志?、高寿田、冯亚雄、李叔同等，创作歌曲，编撰教材，编译乐理，办音乐
杂志。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曾志?等在上海贫儿院建立管弦乐队，１９１５年演出
获巴拿马赛会特奖金牌。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６年，中华美术专科学校、上海专科师范
学校先后成立，均设音乐系科。１９２０ 年，郑觐文建立大同乐会，整理 《国民大
乐》《春江花月夜》等大批民乐，改革民乐器。后有国乐研究会等数十个国乐研
究演出团体。出现丝竹会、琴会等专项乐器研究。１９２０年，黎锦晖创作儿童歌
舞剧《麻雀与小孩》和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开创中国近代歌舞音乐和歌舞
剧创作，１９２７年开始创作《毛毛雨》《桃花江》等家庭爱情歌曲百余首。严华、严
工上、黎锦光、姚敏、陈歌辛等也创作一批同类歌曲。上海商业歌舞和流行歌曲
迅速发展。１９３１年九一八、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出现大批抗日救亡歌曲和
艺术歌曲。青主《我住长江头》、黄自《抗敌歌》等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强
烈的抗战情绪，其他作者有萧友梅、周淑安、应尚能、李惟宁、谭小麟、江定仙、刘
雪庵、陈田鹤等。上海左联音乐小组建立，成员创作一批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
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任光、冼星海、贺绿汀、吕骥、张曙、麦新、孟波、周巍
峙、孙慎、沙梅等创作一批抗日歌曲。《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卖报
歌》等歌曲影响深远。其间，另有传唱甚广的《秋水伊人》《春天里》《四季歌》《何
日君再来》《长城谣》。１９３４年，贺绿汀创作西洋乐器作品钢琴曲 《牧童短笛》。
次年，黄自创作管弦乐作品《都市风光幻想曲》。
１９４９年，成立上海歌咏团体联谊会和上海国乐团体联谊会，组织开展群众
音乐活动。１９５０年，全市有歌咏团体 ２３６ 个。音乐创作主要有贺绿汀管弦乐
曲《晚会》、丁善德《新中国组曲》、王云阶《江南组曲》和黄贻钧《民歌选奏》。建
立民族乐团、合唱团、歌剧团、管乐团和声乐研究所，扩建上海音乐学院，设置师
范院校音乐系科。出版音乐期刊１０多种。修建音乐厅，开办音乐书店。５０年
代前半期，主要歌曲创作有贺绿汀《人民领袖万万岁》、司徒汉《当祖国需要的时
候》、孟波《高举革命大旗》、朱践耳《接过雷锋的枪》、瞿维《工人阶级硬骨头》、寄
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器乐曲有施咏康《黄鹤的故事》、刘施任大合唱《祖
国颂》、桑桐《东蒙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以及蒋祖馨《庙会》和葛炎的《马车》等。
５０年代末，有萧白等的《幸福河大合唱》。１９５９年，国庆１０周年，上海市文化局
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的“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民
族器乐曲以改编为主，推陈出新，出现了创作曲陆春龄笛子曲《喜报》，曾加庆二
胡曲《山村变了样》，叶绪然琵琶曲《赶花会》，王昌元筝曲《战台风》，马圣龙、顾
冠仁合奏曲《东海渔歌》，李民雄吹打乐《闹元宵》等。１９５９ 年，何占豪、陈钢创
作管弦乐《梁山伯与祝英台》，１９６５年吕其明创作管弦乐《红旗颂》。１９５０年开

始，李志曙、董爱琳、傅聪、李名强、顾圣婴、殷承宗、闵惠芬等２８人先后在声乐、
钢琴、室内乐国际音乐比赛和国内音乐比赛中获得演奏奖和作品奖。“文化大
革命”中，音乐创作、演出大部分停止。创作根据“样板戏”改编的交响音乐《智
取威虎山》、重奏曲《白毛女》《海港》和新作《苗岭的早晨》等。出现模仿京剧名
家唱段的民乐二胡演奏曲。１９７８年，恢复被中断１２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舞蹈
节，至１９９５年举办１８届。朱践耳、丁善德、金复载、马友道、许舒亚、刘敦南、安
承弼等均创作一批有影响的器乐曲，瞿维、王云阶、吕其明、黄准、徐景新、奚其明
等创作器乐作品。俞逊发、彭正元、徐纪星、胡登跳、杨立青、何占豪、徐景新、周成
龙、朱晓谷等创作一批民族器乐作品。张敦智、陆在易等创作交响大合唱。出现
一批通俗音乐歌手。７０年代末，全市对民间音乐进行普查，采集到民歌０．２４万
首，民间器乐曲０．２８万首（套），编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中
国民间歌曲集成 · 上海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 上海卷》《中国曲艺音乐集
成·上海卷》等。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３年，上海两次举办国际江南丝竹演奏比赛。
清光绪三十一年至１９９５年，上海创作的主要声乐作品２１８个。１９２９～１９９５
年，主要民族器乐作品有５９个。１９３４～１９９５年，主要西洋乐器作品有１１４个。聂
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被定为国歌。歌曲《渔光曲》，
钢琴曲《牧童短笛》《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旗颂》等一批作品影响广泛，成为经典。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约有 ９０ 多人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获奖。声乐主要有胡晓
平、张建一、刘捷、詹曼华、高曼华、陈、黄英、罗巍、陈小群等，钢琴有许斐平、
李坚、孔祥东、许忠等，提琴有钱舟、王晓东、兰洁、倪海叶、萧红梅、陆元雄等，室
内乐有马新华、李纪刚、李宏刚、王征等四重奏。
各时期，主要西乐团有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管乐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
播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海管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电影乐团、上
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上海和平老年爵士乐队、上海轻音乐团。民乐剧社有国乐
研究社、中华音乐会、大同乐会、紫韵乐会、友声旅行团国乐组、中国国乐研究
会、霄谸乐团、霄谸国乐协会、云和音乐会、云和国乐学会、森森国乐队、上海今
虞琴社、上海潮州国乐团、上海广乐音乐研究会、上海广东音乐研究室、中国福
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民族乐队、上海民族乐团。
二、 舞蹈

唐仪凤年间，松江叶榭大旱，农民创作草龙，“舞以求雨”。南宋咸淳三年
（１２６７年），上海镇市舶提举司，居民出海归来均有祈神仪式，中有民间舞 《拜
香》。元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松江府盐业发达，有《跳盐》《卖盐茶》等舞
蹈。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嘉定孔庙编有 《祀孔舞谱》。嘉靖年间，《茶担舞》。
清咸丰十一年奉贤聚灯集会表演《滚灯舞》。上海开埠后，剧场舞蹈演出开始流
行。１９２０年，黎锦晖始创儿童歌舞，到全国各地演出，到 １９３０ 年创作 《麻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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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春天的快乐》《春的消息》《明月三夜》等歌舞剧和歌
舞表演唱３６部。１９２７年，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中华歌舞团和梨花少女歌舞团
创办，前后延续２０年。到３０年代，上海商业性歌舞团有明月歌舞团、新华歌舞
社等３０多个。１９３２年，吴晓邦创办晓邦舞蹈学校。１９３４年，幼童胡蓉蓉开始
学习芭蕾，成为舞蹈童星。犹太籍侨民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探索中国舞剧进
行创作。抗日战争期间，新舞蹈运动移至重庆等后方。吴晓邦倡导舞蹈“为民
族解放服务”，在沪举办３次个人作品发表会，创作演出《罂粟花》等３７个舞蹈
和舞剧。１９４７年，戴爱莲创办中国乐舞学院，新舞蹈在学校、工厂、农村迅速普
及。１９５２年，华东人民艺术歌舞团（今上海歌剧院）成立，１９５７年演出的《剑舞》在
莫斯科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铜质奖。加强对民间舞采风、整理，对古典舞
进行编创加工。１９５９年，创作演出大型中国舞剧《小刀会》，１９６２年又创作《后羿
与嫦娥》。１９６０年，成立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舞蹈人才的培养实现正规化、专业
化。致力探索民族芭蕾的教材与教学。１９６４年，创作、演出上海第一个大型民族
芭蕾舞剧《白毛女》。１９７９年，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成立，与上海歌剧院舞
剧团鼎足而立。仲林等创作《凤鸣岐山》等，舒巧等创作《奔月》等，胡蓉蓉创作《雷
雨》。李晓筠采用新的技巧，创作中国古典舞。胡嘉禄强调舞蹈的前卫意识。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上海舞剧院创作大型舞剧《大禹的传说》等，探索交响编舞法。编
创大型舞蹈服饰表演《金舞银饰》，首创舞蹈和其他艺术相结合的舞台表演形式。
各时期，主要团体有梨花少女歌舞团，梅花歌舞团、中华歌舞团、新安旅行
团、华东新旅歌舞剧团、红旗歌舞团、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
舞团、上海舞剧院。
三、 外侨音乐社团、机构

在上海的外侨音乐社团，主要有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１９３１ 年由俄侨成
立。上海法文协会交响乐团，１９３２年由俄侨成立。伊迦斯俱乐部，上海正式音
乐组织之一，拥有上海大部分知名歌唱家。俄国歌舞团———俄国芭蕾舞团，又
称 ＡＤＣ（上海西人爱美剧社）歌舞团。１９３５年，ＡＤＣ 主持成立。上海第一俄国
音乐学校，１９３５年建。马克列佐夫教授音乐学校，１９４０年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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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美术 、书法（篆刻）、摄影
一、 美术

中国画 元代，松江是全国山水画创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出现优秀画

家任仁发、温日观、曹知白、普明、张中、张观和客居的马琬。曹知白开松江画派
之风气。明代，形成松江苏松画派、云间画派、华亭画派，以此为基础的松江画
派，以董其昌为代表，根本改变吴门画派末流细腻、琐碎、纤弱的画风，把山水画
的创作重心移到松江，振兴明季山水画，提倡 “南北宗”论，以 “画宗”为画之正
脉，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代表人物有赵左、顾正谊、沈士充等。清代，上
海的绘画承续明松江、嘉定两地的绘画绪脉，继续发展。自董其昌后，松江画派
主导整个江南，又经皇室褒扬，影响遍及全国。出现顾大申、陆灏、高层云、顾
窻、沈宗敬、张照、张祥河、改琦等画家。嘉定画家有张鹏罛、周笠、瞿中溶、瞿树
辰、程庭鹭。此外，擅名于时的上海画家还有吴历、冯金伯、瞿应绍、瞿兆钰、瞿
林、蒋宝龄、徐渭仁等。开埠后，各地各家画派的风格画法交流融汇，成就上海
绘画特色，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期形成海上画派，或称海派，盛名远播，上海成
为传统与创新并重的绘画艺术中心。画家以鬻画为生，在艺术标准之外，讲究
画价。海上画派代表人物有“三熊”张熊、朱熊、任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
以及虚谷、蒲华、吴昌硕，还有周闲、胡远、钱慧安、顾赩、吴嘉猷、吴石仙、王震、
程璋、李叔同等。三四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绘画发展中心，现代中国绘画大家
张善、张大千、刘海粟、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张书?等寄寓或定居上海，成
为上海画坛重要成员，创造继海上画派之后的上海中国绘画昌盛的新时期。出
现有“三吴一冯”之称的吴徵、吴子琛、吴湖帆和冯超然。１９５０年 ６月，１０幅作
品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１０月，新国画研究会成立，有会员 １３９人。１１月，举
行首届新国画展览会。５０年代，画家参加政治学习，到工厂、农村。１９５７年，关
良在民主德国举办作品展览。１９５８年，１３件国画作品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
艺术展览会，有王个 鋎《勤俭持家》、朱屺瞻 《建设山区》、李秋君 《定海渔船待
发》、陆抑非《春到农村》等。１９６０ 年 ６ 月，上海中国画院成立，院长丰子恺，画
师专职和兼职６９人。１９６１年５月，举办上海花鸟画展。７月，唐云发表《画人
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提出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举行多次读
画会。“文化大革命”中，画家创作基本停止。１９７９ 年后，创作研究活动恢复，
朱屺瞻、应野平、钱君稥、谢稚柳、唐云、陈佩秋、刘旦宅、程十发、方增先、邵洛举
等恢复创作和研究活动。
油画 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董家渡天主堂落成，堂内挂《哀悼基督》等宗
教油画。上海开埠后，大量宗教油画随宗教用品传入上海。１８～１９世纪，上海
出现以描绘自开埠后沿黄浦江一带的西式建筑群为题材的油画作品。清同治
初年，徐家汇天主堂创办中国最早的传授西洋美术的机构土山湾孤儿院附属美
术工场图画间，注重油画，形成素描、解剖和透视技术规范。油画等在中国首次
初具写实性的完整技术体系。培养第一批中国早期西洋美术人才，知名画家徐
咏青、周湘、丁悚和雕塑家张充仁、徐宝庆等在馆学习。被称为“中国西洋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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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上海有外籍画家 １ 人，到宣统二年增至 １３ 人。
清末民初，形成洋画运动。二十年，李叔同在城东女子学校图画专修科执教西
洋画。三十四年，周湘创办布景画传习所、上海油画院传授西洋画。１９１２ 年，
上海图画美术院（１９２１年改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正规的西洋美术教学
法。１９１８年，创刊中国第一种美术专业学术性期刊 《美术》杂志，介绍西洋美
术。此后，多批专攻西洋美术的留学生回国聚集上海，创办中华美术专门学校
等美术院校，及天马会等西洋美术社团。上海成为中国西画运动的策源中心。
１９２９年春，举办第一届全国美展，特刊 《美展》刊载徐悲鸿和徐志摩 “二徐论
争”，讨论油画风格应“重写实”还是“重表现”。８月，举办以王济远、潘玉良为
代表的艺苑绘画研究所作品展，和以林风眠、吴大羽为代表的杭州国立艺专艺
术运动社作品展。１９３０年代，上海油画形成法国派和日本派，前者以刘海粟、
颜文睴、徐悲鸿、林风眠、庞薰鯣、王济远、汪亚尘、张充仁、周碧初等留法学生为
主；后者以留日学生为主，有陈抱一、丁衍镛、关良、倪贻德、朱屺瞻、刘狮等。张
充仁开设充仁画室，传授学生。１９３１ 年，一批青年画家发起组织决澜社，吸收
欧洲画坛“造型”风尚中的变形、切割、构成、线条和色块等新方法，融入中国画
创作中，作品给上海画坛带来“洗练”和“明或朗”的感觉。１９３９年，司徒乔创作
油画《放下你的鞭子》。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上海美专学生绘制毛泽东、朱德
画像，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１９５２ 年，上海美专外迁无
锡，与其他学校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教育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５０年代初，刘海粟、林风眠、吴作人、吕斯白、颜文 睴、方干民、常书鸿、卫天霖、
王式廓、董希文、艾中信、罗工柳、冯法祀、俞云阶等，描绘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生活场景，明朗、有力，成为画家共同追求的艺术风格。其间，颜文
睴总结出“油画八法”，１９５８年其作品《上海工人住宅一角》入选社会主义国家
造型艺术展览会。１９５６年，俞云阶作品《日日夜夜》，入选法国巴黎春季沙龙。
１９５７年底 ～１９５８年初，上海举行俄罗斯绘画展览会，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苏联油画
家到沪讲学，强调生活体验和搜集素材的重要性。俄罗斯油画的现实主义风格
成为上海油画家的艺术导向。１９６５年，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今上海油画雕塑
院）创立，“文化大革命”初，进行领袖题材油画和雕塑创作。有以毛泽东视察上
海工厂大字报史实创作的油画《大字报好》。中期以“宣传型”和“展览型”进行
革命历史题材专题创作。后期，以陈逸飞、魏景山、汤沐黎等为代表，注入“革命
抒情性”。８０年代初，油画创作时尚“形式感”，淡化主题注重形式，趋于形式风
格多元。１９８６年起，上海美协举行两年一度学术性探索性海平线绘画雕塑联
展。１９８７年，首届中国油画展在上海举办。
水彩画、水粉画、粉画 水彩画。１９ 世纪下半叶，从欧洲传到上海。清同
治初年，徐家汇土山湾画馆设有水彩画技法教学。２０世纪初，上海出现中国人

创作的完整的水彩画。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油画院有水彩画技法传授，
学生有张眉孙、刘海粟、徐悲鸿、乌始光、陈抱一、杨清馨、汪亚尘、王师子、丁健
行等。是年，李叔同在上海城东女子学校传授水彩画。１９１２年，王济远在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执教水彩画。１９１３年起，徐咏青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教
授水彩画技法。至３０年代，出现上海最早的水彩画画家徐咏青、周湘、李叔同、
王济远、张充仁等。张充仁主要师法法国建筑风景水彩画家维奈尔，其他画家
技法主要渊源于英国水彩画。２０～３０年代前后，水彩画创作活跃，同时有１９２７
年倪贻德《水彩画概论》等著作出版。４０～６０ 年代，水彩画家有哈定、雷雨、樊
明体、韩尚义、商守箴等。七八十年代，出现陈培荣、陈初电、薛良彪、曹培安、黄
阿忠、柳毅等一批新的水彩画家。１９９５年，上海水彩画研究会有７０多名画家。
水粉画。清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图画部，承接设计印制商标
贴头、纱布牌子、广告传单招贴等各种彩色印件，画稿多半用水粉画技法绘制。
二十八年，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和图画间，胡伯翔、张光宇、丁悚、梁鼎铭等用水
粉画技法创作香烟画片、招贴画及月份牌画等彩色画稿。三十年，张聿光首创
绘制照相馆布景。宣统三年，布景画传习所用水粉颜料和水粉画技法练习作布
景画。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柯联辉、叶浅予等先后从事工商业实用美术，擅长水粉
画。解放后，技法广泛用于政治宣传画创作。１９５２～１９９２年，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政治宣传画 ０．１７ 万种，画稿基本用水粉画技法。出现哈琼文、钱大
昕、翁逸之、杨文秀、周瑞庄、张安朴等一批画家。８０ 年代，水粉画技法又普遍
用于商品广告和商品包装装潢设计。１９９５年，有相关从业人员数千人。
粉画。１９１９年，李超士归国在上海美专教授粉画。万古蟾等成立粉画会，
每学年举行同学粉画展。陈秋草等创办白鹅绘画研究所，专门开设粉画课。商
务印书馆出版《秋草雪鸪粉画集》。１９２９年，颜文睴粉画《厨房》获得由法国教
育部长和文化部长联合颁发的荣誉奖。因粉画颜料价比油画颜料便宜，一般研
习西洋画的青年画家都参加粉画创作，杭?英等月份牌画师以粉画技法创作月
份牌画。１９１９年，马利工艺厂生产价廉国产粉画颜料，推动粉画艺术发展。５０
年代起，粉画创作冷落。１９７９年，举办粉画联展，是年，上海美术颜料厂受国家
文化部指定试制粉画颜料，１９８４ 年制成每套一百种色彩的粉画笔。１９８５ 年 ５
月，上海粉画学会成立，会员 ５０ 余人，每年举办粉画年展。１９９３ 年，上海科影
厂摄制教学片《粉画艺术》。
版画 １９２９年，鲁迅与柔石等以朝花社名义出版《艺苑朝华》４辑，其中《近
代木刻选集》一、二两集在国内最早介绍英、法、美、日木刻。１９３１年春，上海成
立一八艺社研究所，６月首次举行习作展览会，８月鲁迅举办木刻讲习会。１９３２
年６月，举行美术展览会，展出木刻等作品和鲁迅收藏的德国版画。９月，ＭＫ
木刻研究会成立。１９３３年，鲁迅与郑振铎合资刊印《北平笺谱》。１９３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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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８名中国作者的２４幅作品编成《木刻纪程》，为全国第一种创作木刻选集。
支持成立无名木刻社。１９３０年２月，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举办。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在上海举办第一次版画展。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上海展
出。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组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１９４６年９月，抗战八年木刻展
览开幕。１９４７年３ 月，中华全国木刻协会 （简称全木协）成立。１９４７ 年、１９４８
年，举办第一至四届全国木刻展览。１９４７年３月，全木协选送作品分别参加在
英国举办当代中国木刻展览，到法国展览。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前夕，邵克
萍、野夫用精炭条画毛泽东、朱德双人肖像，解放后大量印刷。１９４９ 年、１９５０
年，上海美协版画专业组和上海木刻研究会先后建立，１９５１年举办日本等６国
木刻展等。１９５６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版画》双月刊。１９６２年，举行解
放后第一次上海版画展。１９７８年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陈烟桥版画选
集》《可扬版画集》等，１９８１年出版《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１９８５年，上海
版画会成立，次年联办上海版画纪念展。１９９１年，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编辑出
版《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编入鲁迅全部收藏 ０．１７ 万幅作
品。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举办上海风貌人情版画展、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画
展等。
漫画 清光绪二十九年，在《俄事警闻》刊登的《时局图》，是现在所能见的
中国最早的报刊漫画。辛亥革命前后，《新闻报》等刊登漫画作品，作者有张聿
光、马星驰、钱病鹤等。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涌现 《全国同志莫被日奴耻笑》等一
批漫画传单。报刊出现 《工学商打倒曹、陆、章 》（沈泊尘 ）等漫画。１９１８ 年 ９
月，沈泊尘创办全国第一种漫画专门刊物《上海泼克》。１９１９年，但杜宇出版全
国第一种个人漫画集《国耻画谱》。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中，出现一批反帝漫画传
单。丰子恺师法日本竹久梦二，１９２４年创作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抒
情风格引起反响。１９２５年５月起，在《文学周报》发表作品，并标明为 “漫画”，
“漫画”遂成画种名称。１９２６年，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出版，作品绝大部分属
抒情的生活漫画，富有哲理。１９２５年起，黄文农被《晶报》《东方杂志》特约为漫
画作者，１９２７年出版个人画集《文农讽刺画集》。１９２６年，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
漫画会成立，成员有丁悚、张光宇、黄文农、叶浅予、鲁少飞等 １１人。１９２８年，
出版《上海漫画》周刊。后上海中华漫画函授学校成立。上海成为全国漫画中
心，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有漫画专门刊物１９种。１９３６年，全国近２００名漫画作者大
多在上海，出版专集２０种以上。１９３６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
１９３７年春，成立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漫
画界救亡协会出版五日刊 《救亡漫画》。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丰子恺、张光宇、叶浅
予等先后在上海从事创作，张乐平《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等引起轰动。解
放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每周出版以漫画为主的美术周刊。１９４９

年８月，成立上海漫画工作者联谊会，１９５０年６月《漫画》月刊创刊。是年，上海
报刊发表漫画作品０．６万件。１９５１年６月，米谷在《解放日报》发表漫画《新社
会的老现象之一》，批评开会不遵守时间，引起公众对漫画能否批评人民缺点的
争议。１９５７年，不少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５０ 年代后期，漫画创作几乎停
止。１９６２年春，《文汇报》辟“漫画漫谈”专栏。７０年代，出版《张乐平连环漫画
全集》和詹同、沈天呈、郑辛遥、潘顺祺等人漫画集。１９８５ 年，《新民晚报》社创
办《漫画世界》。１９８６年８月，举办上海漫画大赛展。
连环画 清光绪十年，《点石斋画报》石印刊登记录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
１０幅连续画。其后，出现石印“回回图”，《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每回绘一图。
光绪年间，味潜斋石印《新说西游记图像》１２０幅。１９１６年，《潮报》在上海首家
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子式画报，装订成册出
售。小书商把销路好的《时事苏滩》等唱本，编绘成小画册出版，争夺读者。小
画册大小同１４开书，四方形，薄型白色有光纸印刷，封面以签条形式印书名，或
称“小书”，或称“图画书”。１９１８年，出现京戏小书，题材更通俗，故事情节连续
性更强，作者有朱芝轩、刘伯良、李树丞等。二三十年代，杨树浦工厂区一带多
唱本、小书摊贩，在上海首开小书出租业务，读者增加，促使小书发展。１９２７
年，世界书局出版陈丹旭画的《三国志》，用红色套印《连环图画三国志》封面书
名。“小书”始有“连环图画”名称，后又略去“图”字，称为“连环画”。全市约有
２０多家经营出版连环画，专业作者不过 １０ 人，知名的有刘伯良、李树丞、朱润
斋和陈丹旭等。１９２８年以后，连环画样式逐渐完备，上海在东南亚和内地各大
城市发行网增加，发行量急剧上升，每种出版从几百本增至０．２万本。１９３２年
前后，约有３０余家连环画出版商，连环画专业人员迅速增加，周云舫、沈曼云、
赵宏本与朱润斋并称连环画界“四大名旦”。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初，连环画出版
商增加七八十家，出版内容低俗的连环画。出现钱笑呆和陈光镒等名家。抗日
战争胜利后，颜梅华、赵三岛、徐宏达、笔如花（盛焕文）４人被誉为连环画界的
“四小名旦”。其间，受１９３２年鲁迅与胡秋原等关于连环画问题的论战影响，行
外画家加入连环画创作，有李毅士《长恨歌画意》、丰子恺《漫画阿 Ｑ 正传》、叶
浅予《王先生》、丁聪《阿 Ｑ 正传图》、张乐平《三毛流浪记》等。１９４９年 ７月，上
海出版《血泪仇》等６种新内容的连环画。１９５１年，全市私营１００多家连环画出
版商经整顿保留２０余家。加入新成立的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新美术社成
为连环画专业出版社，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出版连环画２００～４００种。１９５２年，市文
化局举办连环画工作学习班，有作者近２００人参加。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设连
环画编辑科。出版丁斌曾、韩和平《铁道游击队》，刘旦宅《屈原》，程十发《画皮》
等作品。国画家陆俨少，漫画家米谷、张文元、江有生、乐小英，水粉画家蔡振
华、钱大昕，油画家黎冰鸿、徐甫堡等也创作连环画。版画家顾炳鑫用版画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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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创作连环画，与北方刘继卤有“南顾北刘”之称。专业连环画家赵宏本、陈
光镒、钱笑呆等创作新作品。贺友直、戴敦邦等新人创作《山乡巨变》等数十部。
１９７０年后，创作、出版一批适合“文化大革命”政治要求的连环画，出现施大畏、
黄全昌、俞晓夫、陈谷长、卢辅圣、叶雄等一批年轻作者。１９７９ 年后，连环画创
作又趋繁荣，出现《“兰亭”传奇》（王亦秋）、《一个儿子》（俞晓夫）、《钗头凤》（卢
辅圣）、《李时珍》（刘旦宅）等。汇编成套出版因“文化大革命”停顿的长篇连环
画套书《三国演义》《东周列国演义》等，新出版《李自成》。１９８４年，上海连环画
研究会成立，会员近４００人。是年，《山乡巨变》获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节特
别荣誉奖。
年画 清末同治至光绪年间，上海县城内旧校场有店铺代销苏州桃花坞年
画。因有利可图，有上海店铺自己刻印年画，画技、印刷、纸张均胜桃花坞，行销
颇畅，有的还返销苏州。因此出现一批年画字号。年画有寓意驱邪祝福的《天
师真人》、戏曲故事《刘皇叔东吴招亲》、反抗列强侵略《月夜大战高丽平壤城》，
历画《福寿双全》等。光绪九年（１８８４年）十二月，点石斋制华洋月份牌，中国画
画师周慕桥第一个用中国木版年画，配商品广告画画，形成月份牌画。二十二
年，上海鸿福来吕宋大票行随彩票奉送《沪景开彩图·中西月份牌》画，首次出
现“月份牌画”名称。此后，彩色石印新型年画通称“月份牌式年画”。有 ５５家
中外厂商以印发月份牌作广告。１９１４年，郑曼陀用擦笔水彩画画时装美女月
份牌 《晚妆图 》，成为美女月份牌画法之滥觞，月份牌更为风靡，出现周柏生
（桐）、徐咏青、丁云先、倪耕野等知名画家。此后，杭?英所作《五福临门》引起
轰动，众人竞相模仿，形成 １９３５ 年前胖娃娃月份牌画大流行。１９４９ 年上海解
放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文艺处组织画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三四个月
里，创作４００百多幅新年画。１９５１年，封存黄色、迷信的旧年画，倡导以新内容
的作品占领农村年画市场。１９５５年，成立上海画片出版社，９家私商合并为公
私合营，专业出版以月份牌画种为主的年画及通俗画片。１９５６年，成立年画创
作研究室。组织年画家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现场创作。创作《菜绿瓜肥产量
多》《和平万岁》等一批新作品。１９５０ 年，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发行年画 ７００ 多
万份。１９５８年，初、重版近６００种，印数１．１亿份，占全国发行总数３／４。１９６０年
后，以工业生产和农村场景为题材，进行“年画大会战”，取消传统题材，印数下
降。１９６８～１９７４年，创作、出版停止，１９７５年恢复。１９５２～１９９２年，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年画０．３万种，印数约２５亿多份。
宣传画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刚解放，出现全张彩印《欢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的伟大胜利！》等宣传画。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９５７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２３４
种宣传画，总印数 ３２．７ 万张。重要的有一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伟大成
就》（１０张）宣传画。１９５５年，出版《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把中国建设成为

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年 ４ 月，出版 《我们都是卓娅妈
妈的好孩子》的摄影作品宣传画。此后，数年出版摄影宣传画６８种。１９５８年，
为配合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出版宣传画１６６种，总印数
４００万张。钱大昕《争取更大丰收献给社会主义》一画，印数 １１．２５万张。还有
翁逸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祖国》等作品。并有周瑞庄援越反美题材的作
品。１９５９年，庆祝建国１０周年，佳作不断，哈琼文《毛主席万岁》累计印数２２．１３
万张。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每年品种降至不足３０种。“文化大革命”中，出版描绘毛
泽东形象的和以“革命样板戏”为题材的宣传画等。１９７８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设立年画宣传画编辑室，创作出版反映科学家的以及安全生产、生态环境
卫生、交通安全、发展体育等内容的成套宣传画。
雕塑 上海今存最早的雕刻作品有唐大中十三年 （８５９ 年）松江石经幢。
明清时期，作品有今存原松江府城隍庙大门前（今方塔园内）明洪武三年（１３０７
年）浅浮雕,砖雕。南市古建筑今留有表现戏文故事、神话传说和动植物图案
等内容的砖雕，代表作有清乾隆年间书隐楼砖雕、豫园内会景楼“八仙过海”等。
上海开埠后，租界出现纪念性雕像。清同治四年，法租界建法侵华海军统领卜
罗德铜像。光绪十六年，南京路外滩建立英首任驻沪领事巴夏礼铜像。１９２４
年，在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落成大型雕塑《欧战和平纪念碑》，一度成为
上海的城市标志。１９３７年，建普希金纪念碑。上海沦陷后，除德国侨民所建雕
塑外，其余雕塑均被日军拆毁。１９４７ 年，普希金铜像在原址重建。清末，上海
建筑物出现欧化的建筑雕塑。宣统二年，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今中山东一
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门口有２座青铜人物坐像。１９２３年，汇丰银行大厦门前
放置有英国塑造的一对铜狮子。清末，出现中国名人雕塑李公祠李鸿章胸像。
１９２９年，市政府大楼安置江小鹣创作的孙中山铜像。清同治初年，上海天主教
会徐家汇土山湾画馆，有西班牙籍范廷佐教授雕塑，培养张充仁、徐宝庆等中国
第一代雕塑家。１９２０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设立雕塑科，开中国雕塑教育的先
河。１９３１年，岳仑举办中国第一个个人雕塑展。２０～４０年代，张辰伯、潘玉良、
刘开渠等先后在上海从事雕塑创作。１９４７ 年，有张充仁、滑友田等 ６ 人，１９５１
年有３８人。是年，组织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方案征集活动。５０ 年代中期，
征集五卅运动纪念碑设计方案。１９５５年，中苏友好大厦门厅建立解放后上海
第一座室外雕塑 《中苏友好》，苏联凯尔别 · 莫拿温创作。１９５６ 年，《鲁迅像》
（萧传玖作）在虹口公园落成。１９５８年，《游击英雄孙玉敏》（张充仁作）和《少女
头像》（陈道坦作）石膏雕塑，参加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文化
大革命”中，全市建立领袖像数十座。１９８１ 年春节，举办上海市城市雕塑设计
展览会，１９８５年４月，上海市城市雕塑委员会成立。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每年有５０
多件城市雕塑作品在上海落成。重建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普希金铜像》（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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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西晋，云间陆机工书，善行、草书，有墨迹草书《平复帖》存世，为今存
中国书法墨迹中最早的一件，人称南帖始祖。北宋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米芾任
青龙镇监镇，书有《隆平寺藏经记》等作品。宋末元初，温日观善草书。元，任仁
发取法李邕。明初，长洲人宋克活动于上海地区，培养一批书法家。“云间二
沈”沈度、沈粲奠定松江“书甲天下”的基础，沈粲影响明代馆阁体的形成。又有
张黻、张黼、朱孔阳等书家。松江书法独领风骚达百年之久。陆深真草行书，一
代名笔。董其昌书法自成一家。清张照书法被康熙称为羲后一人。后又有钱
大昕、钱坫。此后，上海地区书法衰落。上海开埠到民国时期，大批外地书家迁
居上海。知名的有任伯年、吴昌硕、李瑞清、沈曾植、赵叔孺，虚谷、蒲华、齐白
石、高剑父、张大千、溥心畲、吴大贗、郑文焯、萧退庵、蔡元培、李健、王福庵、马
公愚等。大多鬻书画自给，形成“海派书风”。民国前期，上海书法受清末包世
臣、康有为影响，一改尊帖为尊碑，风格上偏向博大雄强，尤以吴昌硕、高邕、沈
曾植、王同愈、曾熙、李瑞清、王震、经亨颐、李叔同等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沈
卫、罗振玉、刘春霖、郑孝胥等清末遗老，书法各有家风。章太炎、萧退庵、陈三
立、黄节、柳诒徵、丁辅之等学者书家，书法多书卷气。民国中后期，出现书法大
家和成熟的书法理论，有的书家集金石书画于一身。书法大家以于右任、沈尹
默为代表。于右任 １９３２ 年倡导标准草书。知名的还有章士钊、马公愚、邓散
木、潘伯鹰、白蕉等，及钱瘦铁、王蘧常、郭绍虞、顾廷龙、吴湖帆、谢稚柳、来楚生
等。１９１６～１９４９年，创办书法刊物１７种。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豫园书画善
会成立，到１９４６年约有１７个书法社团。解放初期，书法未受到关注。１９６０年
６月，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沈尹默、白蕉、李健、王福庵、张叔通、汪东、马公愚、陈
巨来、叶露园入院。１９６１年，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１９６２年，上海青
年宫首次创办书法篆刻学习班，培养一批中青年骨干。沈尹默 《书法论》等出
版，宗白华、朱光潜对中国书画艺术的见解，对上海书法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周慧 臖、韩天衡等青年坚持临摹碑帖，成为上海书坛中坚力
量。１９７２年，徐伯清举办“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全市性的书法展览会。１９７３
年，上海中国画院主办上海第一届书法展。１９７８年，《书法》杂志创刊。成立上
海墨画社等民间书画艺术社团。１９８９ 年，上海师范大学创办书法大专班。
１９９５年，上海大学文学院成立中日书法交流中心。
篆刻 明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云间顾从德委托王常辑成《集古印谱》６卷，

为全国第一种以秦汉原印蘸印泥钤拓的谱集。清康熙、乾隆年间，嘉定邓渭、严
煜等善治印。杨谦刻印辑成《吉人印谱》《练滨草堂印谱》。乾隆初年，上海县航
头镇王睿章《醉爱居印赏》２册辑集。嘉庆道光年间，嘉定钱侗、程庭鹭等均好
篆刻。瞿中溶撰《集古官印考证》１８卷稿。上海开埠后，西泠八家之一篆刻家
钱松及富阳胡震等江浙书画篆刻家纷集上海。吴昌硕篆刻从浙皖两派入手，后
又致力于秦汉玺印、封泥、古陶文，又把石鼓文笔意和风采融入印中，主张师古
而创新，同治九年至光绪九年辑有自刻印集《朴巢印存》。光绪三十年，吴昌硕
任西泠印社社长，又在上海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等１０多个美术社团的
活动，上海成为清末印坛中心。民国时期，成立印学研究社团，刊行印学图书。
以吴昌硕、赵时枫、王?影响最大，有弟子和追随者徐新周、赵云壑、赵古泥、陈
师曾、李苦李、潘天寿、钱瘦铁、王个 鋎、沙孟海、朱复戡、诸乐三、方介堪、张鲁
庵、陈巨来、叶潞渊、韩登安、顿立夫、吴朴、江成之等。黄宾虹、王大?、褚德彝、
童大年、易大庵、经亨颐、黄葆戊、弘一、杨天骥、李健、陈澹如、唐醉石、汤临泽、
简经纶、马公愚、邓散木、张大千、来楚生、邹梦禅、朱其石、白蕉、童雪鸿、秦康祥
等大家在上海创作。邓散木教授篆刻学，篆刻开始学科化，其讲稿辑成 《篆刻
学》，１９７９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０年，方介堪刻成《上海各界人民爱国
公约》１册。１９５６年，集体刻成 《鲁迅笔名印谱》。１９５８ 年秋，方去疾、吴朴堂、
单晓天合作刻成《瞿秋白笔名印谱》。１９６１年，钱君稥刻成《长征印谱》。到 ６０
年代中期，出版《西湖胜迹印谱》《养猪印谱》、《吴昌硕篆刻选》等。解放初至６０
年代中期，开展对艺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以及篆刻家个人作品的辑集出版。
１９５１年，方节庵、方去疾辑吴让之、赵之谦、胡、吴昌硕印集编成《晚清四大家
印谱》。陈巨来撰印话集 《安持精舍印话》２１ 则。１９５３ 年，宣和印社辑成赵孺
《二弩老人遗印》、王-《福庵老人印集》、邓铁《散木印集》、方约《节庵印泥印辑》
各１册。张鲁庵编成 《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１９５７ 年，秦康祥、孙智敏编撰
《西泠印社志稿》。１９６１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文化大革命”中，
方去疾等组织老中青印人用简化字创作《新印谱》３集。涌现青年作者韩天衡、
刘沪声、童衍方等。１９７８年，举办首次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８０年代起，出版
韩天衡《中国篆刻艺术》、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等。《新民晚报》设《印章琐谈》
和《印林新知》专栏。１９８９ 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中国美术全集 · 玺印篆
刻卷》。
三、 摄影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广东人罗元、法国人李阁朗等在上海开始摄影活动，
出现苏三兴、公泰等照相馆。１９１２ 年后，中国第一种摄影刊物 《真相画报》创
办，刊登以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中华写真队为主的摄影作品。同时，《神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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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表《革命风潮肖相》《革命都督黄兴》等反映辛亥革命的新闻摄影作品。２０
年代前后，上海民国第一通讯社等新闻摄影机构成立，出现中国最早的专职摄
影记者。３０～４０年代，摄影从纯照相业走向艺术发展。１９３０ 年，黑白影社成
立，至１９３７年连续举办４次影展。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抗日摄影展和抗日画报
盛极一时，摄影画报有《良友画报》《抗日画报》等１７种。上海沦陷后，有《中国
画报》等十数种，郎静山、吴印咸等大部分摄影家转辗全国各地。１９４８年，成立
全国性摄影团体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月刊》和 《柯达杂志》等创刊。１９４８
年１１月，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上海成为全国的摄影重镇和摄影人才集散地。
解放初至１９６５年，艺术摄影和人像摄影发展，形成上海的摄影特色。１９５４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成立，至 １９９５年出版摄影书籍、图片、期刊等
超过０．３万种。１９５７年，出版《摄影艺术选集》等大型摄影艺术画册。６０ 年代
以后，照相馆业的人像摄影作为上海特色发展迅速。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４年，举办上
海第一、二届人像摄影艺术展览。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览会，
比重超过全会２１％。１９８３年，成立上海市人像摄影研究会。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
先后举办上海市业余摄影爱好者作品展览会和上海农村摄影比赛。１９８８ 年，
宝山县彭浦乡被命名为“摄影之乡”，出版全国第一种农民摄影集《农民摄影作
品选》。１９８０年，上海举办香港摄影家简庆福个人摄影艺术展。１９８６年起，每
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摄影艺术展。１９８３ 年，出版摄影理论集 《摄影文集》。１９９０
年，举办郎静山影艺学术讨论会。

第十六节 民间艺术
一、 民间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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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 上海地区的劳动号子大体可分船渔号子、搬运号子、建筑号子、农事
号子４类。船渔号子，尤多渔民号子，有不同帮派，上海本地渔民号子叫 “沙
帮”，因为本地岛屿主要由泥沙冲积而成，地名多以“沙”名。主要有《拔篷号子》
等。建筑号子，建筑号子以“崇明帮”最有代表性，在音乐上影响不少全国各地
同类号子，曲调富有长江口地区民歌特色。长江口区岛屿农民造房子，唱《打石
硪号子》，称为土号子。上海县有《三击头打夯号子》。搬运号子，有起重号子、
摇车号子、拖车号子等，码头工人搬运号子品种、数量最多。上海港码头工人，
大多来自江苏、浙江、湖北和本地农村，形成本帮、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等号
子。农事号子，有《踏车号子》《赶鸭号子》等。《赶牛号子》流传于崇明、横沙等
岛，一人唱起，牧童应和。

山歌 上海郊区的山歌有田山歌和小山歌。田山歌，又称大山歌、响山歌
或喊山歌。１９３４年，《青浦县续志》记载为今文献中最早见到 “田歌”的称谓。
１９３７年前最为兴旺。１９５３年２月，青浦县举行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田
山歌第一次登上舞台。９月，赵巷乡丁窑村田歌队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
蹈会演，获优秀演出奖，青浦田歌在全国出名。山歌手拼档搭配、互教互学，七
八人到十二三人一伙演唱，唱时各有专长，配合默契。也常以换工（伴工）互相
帮助。由此形成山歌班。歌目有《落秧歌》等，解放后编唱《天马山下稻谷香》等
新山歌。小山歌，流传于市郊各县，农民常在耘稻、? 花、织布、纺纱、除草、松
土、茶余饭后、闲憩乘凉时哼咏。因编唱自由，见啥唱啥，有问有答，即兴创作，
又称“乱嚼山歌”、“问答山歌”。有东乡山歌、西乡山歌、江口山歌。
小调 有本地的和外地传入的。可分农村小曲、舞歌、时调、经加工的小
调。农村小曲，流传市郊或市郊区部分乡镇，其中《十杯酒》各有东西乡山歌音
调特点，《对花调》有江口山歌音调特点。舞歌，用于民间舞蹈表演，流传有花
灯、连发、莲湘、拜香等。时调，多为传入江南一带以及全国流行的时兴小调，有
《五更调》等。民间说唱、花鼓戏艺人常选用民间山歌小调作为主要唱腔，有戏
曲、说唱音乐的特点，有《寄生草》等。
吟唱调 有儿歌、摇儿歌、哭丧歌、哭嫁歌、吟诵调、叫卖调、更夫调、行乞调
等。上海地区的儿歌，大多是儿童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唱的歌。语言通俗易
懂，曲调上口易唱，常唱的有 《孙中山活转来 》等。 摇儿歌，大多是即兴哼成，
常用拖腔，音乐大多宁静和缓，有的旋律优美，流行的有 《眠囡调 》等。 哭丧、
哭嫁歌，又称“哭调 ”，市郊广为流传，南汇、川沙、奉贤、金山等县最为流行。
农村姑娘十几岁开始学唱哭调，沿海妇女大多能唱几段，好的能唱近千句。
数牌调，玩牌时唱。崇明一地玩纸牌 “斗九彩 ”，有唱 《数牌调 》习俗，抓 １４ 张
牌唱１４个月，也有以牌花唱的。 吟诵调，一般用当地方言，唱五言、七言绝
句、律诗。叫卖调，最早始于叫卖农副特产的本地小贩，卖蔬菜、长锭、鲜花
等，后多叫卖小吃，还有修理棕绷、阳伞以及推销成衣等的叫卖声，也有宁波
等地客帮叫卖音调。
新民歌 新民歌有的有曲调，有的曲调失传，有的利用流行的小调、山歌填
词而成。清咸丰年间，小刀会起义，有民歌《投小刀会》。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
起义，编唱《上海工人大武装》（杨柳青调）。反映五卅运动的民歌，有《救国十二
月花名》（孟姜女调 ）等。１９３２ 年一 · 二八事变后，有 《上海打仗景 》（无锡景
调）。上海沦陷时期，流传用“苏武牧羊调”填词的民歌《打倒东洋兵》。１９４３年，
有反日伪郊区清乡的《劝郎当兵》（四季调）。解放战争时期，有《捉壮丁歌》等。解
放后，有《歌唱婚姻法》《啥人养活啥人》《公社四季好风光》《社员挑河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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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间舞蹈

上海民间舞蹈有民俗、宗教、武术杂耍３类，分别占民间舞蹈的６０％、３０％
和１０％。
民俗类舞蹈。通常在春节、元宵、花朝、端午等举行的灯会上，或在大规模
的群众性集会中出现。有上海县手狮舞，崇明县调狮子，金山县调花灯，奉贤县
马桶灯，浦东地区夜壶老爷，松江、嘉定、上海县茶担舞，奉贤、上海县滚灯等。
还有龙舞，有青浦县《双人龙》《板凳龙》《断龙》，松江县 《草龙》《女龙》，川沙县
《花木龙》，崇明县《甩龙》，嘉定县《草篮段》（《老龙》）《看龙》等。狮舞，有川沙县
《双狮舞》，普陀区 《狗头狮子》等。灯舞，有上海县 《挑小娘子》，松江县 《盾牌
灯》，川沙县《彩蛇灯》，青浦县 《蚌舞》，南汇县 《卖盐茶》，闵行区 《鲤鱼跳龙门》
等。船舞，有上海县《荡湖船》，青浦县《姨婆船》，奉贤县《女跳马》和崇明县《跑
马灯》等。另外，还有秧歌、花鼓、高跷、莲湘等类舞蹈。
宗教类舞蹈。可分为佛祭（如《拜香舞》等）、道祭、祖祭、鬼祭（如《夜巡班》
等）、神巫等舞蹈。流传较广的有奉贤县《夜巡班》，崇明县《踏八卦》，川沙县《串
灯》，青浦县《挂肉扎香》，金山县《神汉甩童子》，南汇县《九幽灯》，宝山县《拳拜
香》，松江县《串五方》，南市区《九幽朝》，杨浦区《女吊》等。
武术杂耍类舞蹈。一般也参加灯会、庙会活动，大多围场演出。有宝山县
《舞钢叉》，松江县《发火球》，青浦县 《月锁》，崇明县 《醉八仙》，南市区 《龙凤双
扇》等。
三、 民间绘画

１９７５年，出现金山农民画。１９８５年，出现松江丝网版画。８０年代，出现宝
山吹塑版画，以及回丝画、麦秆画、烙画等。
四、 民间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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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彩 上海旧有凉伞灯，俗称花神灯，用上海特产淡笺制成。宝山县有花
篮灯、塔灯，罗店镇有龙船彩灯、横沙岛有杜头花花灯，嘉定县有兔、马、宫灯等，
南汇县有走马灯、十二生肖灯、螃蟹灯、六角宝塔灯、飞禽走兽灯和各式戏文台
阁灯，松江县和金山县有串马灯，金山县有调花灯和调龙灯。上海县灯彩有龙、
狮、虎、凤凰、虫鸟、人物、花卉、瓜果、蔬菜等，尤其调狮子灯闻名四方。七宝、北
桥、鲁汇等地扎灯历史悠久。上海灯彩代表人物为何克明。
剪纸 清乾隆、嘉庆年间，剪纸艺术由江苏和浙江两地传入松江、金山、南
汇、宝山、嘉定一带。上海开埠后，八仙桥、城隍庙等处有摆摊剪卖各种枕套绣
花等。此后，有人物侧影的肖像剪纸及造型图案等，形成上海剪纸，称为海派剪

纸，代表人物为王子淦、林曦明等。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街头仍有剪纸卖花。
刺绣 明清时，上海为国内主要的刺绣产地之一。上海地区的民间刺绣
有，（１）供欣赏摆设的工艺刺绣，有镜片、壁饰、挂件等。（２）日用品刺绣，刺绣的
主体有衣裙等，花样图类一般多为吴越地区民间传统吉祥图案。江南顾绣闻名
于明嘉靖年间，起源于松江，盛于上海县城厢露香园。其他刺绣有金山刺绣，宝
山刺绣，川沙花边编结、绒绣，上海县花边编结。
染织 主要是乡村棉纱土布纺织印染。一是纺纱染色，织成色布，织出各
种条纹或方格花布。二是织成白布，再染色印花，可染成彩印花布或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亦称药斑布，民间俗称浇花布，最为流行，可做被面、帐子、门帘和衣
料、围腰、头巾等。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之，有天青、元
青、淡青、天蓝、二蓝、葱蓝及湖色等不同蓝色。明清，盛行于上海地区，２０世纪
二三十年代趋于衰落。
草编、竹编、麦编 草编，主要产于嘉定，起始于唐代，用黄草，种植和编织
在澄桥一带，清末民初移至徐行一带，徐行被称为“黄草之乡”。竹编，俗称篾竹
编，市郊普遍用竹编农事或生活用具。麦编，原料用山东维县和河南路邑等地
麦秆，有２８种品种。
竹雕 亦称竹刻和刻竹。明、清时期，嘉定竹刻名闻国内，见诸史籍的竹刻
名家有１３０人。分茎雕和根雕两种，前者有浮雕和圆雕。相传为明正德、嘉靖
年间嘉定朱鹤始创竹雕。嘉庆至清末百余年间，浮雕渐为少见，圆雕濒临绝迹，
小像多用留青、阴刻。
木雕 有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上海泥水木匠和家具木匠有善木雕者。红
木雕创始于明代，黄杨木雕多为工艺人物雕。
砖雕 又称砖刻，上海地区多见之于房屋院宅。一种是在砖坯或瓦坯泥未
干时用模具刻印花纹图像的，称画像砖，供建筑时拼接。另一种是在烧制好的
砖瓦上刻凿雕琢而成，知名作品今存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松江府城隍庙照壁
砖雕。
工艺美术 南宋时期，漆器日用器皿，木胎朱漆，器形规整，髹漆光亮。雕
刻今存出土于上海县朱行南宋墓的石雕道教神像。出现朱克柔、沈子藩等缂丝
名家，朱氏传世名作《莲塘乳鸭图》等为国家博物馆收藏。元代，漆器工艺更趋
成熟，八瓣莲花形漆奁分为５层，朱漆粉脂小圆盒采用镶银口新工艺。金属工
艺品有银刻花簪等，利用贵金属的材料特性，镂刻出纤细如发的花纹。明代，松
江铸铜名匠胡文明，依古式制彝、鼎、尊、卣等铜器。刻砚名手顾从义，于一砚摹
刻石鼓文４３４字。木雕工艺品，有长方形檀木镇纸。紫檀木笔架用家具结构，
底座嵌有大理石。嘉靖年间兴起的嘉定竹刻，兴盛３００余年。露香园顾绣为中
国名绣，今存韩希孟的传世作品《洗马图》《藻虾》等。清代，松江出现刺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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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佩，著有中国第一部刺绣专著《绣谱》。道光年间，出现紫砂高手瞿应绍和邓
符生。顺治年间，金银首饰工艺发展。道光年间，出现杨庆和、老凤祥等多家银
楼作坊，清末形成裘天宝等９大银楼，各有工艺特色名世。清末，刻字、印章业
店肆大多在望平街。专作紫檀、花梨、红木小件的作坊大多在上海县城新、老北
门一带。象牙雕刻作坊大多在上海县城隍庙。玉器雕刻作坊大多在上海县城
小西门。折扇店大多在河南路和豫园。戏衣街在上海县城大东门西。民间工
艺品繁多，有灶头画、剪纸、灯彩、风筝、黄草编等。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玉器、
象牙雕刻发展。知名玉器作坊有万源斋、韩万朝等 １０多家。竹刻以留青浅刻
为特色，名艺人有金绍坊、支慈庵、徐素白等。刺绣名家张华瑾作品《菊花蛱蝶》
等获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奖章，与许频韵合著 《女子刺绣教科书》和 《刺绣
术》两书，广为发行。面塑名艺人有潘树华、李俊兴、李俊福等。剪纸艺人武万
恒、张二爷、王显钦、蒋桂荣。象牙细刻名家薛佛影，４０年代，兴起瓷刻，名家有
陈智光、杨为义等。传入浙江东阳木雕，名手有杜云松、楼水明。传入扬州漆
器，名艺人乔松林、张国昌。传入苏州红木雕刻，高手有周兴玉。２０～４０年代，
绒线编结发展。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从业绒绣人员２万人，月产绣品３０万件、月销
售额１０万美元。３０年代起，机绣工艺发展，１９４３年创办佳丽机绣社，专门生产
机绣品。三四十年代，发展镶嵌首饰和钻石琢磨工艺，镶嵌首饰作坊有邵庆福、
大伟行、春和、郑正轩等，钻石琢磨名匠有张涌涛等。２０年代，法国传入的彩绘
玻璃工艺获得发展。１９５６年，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成立（后发展为研究所），聘
请名艺人。玉器，形成炉瓶、人物、花鸟、走兽４个品种系列。象牙雕刻，冯立锦
创立细花空雕独树一帜。绒绣，从日用品发展为多层次复色的艺术欣赏品。戏
剧服饰，在全国同行享有盛誉，知名艺人谢杏生。黄杨木雕，新作涌现，有大型
银杏木雕《五卅惨案》。面塑，擅长表现戏剧人物和神话人物。灯彩，创立体动
物灯彩，五彩缤纷，金碧辉煌。剪纸，简练夸张、线条流畅、装饰性强。竹刻，《古
琴臂搁》等为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砚刻、象牙细刻、瓷刻、金银首饰磨钻工艺
等，探索表现形式、丰富题材。１９６４年，全市有６１人获工艺师称号。１９８７年，９
人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高级工艺师。１９８８年，８人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１９８９年，８人获高级技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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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文化娱乐场所 、艺术节庆
一、 戏楼（台）

元代，松江府衙前有勾栏演出杂剧。明永乐年间（一说崇祯元年），上海县

城隍庙增建戏楼。明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豫园打唱台建立，为上海最早的
戏台。清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商船会馆设上海首家会馆戏台。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年）起，各地在沪客商和其他人员建会馆，各业建公所，为聚集议事和庆
典，建会馆、公所戏台，建有浙绍和钱业及三山 （果橘业）等会馆、公所戏台约
３０座。
今存各时期戏楼台有上海城隍庙戏楼、青浦城隍庙戏楼、商船会馆戏楼、朱
家角城隍庙戏台、七宝镇城隍庙戏楼、四明公所戏台（青浦大观园戏台）、天后宫
戏楼、钱业会馆戏台（嘉定汇龙潭戏台）、钱业会馆戏楼（豫园曲苑戏楼）、三山会
馆戏台、胡宅家庭打唱台。
二、 戏茶园

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 ），上海县署西首建专演昆曲的三雅园。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宝善街（广东路福建中路一带）出现以演徽班为主的一桂轩。六年，
在其附近又建满庭芳茶园，邀京班演出。随后丹桂等茶园相继开张，十一年上
海有演出的茶园超过百家。清末民初，先后开办的有 １１０余家。今广东路、福
建路一带最为集中，先后有７４家。大多演昆、徽、京班，少数演柳子戏，粤剧、汉
剧、文明戏、绍剧和江淮戏。到１９１７年贵仙茶园关闭，茶园演出结束。
各时期，主要戏茶园有三雅园、一桂轩、满庭芳、丹桂茶园（丹桂轩）、金桂轩
（金桂茶园）、天仙茶园、群仙茶园。
三、 剧场

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英侨在诺门路（今香港路）圆明园路口建造兰心大
戏院，木板建筑，十年毁于火灾。次年，上海纳税西人会募集基金在博物院路
（今虎丘路）重建，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春阳社假以公演《黑奴吁天录》，为全
国首次营业性话剧演出。三十四年，沈缦云等在十六铺建新舞台，成为上海第
一座称为舞台的新式剧场。仿欧洲、日本剧场，改传统四方形戏台茶园格局，呈
圆形，舞台设有机械转台、灯光、布景，观众厅三层，席位 ０．２ 万座。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丹桂第一台建造，美国人设计，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舞台为新式转
台，设太平门、太平楼多处。同时，歌舞台等问世，率先引进镜框式舞台，后又引
进新式的舞台机械和电器设备。 到 １９１７ 年，舞台戏院完全取代茶园戏院。
１９２６年，大新（天蟾）舞台开业，圆形建筑，舞台呈扇形，凸显前场，设二层看台，
共有０．３万张席位。１９３０年，三星（更新）舞台（今中国大戏院）、共舞台相继开
业。１９３４年，文明大舞台重建，由此，上海形成天蟾、更新、共舞台、鑫记大舞台
四大京剧舞台。同时，又出现戏院，有１９３０年黄金大戏院、明星大戏院、广东大
戏院、兰心大戏院等。３０年代后期至４０年代，有的地方戏班在上海立足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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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固定的演出场所，又出现皇宫、江淮等一批小型剧场。其间，卡尔登等影戏院
改演各类戏剧。１９４１年，美琪大戏院建成，观众大厅采用一、二层楼共用空间
设计，１９８９年被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１９４８年，全市有平（京）剧场 ４家、
话剧场１家、滑稽戏场２家、越剧场２９家、沪剧场６家、江淮戏场１２家、扬剧场
６家。１９４９年，共有剧场１２８座。１９５０年，南京大戏院改北京电影院，１９５９年９
月改上海音乐厅。１９５７年，金城大戏院改黄浦剧场，作为上海市淮剧团的演出
基地。到６０年代，全市解放前所建剧场剩 ３６座。同时，改建、新建一批剧场。
１９５０年，改建市人民政府礼堂。１９５２ 年，跑狗场逸园改文化广场，有座位 １．５
万席，成为上海重要的大型演出、集会场所。１９６０ 年，建全市工人新村地区第
一个剧场曹杨剧场。１９６１年，在卫星城闵行建闵行剧场。１９６４年，建第一家杂
技场上海杂技场。１９６０年，仙乐书场改上海木偶剧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演出场
所２２８座。
各时期，主要剧场有新舞台、文明大舞台（人民大舞台）、谋得利小剧场（春
柳剧场）、新剧场、鸣盛梨园、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老天蟾舞台）、中华大戏院
（亦舞台）、小舞台（笑舞台、新乐府）、广舞台、春华舞台（老更新舞台）、大新舞台
（天蟾舞台、天蟾京剧中心———逸夫舞台）、黄金大戏院 （大众剧场）、三星舞台
（更新舞台、中国剧场、中国大戏院）、九星大戏院、上海音乐厅（南京大戏院）、荣
记共舞台（共舞台）、明星大戏院、广东大戏院（群众影剧院）、兰心大戏院（上海
艺术剧场）、东和馆（文化会堂、解放剧场）、金门大戏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
场）、辣斐大戏院（长城电影院）、金城大戏院（黄浦剧场）、月光大戏院（亚蒙大戏
院、大同戏院、大庆剧场）、皇宫大戏院（国联大戏院、五星剧场）、金都大戏院（瑞
金剧场）、美琪大戏院（北京影剧院）、皇后大戏院（和平双厅电影院）、上海市人
民政府大礼堂、文化广场、上海歌剧院小剧场、沪东工人文化宫剧场、上海市邮
电俱乐部影剧场、徐汇剧场（徐汇影剧场）、仙乐剧场、曹杨影剧院、中兴剧场（中
兴影剧场）、闵行剧院、上海杂技场、南市影剧院、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上海
商城剧院。
四、 电影院

上
海
通
志
干
部
读
本
５７４

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七月初三，西方商人在上海闸北的西唐家弄（今
天潼路８１４弄３５支弄）的游艺场所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
最早的电影放映。二十三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在今南京东路、九江路、福州
路一带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二十九年，西班牙人在乍浦路
跑冰场内放映电影，后在福州路青莲阁租房，成为上海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
三十四年，在乍浦路用铁皮搭建虹口活动影戏园，人称“铁皮房子”，有座席２５０
个，成为上海第一家电影院，开幕首映外国影片《龙巢》。次年，雷氏新建维多

利亚影戏馆。１９１４年，在今南京西路新建夏令配克影戏馆。１９１４年，日商开
设东和活动影戏园。至１９１７年，上海先后出现 １０座影戏院。大多在北四川
路海宁路周围。其中，雷氏建有５家，号称“电影大王”。１９２３年，卡尔登大戏
院（今长江剧场）建成。１９３９年，沪光大戏院落成。是年，全市有影剧院５０余
家。其中，２８家开设于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６月，大光明电影院开业，号称
远东第一，专放美国八大公司影片。１９３５年，全市有电影院４２家，各有一半分
别放映国产和外国影片。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租界电影院营业繁荣。１９３９ 年 ２
月，沪光电影院开业首映国产片 《木兰从军 》，引领市电影院放映爱国影片。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美琪大戏院开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多影院被迫停业，改作
军火仓库或难民收容所。１９４３年５月，日伪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强行接管大光明等１２家大影院。其间，开设 ３家影院，其中 １９４２年 ２月皇后
大戏院（今和平双厅电影院）开业。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电影院开业，为民国时期
上海最后建造的电影院。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影院５２座。１９４９年７月，上海
市军管会接管文化会堂、国际、民光、海光４家国民党机构办影院。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又接管大光明、国泰、美琪等９家外商或挂外商招牌的影院。其余民营影院
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影院分为专业影院和兼营影剧院。专业影院有大光明等
３１座。剧场或影剧兼营的有美琪等 １９座。１９５２年，解放后首家新建影院衡
山电影院开业。１９５５年，杨浦电影院开业。１９７８年，天山电影院开业。１９９２
年，上海影城开业。 其间，郊县自 １９５３ 年，建造一批影剧院。１９９５ 年，市区
有专业电影院５７座，兼映影剧院６２座，郊县有影剧院 １３５座，有对内电影俱
乐部１２７个。
１９４６年，上海影院首轮放映故事片３８３部，其中国产片１３部、美国片 ３５２
部、英国片１５部、苏联片３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进口美国８大
公司和英国鹰狮公司影片 ０．１８ 万部。１９４９ 年，全市放映电影 ３．５ 万场，观众
１８０６万人次，发行收入 ８３ 万元。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 ２１．３ 万场、４０９２ 万人次、１．０５
亿元。
各时期，主要影院有虹口大戏院（虹口活动影戏院）、新华电影院（夏令配克
影戏院）、长江剧场（卡尔登大戏院）、嵩山电影院（恩派亚大戏院）、曙光剧场（光
陆大戏院）、淮海电影院 （东华大戏院）、贵州影剧场 （北京大戏院、丽都大戏
院）、蓬莱电影院（蓬莱大戏院）、大光明电影院、浙江电影院 （浙江大戏院、浙
江立体电影院）、新光影艺苑（新光大戏院、新光剧场、新光观摩厅）、建国电影
院（荣金大戏院）、国泰电影院（国泰大戏院）、大上海电影院（大上海大戏院）、
长城电影院（辣斐大戏院）、沪光电影院（沪光大戏院）、和平双厅电影院（皇后
大戏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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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游乐场

赛马、赛狗场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瑞麟洋行组织跑马总会，以８０余
亩土地辟作花园，设抛球场，筑跑马赛道，次年举行上海第一次赛马。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年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 ），先后辟第二、第三跑马场。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向华人开放。１９２０～１９３９年，票房收入１．５亿银元。１９２８年，英商开辟明
园跑狗场，不久英商开办申园跑狗场。法商开办逸园跑狗场。１９３１～１９３８年，
逸园结余３６０万元银元。１９４３年、１９５１年，逸园跑狗厅、跑马场先后关闭。
综合性游乐场 清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富商张叔和购味莼园，园称张园，
至清末民初，时有名人聚会，举办舞会、文明戏演出。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华商
黄楚九开办上海第一个屋顶花园楼外楼游乐场，演出杂耍、滩簧、大鼓，后又添
群芳会唱。１９１５年，创建大型综合性游乐场新世界游乐场，演出京剧、滩簧等，
盛极一时。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４日，大世界游乐场开幕，设乾坤大剧场、电影场和多
处小型戏台，轮番表演各种戏剧、曲艺、歌舞和杂耍，辟有商场、酒楼、茶室、弹子
房。日游客万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综合性游乐场。９ 月，先施公司在四至六
层楼设先施乐园，演出各种戏曲、表演歌舞和杂技，放映电影。另有大世界、花
花世界、江北大世界等游乐场。３０年代，舞厅、弹子房等娱乐场所发展。４０年
代，剩大世界、先施乐园、天韵楼、大新游乐场和福安游艺场等 ５ 家。１９５６～
１９６０年，撤销４家，剩大世界１家。“文化大革命”中，大世界游乐场关闭，１９７４
年以青年宫名称复业，１９８７年１月恢复为大世界游乐中心。１９８５年，建解放后
上海最大的游乐场锦江乐园。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游乐场、台球房、游戏机房 ９１９
家。各时期，主要游乐场有张园、爱俪园、楼外楼、新世界、大世界、先施乐园、天
韵楼、新新游乐场、新都剧场、福安游乐场、大新游乐场。
六、 歌场、舞厅、音乐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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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有唱曲者在茶楼挂牌，茶客点唱。青莲阁茶楼三楼设
小广寒游艺场，有群芳会女子京剧清唱戏曲茶座。顾客可饮茶和听戏、听曲。
四马路（今福州路）小广寒等 １２家楼号称 “十二楼”，均设戏曲茶座。１９２２ 年，
一品香旅社设舞厅、弹子房等设施，于周末、周日举办交际舞会。不久，黑猫舞
场开设，设有舞女伴舞，开创中国营业性舞女伴舞。社会对跳舞多有抨击，到二
三十年代舞厅跳舞成为时尚。１９２６ 年，永安公司大东舞厅开业，后百乐门、仙
乐斯舞厅开业。百乐门号称“东亚第一舞厅”。１９３４年，大沪等８家舞场举行跳
舞比赛。１９３７年，南京路一带和大世界周边有舞厅２１家。４０年代，全市有２６
家，直至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初，舞厅营业萧条，１９５４年全部停业。
三四十年代，爵乐等歌场创办，以群芳会唱、京戏彩排、时代歌曲为专场。

新雅等餐馆利用就餐前后间隙，办音乐茶座。１９４５年，全市有歌场３家。１９８０
年，和平饭店有老年爵士乐队演出，出现上海第一个音乐酒吧。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０
日，沪光电影院在全市开出第一家音乐茶座。上海展览馆开办上海解放后新办
的第一家营业性舞厅。丁香花园在上海首开迪斯科舞厅。１９８５ 年，全市有舞
厅５２家、音乐茶座１２家，专为外国人、华侨、港澳台胞服务。１９９５年，全市有舞
厅（含歌舞厅）０．１４万家、音乐茶座１４１家、卡拉 ＯＫ（含 ＫＴＶ 包房）０．３１万家，
从业人员３．０８万元，全年营业收入２８．８９亿元，税收２．７１亿元。
各时期，主要歌场、舞厅有时代歌场、高乐歌场、圣爱娜舞厅、百乐门舞厅、
七重天舞厅、大都会舞厅、仙乐斯舞宫、私人俱乐部、上海ＪＪ迪斯科广场、上海
市戏曲学校星期京剧茶座、黄楼卡拉 ＯＫ 厅、凯撒皇宫卡拉 ＯＫ 歌舞厅、新都娱
乐总会、联谊俱乐部舞厅、贝思特（ＢＥＳＴ）夜总会（上海文艺俱乐部）、上海演歌
台、上海阳光俱乐部。
七、 书场

清咸丰末年，在上海县城厢陆深旧宅出现书场。此后，也是楼、壶中天、玉
茗楼等茶楼改书楼，茶客饮茶听书。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汇泉楼书场开业，
因专用于评弹演出称清书场，设听众席２４２座，台前放专供老听众的“状元桌”，
两侧置靠背椅女听客座席２０座，场中列长条靠背椅听众席。除夕夜演出，多时
２０余档，从晚６时至次日天明，众多老听客听书守岁，不少评弹名家在此唱响，
成为上海早期最有影响的专业书场。光绪末年，上海县城厢春风得意楼辟书
场，九曲桥湖心亭辟怡情处书场。１９１５ 年，新世界开业，为上海首家游乐场设
书场。此后，大世界、先施乐园多家游乐场所演出评弹。２０ 年代，长乐旅馆开
始附设书场。１９３０年，东方饭店底层附设东方书场，座椅４００余席（一说６００余
席），冬置皮垫，夏铺草席，男女不分座，有水汀、电扇、扩音器。扬子、一品香等
３０余家中高级饭店和米高美等１８家舞厅竞相仿效。１９３５年，中南饭店书场以
男女合演，听众可出资点唱开篇吸引听众。１９４３ 年，新开沧州书场，专聘知名
响档献艺，实行听书月票制，一时成为沪上听书新闻。４０年代中期，上海（含周
边农村地区）有３００余家书场。电台设“空中书场”。１９４５年，全市有专业书场
１６家，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９家。５０年代，书市兴起，茶楼书场大多转为专业书场。老
书场雅庐、大华、玉茗楼等，改善设施，继续经营。维也纳、大都会舞厅停业后改
成西藏书场、静园书场，成为骨干书场，采用灯光技术，设电扇、暖气等设备，设
座５００～８００席。５０～６０年代，全市约有书场４００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停止
评弹演出，大多数书场关闭。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书场恢复，大华、静园等书场听众
争相购票。１９８５年，上海评弹团开设书场乡音书苑，专聘名家演出。８０ 年代
起，书场日趋萎缩。１９９１年，市区有书场２６家，郊区 １２１家。１９９５年，市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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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茗楼、雅庐、乡音书苑等７家，市郊有七宝书场８２家。１９６０～１９９５年，全市先
后有书场、曲艺场７８０家。
各时期，主要书场有玉茗楼书场、汇泉楼书场、得意楼书场、东方书场、新仙
林书场、西藏书场、仙乐书场、静园书场、乡音书苑、辽源书场、青浦文化书场、七
宝书场。
八、 群众文化场馆

区县文化馆站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三月，在宝山县城厢建通俗教
育社，有电光等设备。１９１２年，上海县通俗教育馆建立，以后宝山等县也建馆，
１９２８年改称民众教育馆，有歌咏、丝竹、演剧等活动。１９４６年，有省立馆 １所、
市立馆及其真如分馆１所，县立馆 １０所，区、乡分馆 ４８所。上海解放后，改为
人民教育馆。１９５３年 ２ 月，全市第一个文化馆普陀区曹杨新村文化馆开馆。
１９９５年，有区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３４所、县级文化馆１０所，建筑面积１４．６９
万平方米。
乡镇、街道文化站（室）、文化中心 １９５３年，区农村俱乐部统一称文化站。
１９５７年，改由乡、镇举办。１９９２年，全市２０４个乡、镇，有２０３个乡、镇文化站占
地１２．３８万平方米。街道文化站，１９５８年创建，１９９２年全市１３９个街道，建文化
站１３６个，占地１０．６３万平方米。
市文化场馆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成立。上海市工人文化
宫，１９５０年９月市总工会以１４万个折实单位（约合７万元人民币）购置东方饭
店改建。上海市青年宫，１９５８年 ２月开幕，以原金城银行大楼为宫舍，１９７４年
１０月移至大世界游乐场，１９８７年以大世界游乐中心名开放。中国福利会少年
宫，１９５３年６月开幕，以原犹太人嘉道理的大理石房改建。
九、 演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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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起，成立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公司、上海市演艺总
公司、上海经济区金三角（集团）演出公司、上海广电演出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演艺公司、上海大世界演出公司、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
有限公司、上海明星文化演艺公司１０家演出公司。
十、 重大艺术节庆

上海艺术节 １９８７年５月３１日 ～６月 １７日，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举行，
由上海市政府主办，市文化局承办。１９９０ 年起，改为上海艺术节，每两年举办
一次，于５月举办，至１９９５年共举办３届。
上海之春音乐会 １９６０年 ５ 月，首次举行。以 “上海音乐舞蹈的春天”之

意定名“上海之春”音乐会。１９６０年起，每年５月举行，至１９６６年共举办７届。
因“文化大革命”中断，１９７８年恢复，改为两年一届，至１９９５年共举办１６届。首
演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成为经典之作。
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４年，先后举行２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７～１４日，首次举办，由上海市政府主办。
第二届，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６日举行。
上海国际电视节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举办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改为上海国际电视节，定为每两年举办一届。举行以上海市花白玉兰命
名的各项奖项评选。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先后举行第三
届、第四届、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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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报刊、通讯、出版、广播、电视

第一节 报业
一、 中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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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有邸钞、《京报》流传。清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年），上海
第一种中文周报《上海新报》（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ａｚｅｔｔ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Ｌｉｓｔ＆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创办。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上海近现代中文报纸延续时间最长、
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６１～１８９５ 年），上海
创刊报纸先后有８６种，约占全国５０％。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上海第一种消闲小
报《游戏报》创刊。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上海创刊报纸４８种，占全国同期新办
报纸４４．９％，大多为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二十四年，有报纸 ２３ 种。三十年
《时报》创刊，此后至三十三年，出现一批民主革命派人的报纸。辛亥革命爆发，上
海出现大批快报性报纸，至年底先后创办报纸６０余种。１９２５年６月４日，中国共
产党第一种公开出版的报纸《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创刊。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形成小报鼎盛时期。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上海多数报纸
以外商名义出版，形成上海“洋旗报”鼎盛时期。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
周内，上海只有５种日伪报纸。１９４５年年底，上海有报纸３７种。１９４９年５月上
海解放前夕，有７０余种。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至１９４９年，上海先后出版０．１８
万种。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申报》《新闻报》
停刊。５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创刊。１９４９年底，有中文大报１１种，１９６５年有６
种。１９６６年起，因“文化大革命”，多种报纸停刊，１９７６年只有２种。１９７８年起，迅
速发展，是年有５种。１９９５年，有８６种，总印刷１９．０４亿份（册）。
日报、周报 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十月十七日，英商字林洋行创办 《上
海新报》。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报》创刊，次年发行超千份。
十二年三月，江南制造局创刊上海第一种中国人办的译报《西国近事》。十三年
五月初三，《汇报》（Ｎｅｗ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创办。光绪二年三月初五，申报馆创刊《民

报》，是上海最早使用标点符号的白话报纸。十月八日，上海道冯?光为抵制外
商报刊舆论，创办《新报》，是上海最早的非营利性的“准官报”。十一月二十四
日，文学类报纸 《侯鲭新录》创刊。八年四月初二，字林洋行创刊 《沪报》（后改
《字林沪报》），与《申报》竞争。十年二月，《申报》出号外，报道中法战争消息，是
上海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至十六年，上海先后发刊中文报纸３３种，数量占全
国各地（包括香港）报纸 ４３％ 强。十九年正月初一，《新闻报》创刊，和 《申报》
《沪报》形成三大报鼎立之势。至二十年，上海先后创刊中外文报刊约 １００种，
占全国报刊数５０％。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强学会机关报 《强学报》
创办，鼓吹维新变法。二十二年，《时务报》，二十三年《富强报》《农学报》《新学
报》等维新报刊创刊，一时鼓吹维新变法报刊达２７种，出现中国人办报的热潮。
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十二月十八日，《时务日报》《大公报》先后创刊。是时，上
海有中文日报６种，分别为《苏报》《新闻报》《申报》《字林沪报》《大公报》和《时
务日报》，其他中文报纸１７种。二十四年六月，上海第一种妇女报刊《官话女学
报》创刊。百日维新前，上海出版的新学报刊种数超过全国其他地区报刊的总
和。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禁报谕，上海报纸减至 １３ 种。二十六
年，《新闻报》发行达１．２万份，是上海第一种稳定发行在万份以上的日报。是
年底，上海有中文报纸１３种，占全国中文报纸６８．４％。此后“报”和“刊”渐有区
别，报纸以报道新闻为主，散张出版（书册形式的称“册报”和“丛报”），期刊逐渐
舍弃新闻报道。二十九年，《苏报》因鼓吹民族革命，发生《苏报》案。七月十五
日起《国民日日报》附张 《黑暗世界》，在国内最早每期刊出报头漫画。十月初
五，上海最早的同乡会报纸《宁波白话报》创刊。三十年，《金融日报》发刊，载当
日银价、汇价和黄金价格。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神州日报》创刊，最早在全国
报纸中不标清朝年号，以干支纪年。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民呼日报》《民吁日
报》《民立报》接连创办、被封、创办，被称为“竖三民”报。四月一日，上海最早的
主张地方自治的报纸《上海报》创办。三十四年起，上海道挪用黄浦江开浚费创
办和收买多种报纸，上海剩《新闻报》《时报》和《神州日报》３报未受其控制。二
年八月，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成立，上海成为全国新闻界团体活动中心。
辛亥革命爆发，各大报馆以大字抄录新闻张贴，各报增刊号外、专版，一批快报
型报纸创刊，１０月至年底创刊快报４０余种，至是年底先后出版中文报刊６０余
种。此后，出现一大批政党报纸。清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至 １９１１ 年，上海出
版报纸近２００种。
１９１２年，《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 ２０ 余种报创刊，形成创办报
纸高潮。其中，《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３报在“二次革命”前后揭袁反
袁，被称为“横三民”。“二次革命”中出现反袁报纸《民国日报》等。１９１８年，有
中文报纸２９种。１９１９年，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１９１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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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上海各报广泛报道北京五四运动。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６ 月 ３ 日、４
日创办《公理日报》《热血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其间，上海工商界人士创
办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国货周报》等报纸。１９２７年１月，《神州日报》《民
国日报》等报被孙传芳查封。１９２８年２月１日，国民党第一个中央直属党报《中
央日报》出版上海版。是年１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１９３１年，
《申报》《新闻报》日发行量均超过１５万份。１９３６年４月１日，天津《大公报》上
海版创刊。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救亡报纸创刊。１１月上海沦陷后至
年底，租界内３０种抗日出版物停刊，或迁内地和香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起，
日军对上海报纸实行新闻检查。《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借美商报纸名义拒
绝接受检查，继续刊出抗日消息，其他报纸相继改以外商名义出版“洋旗报”，
以避检查。１月２５日，《文汇报》创刊。１０ 月 １０ 日，《申报 》沪版以美商名义
复刊。至１９３９年４月，上海租界内共有洋旗报 １７ 种。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 日，工
部局发布布告禁止在公共租界内进行抗日宣传，多种报纸因发表抗日文章被
停刊。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主要报纸有 《中华时报》《平报》《新申报》《大陆新报》。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除日伪所出版的《新申报》５种中文报
纸外，其他报纸全部停办。１５ 日，《申报 》《新闻报 》复刊，受日伪严密控制。
１９４３年，上海有报纸３１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文汇报》复刊。８月３０日，《中
央日报》社迁上海，改出上海《中央日报》。１９４５ 年底，全市有中文报纸 ３７ 种。
１９４７年５月，《文汇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出版日报２７
种。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均日销１２万份。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新闻出版部接收国民党、
政、军、特、宪及各派系所属《中央日报》等１８种报纸，命令停办８种，对《申报》
《新闻报》实行军管，是日《申报》停刊。２８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联合
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此后，开始管制政治背景不明显的新闻单位，颁布私
营报刊登记办法。５月３１日～６月３０日，申请登记报社４３家，经审查对１４家
发给登记证，并规定政治性新闻和评论，必须采用新华社稿件。６ 月 ２ 日，《新
少年报》、１０ 日 《青年报》（五日刊）创刊。２１ 日，《文汇报》复刊。１７ 日，《大公
报》重新出版。２９日，《新闻报》改《新闻日报》。７月１日，《劳动报》（三日刊）创
刊。１０月６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通告，即日起凡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
各国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等驻沪记者，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是年 １２
月，上海有报纸 １１ 种。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文汇报》社迁北京，改版为 《教师
报》，１０月１日迁沪恢复原报名。１９６５年，全市有报纸１２种。１９６６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大部分报纸停刊。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月，造反派报纸《红卫战报》《上
海工人造反报》先后创刊。１９６８年，全市有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工
人造反报》３ 种，１９７６ 年 《上海工人造反报》停刊。１９７９ 年，《劳动报》和 《青年

报》先后复刊，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新民晚报》复刊。１９８６年，全市有报纸９３种，
其中公开发行５８种。１９８５年，上海报纸的发行量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位。
《文汇报》等报向全国发行。１９８７ 年，整顿全市报刊，停刊 ５４ 种，保留 ７６ 种。
１９８９年５月８日，《世界经济导报》因严重违反纪律被停刊。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７
月１日，《上海证券报》《上海金融报》先后创刊。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０日，《上海英文
星报》创刊。１９９５年，全市有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报》《劳动报》４种，
其他报纸８６种。
小报、小型报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五月二十五日，李嘉宝创办上海
第一种消闲小报《游戏报》，报道华界娱乐圈消息，刊载消闲文章。所用“一论八
消息，标题四对仗”编辑样式，为晚清小报普遍采用，二十五年最早在上海妓界
“开花榜”（选美）。是年，先后有《笑报》《青楼报》等创刊。二十六年后，再次形
成小报办报高潮。二十八年，上海日出小报１０余种，影响较大的有《同文消闲
报》等，在小报中最早采用分栏式编排，增刊时事消息，为其后小报仿效。二十
九年起，日出版不足１０种。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新刊小报约１５种，每天
约有１０种小报出刊。光绪末年，各大日报改变版面，对开新闻纸双面印刷，消
闲性报纸仍多为四开小版面报，始有大报小报之分。民国建立后，小报种数大
减，１９１８年后消亡。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出现一批娱乐业界创办的商业性小报，有
《新世界报》（新世界游乐场主办）等５种，刊载本娱乐场所消闲性内容和游艺场
节目表等。其他有《电光日报》等１０余种。１９１９年３月，《晶报》创办，为最早的
三日刊小报，和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创办的《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称为“小报
四金刚”。１９２６年，上海最早的色情小报《荒唐世界》创刊，此后半年共出现同
类小报７０多种，１９２７年后创办１００多种。此外，另有专门报道妓界消息的小报
１０余种。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国民党改组派小报《硬报》创办，此后出现 １２０多种党
派小报。其间，出现青年文学团体小报《华风报》（豫社）等１３种，鸳鸯蝴蝶派文
人及团体小报《粹报》（粹社）等１０种。２０年代后半期，出现《电影周报》等娱乐
知识性小报近１００种。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出版消闲小报约７００种。１９３５
年９月，第一种以小报篇幅刊载大报内容的小型报《立报》发刊，改变小报消闲、
娱乐性质，精选精编新闻、评论和副刊，１９３７年初夏发行量超２０万份。１９３７年
八一三事变，消闲性小报大多停刊。９ 月起，有一批小报复刊、创刊。１０ 月 ３
日，《上海报》等 １０ 种小报联合出版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 《战时日报 》。
１９３９年后，租界内小报种数剧增。出现 《锡报》等一批专载各地消息的小报。
是年，上海有小报５０余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剩《铁报》一种。至１２月底，复刊
和创刊１１种。不久因政府当局明令申请登记，大部停刊。又因期刊只需向社
会局登记，出现大量被称作“方型周刊”的小报，以《海风》周刊为最早，此后年余
有《万象》等１００余种。维持一年多逐渐消失。１９４６年６月前后，一批利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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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关系创办的小报复刊和创刊，较有影响的有 《小日报》等。清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４９年，上海共出版小报１０００余种。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出版
发行的有《铁报》和《飞报》２种，６月停刊。不久，《大报》和《亦报》创刊，１９５２年
春《大报》并入《亦报》，１１月《亦报》停刊。至此，上海日刊小报全部停刊。
晚报 清光绪二十一年，《字林沪报》出版中文晚报《夜报》。二十四年，《上
海晚报》创刊。是年，英商创办中文《晚报》，后受清廷限制停刊。宣统二年后，
晚报重新活跃。至次年１０月有《中外晚报》。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有《晚钟报》等晚
报创办。１９２１年，《中国晚报》发刊，影响较大。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先后有《东南晚
报》等１６种中文晚报创刊。３０年代，晚报在上海确立地位，１９３７年 ８月有《大
晚报》《大美晚报》中文版等 ６０余种。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救亡报纸
创刊晚刊。８月１３日，《大公报》增出《大公报临时晚刊》，８月２１日《申报》增出
夕刊。同年，《大美晚报》等 ７报以外商名义出版 “洋旗报”。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所有晚报全部被禁停刊。１２月９日，日伪控制的《新申报》等３报增出
晚刊，有《新申报夜报》《新中国晚报》《平报晚刊》。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
２３日《夜报》率先创刊。１９４６ 年，《大英晚报》和 《新夜报》复刊。是年 ４ 月 １５
日，中共上海局领导的 《联合晚报》出版。同年，南京 《新民报》在沪创办晚刊。
１９４７年，《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因报道学生运动被查封。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
有晚报《新民报晚刊》《新夜报》《大晚报》《华美晚报》《时事新报晚刊》《中华时报
晚刊》《自由论坛晚报》７种。１９４９年６月，除《新民晚报》外，其他均停刊。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２日，《新民晚报》停刊，１９８２年元旦复刊。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日在美国洛
杉矶发行美国版。
新闻画报 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三月，广州《小孩月报》迁沪出版，是上海
最早的画刊。三年八月，《申报》编印《瀛寰画报》，是国内最早以“画报”命名的
报纸。十年，《点石斋画报》（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ｅｒ）创刊，是上海最早的新闻
画报。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创刊新闻画报１０余种。三十二年，《时报》在上海
大型日报中首先附赠《时报星期画报》，各报仿效。三十三年，出版《世界》画报，
是中国人最早自办的照相画报。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发刊的画报１００余
种。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新闻画报有《真象画报》《大美画报》等。１９４５ 年抗日
战争胜利后，《申报》《大公报》《大晚报》等一批报纸编印图画附刊。１９４７ 年下
半年，上海出版摄影画报１０余种。解放后，出版的新闻画报主要有《上海画报》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创刊）和《漫画世界》（１９８５年８月创刊）。
二、 外文报纸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商奚安门创办上海最早的外文
新闻报纸英文《北华捷报》。咸丰八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报》创刊，是

上海最早出版的年刊。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中国之友》由广州迁沪，改晚刊复
刊，成为上海最早的晚报。三年，《海关中外贸易年报》出版。六年，上海第一种
由美国人创办的报刊《美国月报》创刊。至六年，在上海先后创办的英文报纸有
１０多种。是年，上海第一种葡萄牙文报纸北方版创刊。九年，上海第一种法文
报纸《法国七日报》创刊。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英文晚报《文汇西报》创刊，此后
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与早报《字林西报》同为上海最主要的两种外文报纸。十
二年，上海第一种德文日报《德文新报》创刊。十三年，上海第一种日文周报《上
海新报》创刊。至二十一年，上海先后发行外文报纸 ３０ 种。 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年）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同时出版发行的外文报刊平均 ７～１０ 种，加上
其他外文定期出版物，共约２０种。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文报刊出版发行中
心。二十九年，上海有《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华英捷报》《益新西报》和《上海
泰晤士报》５种英文报纸。２０世纪初，对外新闻传播中心北移至北京和天津，上
海地位下降。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 ），上海出版的外文报纸 １２
种。１９１１年，中美人士创办《大陆报》。１９１２年夏，《民国西报》创刊，是中国人
自办的第一种英文日报。１９１８年，在沪朝鲜侨民创办上海第一种朝文报《独立
新闻》。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２年，俄文日报《上海生活日报》和《露西亚回声报》在沪发行，
是上海最早的俄文报纸。１９２５～１９３７年，创办６种俄文报刊。１９３４年，上海有外
文报纸１５种，以《字林西报》发行量最大，１９３６年期发１．０６万份。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外文报纸有英文７种、日文４种、俄文３种、法文２种、德文１种。１９４１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日军报道部接收英文《泰晤士报》《大陆报》，查封《密勒氏评论报》等４
报。《泰晤士报》《大美晚报》接受日方审查后复刊。１９４５年，有英文报纸５种，德
文、俄文各４种，朝鲜文２种，法文、日文各１种。停刊外文报纸５种。１９４６年５
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持的英文《新华周刊》出版。１９４９年３月，有外文报纸１３
种。１９４９年６月下旬，《大美晚报》自动停刊，苏联人所办英文《每日新闻》移交中
方。１９５１年３月３１日，《字林西报》自动停刊。１９５３年６月，《密勒氏评论报》停
刊，至此，外国人在上海办报结束。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５日，英文日报《上海新闻》（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ｅｗｓ）创刊，是上海解放后中国人办的第一种外文报，１９５２年停刊，迁北
京。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９９２年１月，《上海学生英文报》《英文星报》先后创刊。

第二节 新闻通讯
一、 本埠新闻通讯机构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首家本埠通讯社生生社首发通讯稿《劝铜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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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汪康年、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远东通讯社，组织国内稿件向欧洲各国报纸
发稿。１９２０年６月，陈独秀创办中俄通讯社。１９２５年６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创
办国民通讯社。１９２７年５月，国民党创办国民通讯社，６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驻
沪交涉署创办国民新闻社。１１月１日，中央通讯社设立上海通讯处。１９２７年，
上海有通讯社 １２ 家。１９３２ 年 ６ 月，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成立。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起，国民政府先后与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等签订交换新闻
合同，收回外国通讯社在上海等地发布中文新闻稿权利，由中央通讯社转发各
地报刊采用。１９３６年，全市有通讯机构５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民营通讯社
发展迅速，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有３３家，绝大多数是商业性通讯社。１９４０年，伪中央
电讯社在上海设立分社。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日伪主办的通讯社有６家。１９４５年８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２１日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民营大光通讯社分别首先建立
和恢复。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上海办事处成立，１９４９年 ５月
上海解放前夕，有通讯社８０余家。５月 ２７日 ～７月 ２６日，上海市军管会接收
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等２家通讯社。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上
海分社的业务编辑室成立，以上海分社名义发稿。６月１１日，新华社上海分社
成立，６月１３日同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商定交换新闻稿件。１９４９年９月，有１６
家报社订阅新华社上海分社稿件。此后，所有民营通讯社均结束。１９５９ 年 ７
月，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成立。此后至１９９５年，上海有上述２家通讯社。
二、 外国新闻通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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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英国路透通讯社上海远东分社建立，是为第一个
进入中国的外国通讯社。１９１４ 年，日本在华通讯社东方通讯社在上海设立，
１９２０年改为日本外务省在华官方通讯社。１９１５年，美联社始向上海各报发稿。
１９２０年，日本电报通讯社设立上海支局。１９２８年，德国海洋通讯社在上海设立
分社。１９２９年，美国合众通讯社、联合通讯社先后在上海设立分社。１９３０ 年
冬，路透社自英国引进自动收报机，订户装用后可直接接受路透社发布的商情
消息。１９３１年，法国哈瓦斯社在上海设立分局。１９３２年，苏联塔斯社在上海设
立支局。１９３６年，有英国、法国、苏联、日本通讯社各 １家，美国、德国各 ２ 家。
是年，外国报社美国《芝加哥日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法国《政闻报》
等设驻沪通讯员。１９３６年，日本同盟社设立支局，后改为华中总局，此后日本
朝日新闻社等１１家设分支机构。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上海有美联社、合众社、国际
新闻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电通社等上海分社，揭露日军侵略罪行，支
持中国抗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上海有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国际社，
法国法新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分支机构。１２月 ８
日，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不久美联社、合众社上海分社遭查禁，塔斯社消息

被禁止使用，日本同盟社、海通社和哈瓦斯社消息大量增加。此后剩塔斯社上
海分社。抗日战争胜利后，同盟社华中总社和德国海通社上海分社结束在上海
活动。不久，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在上海恢复活动，法新社建立分社。４ 家
通讯社所发中国新闻稿，是中国报纸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１９４７年８月，法新
社上海分社停止发稿。１９４８年７月，路透社、美联社停止向中央日报、申报、新
闻报和大公报供稿。１９４５ 年后，英、美、法等驻沪总领事馆均设立新闻处。
１９４５年８月后，美国新闻处由重庆迁上海，９月１２日起发中文《美国新闻处电
稿》。１９４８年，上海有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和塔斯社分支机构。１２月，美国
新闻处迁至马尼拉。１９４９ 年上海解放前夕，除塔斯社分社外各社全部撤走。
此后，塔斯社分社也撤销，上海长期无外国通讯机构。１９８６ 年 ５ 月，日本朝日
新闻、共同社、经济新闻在上海设支局。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路透社、法新社上海分
社先后设立。至１９９７年，有１１国的３５家新闻机构在沪设立分支机构。
三、 香港驻沪新闻机构

１９９５年，《大公报》《文汇报》《香港经济导报》《香港商报》设有上海办事处。

第三节 出版
一、 官私刻书、出版社

南宋庆元六年（１２００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刊印《晋二俊文集》，是上海地区
今存最早的官刻图书。南宋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钱希武刊印《白石道人歌曲别
集》，是上海地区已知最早的私人刻书。元代，金山法忍寺僧坦辑刻《船子和尚
拨棹歌》，是上海地区已知最早的寺庙刻书。 明嘉靖二十三年 （１５４４ 年 ），俨
山书院刊印《古今说海 》，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书院刻书。 明清两代，华亭县学
和上海县学刊刻方志、四书五经等书籍。明代，多私家刻印，刊刻其他各种图
书，知名的有上海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等，华亭张之象
绮兰堂、何良俊和何良模香严精舍，陈子龙平露堂以及王圻、陈继儒，嘉定徐
学谟、马元调等。清代，有金山钱熙祚守山阁，南汇吴省兰听彝堂，松江沈恕
古倪园，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和徐渭仁等。上海开埠前，有的刻书家、藏书家兼
营刻印销售。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十一月初八，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县城大
境阁创办墨海书馆，设有编辑、印刷两部，初专印宗教图书，后出科学读物３０多
种，是上海最早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上海天主教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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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湾印书馆。十年，宁波花华圣经书房迁至上海，改美华书馆，最早使用电镀
法制造汉字字模。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七年，官办上海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先后开馆，专门出版翻译书籍。十一年，《申报》创办后以申报馆名义出版
图书，是上海最早的商办出版机构。同治年间，鸿宝斋书局创立，是上海较早的
华商出版机构之一。光绪初年，大批华商出版机构创办，大多采用石印技术。
二年（１８７６年），英商美查开办点石斋书局，所印殿版 《康熙字典》，销行 １０ 万
部，创全国图书最高销量。六年，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设立分号，印售木版和石印
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小说、医药等书籍，成为上海最大华商书坊。十二年，日
本人岸田吟香开设乐善堂书局，出版吟香阁丛书。十三年，同文书会成立，是基
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是年，蜚英馆创办，印
行有《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等书。二十三年正月初一，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
书馆，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三十二年，上海主要出版机构有 ９０家。三十三年，
由集成图书局、点石斋石印局、申昌书局和开明书店合并为集成图书公司，大量
刊印石印线装古籍。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创办出版机构 １００多家。
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同业会成立。同治末年起，棋盘街、福
州路一带逐渐形成出版和图书销售业集中地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陆费逵等创办中华书局，适时出版新版《中华教科书》等
书籍，规模迅速扩大，几乎独占全国的教科书市场。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发展
迅速，出版大型丛书和新版教科书，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１９１６ 年、
１９１７年，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先后创办，和商务、中华并称 ４大书局。１９１７年，
上海有图书出版机构４４家，约占全国同类机构８０％以上。石印、铅印逐步代替
雕版印刷。上海成为全国出版中心。
１９３０年，上海图书杂志出版机构１４５家、印刷机构２００多家。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有特色的中小型出版社昆仑书店、大江
书铺、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店、开明书店、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新月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创办。３０年代，上海出
版业进入鼎盛时期。１９３５年５月，全市有书局、书店２６０家，资产１０万元以上
３４家。１９３６年，商务印务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３家出版社出版图书约占全
国７１％。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大部分出版社迁内地，剩余的多集中在租界。１９４１
年，日军筹组华中印书局，承印教科书，兼管日占区内的出版业。日本三省堂和
华通书局合办三通书局，独霸日占区教科书的批发销售。风雨书屋、复社等出
版社编印发行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出版《鲁迅全
集》和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等。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１２月 ２６日日军查
封商务、中华、开明等８家出版社和１７处印刷厂。１９４３年６月，在日本兴亚院

指使下，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成立联营机构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
司，承印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商务、中华、世
界、大东４家出版社未出新书，１９４４年各出书１种，以经营文具维持。１９４６年，
全市有出版机构（含书店）２５８家，重要的除四大书局外，还有正中、开明、儿童、
生活、广益、百新、三民、博览、光明和作家等出版机构。１９４９年５月，全市有出
版机构约２５０家，资本在２万元以上的２７家。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正中等１７家
出版社以及军管世界、大东和儿童等出版社。６月，工会和青年团系统分别创
办劳动出版社、青年文化服务社。７月，商务、中华、世界等６２家公私营出版社
合资成立上海首家公私合作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社，专门负责华东和华中地区的
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８００万册。１２月，全市有出版
发行机构４３０家，其中出版机构国营 ６家、公私合营 ５家、私营 ２８８家、私营图
片出版发行机构２４家、私营发行、销售机构１０７家。
１９５０年起，开始对私营出版社改造。是年１月，三民公司、万叶书店、儿童
书局等８家联合成立上海儿童读物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童联书店，次年参加
者增至３４家。４月，广益书局、北新书局等６３家通俗读物出版社联合成立通俗
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通联书店，次年参加者增至９４家。６月２１日，大众美术
出版社、教育书局等３７家连环画出版社联合成立连联书店，专门经营连环画联
合发行业务。
１９５１年２月起，全市开始整顿通俗读物和连环画的出版发行。１１月，上海
市出版工作改进辅导委员会成立，整顿图书出版。１９５２年，开始整顿私营出版
社。６月１日，群益出版社等３家联合改组为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到１９５２
年上半年，旧连环画基本绝迹。是年８月，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９月，华
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科和９家私营出版社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主
要出版连环画。１２月，以新儿童书店为主，吸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
店有关编辑出版人员组成公私合营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实行出版
印刷发行行业审批许可登记，淘汰一批不符合条件的出版社。至１９５３年底，出
版社减至２５２家。１９５４年起，开始对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有７２家改造，
其中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龙
门联合书局改组为科学出版社，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改组为新华地图出版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改组为新音乐出版社，后５社均迁京。是年９月，徐胜记印刷
厂、三一印刷公司等９家画片出版发行商联合组成公私合营上海画片出版社。
同月，公私合营新知识出版社成立。是月 １日，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童联书店
合并成立公私合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１９５８年改为上海古旧书店。年底，全市
有出版社９６家。１９５５年１月，华东人民出版社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人民
美术出版社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４月，由四联出版社 （广益、北新、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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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中国联合组成）为基础的公私合营上海文化出版社成立。是年，全市有私
营出版机构８０家，公私合营１５家，被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吸收３１家，其余
１１家宗教出版社由各宗教团体管理。至年底，全市有出版社 ３６ 家，无私营出
版社。
１９５０年，时代出版社迁北京。此后，按中央要求，上海重要出版机构相继
迁京。１９５１年５月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３年４月开明书店、１９５４年５月高等教
育出版社和财政经济出版社分别在上海设办事处。另外，还有科学、新音乐、新
华地图等出版社。
１９５６年１月，公私合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成立。
是年３月，全市有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１２家。１９５７年，上海第一家高校出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１９５８年 １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立附属朵
云轩木版水印工场。５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在上海成立，新知识出版社和
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
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
社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财经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８ 月，新
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艺出版社。全
市出版社减为７家。新文艺出版社改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上海文
化出版社。１９６１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译所、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成立。１９６４
年３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编译所改上海分
社编译所。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音乐、棋艺编辑室改组成立上海文化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因“文化大革命”，全市各出版社除印刷毛泽东著作外，其他业务
工作基本停顿。１９６９年，大部分专业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全市留编辑人员 １０７
人。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全市所有专业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
出版《新英汉词典》、《水浒》１２０回本、《辞海》分册本。
１９７８年１月，新建、恢复１０个专业出版社，分别专业出版有关图书。上海
译文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改上海古籍出版社。 取消上海书画社，恢复朵云轩，成立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起，新成立一批出版社，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等。１９８１
年，学林出版社成立，接受作者自费出书。１９８７年，百家出版社成立，为个人自
费出书提供协作出版服务。１９８８年 ６月，上海书店以上海书店名影印出版和
复制流通较少的珍贵古旧书刊。
１９７８年起，一批非市出版局系统的出版社成立、恢复。有上海科学普及出
版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有声读物出版公司。１９７９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恢复，此后一批大学出版社成立。１９９３年，东方出版中心成立。１９９５年，
全市有出版社３８家。

各时期，主要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申昌书
局、土山湾印书馆、点石斋石印局、扫叶山房、图书集成局、同文书会、上海书局、
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广益书局、作新社、开明书店、文明书局、神州国光社、上
海集成图书公司、尚古山房、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医学书局、亚东图书馆、大
东书局、世界书局、人民出版社、万象书屋、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
书局、正中书局、现代书局、新月书店、昆仑书店、美的书店、中国科学图书仪器
公司、佛学书局、儿童书局、湖风书店（湖风书局）、龙门书局、生活书店、上海杂
志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竞文书局、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万叶书店、复
社、亚光舆地学社、时代出版社、太平书局、作家书屋、晨光出版公司、上海出版
公司。１９９５年，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人民美术、少年儿童、上海科学技
术、上海教育、上海古籍、上海译文、上海辞书、上海书画（朵云轩）、上海书店、学
林、上海远东、上海画报、上海科技教育、汉语大词典、百家、上海声像、三联书店
上海分店等出版社，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二、 图书出版

上海开埠后，代表性的出版物有 《续几何原本》《植物学》《泰西新史揽要》
《黑奴吁天录》和《蒙学课本》等。
民国建立前后，大量出版鼓吹民族革命的书籍，代表性的出版物有邹容《革
命军》等。同时出版大批谴责、言情、侠义、侦探等通俗小说，有《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等。经、史、子、集出版物减少。 五四运动至 ２０ 世纪
３０年代，形成民国时期出版最繁荣阶段。出版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潮图
书和文学作品，有《共产党宣言 》《哲学要领 》《中国哲学史大纲 》《物种原始 》
《尝试集》《女神》《沉沦 》《呐喊 》《子夜 》《家 》等。 出版一批工具书，有 《辞源 》
《辞海》《辞通》等。整理出版一批古籍，有 《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 》《百衲本
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出版各类丛书上千种，有《万有文库》《世界名著丛
书》《中华百科丛书 》《一角丛书 》等。１９３６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 ０．４９ 万
种，占当年全国出书总数的５２％，加中华书局０．１５万种、世界书局 ２３１种，占
全国出书总数７１％。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出版大量宣传抗日救亡图书。《中国的一日》《鲁迅全
集》《西行漫记》等书，影响深远。１９４７年，全市出版图书１４１０种，销售５０万册。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有影响的出版物有《寒夜》《四世同堂》《围城》《少年时代》等文
艺图书。解放初期，印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工商业政策》等书
籍。１９５１年起，租型出版《毛泽东选集》。是年，全市出书１．０２万种，印数 ２．４
亿册，分别占全国 ５５％ 和 ３５％。出版大量供工农文化学习的图书，有 《干部
必读》《土地改革手册》《美帝侵华血史》《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 》《婚姻

第
三
十
三
章
报
刊

通
讯

出
版

广
播

电
视
５９１

法图解通俗本》《共产主义人生观》等。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起，《中国奴隶制与封
建制》《战国史》等少量学术著作出版。１９５６ 年，出版大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
品，有《论黑格尔哲学》《中国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敦煌莫高窟艺术 》《战
斗的青春》《母亲》《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安徒生童
话》《木偶奇遇记》等，出版大型丛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１９５８ 年，出版
图书０．８６万种、４．９３亿册。１９６１年后，强调图书出版的知识性、稳定性、系统
性，出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中国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 》《十万个为什么 》
《中国丛书综录》《宝晋斋书法》《山乡巨变》《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受控热核反
应》《中国桑树栽培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古本戏曲丛刊》《少年文库》
《辞海》（未定稿）等。各出版社形成自己出书重点。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 ”
开始，一般图书出版基本停顿。１９６７年，全市７０％ 的生产能力用于印制毛泽
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分别达 １２００ 万套、３ 亿张。１９６９ 年，全市出版图书 １６
种。１９７０年，出版全国“文化大革命 ”第一种长篇小说 《虹南作战史 》。１９７５
年，出版《新英汉词典 》《水浒 》１２０ 回本、《辞海 》分册本。１９７８ 年，出版 ０．１７
万种，１９９５年，出版０．８３万种、２．４４亿册。《斯巴达克斯 》《安娜 · 卡列尼娜 》
《数理化自学丛书》《林风眠画集》《重放的鲜花》《辞海》合订本等为“文化大革
命”结束出版的第一批图书，引起轰动。１９７８ 年后，出版的主要图书有 《辞
海》《汉语大词典》《金文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中国
美术全集》（部分）《中国历代服饰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中国新文学大系 》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五角丛书》《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宋诗别集丛刊》《山海经校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道藏》《二十世纪
西方哲学译丛》《当代中国经济探索丛书》《陈寅恪文集》《说园 》《托尔斯泰文
集》《工程结构及抗震动力学 》《中国珍稀动物 》《电工手册 》《３６５ 夜故事 》《大
学英语》《国际金融教材》《理论力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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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正月初一，墨海书馆创办上海首种期刊《六合丛谈》
月刊，内容以传教为主，兼及科学知识和新闻。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六月，《中外
杂志》发刊。七年七月，《中国教会新报》（周刊）出刊，十三年改《万国公报》（月
刊），共出３００期，中日甲午战争时大量报道和述评战事。十年，《圣书新报》（周
刊）创办，是上海最早的上海方言期刊。十一年，申报馆出版上海首种文艺期刊
《瀛寰琐记》月刊。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四月初一，《小孩月报》由广州迁上海，系

统介绍西洋绘画方法原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格致汇编》创办，是上海最早
以刊载纯科学内容为主的刊物。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最早的天主教期刊
《益闻录》创刊，李禞主持，是上海首种由中国人主持和主笔的期刊。十年，《申
报》馆出版上海首种画报《点石斋画报》（旬刊）。十七年，《海上奇书》发刊，是中
国最早的小说期刊。至二十一年，上海共出期刊４０余种。二十二年，黄遵宪等
创办《时务报》（旬刊），鼓吹变法，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创办的时事政治为主的综
合性期刊，销量超过万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５日刊）创刊，
刊登政论，鼓吹维新变法。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后，上海先后创办
政论性期刊报纸约３０种，数量超过全国其他地方的总和，形成上海期刊发展的
第一个高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中文期刊由２３种减至１３种。二十六年，杜亚泉
创办《亚泉杂志》，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二十七年，罗振玉创
办中国首种教育专刊《教育世界》半月刊。二十八年，《大陆》创刊，在国内期刊
中最早采用彩印封面、白报纸两面印刷、隐线洋式装帧。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上海创办期刊 １６５ 种，形成上海期刊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二十九、
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期刊和《新新小说》等。三十一
年，梁启超创刊的《新小说》由日本迁至上海出版。是年，圣约翰大学发刊 《龙
旗》年刊，是全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年刊。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诏预备
立宪，九月二十五日上海首种立宪期刊 《宪报 》月刊创刊。 此后，立宪派创办
近２０种期刊。是年四月，首种鼓吹民主革命的期刊《复报》月刊创刊。其间，
复古派人物创办《国粹学报》等。一批专业期刊创办，在全国首创的有三十年
戏曲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以及 《医学报》，三十二年音乐期刊 《音乐杂志 》、
出版业专刊 《图书月报》、外交专刊 《外交报》。 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 ）至宣统
三年，上海出版专业性报刊５０种，其中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 ３２种，医学
类约占半数。
民国建立后，上海期刊业迅速发展。１９１２～１９１５ 年，中华书局创办 《中华
教育界》等８种期刊，号称“八大杂志”。１９１３ 年后，文学期刊繁荣，是年有 《自
由杂志》《游戏杂志》，１９１４年有《礼拜六》《五铜元》《销魂语》《好白相》等约２０种
文娱期刊，１９１５年有《笑林杂志》《小说新报》等近１０种创刊。１９１３年，出现《正
谊杂志》等倒袁刊物。１９１５ 年，章士钊创办的 《甲寅》月刊从东京移上海出版
发行。
１９１５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次年１１月改名《新青年》，鼓吹新文化。此
后，绝大多数刊物文章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宣传新文化期刊创刊，旧刊
开始革新内容。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革新内容。１９２１年１月
起，《小说月报》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种新文学杂志。创造社《创
造季刊》等新文学社团刊物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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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７月以后，出版各种政党和派别的期刊。有中共机关刊物和共产
党人主持的刊物，出现 《劳动界》《共产党》《向导》《中国青年》《劳动周刊》等，
１９１９年中华革命党《建设》杂志，１９２３ 年国民党中央 《新建设》，１９２４ 年国民党
上海执行部《评论的评论》出版。其间，出现一批宣传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提
倡国故、儒教，主张工读、职业教育，鼓吹扶乩等期刊。
１９１８年，任鸿隽、杨杏佛等将１９１５年１月创办的《科学》杂志从美国迁到上
海出版，影响深远。１９２０ 年，《时报》创办中国首种画刊 《图画周刊 》。 是年 ２
月，《良友画报》出版，是全国印刷最精美、销路最广的画报。１９２７年后，多种文
艺期刊创办，成为３０年代“杂志年”前奏。１９２７年１１、１２月，郁达夫、鲁迅主编
《民众》《语丝》，春野书店《太阳月刊》。１９３０年３月，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成
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１９３５ 年，全市期刊 ３９８ 种。期刊封面装帧设
计多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被当局查禁书刊５３１种。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创办一批抗日刊物，知名的有《时代》周刊等。日伪
势力办３０余种。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上海发行期刊４００种以上。１９４１年底，
上海有杂志１９种。１９４６年５月前后，各政党派系的刊物从重庆迁沪或在沪创
刊。期刊品种丰富，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期刊中心。同时，出现以特定读者为对
象的刊物，主要有《五金半月刊》《纺织》《现代农民》《宁波人月刊》《皮影》等。出
现重趣味的称为“方型周刊”的期刊等。１９４６年，有期刊约４３０种，停刊１３０种，
创民国时期期刊种类最高。年内《文萃》《观察》２刊被查封。
解放初，上海《展望》《世界知识》等杂志复刊，《科学画报》《小朋友》等继续
出版，《西风》和部分宗教杂志停刊。１９５０年，出版８８种，约占全国３０％。５０年
代初，《华东妇女》《华东农民》等１９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刊物创刊，１９５４年前
后大多数终刊。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６年，《支部生活》《萌芽》先后创刊。１９５６年，调整
期刊，规定同类刊物保留一种。１９５７年，大型文学刊物 《收获》创刊，是年全市
有刊物４９种，１９６０年减至 １３种。１９６５年，有 ５８种，占全国 ７．３％。１９６６ 年 ５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部分停刊，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剩１种。１９７３年９月，创办
政论性杂志《学习与批判》，最高发行量９５万份。后有文学性杂志《朝霞》。两
种杂志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主要的杂志。１９７５年，有期刊２３种。１９７６
年复刊３２种。１９７８年后，大批期刊复刊、创刊，１９８０年增至１２６种。《故事会》
和《青年一代》期最高印数达７３０万和５２７万册，分居全国期刊发行量第一和第
二位。有近百种发行到美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７年，有期刊 ４４４
种，是年进行整顿。１９９５年，有期刊５９５种，其中公开发行５１１种，总印数１．７８
亿册。

第五节 音像制品
一、 唱片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上海洋行出现蜡筒留声机与圆柱形蜡筒。２０
世纪初，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设摊收费播放 《五人大笑》（又叫 《洋人大笑》）唱
片，片长２分３２秒。三十四年，法国百代（Ｐａｔｈｅ）公司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
生产唱片，产品注册雄鸡商标，中国唱片业诞生。唱片制作在中国录音，送法国
制成唱片，再返中国销售。１９１５年前后，百代公司在徐家汇路建厂，为中国第
一家唱片制造厂。１９１７年，中日合资大中华唱片厂创办，产品注册商标为双鹦
鹉，红、绿、蓝色唱片分别为京剧、歌曲、地方戏曲，１９２４年出版两张孙中山讲演
唱片。１９２８年，英国哥伦比亚公司收购法国百代公司，保留上海东方百代唱片
公司旧名，另组中国唱片公司。１９３０年，ＲＣＡ 在上海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
长城公司开始出版唱片。１９３１年，留声机公司（ＨＭＶ）与哥伦比亚公司合并成
立 ＥＭＩ，上海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成为 ＥＭＩ的成员，１９３４ 年合并为
ＥＭＩ（中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唱机公司被日本人接管，大中
华唱片厂也由日本人控制，改名孔雀唱片公司。１９４９年前，上海有唱片出版公
司数十家。１９４９年５月 ２９ 日，市军管会接管大中华唱片厂，６ 月 ３ 日开始录
音，６月６日出版第一批唱片。１９５０年１月，改人民唱片厂，迁北京，出版“人民
唱片”，上海设分社，成为上海唯一的唱片出版机构。１９５１年，建立公私合营上
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后改名上海唱片厂。１９８７ 年，出版唱片 ４０７ 种，发行
８２４．６万张，１９９４年分别为１２种、１０万张。１９９５年３月，停止出版唱片。
二、 盒式磁带

１９８１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上海第一套盒式音带系列儿童配乐故事音
带《３６５夜故事》。１９８２年，出版儿童歌曲音带《春天》《好朋友》。１９９５年，出版
录像节目带３５５种，发行４４．２４万盒；出版录音节目带１７３３种，发行２７３７万盒。
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全市出版音像出版物０．５万种。
三、 激光唱盘（犆犇）、激光视盘（犔犇、 犞犆犇）
１９９１年，上海声像出版社出版第一套上海产激光唱盘（ＣＤ）《名家名曲》和
《新秀新曲》。１９９３ 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第一张上海产首次激光视盘
（ＬＤ）。１９９５年，出版激光视盘６６种、唱盘３３５种，发行６．５３万张、７２．１４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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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麦都思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
印刷设备移至上海，成立墨海书馆，在上海最早采用铅印技术印刷图书。咸丰
七年（１８５７年），用石印术印出《耶稣降世》等书籍。之后，商务印书馆、土山湾
印刷所相继使用石印技术。十年，美华书馆从宁波迁沪，成为上海印刷设备最
新最全的印刷机构，带入国内最先采用电镀法制造的汉字字模７种，及满文、蒙
文、日文铜模，公开出售，为申报馆等采用，部分设备沿用至今。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江南制造局印书处在上海首先购置半机械型铅印设备。十三年，土山湾印
刷所引进铅活字并自行铸字，次年引进珂版印刷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又引进
大型石印机及大型凸版印刷机、铅印圆盘机等，１９世纪末增加铜锌版和照相制
版设备。光绪二年，点石斋印书局成立，国内最早利用石印技术大批印制图书。
八年，鸿文书局在国内最早采用彩色石印技术印刷地图等图书。二十三年，商
务印书馆建印刷厂，二十六年在国内首次采用纸型浇版印书，二十九年采用雕
刻铜版、珂版、电镀铜版和自动浇字机及凹、凸、平印刷工艺，成为上海最大的印
刷机构，并设立铁工厂，仿制多种印刷机械。带动一批大型书局自设印刷厂，至
民国初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永祥印书馆等所属印刷厂。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
变，商务印刷厂总厂毁于日军炮火，闸北地区印刷企业受损严重，上海剩５０家
铅印厂，印刷业务下降 ４０％。至 ３０年代中期，逐渐恢复原有规模。１９３７年八
一三事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内迁，世界书局印刷厂等大型印刷
企业被日军占用。
１９４９年底，有印刷企业０．２９万家，１９５６年１月０．３万家。５０年代后期，归
并为１７９家中心厂和１８家直属厂。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有上海新华印刷厂和
上海印刷一、三、四、六厂等。６０年代初，上海支援全国２２个省市印刷业，外迁
铅、胶印设备（含１０余家厂整厂），以及０．２万名员工。１９６２年，上海主要印刷
设备较１９５７年减少４０．５％，铅印生产能力从９６万令纸降为４８万令纸，胶印生
产能力从２３０万令纸降为１３４万令纸。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６３年，未建新厂。“文
化大革命”中，全市印刷业主要是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
印刷量分别占上海铅、胶印印刷总量 ５０％ 和 ７０％。为印刷《毛泽东选集》及各
种大字体本，１９７５年新建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到 ８０ 年代中期，上海书刊印刷
生产能力约占全国 １／１０。１９８７ 年，彩色制版 ９０％ 以上采用电子分色工艺。
１９８８年，引进电子分色机、激光照排机。 图书开本字体、字号趋向多样化。

１９８９年，始采用电分制版文字排版和高精印刷等。１９９５年，全市书刊印刷企业
３７３家，书刊印刷２００万纸令，报纸印刷３４０万纸令，彩色胶印印刷５００万对开
色令。

第七节 书店 、出版物销售
一、 中文书店、书亭（摊）

清中叶，上海县城大东门外有黄文正书店，是上海最早的书店之一。晚清，
本地藏书家大多兼营图书销售和发行。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墨海书馆及
后之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等，自办图书发行销售。咸丰年间，旧书店多集中
在上海县城四牌楼。同治年间，有尚义堂、醉六堂、绿萌堂等书坊。光绪中期后
点石斋书局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其间，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
海设立分店，是上海最大的书店。二十四年，广学会建立中心门市，设有书籍陈
列玻璃大橱窗。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建发行所，中华书局建门市部。此后，大
东书局（１９１６年）、世界书局 （１９１７ 年）、开明书店 （１９２６ 年），均建门市部，最终
形成２０～５０年代初以“商、中、世、大、开”５店为首，中文、外文和古旧书３类图
书出版业鼎立的上海出版发行格局。知名书店集中于福州路和棋盘街。３０年
代，在经营上形成３类书店，１．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大中型出版机构。２．专营零
售的小型书店，数量最多。３．专营批发的书店，数量极少。１９３２年，生活书店门
市部陈列采用图书馆化，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门市开架售书。１９４９年解放初，全
市私营书店有５１２家、书报摊０．１万个。６月５日，新华书店第一、二临时门市
部营业，７月，和６２家私营书店组成公私合营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小
学课本。１９５０年，８家私营书店组成童联书店，专门出版发行少儿读物。６２家
私营书店组成通联书店出版发行通俗读物。３７家组成出版发行连环画的连联
书店。１９５６年，批发业务并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上海发行所成为唯一专营
上海出版物国内批发业务机构。１９５３年，有私营书店近２００家。１９５６年，全部
公私合营。１９５３年，新华书店始在市区各区设综合门市部。１９５６年起，成为全
市唯一的新书发行机构。１９５９年，始于郊县设立综合门市部。１９９５年，全市国
有书店有综合门市部１１３个。
１９５１年１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的发
行部及其在全国的８０多个分支店联合成立公私合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
新华书店以外的第二个全国性图书发行系统。７ 月，设立上海分公司，经办 ５
家单位出版物上海地区的批发业务。１９５４年，和新华书店合并，１９６４年改上海

第
三
十
三
章
报
刊

通
讯

出
版

广
播

电
视
５９７

科技书店，店招仍用中图公司。１９６１年，上海音乐书店建立，１９８８年改上海音
乐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沪港合资书店沪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开办。
专业书店 清光绪十一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创办格致书室，专营科技图
书和文具仪器。二十六年，上海朵云轩门市专售装裱书画、文具用品等。二十
七年，科学仪器馆门市专售理化器械和科学图书。二十八年，西泠印社书店创
办，门市专售金石、考古、美术图书。１９１２ 年，有正书局开业，出售佛教图书。
民国时期，还有上海杂志公司、儿童书局、中医书局、法学书局、中国农业书局、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及专出地图的世界舆地学社、亚光舆地学社等专业书店。
１９５６年，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确定第２６书店主营科技图书。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先
后建少年儿童书店、音乐书店。１９８９ 年，上海新华书店有上海版图书贸易中
心、教育书店等１８个专业书店。１９９４年，全市有专业门市２２处。
书亭 １９５０年９、１０ 月，在复兴公园前、后门先后设立上海第一、二个书
亭。１９５６年，５７个个体书报摊人员组成２２个合作书亭，１９８１年有１５个，１１月
改为沪江书店。１９８３年，全市首家个体书店自立书店开办。１９９４年，全市有书
报刊销售网点０．２９万个。
二、 外文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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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英商伊文思创办伊文思图书公司，经营外文图书。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英商开设别发书店，为上海首家外文专业书店。光绪二十
三年（１８９７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设西书部，经售原版西书。此后，华商西书
书店有大华杂志公司、中外书局、东亚书局、世界书局、中外科学书社等门市部，
外商开办的有日本人的内山书店、金星堂、至诚堂，德国人的璧恒公司、派立贡
书店，美国人的中美图书公司等。１９３２年，龙门书局创办，专门翻印原版西书。
到１９４９年，上海开办过近百家外文书店。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国际书店上海分店成
立，１９５２年开始发行西方国家出版物。是年，全市有私营外文书店３０余家，主
要有华商大华杂志公司、中美图书公司，外商伊文思书店。１９５３ 年 ３ 月，全市
私营西书业停止进口业务，部分书店歇业。１９５４年，国际书店上海分店与新华
书店上海分店合并，门市部改为上海分店外文门市部，１９５６ 年 １４ 家私营外文
书店转入，１９５８年扩建为上海外文书店，１９８５年改制为上海外文图书公司。１１
月，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至此，全市有２家外文图书经销店。
１９８６年，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和日本户田书店互设专柜，中国科技图书公司设立
日本内山书店专柜，销售日版书刊。
三、 古旧书店

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 ），陈立炎在上海开设首家古旧书店古书流通处。

１９２９年，浙江金氏开设中国书店。后又有江苏、浙江人开设抱经堂、来青阁、汉
学书店、传薪书店，北方人开设来薰阁等。解放初，上海登记在册的旧书摊、旧
书店有２５１家，来薰阁、修文堂等古旧书店５９家。１９５６年，建立国营上海古籍
书店、上海旧书店，大部分私营古旧书店并入。１９５６～１９６５ 年，购入古旧书刊
５０００多万册，其中珍本、善本古籍约 ０．５ 万种。１９５８ 年，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改
名上海古旧书店，为全市唯一经营古旧图书的专业单位，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
书店为其下属门市部。１９５９年，与香港集古斋订立协议，兼营出口古旧书和字
画。１９７６年以后，上海书店恢复影印出版业务，１９８５ 年改名上海图书公司，
１９８８年成立出版机构上海书店。
１９８６年春节，上海２０多家出版社和书店始在文庙内设特价书市，１９９２年６
月成立上海文庙书刊交易市场，摊点４０多个。

第八节 广播
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３日，国内第一家无线电台《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
电台在上海创办。１９２７ 年，国内第一个民营电台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建立。
１９３２年，全市有广播电台４０家，其中６家为外国人电台。至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市
民营广播电台数量和发射功率，均占全国民营电台半数以上。１９３８年 ３月 ２０
日，日本占领军当局在南京路哈同大楼，设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强令上海各电
台进行登记，李树德堂等民营电台登记，继续播音。同时，又有 ２０多家新成立
的民营电台开业。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电台均被封闭。１９４５年抗日战
争胜利后，未准其复业。同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办电台本轻利重，竞相开办，
一时全市有１０８家。１９４９年５月，有４５家，其中民营２３家、公营２２家（政府办
１家）。１９２３～１９４９年５月，共出现过２３４家广播电台。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
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广播电台，当晚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上海电台）的呼
号开始播音。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建立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接替上海电台第一台，
向华东地区播音。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清理私营广播电台，全市剩 ２２ 家继续播音。
１９５２年，１６家公私合营，成立上海联合广播电台，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并入上海电台。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撤销，全市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２８日，创办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全市始有２家广播电台，至１９９５年不变。
各时期，主要电台有民营电台有新新台、上海（亚美）台、福音台、大陆台、麟
记台、中联台、民声台等广播电台。官办电台有交通部上海台、上海市政府台、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上海台。国营电台有上海人民台、上海东方台、华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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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海联合等广播电台。外国人办电台有《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奥斯
邦电台）、开洛台、美灵登台、美商华美台、德国台、苏联呼声等广播电台。

第九节 电视
１９５８年４月，上海电视台在南京东路新永安大楼筹建。１０月１日１８时５８
分，对外试播，２１时３０分结束。第一条电视新闻为《１９５８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
大会及游行》。启用一个频道（第５频道）。每周播出２次，每次２～３小时。设
新闻、文艺、教育类节目。１０月２５日，播出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１９６０
年４月，开办全国第一所电视大学。１９７３年８月１日，上海彩色电视对外试播，
每周三、六播出２次，全市有 ６９ 台彩色电视接收机，观众 １ 万 ～２ 万人。１９７５
年９月，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第一家全部频道播出彩色电视节目，１９９５年每天
播天３３小时４８分，播出覆盖面长江三角洲大部地区。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８日，上海
东方电视台建台开播，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７日，上海教育电视台建台开播。
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梅山冶金公司和上海石化总厂分别建差转台，１９８４年改
为有线电视台。此后，宝山钢铁总厂等建有线电视台。到１９９１年初，全市有有
线电视站２３０多家，终端１９万户，收视人口约７０余万人。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上海有线电视台成立并开播。１９９５年，全市有终端用户１５０万户，数量创世界
同一城区网络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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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图书馆、文博、档案
第一节 图书馆事业
一、 藏书楼

私家藏书楼 宋代，青龙镇庄肃有藏书 ８ 万卷，为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
元代，有孙道明映雪斋、杜元芳翡翠碧云楼等藏书楼，所藏均至万卷。孙氏别建
草堂３间，给访者读书、校书用。明代，有郁文博万卷楼、陆深绿雨楼、朱察清慈
云楼、何良俊清森阁、朱大韶横泾阁、王圻梅花源、施大经有获阁、宋懋澄九龠
楼、张金宝穑堂及黄标、董传性、俞汝缉等藏书。清代，较知名的私家藏书有百
余家，其中李筠嘉慈云楼、郁松年宜稼堂、梅益徵得一阁等规模较大，藏书较富。
公家藏书 明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上海知县刘琬在县学建尊经阁，庋藏
六经、御制诸书和百家子史。清代，尊经阁藏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年）礼部颁书 ４４
种。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正月，清军败小刀会后焚毁县学，藏书楼毁于火。同年
重建，无藏书。
二、 图书馆

上海开埠前后，外国传教士和侨民先后创办一批图书馆。清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耶稣会传教士梅德尔在徐家汇创办天主教堂藏书室，专供传教士阅
览，是上海最早的宗教图书馆。二十九年，上海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上海书会在
英租界创办，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改称上海图书馆。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亚洲文
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创办。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年），徐家汇藏书楼建成。三
十年，第一家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创建。除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
馆外，各图书馆都只向外侨开放。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维新变法运动中，上海强学会提出开大书藏计划，
是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图书馆事业计划。三十年，上海道、江苏提学使等批准
在上海县西城学区筹备设立上海图书馆（又称江苏五属图书馆），因时局变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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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三十二年，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图书馆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开办。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上海有５家图书馆，为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格致书院藏书楼、徐家汇
藏书楼、上海书会和上海博物院藏书楼。１９２６ 年，商务印书馆建东方图书馆，
到１９３１年馆藏书刊总量超出５０万册，是上海历史上最大的私立普通图书馆，
毁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火灾，损失图书４６万册，其中古籍３２０３种。１９３１年，上
海第一家市立图书馆在南市文庙建立。１９３５年，调查１４５家图书馆，其中公立
３３家、私立１１２家，分别占全国同类图书馆１．６５％和２１．７５％。１９３６年，全市有
图书馆３００余家，其中学校图书馆１５８家。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１００多家公私图
书馆战时损失图书４０万册。至１９３８年，剩海关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工部局公
众图书馆、青年会图书馆等１０余家，藏书７０多万册。１９４４年，全市较大的图书
馆有新亚图书馆（即申报流通图书馆）、近代科学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和区公署
图书馆（即工部局图书馆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上海教育局建上海市立图书馆。
１９４７年，全市图书馆恢复至７５家，其中学校图书馆４６家。
私立普通图书馆藏书丰富，拥有大批读者，是民国时期上海图书馆业的主
要组成部分。１９２１年５月，上海银业界职业青年成立互助团通信图书馆，是上
海最早的私立普通图书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申报馆建立申报流通图书馆。１９３３
年，蚂蚁图书馆成立，向社会开放，以通信借书方式免费外借图书，１９３５年最高
日借阅量达４００人次、０．２万次册。１９３８年，中国流通图书馆创办，馆藏图书超
过１３万册，１９４０年有经常读者０．４万人。１９３９年５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
合作创办中华业余图书馆，有藏书２万余册。
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市立图书馆，改为上海市人民图书
馆。１９５２年７月，新建上海图书馆。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市政府接办合众图书馆、
鸿英图书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和上海儿童图书馆，分别改建为上海市历
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科技图书馆等３所市级专业图书馆
和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５０年代初期，接管、征用亚洲文会图书馆和徐家汇
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各公、私立图书馆归属市教育局，１９５２ 年 ９ 月起改
属市文化局。１９５８年，３所专业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称“四馆统一”），上海
市人民图书馆撤销，市级图书馆由６所归并为２所。１９６０年，市少儿图书馆并
入上海图书馆。１９５６ 年，市人民图书馆所属各区阅览室改为各区图书馆。
１９５７年，１８个区建立１２所图书馆，市区、郊区分别为９所和３所。至１９６０年，
闵行、吴淞两区图书馆建成，全市市区形成“一区一馆”。１９５９年 ５月，全市 １０
个郊县全部建立县图书馆。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以原中华业余图书馆和益友社图书馆为基础，成立上海市
工人文化宫图书馆。此后，沪东、沪西、徐汇等工人文化宫 （俱乐部）建立图书
馆。１９５９年，全市有基层工会图书馆０．４８万所、图书４３６万册。

１９５３年，中国科学院在沪组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分馆，１９６６年，中国
科学院系统有独立的专业图书馆 １０ 家。１９５２ 年，全市有高等院校图书馆 １５
家，１９６５年增至２４家。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公共图书馆闭馆 ３～４ 年，从 １９６５ 年 ２４ 家减至
１９６７年４家。１９７０年７月，上海图书馆恢复开放。１９７８年１月，市郊各县开始
恢复县图书馆独立建制。此后，全市形成市—区（县）—街道（公社、镇）三级公
共图书馆网。工会系统形成市工人文化宫—区（县）工人文化宫—基础工会三
级图书馆网络。区、县馆全部恢复独立建制，１９７９ 年，对街道里弄图书馆进行
整顿，一般一街道设一馆。１９８０年，公社文化中心（站）均附设图书馆（室）。
１９９５年，全市有公共图书馆３１家，其中市级图书馆２家、区图书馆２３家、
县图书馆６家。藏书１５８６万册（件），其中市级图书馆藏书８７６万册（件）、区级
５２４万（件）、县级１８６万册（件）。读者６８７万人次，图书流通５０７万册次。１９９０
年，全市藏书１００万册以上的图书馆有９所，分别为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图书馆，
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各时期，主要公共图书馆有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上海中华基督
教青年会图书馆、中华学艺社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上海市商会商业图书
馆、上海市立流通图书馆（南市文庙）、申报流通图书馆（量才图书馆）、蚂蚁图书
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中国流通图书馆、益友社图书馆、上海
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州路）、鸿英图书馆、新闻图书馆、上海市
报刊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明复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人民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有徐家汇图书馆、亚洲文会图书馆、国学保存会
图书馆、海关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
书馆等图书馆、藏书楼。
三、 文献收藏

藏书 元初，中原士族因战乱大批迁至江南，定居青龙镇、乌泥泾等处，携
入大批文化典籍。元初，庄肃隐居青龙镇，藏书 ８ 万卷，至正元年 （１３４１ 年）元
廷为编修宋、辽、金３史，一次选调图书５００余卷。元代，映雪斋、翡翠碧云楼藏
书都至万卷。明代，本地私家藏书兴盛，部分藏书家以校印精良知名。知名藏
书家有郁文博、陆深和陆楫父子、朱察清、何良俊、朱大韶及称为松江四大家的
王圻、施大经、宋懋澄、俞汝缉。郁文博校刊有《说郛》、陆楫纂辑有《古今说海》、
王圻编纂有 《续文献通考》。清代，藏书家数十家，李氏藏书 ０．６ 万种 （一说 ３０
万卷）。太平军进军江南时期，郁松年网罗收集，藏书１０万余卷，藏有大量宋元
刻本。清末，藏书家有丁日昌和盛宣怀。丁氏接手朱大韶藏书，收集图书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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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珍、善本占３／１０，后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盛氏广集江南故家藏书１０余万
册，建愚斋图书馆。民国时期，有影响的藏书家有瞿启甲、叶景葵、潘宗周、郑振
铎。瞿氏是清常熟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有藏书数十万卷。叶氏以收藏唐写
本和宋元明清刻本、稿本著称。潘氏有宋版精品 １１３ 种 ０．１１ 万册。郑氏收藏
元明清三代小说、戏曲、唱本等１．７２万种９．４４万册。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先
后出现各种类型图书馆３００余所，馆藏文献成为公私藏书主流。其间，国内战
乱频仍，上海地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江南各地文献不断流入。抗日战争爆发
后，上海租界地区相对安全，各地古籍大量涌入。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央图书馆
筹备处等动用中英庚款中原计划用于建造中央图书馆百万元资金抢救沦陷地
区珍贵典籍。１９４０ 年 ２ 月，首先以 １．７ 万元购得刘世珩玉海堂藏元刊本 《玉
海》、宋刊本《魏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刊本《毛诗注疏》等。以及江宁邓氏
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
等藏书。文献保存会顺利收购私家典籍。１９４１年，先后以 ２５．５万元购得南浔
刘氏嘉业堂０．１２万种明刊明代史料专藏，以７０万元购得张氏适园藏书０．１８万
种（含宋本８８种，元本７４种，明本４０７种）。文献保存会所购的典籍，最珍贵的
８２种５０２册，第二部分甲类善本０．２万种２．３万册，今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构成其善本藏书的基础。１９５０ 年，全市各类图书馆 ８５ 所，藏书 ３９３．８８ 万册。
企业与其他机构藏书 １００ 多万册。１９５１ 年，华东文化部组织文献抢救活动，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５月抢救图书５９．７１万册，另２．５７万公斤和３４箱，８０％调拨
上海图书馆等机构。１９９０年，全市图书收藏量１．１亿册，其中公共图书馆系统
近１９１８万册，高校系统 ３０１６ 万册，中科院系统 ４００ 万册，社科院系统 １６７ 万
册，工会图书馆１６００万册，党校系统２２５万册，中专、中小学系统３７２３万册。
古籍善本收藏 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馆藏文献成为公私藏书主流。商务
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善本古籍最多，质量最高，所藏宋版《周易》《通鉴纪事本
末》、元版《陈氏易传》《后汉书志》和明版《永乐大典》残本均属稀世珍品。１９３９
年，合众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的刊、钞、校、稿本及近人手札、大宗金石拓片、
清代科举考试朱卷等。解放后，古籍善本图书大部分集中于上海图书馆、复旦
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１９９５年，上海图
书馆藏有古籍１２０万册，其中善本２５３３３种１７余万册，以北魏神龟（５１８年）元
年手写《维摩诘经》最为古老。宋、元刻本有 ６００余种，另有一批明代知名学者
手稿。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古籍３６万册，其中古籍善本书０．７万余种６万
余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古籍图书 ２７万册，其中善本书 ０．２ 万余种。上
海中医药大学有３０种明刊善本古医书。
地方志、家谱，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国内２２个行省０．２６
万种地方志，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入藏国内地方志０．２万种，分别居国内图书

馆方志收藏第三和第四位。１９９５年，上海图书馆收藏古籍地方志０．５４万余种，
居国内第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分别收藏０．２１万种和０．１７
万种，其他山水志、都会志 ２０００ 种。 家谱文献主要收藏在上海图书馆，馆藏
１．１２万种、８．３万册，涉及３１２个姓氏，年代最早的是明朝成化年间刊本《新安程
氏统宗世谱》。
外文珍本 １９９５年，外文珍本主要集中于上海图书馆，多为亚洲文会图书
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旧藏，有 １５１５～１８００ 年间欧洲出版的图书 ０．１８ 万种、０．２
万册。

第二节 文博事业
一、 博物馆、纪念馆、管理机构

博物馆、纪念馆 清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年 ），国内首家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
院在徐家汇创办。十二年，亚洲文会博物院 （上海博物院）、１９３３ 年上海市博
物馆、１９３５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１９３８ 年警察博物馆先后创办。１９４９
年５月，全市有上述 ５ 家博物馆。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年，建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
４９个。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筹建上海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初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和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１９５６～１９６５ 年，
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韬奋纪念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分馆开放，松江、青浦、
上海、嘉定、崇明５县建立县博物馆。１９７９年后，新建馆３６个，有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中国民族乐器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分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纪念馆、海军上海博物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陈列室、龙华烈士
纪念馆、青浦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等。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
（室）４８个。各时期，重要的博物馆有震旦博物院、上海博物院、警察博物馆、上
海市博物馆、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管理机构 １９２８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不久迁北平。抗日
战争胜利前夕，教育部设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改称清理战时
文物损失委员会），设（南）京沪办事处。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成立（简称文管会），负责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起，由上海市
文化局履行有关文物、博物馆的行政管理，文管会负责文物征集和管理。１９８８
年起，改由文管会全面负责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另 １９５２ 年、１９６７ 年先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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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整理仓库和市查收文物图书清理小组，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９月，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０年改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１９５５ 年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１９８８ 年
改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有直属单位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和上海
文物商店等。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１９８５年 １月 １０
日建立。
文物整理仓库。１９５１年，上海造纸工业委员会联购处 （黄家码头）和日晖
港华东工业部废铜仓库库存大批旧纸、旧铜，华东文化部组织各旧书店古玩市
场专业人员，遴选拣出宋版《磐老人集》和明版图书等１５万册、铜器１．５万公斤
（内有商、周、秦、汉等历史文物），存放武定路仓库。１９５２ 年，仓库列为市文化
局直属的事业单位之一，并设置图书整理、文物整理、标本保养和行政４个组。
后文物、图书全部迁至虎丘路 ８８ 号文物仓库。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清理文物 ２．７２
万件、图书５９．７１万册，又２．５７万公斤、３４箱。１９５９年撤销。
上海市查抄文物图书清理小组。１９６７ 年 ４ 月成立，负责接收、清理、处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 “红卫兵”非法抄没的市民私有文物、工艺品和图书。１９６７
年６月～１９６８年１２月，集中接收查抄的６．７４万户市民文物、工艺品３３２万件，
图书５４７万册。１９６９年５～１２月，分书画、青铜器、陶瓷、竹木漆器、玉牙、印章、
钱币等类集中清理，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７０年５月集中处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奉命
紧急处理查抄文物，１０万余件文物无偿移交上海博物馆，一级文物转移至仓库
保存，３４０万工艺品作价转售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１９７０年 ５月，清理工作
大部完成。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 “全市各单位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从市文清组调去的查抄文物、工艺品、图书全部退还市文清组，用于落实
政策归还原主。”到１９８６年１月，市文清组收回查抄文物、工艺品８１万件，图书
４５６万册。此后，对６．５６万查抄户，通过原物发还、顶退发还、开仓认领、经济补
偿等发还文物、工艺品６７万件，图书 ２３６万册，对原物无法找回的 １９２万件文
物和工艺品、１９３万册图书补偿１９０２万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全市清退工作全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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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

１９４８年，上海市博物馆在金山卫戚家墩发现、发掘春秋战国时代遗址，为
上海第一次遗址发掘。至１９９５年，共发现包括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文
化内涵的古文化遗址２８处，并对其中 １２处进行 ２６次考古发掘。另发现一批
古墓群。通过遗址的发掘，发现典型遗址的文化遗存，由此推定，上海地区最早
有人类活动在６０００年前。

上海成陆年代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瑞典海登斯坦、德国黄师孟推算上海
西部约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市区成陆不满千年。１９５８ 年后，马桥出土良渚文
化陶片，距今４５１０±４９６年，说明在４０００年前，海岸已离开竹冈一线，上海以竹
冈为界的西部土地，成陆在４０００年前。上海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遗址，
都在竹冈以西，其中青浦县崧泽和金山县查山两个距今约６０００年的马家浜文
化类型的遗址，在沙冈（北起沙冈庵，南经马桥镇、漕泾，直达海边，为吴淞江以
南最西的一条冈身）西，沙冈东距竹冈约１．５公里。推算沙冈一线应是距今五
六千年以前的海岸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上海地区出土众多唐代和唐以前文
物，彭浦镇附近出土唐青瓷碗，闸北区广中路菜场出土南朝青釉瓷碗和瓷罐，中
山北路出土唐黄褐釉瓷壶，共和新路出土唐青黄釉瓷碗，浦东白莲泾出土唐代
青釉瓷碗等，证明今上海市区及近郊至少在唐代已是陆地。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川
沙严桥公社发现一处唐代村落遗址，根据地质调查，发现在遗址以东，川沙县北
蔡、南汇县周浦、下沙、航头等地，地下有一条断续不绝的沙带海岸遗迹，推断唐
初的海岸线已在浦东的北蔡、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市区成陆至少有１３００年历
史。今上海市全境，宋代之初已基本成陆。
古文化 １９５９年起，对马桥、崧泽等１２处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基本廓清上
海地区古文化内涵和时代序列，典型遗址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崧泽文化、马桥文化
和戚家墩类型，填补上海考古空白。经厘清的上海地区古文化类型和发展序列为
马家浜文化４种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戚家墩类型。马家浜文化，距今约７１００～５９００
年，以有青浦崧泽遗址下层等文化层为典型。崧泽文化，距今约５９００～５１００年，
以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层文化为典型命名。良渚文化，距今约５１００～４２００年，遗
存有福泉山高台墓地。马桥文化，距今约３７００～３１００年，以上海县马桥遗址中
层文化为典型命名。几何印纹陶亭林类型，属两周时期吴越文化，以金山亭林
遗址上层文化为典型命名。几何印纹陶戚家墩类型，属春秋战国时代吴越文
化，以金山戚家墩遗址命名。
古文化遗址 至１９９５年，发现古文化遗址２８处，其中１４处列为上海市文
物保护地点，分别为崧泽、福泉山、寺前村、金山坟、刘夏、查山、亭林、招贤浜、戚
家墩、汤庙村、广富林、平原村、马桥、柘林等遗址。
三、 史迹建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６１年，有上海孙中山故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鲁迅墓列为全国第一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有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上述３处外，
分别为鲁迅墓、宋庆龄墓、豫园、龙华革命纪念地、松江唐经幢、徐光启墓。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地点、保护地点 １９９５ 年，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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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处。其中，古建筑、历史遗迹２６处，纪念性建筑、革命史迹、名人故居４１处。
优秀近代建筑６１处，上海市纪念地点２２处，日本侵略上海遗址纪念地７处。
四、 文物收藏

１９９５年，全市４８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收藏文物 １４６．２万件。各馆收
藏均有重点。上海博物馆主藏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钱币、玺印，重要藏
品有夏细腰铜爵、大克鼎、牺尊、战国商鞅方升、良渚文化黑陶细刻纹阔把壶、北
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南宋官窑贯耳瓶、唐怀素《苦笋帖》、宋苏轼《祭黄几道文》
卷、明祝允明草书《赤壁赋卷》、唐孙位《高逸图》、五代董源《夏山图》、宋赵佶《柳
鸦芦雁图》、元倪瓒《六君子图》、良渚文化鸟兽纹琮形玉镯、商代兽面纹玉戈、唐
拨镂鸟兽花卉象牙尺、南梁释迦如来漆金石像。
五、 文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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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国文物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１９２１年，上海
古玩市场出现后上海又为文物走私与盗卖的主要市场。１９５０ 年，市文管会参
加海关稽查。是年，查获雪?斋古玩店１７箱以真报假，企图蒙混出口的文物走
私大案。其后至１９５１年，又５次查获业主走私出口文物８５件。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
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古玩业“四大金刚”文物走私案，全市文物走
私得以遏制。１９８１年起，严格控制文物出口，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何香凝、
董希文、王式廓、李可染作品一律不准出口，吴湖帆、贺天健、齐白石、丰子恺、黄
宾虹、沈尹默、张大千、邓散木等６７名书画家的作品不准出境。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
日起，停止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批发出口文物和旧工艺品业务，公司库存文
物、旧工艺品３００万件全部按账面价拨文物部门保存，由此结束文物大批量出
口。９０年代，凡涉及文物外销业务的单位开业，均由市文管会审核，报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凡属文物外销业务的代销单位和国内经销文物的单位开业，由市
文管会批准。
古玩、文物商店 １９２１ 年，在广东路、江西路一带形成上海古玩市场。广
东路古玩店摊云集。３０ 年代，全市有中外古玩店 ２１０ 家。１９５１ 年，有 ２４０ 余
家。其中，开办最早的天宝斋，创办于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光绪三十三年至
宣统三年开办１９家，资本金额最高的粹源古玩号４．２１万元，低于１００元的５７
家，经营古玩的近１００家，书画 ５家，专营玉器的 １３家，瓷器、铜器的 １２家，木
器３家，专营钱币３家，专营景泰蓝 ３家。大多开设于广东路、江西中路、河南
路和石门一路。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古玩店大为减少。
１９５８年，剩上海古玩总店、国营旧货商店、新龙、顾松记、仁立、益新成、尊彝斋、
荣宝斋和古籍书店９家。９０年代后，上海文物商业重新活跃。１９９２年，朵云轩

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并在全国率先进行文物、旧工艺品拍卖。１９９５ 年，国家
文物局批准的文物外销店６家，为上海文物商店、朵云轩、上海古籍书店、上海
友谊商店、创新旧货商店和陕西旧货商店。市文管会批准的外销文物代销单位
１１家，经营文物、旧工艺品拍卖的 ６家，为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等。经营文
物和旧工艺品抵押业务的有上海典当行等４家。经营（包括内销和外销）古钱
币的４家。各时期，主要文物店、市场有四美轩、上海古玩市场、卢吴公司、金才
记、上海文物商店。
旧工艺品、邮票交换市场 １９８６ 年春，在会稽路自发形成的旧工艺品市
场。此后形成浏河路市场。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５个交换市场，分别为会稽路文物
市场（１９８６年形成）、东台路古玩市场 （１９８６ 年下半年）、太原路邮票交换市场
（１９８８年）、福路工艺品市场（１９９２年）、老城隍庙古玩市场（１９９４年）。
六、 文物保护

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上海市第一次普查文物，提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６２处，
１９５９年５月市人民委员会核准公布。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批准公布第二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１５处，全部为革命遗址。１９６２年９月，批准公布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２７处。１９６１年３月，孙中山故居等４处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至此，全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４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０２ 处。
１９６２年前，嘉定、松江、青浦、上海、金山县和南市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６８处。１９６４年，市文管会提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物部分，
保留１０处，撤销３６处，４处改为区县级。“文化大革命”中，拆除广福寺、潮惠会
馆、木商会馆、朱泾砖幢、江西会馆、方泰牌坊、白云观大殿、松江啸园等，平整陈
子龙、黄淳耀、吴历、陆深、黄道婆、邹容、宋教仁等墓，徐光启墓、南春华堂、钱业
会馆等遭部分损坏，豫园、真如寺等屋面装饰和静安寺、龙华寺、真如寺、沉香阁
内佛像等受到损毁。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７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公布，列入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２６处（其中革命遗址１９处、历史文物７处），建议改列为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９ 处，撤销 ５９ 处。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７ 年、１９８９ 年及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市政府相继公布第二至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至１９９５年，有全国重点保
护单位９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２８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３２处。
七、 优秀近代建筑

１９８９年９月，市政府核准公布５９处优秀近代建筑为市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３
年７月又公布２处，１９９４年２月再次公布１７５处。至此，共２３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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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档案事业
一、 档案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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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档案馆室 上海县衙书吏房。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年）设立，负责收
管公文案牍，直至清末。１９６２年，上海市公安局档案管理处清理旧政权档案，
发现清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奏折等文件４１件。
其他档案和档案馆室。清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年），上海道批准发行上海
房地产永租权道契。此后，根据代为申办领事馆的所属国，汇集成０．２５万册的
英册、美册、法册、俄册、日册等道契档案。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江南制造局设
文案处编纂《江南制造局记》１０卷。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江海关书信馆在外滩
设立，保存局论、半公函、邮政编案等１１类档案文件。中国通商银行，自成立至
光绪二十三年连续２９年汇集《公信录底》金融档案。二十八年，上海商业会议
公所编印《历次奏案及禀定详细章程》，汇集上海商人组织文件。另外，部分清
代工商机构编有档案文件汇编。
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档案室 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七月，上海英租界
工部局成立，设有总办处总收发室，负责文件收发和档案保管。１９３１ 年，公共
租界工部局总办处成立档案室。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法租界公董局总办建档
案室。１９４３年８月，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收回”上海租界，同时接收上海租界
档案，档案仍存原工部局库和公董局库，分归第一、八区公署保管。
上海市政府档案股 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接收淞沪商埠督
办公署档案。１９３０年，市政府设立秘书处第一科管理１５个处室的档案下属１７
个局级机构和３２个区公所，均分别设立总务股、文牍股、文书股、档案股和档案
室，市政府机关形成档案管理网络。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
将５３４卷重要档案移出市政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运至重庆，移交上海市政府驻渝办
事处保存，档案定名留渝档案。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上海市政府秘书处
档案股保管。９月，档案股接收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档案。１９４９年 ５月下旬，
调查处文书、会计、人事档案全部装运台湾，市民政局、警察局、社会局未及装
运，留上海。
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 １９３０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布置在上海
建立中央文库，保存中共中央各机关和上海等各地方党组织、各人民团体呈递
中央的文件、内部报刊。１９４９年９月，保存的１９２２～１９３４年２万余件、１６箱历
史文献全部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上海市档案馆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政务院在上海设立华东临时档案保管处，
１９５６年改为国家档案局上海管理处，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改上海市档案馆筹备处。
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共上海市委档案馆筹备处设立，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和上海市档
案馆筹备处合并成立市档案馆。
区县档案馆 １９５９年，松江、上海等１０个郊县均建立县档案馆。１９６３年
起，杨浦等１０区也建馆。１９９５年，全市有１４个区馆、６个县馆。
专门档案馆 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成立。国家极地档案
馆，１９９０年８月成立。
部门档案馆 归属上海市各专业主管部门，收集管理本部门档案。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９家，分别为上海音像资料馆、上海市气象档案馆、上海市地质矿产
局地质资料馆、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筹）、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档案馆、上海铁
路局档案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档案馆、上海市科技成果档案资料馆、上海市
房屋土地管理局档案馆。
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 １９９５ 年，全市有 ７ 家企业档案馆、１０ 家大学档
案馆。
二、 档案庋藏

１９９５年，全市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档案室收藏各类档案 ３０００ 余万卷件，其
中解放前档案占１４％、解放后档案占８６％。案卷１０６４．８５万卷，录音、录像、影
片档案０．４９万盘，照片档案６５．８６万张，底图１９３５．２４万张，缩微胶片平片２６．３
万张。其中明代档案数件、清代档案１２．８５万卷、民国时期档案１３３．８９万卷和
４．１７万件。上海租界档案主要集中保存在市档案馆，起止期 １８４９ 年 ３ 月 ～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有５．９万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占７４％，主要是英文档案。法
租界公董局档案占２６％，主要是法文档案。藏革命历史档案１．２７万卷和０．７８
万件。
文书档案 解放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中形成的公务文
件。至１９９５年，市级机关保存８３５个单位全宗３．４５万卷。重要的有中共上海
市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委员
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的档案。
科技档案 １９９５年，有科学研究档案、产品工艺档案、基本建设档案和设
备档案２９７．５２万卷、底图１９３５．２４万张。
专门档案 会计档案，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９５年８２７万余卷，其
中清代、民国时期占总数２０％。诉讼档案，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至１９９５年１９０
万卷，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国民政府１２个上海地方法院和日伪政府９个上
海地方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占总数 ４０％。公证档案，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１ 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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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档案，清光绪二十七年至 １９９２年 ７９万盒。货币档案，清光绪二十三年至
１９９２年０．８万张。道契档案，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至 １９４５年 １．４８万卷。
商标档案，１９４９～１９９５年２．４１万卷。水文档案，１９３２～１９９５年０．２万卷。艺术
档案，１９２４～１９９５年１万余卷。教学档案，清同治十一年至１９９５年８．７４万卷。
照片档案 清光绪二十二年至 １９９５ 年 ６５ 万余张。音像档案，１９２７～１９９５ 年
０．４９万盘（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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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宗

教

第一节 佛教
相传，三国赤乌年间佛教传入上海，建沪渎重玄寺，宋改称静安寺。康居国
僧会建龙华寺。在古冈身建菩提寺。西晋建兴元年（３１３年），两尊浮石佛像浮
海至吴淞江口，吴县朱膺迎至苏州通玄寺。唐代，沪地佛事颇兴，青浦、松江地
区尤盛，青龙镇有７塔１３寺。宋、元间，上海地区兴建一批名寺，延庆讲寺有房
６００余楹。宋兴塔，今存龙华塔、松江方塔、西林塔等。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华
亭县有佛祠４６座。明初，明廷清理寺观。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 年），上海县宁国
寺等５寺庵归并观音禅寺。洪武二十四年，裁减无名望寺院。嘉定县寺院从
１２０余处裁至２４处，僧尼从 ６００多人裁至 ３００多人。上海县明心教寺归并 １７
庵。万历年间，禁令渐弛，佛教又兴，寺庙增加，除崇明外遍布各地。弘治初，把
“淫祠”和无额庵院改为社学，正德末年华亭县９６庵院改为社学。清初、中期抑
佛，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５年）后寺庙增加。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期，上海地区１１０所
寺庙毁于战火，自此上海地区佛教一蹶不振。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上海县令敦
促尼僧蓄发还俗，变卖房屋以作生产。十四年，每逢朔望，派兵把守沉香阁等
处，阻止妇女入庙烧香。二十六年、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以烧香男女混杂、私藏
女尼，两度封寺。南北朝至清代，上海地区有４８座寺庙获赐额，２２座请额。２０
世纪初，各地、各宗派僧尼到沪传播佛教或谋生，寺庙、僧尼骤增，佛教团体勃
兴，形成居士佛教，大量印行藏经、佛教书刊，中、外，汉、藏佛教交流增加，佛学
院、佛教文化和慈善事业机构竞相创办。佛教社会影响扩大，地位提高，抗日战
争前达鼎盛，带动全国佛教复兴。 寺庙、团体选址渐由南市、闸北移至租界。
１９３６年，有新建寺庙１４９座，僧尼约０．３万人。农村庙产受兴学等风潮影响，大
量移作他用，松江县有 ４８座用作校舍。１９３７ 年上海沦陷后，不少僧尼参加抗
日，华界寺庙再次遭毁，各地僧尼避居租界，寺、僧增加，出现佛摊头、马路和尚。
日本僧人在沪活动，组织团体，举办慰灵法会。１９４９年，全市有僧０．１８万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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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万人，寺１９５０处。解放初，成立爱国佛教团体，绝大部分寺庙佛事、布施锐
减，经济困难，有的开展生产自救。１９５２年，全市约３３％僧尼还俗。１９５３年，有
５７％的寺屋出租，房租占寺庙总收入２１％。郊区僧尼参加农业生产，１９５５年每
寺平均有 ３ 亩地。政府拨款修理玉佛、静安、龙华、三昧等寺庙。１９５２ 年，圆
瑛、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１０月、１２月，圆
瑛和虚云分别在沪举行两场为时４９天的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２０
万～３０万人参加，虚云收皈依弟子１．４５万人。１９５３年后，市区寺庙香火渐旺，
佛事增多，僧尼增加。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１９５６年，随喜南方
国家纪念释迦牟尼佛涅?２５００周年，在玉佛寺举行大型法会，为时２周，１０万
人参加。１９５８年初，全市有寺 １１１９座，其中市郊 ８３８ 座。有僧 ９０８ 人、尼 ０．１
万人。１９５８年３～５ 月，举办华东五省一市 （汉族）佛教徒社会主义学习座谈
会，２８９人与会。会后，大批僧尼转业，或参加生产组劳动。１９５９年底，佛教界
办有生产组５个、种植场１个。１９６０年，成立佛事接洽处，按地区组织市区小庙
僧尼、马路和尚等接洽佛事。１９６３年，有接洽处 ９处，３５６人参加。“文化大革
命”前停止活动。１９６１年，有寺４７４座，其中２２１座有宗教活动。有僧９２８人、
尼０．１万人，分别有５３４人、４９４人转业及参加加工组生产。郊县大部分寺庙作
他用。１９６５年，全市有寺３３９座，僧３４７人、尼５９７人。１９６６年８月，玉佛寺作
文物单位封存，因接待外宾留僧１３人。全市其余寺庙佛像均被毁坏，寺舍移作
他用，佛事禁止，僧尼四散，市佛教协会停止活动。１９７９年２月，市佛协恢复工
作。３月２０日，在玉佛寺为含冤去世的持松等举行有佛教仪式的追悼会。８月，
玉佛寺恢复群众性宗教活动。此后，各类教务活动次第展开。１９９５年，开放寺
庙４７座，有僧３３９人、尼１５５人，佛学院１所，出版机构１个，定期刊物１种。
主要寺庙有龙华寺、静安寺、青龙寺、超果寺、法华禅寺、真如寺、慈修庵、玉
佛禅寺、法藏寺、圆明讲堂。自唐至 １９９５年，上海地区建塔可考者 ２４座，其中
唐建３座、宋９座。１９９５年，存１６座。
自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至１９４９年，办有４０种佛学期刊。１９３３年起，办
有佛教电台，三四十年代有１０个。清光绪二十四年至１９４９年，办有１所大学、
２所中学、１０所小学。１９３７年，办有佛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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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教
三国时期，吴末帝孙皓在大金山岛（今金山县金山岛）建冠军神庙，又称金
山庙，祀汉将霍光（一说祀霍去病），南宋岛沉海而庙没。相传有道教丹鼎派传

人、道士葛玄在金山卫地区活动。晋安帝隆安五年 （４０１ 年），沪地设筑耶将军
祠，祭祀孙恩部的袁山松（又说崧），俗称袁将军庙，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年）庙犹
存。唐代，道士查玉成在金山东北遮山 （查山）炼丹，留有炼丹室、浴丹井。宋
代，道观渐多，分布于除今宝山区以外各地，今松江、市区和嘉定等地尤多。元
代，道教传入今宝山地区，全真派传入上海地区。明代，正一道占主要地位。新
建道观１９％由地方官吏倡建，新道观大多在上海、嘉定两县，尤多黄浦江两岸。
永乐年间，上海城隍庙修建。清代，道教发展受限制，渐失上层社会地位，向民
间，尤其是农村发展。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前，１７座道观由地方官倡议重建，
占同期新建道观１５％，主要供奉列入清廷祀典的神 癨。此后，无地方官倡建，
极少地方官倡修。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后，同业公会和同乡会倡建增多，以嘉定
县最多。上海开埠后，江浙等地道士随众到沪谋生。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苏州
道士曹瑞长在上海县道会司领得外方流道执照稽查，设听钟山房。此后，道院
大兴，又迭遭上海知县查禁，屡禁屡设，逐渐增加。十一年起，上海知县屡出告
示禁止迎神赛会。民国初，上海知县只承认出家道士，以破除迷信名义多次禁
止与正一道士活动相关的堪舆、卜筮、迎神赛会等活动，对道观、道院颇多限制。
１９２２年，道教界多次组织团体，以谋求合法地位和相应权利，难获政府批准。
为扩大社会影响，力办施诊、学校等社会活动和事业，规模不大，为时不长。多
数道士以“道士”为谋生职业，为市民做道场。上海市区道院特别兴旺。全真派
因有合法地位，得到发展。１９４９年，上海有道观２３６座，其中２１１座在市郊。１５
座为全真道观，均在上海市区。有道院 １４６ 家，均在市区。道士、道姑 ０．３７ 万
人，其中全真派约３００人。少有居士。解放初，进庙烧香者减半，香火资、功德
献仪锐减。正一道士做道场从每月 ２０ 多场减至 １～２ 场。道观、道士经济困
难，道教界发起自救。关闭部分道观，部分开展生产自救。玉皇山等 ５座道观
组织织毛巾、袜子等手工生产。大部分道观靠出租余屋谋生，１９５２年市区不出
租者仅三四座。全真道观裁减道士，大部分转业，１９５３ 年全市减至 ８４ 人。白
云观１５０多人减至２９人。１９５０年７月，正一道士７０％回乡和转业，留沪人员
部分兼做摊贩，有摊贩 ３５０人，少数人靠政府救济。１９５３年后，香火、经忏、道
士人数均有回升。１９５６ 年，政府明确对各教一视同仁，道教获得合法地位。
１９５７年３月，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８年８～１１月，举行上海市
道教界人士社会主义学习座谈会。会后，废除求签、过关等活动，办加工场 １
处，７１名道士转业。１９６１年，１２座道观有宗教活动，全市有道士、道姑 ０．２２万
人，绝大部分为正一派，８７８人转业。１９６１年，成立经忏接洽处，按地区组织市
区散居道士，统一接洽经忏。１９６３ 年，有接洽处 ８ 个，联系道士 １６４ 人。１９６５
年，５座道观有宗教活动，全市有道士、道姑０．１２万人。１９６６年８月，市道协筹
委会、接洽处、所有道观停止活动，道士、道姑四散。１９８３ 年 ５ 月，钦锡仰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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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恢复宗教活动。１９８５年４月，上海市道教协会成立。市道协开办道学院，办
刊物１种，出版道教音像制品２种。１９９５年，修复、开放道观和烧香点１１处，在
观道士１０７人、道姑２人。
重要道观有钦赐仰殿、上海城隍庙、保安司徒庙、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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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大食 （今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居住上海地区。宋德元年 （１２７５
年），元军攻入华亭县，军中官兵及家属多回族，遂定居华亭。元至正年间，建松
江真教寺，至元末有穆斯林数十户。元末，有穆斯林官员、文人避兵燹迁居松江
附近地区。明初，有的回族将领因战功受赏镇守金山卫、嘉定县。天顺年间，甘
州、凉州０．２万名寄居回民迁徙江南，有的到金山卫，上海地区伊斯兰教更有发
展。松江真教寺４次敕建、重建或扩建，青浦真教祠建立，七宝、诸翟等处设回
民坟。明中叶，回民改汉姓、用汉名，求仕入官与汉人无异，在教内仍遵守教规
和相关习俗，以致轻教门、重礼俗。清代，有回民从松江、青浦移居七宝，建七宝
清真寺。道咸年间，因水灾和太平军战事，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穆斯林大批移
居上海，有的经营珠玉、古玩。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建草鞋湾清真寺。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后，上海县城厢商业中心北移，珠玉、古玩商迁居城北九亩地一带，后来
者也舍南就北，逐渐形成聚居点，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设穿心街礼拜堂。１９世纪
末，日商在沪西开纺织厂，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大批穆斯林经同乡同教人
介绍，进厂做工，或设牛羊肉摊、饼面摊，或拾荒为生，在沪西南英华里、北英华
里、长寿里、小沙渡、药水弄一带形成聚居点，设药水弄、鸿寿坊、江宁路等清真
寺。宣统元年（１９１２年），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管理上海主要清真寺、墓地和
事业。民国建立前后，宰牛业穆斯林在斜桥设清真寺。２０年代，苏北淮阴等地
穆斯林聚居沪东，１９２３年设景星路清真寺，后又称苏北回教堂。山东、天津等
地贩马、养马穆斯林聚居江湾跑马厅附近，１９３０年建江湾清真寺。因各聚居点
穆斯林籍贯、职业、经济状况不同，上海穆斯林以大分散、小集中聚居。南市聚
居以南京籍珠宝商为主的穆斯林，经济实力较强，兴办上海穆斯林文化、社会事
业。民国建立前后到抗日战争前，上海伊斯兰教兴盛，新增一批清真寺、清真女
学，新型宗教团体勃兴，举办教育、出版、慈善事业，加强与海内外交流。抗日战
争中，穆斯林勉力投身抗日战争和拯济事业，有名望阿訇离沪，不少事业停办，
部分清真寺被毁。
１９５１年，有清真寺２０所、教职人员 ５８人、穆斯林 １．７万人。解放初，政府

拨款维修重要清真寺，土地改革中保留回族公墓。１９５０ 年，新设 ２ 座清真寺。
１９５３年，全市有０．３４万人参加开斋节会礼。１９５８年５～１０月，教职人员参加市
少数民族整风座谈会。１９５９年初，有阿訇 ３３人、师娘 ６人，清真寺 １８所，０．１１
万人参加开斋节会礼。是年，进行宗教管理制度改革，成立上海市清真寺管理
委员会，全市清真寺合并成９所，成立上海市少数民族金属工具厂，开展生产自
救。１９６０年６～９月，召开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界上层人士神仙会。１９６２年，
成立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１９６６ 年初，有清真寺 ９ 所，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
吾尔、乌孜别克、撒拉４ 民族人口近 ４ 万人，平时 ４０ 多人参加礼拜，主麻日约
１５０人，开斋节会礼 ２７６ 人。“文化大革命”中，保留小桃园清真寺，供外宾礼
拜，其余清真寺均关闭。１９７９ 年，小桃园清真寺恢复群众性宗教活动。１９８２
年，７００～８００人参加主麻日礼拜。１９９５年，开放清真寺７座，有阿訇２０人，信
仰伊斯兰的回、维吾尔、乌孜别克、撒拉、塔塔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８个民
族人口约５万人，平时约有 １００ 人参加礼拜，主麻日约 ８００ 人，开斋节会礼约
０．４万人。
重要清真寺有松江清真寺、沪西清真寺、小桃园清真寺。１９５５ 年，有回民
墓地４６处，１９７９年集中于回民公墓一处。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年，办过４个出版机构。清同治年间，办清真义学，至１９４９年
办过小学６所、中小学１所。１９９１年，有回民小学４所、回民中学１所。

第四节 天主教
明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十二月，上海县人徐光启邀意大利耶稣会士郭
居静到沪，在徐宅设礼拜场所，向徐亲友、佃户传教，教徒分布于上海县城内和
浦东。明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 年 ），郭居静到嘉定开教。 次年、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潘国光先后到松江、崇明开教。到 １８世纪初，教
务鼎盛，上海地区有教徒８万人，占全国１／４。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清廷严禁
天主教。此后百余年间，教士潜伏浦东、松江、青浦、崇明等地秘密传教。乾隆
四十年（１７７５年），教廷取缔耶稣会，遣使会士到江南接替耶稣会士。五十二
年，奥地利原耶稣会士、南京教区主教病逝浦东，此后数十年北京教区主教兼上
海地区主教。道光十九年 （１８４０ 年）十二月，教廷派意籍传教士到沪任主教。
二十年，上海地区有教徒４．８万人，教会由１２个神职人员主持，其中１１人为遣
使会士或由遣使会培养的中国神父。小堂大多由教徒管理。二十二年，被教廷
恢复的耶稣会派遣３名法国会士悄返江南。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教廷委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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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巴黎省会管理上海地区教会，至１９４９年不变。教务重心从农村转向上海县
城区，再转法租界、徐家汇和公共租界。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开始发展慈善、教
育事业。７０年代起，开始发展天文、博物、出版等事业。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法
国外交大臣从中国赔款中拨３０万法郎（合银近５万两）给江南代牧区，教会用
此款在租界购置房地产。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上海有教徒８．６万人。中外
神父１０２人，多为法籍耶稣会士。２０ 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教会加快发展，新
建和重建一批大教堂，创办大学和医院。１９３６年，全市有教徒１３．２万人、神父
１７７人、修士１７８人、修女７１３人。
上海沦陷时期，教廷要求在华教士中立。日军对天主教“一体保护”，因视
法国侨民为非敌性侨民，法国神职人员可在各地自由行动。１９３８年，日本神父
以上海教区名义向中国神父发证书，在日占区作变相通行证。１９４９年，有属于
上海教区的堂口３８４所，另有学校、医院、神父住院、慈善机构、修会办事处所设
大小教堂４６所。在市区，设有教堂、神父住院和附属事业的教堂区１５个，其中
徐家汇圣依纳爵堂等６堂为总铎级。在市郊，设唐墓桥等６个总铎区，崇明总
铎区后亦划归上海。每个总铎区下辖数个本堂区，每个本堂区下辖数个堂口，
形成教区、总铎区、本堂区、堂口 ４个层次的教会体系。外国主教、神父、修士、
修女６２２人，中国神父、修士、修女８８０人。教徒１３．０４万人，其中８．５万人在市
郊。１９５１年８月，上海教区及各修会共有地产 ０．３２ 万亩，占外国人在沪地产
１６．６％，占外国各教会团体在沪地产６３．７％，其中０．１９万亩出租。有房屋０．７５
万幢，占外国各教会团体在沪房产 ９０％，其中 ０．７ 万幢出租。１９５１ 年，房地产
租金收入约 １００万元。１９５３年 ６月，天主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１９５５ 年 ９
月８日，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破获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举
办５期天主教青年教徒学习班、天主教人士座谈会、修女学习班，进行社会主义
教育，０．４３万人参加。１９５８年初，全市有教堂３５９所，神父、修士、修女５２２人。
是年１１月，松江、金山、奉贤、南汇、青浦、川沙、崇明等县教堂宗教活动全部停
止，１９５９年３月后部分恢复。１９６０年 ４月，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自选
自圣张家树为教区主教，１９６２年改为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１９６１年２月，天主
教上海教区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５ 年，全市有 ２０ 所教堂举办宗教活动，有主教 １
人、神父６８人、修士１２人、修女２０６人、教徒１２．６万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全市所
有教堂停止一切活动。８ 月，教区、爱国会停止工作，教职人员集中漕溪北路
２０１号，参加生产劳动，不少人受冲击。１９７９年２月，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恢复
活动。６月５日，教职人员在修女院内堂圣母主保堂恢复宗教活动。１１ 月 １
日，徐家汇圣母院为天主之母堂恢复群众性宗教活动。１９８２年，上海市天主教
教务委员会成立。修复开放教堂，办修院、修女院、光启社、骨灰堂、光启进修学
校、安老院、印刷厂。１９９５ 年，全市开放教堂 ６８ 所，分上海市西部、上海市东

部、松江、浦东新区西部、浦东新区东部、崇明 ６ 个总铎区，总铎区下辖数座教
堂，教徒约１４万人，有主教、神父、修女９７人。主要教堂有敬一堂、邱家湾耶稣
圣心堂、张家楼耶稣圣心堂、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南桥圣母无原罪始胎
堂、佘山圣母进教之佑堂、虹口耶稣圣心堂、唐墓桥露德圣母堂、徐家汇圣母为
天主之母之堂、重庆南路伯多禄堂。
上海地区天主教会所属教区多次变化。明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 年），教廷设澳
门教区，统辖中国、日本等国教务。清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咸丰六年，上海
先后属南京教区、江南宗座代牧区。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２年，先后属江苏代牧区、南京
代牧区。１９３３年，南京代牧区分为上海、南京２个代牧区。上海代牧区管辖范
围除今上海市（不含崇明县）外，还包括苏州、扬州、东台、阜宁、海州等地。１９４６
年，改上海教区。１９４９年，划分为上海、苏州２个教区及扬州、海州２个监牧区。
１９５０年，上海教区由中国籍主教管理。１９６０年，崇明教务归上海教区。此后，
上海教区管辖范围与上海市行政区划一致。１９１８ 年起，教廷拟收回法国保教
权，起用中国籍主教，实现传教国际化，在上海受到法国抵制，至１９４９年法国势
力仍占绝对优势。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先后建徐家汇、佘山天
文台。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办圣依纳爵公学 （今徐汇中学）。清光绪二十
九年，创办震旦学院。１９５０年，有大学２所、中学２０所、小学１９２所。清同治二
年，办公济医院，到１９４９年办有 １１所医院。此外，办有中国首家自然博物馆、
徐汇藏书楼。

第五节 基督教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十一月初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
林夫妇抵上海，定居传教。此后５年，英、美等国主要教派差会派遣传教士到沪
传教，英国传教士占优势。初在上海县城内设点，迅速向租界发展。二十七年，
上海第一批基督教堂圣三一堂、圣会堂（后称老北门第一浸会堂）建成。二十八
年青浦教案发生后，教会获得在上海地区传教特权。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美国
差会在上海增加传教经费，增派传教士，或以上海为传教责任地，或在上海设总
部，向江、浙及内地发展。１９世纪 ６０ 年代后，上海增建一批教堂和教会医院、
学校、出版机构。１９世纪末，上海有教堂 １０多所。２０世纪头 ２０年，上海基督
教迅速发展。建造或重建一批大教堂，创办一批神学院、圣经学校、教会大学和
中、小学知名学校，开办教会医院，新设出版机构，或将在外埠的出版机构迁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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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一批社会福利事业。 上海成为全国基督教中心。 美国势力渐占优势。
１９３７年，上海有教堂７８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传教士或撤退，或进集中
营，差会津贴减少，差会驻华机构和教会团体总部内迁，教会和教会事业由华人
组成临时机构管理。各教派投入抗日战争，成立战时服务团体。抗日战争胜利
后，主流派教会团体和传教士返沪。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大批北方教会教职人员
涌入上海。１９４９年，上海地区有教会 ３６７个、信徒 ４．４万人；教职人员 ８６６人，
其中传教士３１３人。１９５０年，全国主要教派团体２６个总办事处有１４个设在上
海，１２个全国性合作团体有１１个设在上海，１２个重要出版机构有９个设在上
海，８个救济和福利事业机构全部在上海。１９５１年８月，有地产０．１８万亩，占外
国人在沪地产９％，占外国各教会团体在沪地产３４．９％；有房屋７３５幢，占外国
各教会团体在沪房产８．８％，其中 ２８８ 幢出租。１９５０ 年，开展中国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由中国人自办教会。外国传教士离沪，外国差会断绝对中国教会的
津贴。１９５４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会址设上海。１９５５年，
成立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教会开始靠房地产自养。教会学校、
医院和慈善事业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接办。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破获教会中的倪柝
声反革命集团，教会团结大多数属灵派信徒。１９５６年，尚存的４个出版机构联
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１９５８年初，有教会２９６个，其中２０８个在上海市
辖区，教徒４．８万人，教职人员４７２人。１９５８年１～７月，市教三自爱国会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９月，实行联合礼拜，市区留２２座教堂开展宗教活动。同
时，组织三自加工组，部分教职人员转业或参加生产。１１月，南汇、松江、金山、
奉贤、青浦、川沙、崇明县教堂全部停止宗教活动，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后部分恢复。
１９６１年，全市有教堂６０所，３９所有宗教活动。教职人员３９３人，其中从事神职
活动的１０５人。１９６５年，有教堂３８所，教职人员１７１人，教徒 ３．６万人。１９６６
年８月，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教堂移作他用，绝大多数教职人员转业。１９７９年２
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工作。９ 月 ２ 日，沐恩堂恢复宗教
活动。１９８１年，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成立。１９９５年，开放教堂和基督教活
动点１１２处，有牧师、传道、长老２２１人，教徒１３．４万人。同时，中国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恢复工作。
重要教堂有圣三一堂、沐恩堂、景灵堂、国际礼拜堂。
差会，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年），英国差会伦敦会派传教士到沪。１９４９
年，上海有３０个差会驻华机构。１９５１ 年后，随传教士离沪，差会机构停止活
动，至１９５３年全部结束。在沪差会均向其传教责任地提供津贴。
清道光二十四年，办上海首家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办广学会。创刊上海第
一种中文报刊《六合丛书》，到１９９５年，约出版过２８１种报刊。自清道光二十五
年办男塾，到１９４９年办过圣约翰、沪江、东吴 ３所大学，３１所中学，６３所小学。

清道光二十六年，办仁济医馆，至 １９４９ 年有仁济、同仁、宏仁、红房子等 ８ 所
医院。

第六节 其他教
一、 理教

清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由天津商人传入上海。１９２４ 年，上海有公所 ３１
所，１９５０年６月有１１３所，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剩２所。此后因无信徒进公所参加宗
教活动，亦先后关闭。
二、 东正教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沙俄政府意图在沪建东正教堂，遭清廷拒绝。
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同意。三十一年，在闸北建主显堂。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旅沪俄侨迅速增加。１９２４年 ５月，中华正教会成立，
归属流亡欧洲的俄罗斯正教国外圣公会，设立上海教区。１９４１年，上海有东正
教堂１０所。１９４６年，中华正教会归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改称中国东正
教会。此后分裂，圣尼古拉斯等２所教堂归属中国东正教会，圣母大堂等７所
教堂归属俄罗斯正教会。解放初，上海教区有外籍神父７人。１９５６年３月，按
中苏两国政府议定，上海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和莫斯科大主教脱离关系。
９月，在沪东正教房地产移交中国政府。１９６１年，有中国籍主教１人、神父３人
主持宗教活动。１９６５年３月，主教病故，宗教活动停止，教职人员转业。
三、 犹太教

上海开埠后，在印度的赛夫拉迪犹太人首先到沪经商，犹太教传入上海。
各族在沪犹太人各自建立犹太教会堂和会社。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年）六月，
赛夫拉迪犹太人建埃尔会堂和上海会社。二十六年，建舍里特·以色列会堂。
１９２０年，建拉结会堂（俗称西摩会堂）、博物院路（今虎丘路）阿哈隆会堂，以替
代原来的２所会堂。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犹太协会成立。光绪三十三年，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建摩西会堂。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成立。１９４１
年，经阿许根那齐拉比集资建成能容纳 １０００余人的拉都路会堂。欧洲犹太难
民无力建造会堂，且大多为犹太教改革派和自由派信徒，不适应正统派的教规，
１９３９年９月租用百老汇大戏院设立百老汇会堂，并于１１月成立中欧犹太协会，
１９４０年２月租用东海大戏院设立东海会堂。１９４９年，全市有摩西会堂、拉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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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举行宗教活动，先后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５年关闭。解放初，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和
上海犹太协会联合组成上海犹太联合委员会。１９６７ 年，上海犹太联合委员会
自行解散。
四、 祆教

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在香港经商的印度波斯族商人到沪开设洋行，
同时英租界当局组建英军商团，部分雇佣军为印度波斯族人，祆教传入上海。
是年，祆教徒成立波斯公所和上海帕尔西墓地基金会。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建
祆祠，成立波斯公所董事会。１９３１年，波斯公所建祆祠，建筑面积１４０平方米，
可容教徒２００人。市民称祆祠为白头礼拜堂。１９４２年５月后，祆祠渐衰。１９４９
年初，祭司回国，祆祠停止活动。１９５２ 年 ３ 月，上海无祆教徒，１９９５ 年祆祠
拆除。
五、 锡克教

上海开埠后，英租界当局从印度雇用锡克族巡捕和司阍，锡克教传入上海，
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有１００多人。三十三年七月，建锡克教谒师所，１９１５
年另建谒师所。１９２４年，旅沪印侨０．１３万人。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另
在两处分设小谒师所。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后，大批锡克族人解雇，有的离沪，有的转
业牧场，３所谒师所先后关闭。解放初，全市有印侨２００余人，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２年
先后离沪，宝兴路谒师所停止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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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社会生活
第一节 社区
一、 工业社区

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中日签订 《马关条约 》后，外国资本在上海开
设工业企业，民族工业也开始发展。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形成杨浦、闸北、
沪西、沪南４个上海最早的工业区及毗邻工厂区的工人聚居地，约有 ４ 万名
产业工人。１９２８年，纺织、面粉、针织、棉织和缫丝五大行业 １８７ 家工厂分布
在闸北和杨浦两个工业区。１９３０ 年，上海纺织工业工人增至 １８．２６ 万人，大
部分从业于４个工业区纺织厂。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闸北及其他工业区遭
严重破坏，难民在废墟上建房搭棚，形成上海最初的棚户区。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
事变，闸北、杨浦、沪西和沪南等工业区又一次遭日军轰炸，又有大批难民形
成药水弄、蕃瓜弄、小莘庄等数个大型棚户居住区 。 到 １９４９ 年 ，全市有药水
弄 、蕃瓜弄 、肇嘉浜 、杨树浦等大型棚户区 。１９５８ 年起 ，在市郊结合部辟造
张庙 、闵行 、彭浦等新型工业社区 。１９７２ 年 ，金山卫建大型现代化石油化工
联合企业上海石化总厂 ，形成大型工厂社区 。１９７８ 年 ，在宝山县月浦地区
沿长江一带 １２ 平方公里区域内 ，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形成新的工厂社
区 。９０ 年代初 ，兴建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技术园区 ，形成新
的工业社区 。
二、 商业社区

２０世纪初，上海形成南、北市场两个商业社区。南市场分布于上海县城大
东门、小东门和北门城郭附近，是上海的商业中心。北市场以新闸沿苏州河一
带较为兴盛。同时，上海的商业中心逐步转向租界，主要集中在沿黄浦滩带，后
又从英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由东向西逐步扩展。２０世纪初，上海出现大型百
货公司，２０年代大型百货公司毗邻集中于南京路。南京路、福州路、广东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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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社区。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年），北四川路 （今四川北
路）开辟。二十七年，法租界西江路（今淮海中路、东路）开辟，到 ２０世纪 ２０年
代均成为繁华的商业社区。１９７９年，曲阳路因成为居住区，出现大批中小型商
店，形成圈状商业区。１９９０年起，徐家汇商业社区大规模改造，成为上海主要
的商业社区之一。９０年代初，陆家嘴地区成为全新的市级商业社区。此外，江
湾五角场、打浦桥、提篮桥、东新桥、老西门、静安寺、曹家渡、八大埭等均为重要
的商业社区。
三、 居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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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里弄 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至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军东征攻打
上海，城内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战乱后不少人留居租界。约同治九
年，外商在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一带建三上三下、以花岗石为大门门架的砖
木结构民居，俗称石库门住宅，以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列，构成里弄，又以数条
里弄组成一个居住社区。１９世纪末，石库门民居在公共租界、法租界由东向西
大批建造，形成居住社区。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石库门里弄居住社区遍布上海市
区，打浦桥地区新新里、顺昌路大康里和曹家渡荣华里为上海三大名里。１９４６
年内战爆发后，外省市避难民众大量流入上海，住房需求激增，二房东乘机违章
搭建。解放初期，全市有１６００万平方米老式里弄房屋，其中违章搭建的有３００
多万平方米。
棚户区 上海开埠后，黄浦江边出现一批主要由英商经营的码头、仓库，来
自湖北、安徽、苏北等地农民充当搬运工人，并在浦东沿码头附近的荒地上和浦
西江边上海县城外围搭盖低矮席草棚屋栖身，十八间、烂泥渡、洋泾港和老白渡
等为集中地。此后，随工商业发展，黄浦江两岸出现一批棚户区。１９１４ 年前
后，沪东、沪西两个工业区周边地区棚户区不断增加，１９２０ 年前后尤为迅速。
形成沪西知名的药水弄、潭子湾棚户区。清宣统三年后１０余年间，苏州河水面
还密布大量船户。到１９３０年，药水弄棚户区居民约０．１万户，主要是附近日商
内外棉９家纺织厂的工人。沪东工业区棚户迅速增加，１９２６ 年公共租界东区
有草棚０．１２ 万间，密集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到 １９３１ 年增至 ０．１８ 万间。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闸北、南市以及近郊市镇大批房屋被毁，
形成闸北新民路、广肇路、大统路一带新的棚户区。靠近租界的旧棚户区迅速
扩大，如药水弄，因苏州河北岸以及虹口、杨树浦大批难民迁入，所剩空地全被
搭盖棚户，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增至１万人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难民涌
入上海，形成新棚户区，旧棚户区扩大，知名棚户区有肇嘉浜、蕃瓜弄。此外，还
有因租界当局为市政或其他原因，拆除原棚户区棚舍，或受战争影响原棚户区
房舍被毁，形成新棚户区。１９４９年，全市 ２００户以上的棚户区有 ３２２处，其中

０．２万户以上 ４ 处，０．１ 万户以上 ３９ 处，５００ 户以上 ３６ 处，３００ 户以上 １５０ 处，
２００户以上９３处。全市棚户约２０万户，居民近百万人。绝大部分分布在闸北、
南市、沪东、沪西以及浦东沿黄浦江地带，在市中心和高级住宅区里有零星分
布。９０年代中期，市中心区绝大部分危棚简屋居住区得到改造，建造中高档商
品房，原居民迁到城郊结合地区新居，形成新的社区。
高级住宅区 上海开埠后，旅沪外国人和富商始建独院住宅，民国后在静
安寺西愚园路一带大量出现，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展至华山路、虹桥路、溧阳
路、多伦路等地。有法国式、官邸式、英国殖民式、德国式、西班牙式、日式等住
宅。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官僚买办、富商竞相在沪西地区购地建房，形成沿
今武康路、衡山路、太原路、湖南路、永嘉路、复兴西路、华山路和虹桥路一线的
花园别墅住宅社区，花园别墅数量约占全市７０％。９０年代起，在沪西虹桥路南
侧辟涉外住宅小区，多为公寓式住宅，居民大多为外国驻沪机构、香港台湾地区
在沪机构工作人员。
工人新村住宅区 １９５２年，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沪西地区建
成，开始出现工人新村社区。６０年代，闸北蕃瓜弄、南市桃源新村、瞿溪新村建
成。在市区边缘地区新建控江、鞍山、天山、日晖、宜川等新村住宅，市区居民开
始向市区边缘地区迁移，６０年代起浦东沿黄浦江一带建成一批新村住宅。８０
年代，在城郊结合部建成一批住宅小区，如西南部田林新村，东北部延吉新村，
北部曲阳新村和虹桥地区的一批新型住宅区，各居住区居民有数万至十几万
人。市中心居民开始向城郊结合部地区迁移。９０ 年代起，城郊结合部居住社
区迅速增加。东北部中原小区，康健新村、仙霞新村、万科城市花园、梅陇新村，
北部地区共康新村，浦东地区罗山新村、六里现代生活园区等。
四、 学校社区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创办。光绪二十
二年（１８９６年），南洋公学在徐家汇镇北创办。徐家汇地区成为上海最早的学
校社区。１９１７年，复旦公学改私立复旦大学，１９２２ 年在江湾五角场附近购地
建校舍。１９２７年，同济医专改同济大学，形成上海东北地区的学校社区。５０
年代起，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为主的上海东北地区学校社区，扩至上海外国
语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范围。１９５１ 年起，在上海西部创办
华东纺织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外贸学院。１９５２ 年起
在上海西南地区建立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冶金学校、上海化工
学校。校园内及教工居住区设百货商店、小卖部、食堂餐厅、菜场、邮局等各
种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图书馆、游泳池、体育场馆、招待所、电影院、中学、小学、
幼儿园、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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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村落社区

明清时代，农民以种植棉、稻和纺织土布为业，沿江河海边的农民以渔盐为
业。同姓同宗聚居一地，十几户至几十户，形成众多自然村落。民国时期，近郊
新泾、虹桥地区农民开始专门种植蔬菜。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近郊及苏州河沿岸
一带围绕上海市区西部、南部宽约数公里的农村形成蔬菜生产区，西部金山、青
浦等县，是以种植稻谷、小麦为主的粮食产区，南汇、奉贤则成棉花种植区。
六、 集镇社区

明清时期，上海农村的一些集镇由棉花、棉布贸易而发展，交易农产品，聚
商成市，发展成为农村的集镇社区。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市有４００多个集镇。
居民大多土生土长或世居，多住自家私宅，经商或经营手工业作坊，做摊贩或外
出做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南下干部、军人家属定居镇上，企事业单位设立，
带入大批客籍居民，客籍居民和当地居民既相互交融，又各自保持原有的生活
习俗。５０～９０年代，毗邻市区的集镇有的划入市区范围，有的成为上海市区居
民导入地，市政设施、商店大楼、民居住宅和市区形成一片，生活风尚也接近上
海市区。

第二节 婚姻 、家庭
一、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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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龄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年，为 １７．０８ 岁，５０ 年代为 ２０．７９ 岁，１９８１ 年为
２５．３８岁，１９９２年为２４．４６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比女性高出２～３岁。民国时
期，包办婚姻和自主婚姻并存，以包办婚姻为主。择偶途径有父母包办、介绍认
识和自己结识几种。 配偶自己相识的，１９４９ 年前为 １４．６％，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
３３．３％，１９９３年３８．３％。朋友介绍认识的，１９４９年前为１５．５％，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
４５．５％。由亲戚介绍认识的１９４９年前为３０．１％，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１５．６％。民国
及之前，结婚不须向政府登记。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上海市民政部门开始办理婚姻
登记。１９５３年，全市准予登记３．９１万对，１９９５年８．１２万对。
涉外婚姻 解放初，上海涉外婚姻多数涉苏联、朝鲜。“文化大革命”中，停
止办理涉外婚姻。１９７７年恢复，是年全市涉外婚姻 ３７ 例。１９９５ 年，有 ０．３ 万
例，其中婚姻一方为港、澳、台同胞的占涉外婚姻登记数５５．０％，为外籍华人和
外国人的占４５．０％。１９８６年，涉及婚姻当事人所在国家和地区１４个，１９９５年，

增至５３个。上海涉外婚姻通婚国家和地区占全国首位。９５％的婚姻案为上海
女性与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男性成婚。１９９０ 年起，有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女
性和上海男性成婚，是年上半年有９９人。
离婚 １９２９ 年，上海市离婚案 （含协议和判决 ）６４５ 起，离婚率 ０．４８‰。
１９５３年，上海市民政局受理离婚申请０．６５万对，准予离婚０．３８万对。１９９５年，
全市离婚４．５３万人，离婚率３．４８‰。
二、 家庭

家庭规模 １９２５年，上海华界每家平均 ４．８８ 人，公共租界 ５．７４ 人。１９４９
年，全市４．９人，１９９５年２．９人。１９３７年，３人家庭占１８．４９％，１９９５年４３．５３％。
是年，６人以上家庭占全市３．７４％。
家计 城市居民。１９７８年，职工年均工资６７２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５６０元，消费性支出４８８元。１９９５年，分别为９２７９元、７１７２元、５８６８元。
农民。１９７８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 ２８０．６９ 元。 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支出
１８９．５元，用于食品支出１１６．９６元、衣着消费 ２９．１ 元、用品支出 １１．５ 元。１９９５
年，分别为３３６８元、１４９１元、２３３元、５６２元。
居所 １９４９年，全市市区（下同）人均居住面积３．９平方米。９０％左右的市
民居住在占全市市区住房建筑面积６０％左右的旧里、简屋棚户区内。其中，建
筑业职工２．１４平方米，工业、邮电、财贸等业职工３．１７～３．５６平方米，行政机关
和公用事业职工３．８９平方米，文教卫生职工４．９１平方米。工业部门的搪瓷业，
商业部门的化工和交通运输部门职工最低，人均约１平方米。全市有２６万余
职工，连同家属约１０５万人缺房。解放后，市区人均居住面积长期在 ４平方米
左右。１９８０年初，人均住房面积 ２平方米以下的最困难户有 ６．９３万户。１９８１
年，人均住房面积４．２平方米。１９８５年，全市有居住困难户４６．９４万户，其中无
房户０．９８万户，不方便户２４．３万户，拥挤户２１．６６万户（人均２～４平方米１９．９９
万户，２平方米以下１．６７万户）。１９９５年，人均居住面积８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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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专

记

第一节 租界
一、 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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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九月二十六日（１１月 ７日），上海开埠。十一月
初一，上海道宫慕久以告示公布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
海租地章程》２３条。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在今北京东
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方土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二
十六年八月初五，又议定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面积扩至 ８３０亩。二十
八年，英领事复与上海道商定扩充至北以吴淞江为界，西以泥城浜、周泾浜（今
西藏路）为界，英租界面积增至２８００亩。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五月十日，美国驻沪领事和上海道议妥划定美租界地
界。界域西南从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今西藏北路南端）起，向东沿吴淞
江及黄浦江到杨树浦向北３里为止，从此处向西划一直线，连接护界河对岸之
点。划界未细加勘定，也未树立界石。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六月十一日，英、法、美３国驻沪领事商定《上海英美法
租界土地章程》，六月十七日英、法、美三国 ４９ 个租地人召开租地人大会通过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１４条。会议决定解散英租界原有的道路码头委员
会，组织统治三国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并建议把虹口并入租界等。后法方
退出，并自建法租界公董局。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三月初二，英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美租界并入英租界
的议案。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美租界界域划定。八月初九，英、美两租界合并，改
称外人租界或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租界扩张，称
“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简称公共租界。
通过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十三年两次扩张，租界四至为北自小沙渡起，沿吴
淞江至接连泥城浜（今西藏路）之西约７０码处，由此向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

线（今海宁路）西端，循此界线（即经今海宁路西段、浙江北路北段及天目路等）
至接连虹口河地方（今虬江路东端嘉兴路桥北首），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工
路南端）。东沿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南界洋泾
浜（今延安东路），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由此向西循大西路北首支路及
大西路（今延安中路）至静安寺后面的五圣庙（今延安西路东端），西自五圣庙朝
北至吴淞江小沙渡。面积３．２１１万亩。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二年，租界当局在邻近租界地方修筑一批军路，战事
结束，辟为马路，成为越（租）界马路。主要有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麦
根路（今淮安路）、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吴淞路。
至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工部局越界筑路总长约 ４０ 里。二十七年起，又在沪
西区租地筑路。二十六年至 １９２５年，筑越界马路 ３９条，总长约 １５０里。越界
马路地区面积４．７万余亩。
二、 法租界

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七月初八，法国驻沪领事向上海道提出设立法
租界。次年三月二十四日，上海道告示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
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为法租界界
址。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四月初一，上海法国筹防公司成立，后改名上海法租界
公董局，法租界由此完全独立。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驻华各关系国公使批准法
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承认法租界的独立管理权。经过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
光绪二十二（１８９６年）至二十四年、１９１３年 ３次扩张，法租界界域四至，北自长
浜路（今延安中路西段），西自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南自斜桥徐家汇路，沿
河至徐家汇桥，东自麋鹿路 （今方浜西路）、肇周路各半起至斜桥为止。面积
１．５１５万亩。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公董局以保护租界为由，筑成由西门外直通徐
家汇的军路，即徐家汇路（含今肇家浜路）。至１９１４年筑成２０余条马路。越界
筑路所到之处，公董局置巡捕，征收捐税。
三、 沦陷期租界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毗邻地区全被日军占领，租界成为孤岛。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外滩一线到虞洽
卿路（今西藏南路、西藏中路）被划为日海军警备区，其他地区为日陆军警备区。
次年１月６日，日军借口工部局英、美籍董事４人辞职、４人逃走，攻击工部局董
事会，日本大使馆参事任总董、汉奸为副总董，其余６名董事中除２人为欧洲人
外，其他均为日本人和汉奸。随后，工部局行政机关以日本人为总裁，各处负责
人全部易为日人。因法国维希政府已投降德国，法国海外势力为德国所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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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未占领法租界。
四、 收回租界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美、英两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议，从速签署中美、中英关于
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的新条约。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国民政府代表分别
与美、英代表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关
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美、英两国承认应将上海公共租
界等租界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并终止各租界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此时，上
海尚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等交还事宜无法实施。
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伪国民政府宣布对英美等国作战。随即由伪行政院长
和日本驻南京大使签订《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政
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６ 月 ３０ 日，汪伪外交
部长与日本“大使”签订《中国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８月 １日，
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３日，法国维希政府声明放弃在华租
界和治外法权，汪伪政府即组织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借法租界巡捕打死
一名学徒案，迫使法方决定在“交还”公共租界前二天交还法租界。７月２２日，
与法“使馆”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１９４３年７月３０日和８月
１日，汪伪政府先后“接收”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两租界分别改称上海特别
市第一区、第八区。８月２６日，拆除外滩所有铜像，租界内越界筑路地区的西
文路名改为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新路名。汪伪政府对租界的“接收”，不为国际社
会所承认。
１９４５年８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１１月 ２４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布《接收
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此后，上海市政当局正式接收上海各租界，原租界所
在地区直接并入当地政府辖区。１９４６年 ２ 月后，在国民政府与相关国政府签
订的双边条约中，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政府宣布放弃在上海等地公共租界中
享有的任何特权。至此，中国政府完成收回上海租界的法律程序。
五、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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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设立之初，实行华洋分居，只准外国人在租界内租地造屋，除原居地中
国人外，不准其他中国人在租界内造屋或租赁房屋居留。 清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小刀会起义，大批城厢居民避难拥入租界。五年，租界内中国居民从 ５００
人增加到２．０２万人。十年，太平军攻克苏杭，大批江浙难民拥进上海租界，租
界内中国人增至３０万，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达 ５０ 万。租界内大兴土木建造房
屋，开始华洋杂居。
咸丰五年、同治四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先后首次进行界内人口调查，后基

本５年一次。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府对两租界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清同治四
年，公共租界９．２９万人，法租界５．５９万人，１９３６年分别为１１８．１万人、４７．７６万
人，１９４２年为１５８．５７万人、８５．４４万人。
外国人 清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年），公共租界有外国人 ０．２３ 万人，法租界有
４６０人，１９３０年分别有３．６５万人、１．２３万人，１９３６年３．９１万人、２．３４万人，１９４２
年５．７４万人、２．９万人。１９３０年以后，租界内外国人大量涌入华界。
中国居民 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租界内中国居民 ２．０２万人。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公共租界中国居民 ７．５ 万人，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３４．５３ 万人。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公共租界中国居民４８．８万人，法租界９．９５万人，１９３０年为
９７．１４万人和３７．３３万人。１９３５年，公共租界为１１２．０９万人，１９３６年法租界为
４５．４２万人。

第二节 外国侨民社区
一、 犹太人社区

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英籍塞法迪犹商大卫 · 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
到上海。次年，沙逊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三十年，至少有 ３名洋行犹太职员
定居上海。到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新、老沙逊公司共雇用 ２０ 多名塞法迪犹
太人，形成上海犹太社区的核心。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上海，
知名的有嘉道理家族、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所罗门家族、索富家族、葛培
家族等，极盛时人数达０．１万人。大多经营金融、贸易、房地产。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因沙俄反犹，大批俄国阿什肯纳滋犹太人移民中国
东北，部分到上海，成为第一批移居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人数不多。１９１７ 年
俄国十月革命后，部分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到上海，不少是
犹太人。１９２４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增至８００～１０００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
后，大批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移居上海，人数众多。３０ 年代末，上海阿什肯纳兹
犹太人达０．４万人，大多是俄罗斯人，少量东欧人，部分无国籍者。绝大多数人
通过辛勤劳动，跻身上海租界的中等阶层和中下层阶层，其中１％～２％成为富
翁。其他多为小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日，成立上海犹太宗教
公会（简称 ＳＡＪＣＡ）。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区，成为上海犹太侨民的中坚和
代表。
１９３３年，纳粹德国排犹，首批德国犹太人约 １２ 个家庭百余人到沪。此后
到１９３７年夏，定居沪上的约有０．１万～０．１５万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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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蓄，容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１９３７ 年夏以后，纳
粹德国加紧排犹，大批中欧犹太难民通过海路到上海，１９３９ 年 ９ 月达 １．４５ 万
人。１９３９年８月，租界当局和日本当局达成协议，规定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需每
人缴付４００美元的保证金（１３岁以下小孩１００美元），此后犹太难民减少。１９３９
年１月起，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
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和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多个犹
太难民营。１９３８年，国际犹太移民组织犹太移民拓殖援助会（ＨＩＣＥＭ）在上海
设立办事处，一年后又将远东分部从哈尔滨迁到上海，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联
系、咨询、贷款等各种服务。１９３８年，美犹联合救济会（ＪＤＣ）上海办事处成立，
１９４１年３月，专门救济和管理上海波兰籍犹太难民。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１９４２年６月，德国盖
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
方案。１９４３年２月，上海的日本当局颁布《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
告》，规定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限定在公共租
界内兆丰路、茂海路及邓脱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以西，东熙华德路、茂海路及
汇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以南。无国籍难民约１．４万名犹太难民，包
括收容所的０．２８万人在内，被迫居住在“指定地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欧犹太难民中的德奥籍犹太人作为战败国侨
民被遣送。中国政府制定《处理德侨办法》，上海市政府颁布相应的具体实施方
案，成立德侨管理委员会，除极少数专业技术人员留用上海外，绝大部分德奥侨
民，包括德奥犹太人被遣送。近２万名德奥犹太人首先离沪，到德国、奥地利、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美等国。后约８００名波兰犹太人也离沪，绝大部分
到美国。１９４７年，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籍犹太人不得不离沪回国，也有不
少苏联籍犹太人或未加入苏联籍的俄犹到欧美国家或留上海。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上海塞法迪犹商盟主沙逊家族率先大规模撤离，影响、带动一大批上海塞法迪
犹太人离沪。同年１２月，经中国政府同意，以色列政府派特派员到沪，向上海
犹太人发放０．７万份赴以色列的护照签证。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约有５０００名犹太
人离沪。上海犹太工商业企业歇业，犹太俱乐部、犹太医院、犹太学校等机构大
多陷于停顿状态。解放后，上海尚有数千名犹太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
后也陆续离开，１９５８ 年剩 ８４ 人。到 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命”，上海基本无犹太
移民。
二、 俄侨社区

据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公共租界人口统计有４名俄侨，自此至光绪十六
年都在３～５人，二十一年增至２８人，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到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

约３６０人。十月革命后，俄侨开始大规模移入上海。１９１８年１～４月，有０．１万
名俄侨到沪。到沪人员大多中转他地去，少部分留沪定居。据俄驻沪领事统
计，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留沪９２６人。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白军在远东地区的失败，引发苏
俄远东地区溃败的白军军人和反苏维埃的旧俄难民大量南迁，１９２３年有０．２万
名俄侨移入。１９２４年，中苏恢复邦交，引起东北地区，特别是中东铁路旧俄籍
雇员恐慌。１９２５年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外资企事业出现雇员短缺，再次出现东
北俄侨大批南下。是年，有 ０．１５万人到沪。１９２９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 年伪满洲国建立，东北局势动荡，致使东北俄侨大量南
下。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年均到沪０．１７万人，１９３４年０．３２万人，１９３６年０．２５万人。
初期，上海俄侨大多居住公共租界，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主要居于虹口、闸北，部
分较富裕的居法租界。２０年代中期起，俄侨始向法租界聚居。１９４１年，法租界
俄侨占全市俄侨总数７２．８２％，达１．１３万人。还有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
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等虹口一带有０．２４万人。公共租界０．１８万人。
３０年代初，上海有俄侨０．８万～１．２万人，３０年代中期约１．９万～２．１万人。
再据苏联有关部门估计，１９４７年上海俄侨、苏侨总数约２万人。
上海俄侨的主要人员是反苏维埃的旧贵族、旧官僚、旧军人及其家属，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始有部分苏侨迁入。１９４３年１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
议，凡是侨居中国的旧俄臣民均可获得苏联国籍。至１９４５年，有０．２万名上海
俄侨提出入籍申请与返国要求，１９４６年１月有０．６万人入籍苏联，大批白俄变
为苏侨。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宣布逐步召返苏侨。７月 ５～９日，上海
苏侨有０．２万户、０．７万人申请返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０日，首批苏侨６５０户、０．１１
万人返国，到１９４８年３月共５批、０．５万人。１９４８年 ６月 １７日，２００多名哥萨
克军官提出移民第三国请求。１２月６日，上海白俄侨民协会向美国、阿根廷和
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提出移民申请。８月２０日，国际难民组织成立远东局，
在上海建立国际难民待遣所，首批５０人自１２月２８日登机赴日本东京，至１９４９
年４月１４批遣送俄侨０．７万人。１９４９年初，霞飞路俄侨社区因大批俄侨离去
而消亡。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０．１３万名俄侨离沪。
三、 日侨社区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四月，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首次访问上海。幕府武
士高杉晋等惊叹上海的西方文明。七年，长崎田代源平在上海开设首家日本商
店陶器田代屋。九年，上海有日侨 ７人。十一年，日本上海领事馆设立。光绪
元年（１８７５年），日本三菱公司开设横滨至上海的定期航路。二年，真宗东派本
山本愿寺在上海开设别院。三年，三井物产会社开设上海支店。十六年，上海
日侨增至６４４人，其中男３３９人、女３０５人，大多是单身出门人。男性一般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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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人，女性一般是被称为“唐行妇”的妓女。大多居住公共租界、法租界。甲
午战争前夕，日侨近千人，因战争爆发，除２００人留沪外，其余人分乘轮船返回
日本。此后，日侨激增，并开始向以日本领事馆和东本愿寺为中心的虹口地带
汇集，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天潼路、南浔路、文路（今塘沽路）、乍浦路沿街的
中国商店间开设日本商店。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爆发，大批日本人到沪，光绪三十
一年０．４４万人，三十四年０．７３万人。三十三年，日侨自治团体上海日本居留民
团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纺织业为主的日资进入上海，日本商社和日资
银行支店竞相开设，日侨大为增加。１９１５年，增至１．１５万人，首次超过英国侨
民，位列上海外侨人数之首。１９１９ 年 １．７７ 万人。１９２３ 年，日本邮船公司开设
长崎———上海航线，并与东京的铁路相连，到沪人数增多。２０ 年代，日侨集居
虹口文路、吴淞路、南浔路、汉壁礼路（今汉阳路）、闵行路、密勒路（今峨眉路）、
昆山路，并开设众多日本商店，出售日本商品，这一地区被称为“日本人的街”。
居住日侨居民为一般民众，称为 “土著派”。８０％ 日侨公司职员居住北四川路
（今四川北路）横滨桥以北，以千爱里为中心，建造公司住宅，称为“会社派”。商
社、银行支店长、高级官吏、公司老板等大多居住公共租界、法租界。在虹口，有
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人俱乐部、学校、商店、医院、娱乐场所、宗教设施等，日侨
居住于经改建的日式住宅内，用日本语、食日本料理，生活方式基本同于日本
国内。
日商纺织企业在沪东杨树浦和沪西小沙渡等地开设工厂，工厂周围建造住
宅和其他福利设施，形成日本企业街。单幢住宅为高级职员居所，普通住宅为
一般职员居所。企业街周围开有日本小商社，日侨散居于内。１９２７年年末，上
海日侨主要居住地杨树浦地区，居住有３３５户、０．４万人。中部虹口地区，居住
有０．２万户、０．７６万人。北部虹口、闸北地区，居住有０．２５万户、０．７万人。公共
租界、法租界，居住有３１５户、８７５人。沪西地区，居住有５８７户、０．２４万人。其
他地区，居住有２７７户、０．３９万人。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和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虹口地区中国人连
带被驱逐，商店被关闭，虹口地区日本人、日本商店急剧增加。北四川路日本商
店从八一三事变前的６５家增至 １９４０年的 ６００家，占全路店铺总数的近九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日侨数从 １９３８ 年 ３．４７ 万人增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万人。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９月１５日中国政府命令自１７日起居住上海市区的日侨
集中于虹口居住，５日内迁移完毕，９月２５日又规定迁移时间延至１０月１３日
前。所有迁出房屋被查封。１０ 月 １５ 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召开遣送日俘、日侨
会议，拟定《遣俘遣侨之计划》。１２ 月，首批日侨 ０．２２ 万人乘明优丸回国，至
１９４６年７月遣送工作基本结束。

四、 韩侨社区

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有１名朝鲜籍人定居公共租界。三十一年，安重
根到沪，会晤侨居上海的韩国政界人士闵咏翼和商人徐相根。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日本吞并韩国时，上海韩侨约２０户、１００人。１９１９年，韩国三一运动被日本
当局镇压后，上海韩侨人数急剧增加。是年年末，有 １０９户、６８８人，８５％ 韩侨
居于法租界，主要聚居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东段。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自
东北南下的韩侨明显增长。１９３２年，上海有韩侨４３８户、０．１４万人。旋因尹奉
吉虹口公园爆炸案，一批独立运动活动分子被迫转赴内地。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
变后，反日韩侨竞相离沪，１０月上海韩侨剩 ２０３户，７１４人。上海沦陷后，一些
亲日韩侨随日军扩散至上海各地，以至郊县城镇，大批亲日韩侨涌入上海。至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上海有韩侨０．４７万户、０．７９万人。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大批上
海韩侨遣返回国，１９４６年８月减至０．２万人，１９４９年６月尚留６３７人。

第三节 会馆（公所）、同乡会
一、 会馆（公所）

以上海闽商口碑相传，明末福建龙溪、同安、海澄三邑旅沪商人集资于沪南
晖桥附近建立龙同海会馆，为上海最早的会馆。有档案可查证者，上海最早的
会馆（公所）为清顺治年间建立的关山东公所。
至１９３６年，上海约有客籍同乡会馆（公所）４６所，创办于顺治雍正年间各１
所、乾隆年间４ 所、嘉庆年间 ２ 所、道光年间 ６ 所、咸丰年间 ３ 所、同治年间 ２
所、光绪年间１８所、宣统年间３所、民国时期６所。
清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上海最早的同业性团体商船会馆创办，为沙船
业众号商集资公建。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上海有同业及同业兼同乡性公所
（会馆）共１０５所，创办于康熙年间２所、雍正年间１所、乾隆年间６所、嘉庆年
间４所、道光年间５所、咸丰年间８所、同治年间１８所、光绪年间４８所、宣统年
间１３所。
自顺治年间至上海开埠，有１２个客籍商帮建立会馆（公所）。最盛的为福
建帮、广东帮、山西帮，其次为安徽的徽宁帮、浙江的绍兴帮。上海开埠后，江
苏、浙江两省商帮在沪力量迅速增长，两省旅沪商帮组成２２所会馆（公所）。江
苏有１７所，洞庭东山帮以其金融等业在沪崛起，苏州帮、江宁帮以珠宝业著称。
浙江宁波帮以航运、钱庄等业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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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馆、公所均建庙宇式房屋，以同乡同业间商帮互通商情、祭神，互相料
理殡葬事宜。初大多建于上海县城，黄浦江近码头一带尤多，形成两条著名的
会馆街。上海开埠后，所建的会馆 （公所）大多建于租界附近的华界及县城之
郊。处所在今卢湾区、闸北区、虹口区一带。光绪年后，大多建于沪西、江湾、浦
东等地。
会馆、公所均设有祠祀。奉祠的主要有天后、关羽、观音、鲁班、轩辕、孔子、
韩愈、朱熹等。天后圣母、关帝为会馆、公所普遍供奉。有的会馆，同时奉祀故
里乡土神。同业性公所，奉祀传说中的本帮祖师爷：纸业公所奉祀蔡伦，药业公
所奉祀神农氏，衣业公所奉祀轩辕氏，木业公所供奉鲁班。部分行业如蛋业、洋
布业、钱业等供奉敬拜先董中著名者。
各时期，主要会馆有上海潮州会馆 （１７５９ 年创办 ）、泉漳会馆 （成立于明
末）、山东会馆（清顺治年间 ）、徽宁会馆 （１７５４ 年 ）、洞庭东山会馆 （清咸丰年
间）、平江公所（１８９３年）。
二、 同乡会

清光绪三十四年，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５县联合兴办的通如崇海启
旅沪同乡会成立，为上海首家同乡会。民国建立前夕，上海有同乡会 ４所。民
国建立后到抗日战争前，成立 ２１ 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到 １９４９ 年成立 ９３ 所。
１９４９年１１９所。其中，江苏４３所，浙江２８所，广东１７所，安徽９所，福建５所，
江西、湖北、湖南、东北、河南、四川、河北、平原、新疆、云南、察哈尔、贵州、广西、
山西等１３省及蒙古共１７所。
各时期，主要同乡会有宁波 （１９０９ 年建）、绍兴七县 （１９０９ 年）、潮州 （１９３１
年）、广东（１９３２年）、台湾（１９４５年）、安徽等旅沪同乡会（１９４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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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帮会有以南汇县塘桥为中心的塘桥帮，以宝山县彭
浦镇为中心的庙帮，以嘉定县南翔镇为基地的罗汉党，以及在上海县乡勇中发
展势力的百龙党等。帮会成员主要是当地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和团勇。
客居上海的外籍商民中有上海广勇中的双刀会、闽勇中的鸟党，在沪福建人中
的青巾党会，在沪江西人中的“编钱会”等。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前后，反
清秘密结社天地会分支小刀会传入上海，在旅沪粤、闽人中各自发展成员，形成
两个独立的帮派，三十年初联合上海土著帮会及嘉定、青浦抗粮斗争首领周立

春等，建立统一的上海小刀会，以广东香山人刘丽川为首领。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八月，小刀会发动反清起义，于五年正月失败。此后，上海地区帮会活动沉
寂。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前后，两支青帮，以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迁入的湖
州帮，镇江、扬州和苏北里下河沿线南下的苏北帮先后进入上海。 苏北帮后
来居上，势力日壮。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 ），洪帮龙头江彭山创设 “飞龙山 ”，
进入上海。以后，红帮各山头也相继到沪，发展组织。青帮、红帮体制、宗旨
各异，在上海逐渐合流，人称青红帮。十八年，法租界公董局招流氓头子黄金
荣加入巡捕房，“以毒制毒 ”。 黄引荐数十个帮会成员进入巡捕房，成为法租
界最有势力的流氓大亨。形成警匪一家的局面，流氓与帮会势力结合的黑社
会由此底定。
辛亥革命前后，帮会或与革命党人结合，成为反清起义的武装力量。民国
初年起，不少帮会首领以上海为活动据点。１９１９年，青帮大字辈被推为老大。
其间，上海原有的帮会势力也有膨胀，大八股党一度垄断上海的毒品承运业。
黄金荣及其门徒杜月笙等组成小八股党后来居上，抢劫大八股党承运的烟
土，与潮帮烟商订立新的承运协议，成为上海毒品业新霸主。 为包揽鸦片提
运权，黄金荣、金廷荪和杜月笙等成立三鑫公司。 黄金荣集团成为上海乃至
全国最有影响的帮会集团。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被合称为“上海三大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参议。 上海的帮会控制上海卖淫业、赌博
业、贩毒业，染指工商业和金融业，在影剧业、游乐业、服务业 （理发、沐浴、茶
馆）、房地产等方面占有相当市场。１９２９ 年，杜月笙设立中汇银行，又被有的
企业邀为董事长，成为工商界领袖。 大批帮会人物进入上海市政府、国民党
市党部及政府基层组织担任职务。帮会势力插手工运。１９３７ 年八一三事变
后，帮会势力分化。杜月笙为首的部分帮会势力在香港、四川等地与国民党
合作抗日。黄金荣蛰居上海，以年老体弱为名拒不与日军合作。另有人充当
汉奸。青帮老大季云卿的门徒吴四宝参与组织汪伪特工机关 “７６ 号”。１９３８
年，青帮通字辈常玉清在日军的扶植下成立黄道会，暗杀爱国志士。 汪曼云
出任汪精卫伪政府社会局长和粮食局长。帮派组织兴中学会、嵩社、青社、弘
社等投靠日伪。１９３９年，青帮首领张啸林成立 “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收
购、运销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经济上支持日军。 抗日战争胜利
后，租界消失，市政统一，帮会势力逐渐衰退。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军统中国新社
会事业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杜月笙、杨虎等任常务理事，黄金荣等任监事。
成员最多达５６万人。内战开始后，黄金荣、杜月笙及青帮头目顾竹轩、洪门
峪云山主徐朗西等继续与中共合作。杜月笙则于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离沪去香港。
部分帮会人物与国民党合作。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初２０余天里发生
５０多起帮会人员造成的重大抢劫案，６～１２月每月百余起。公安部门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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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动逮捕黑道分子、特务０．６万人，处决首恶，责令参加过帮会等组织的人
员向政府登记，到１９５１年８月有２．６８ 万人登记。强迫帮会头子接受监督劳
动。黄金荣经政府讲明政策，表示服从政府领导，接受改造，并于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２０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刊登认罪自白书，向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粟裕
坦白交代。此事产生极大影响，帮会势力逐渐收敛。市军管会宣布取缔一贯
道、九宫道等５０多种非法会道门组织。到 １９５３ 年，登记的办道人员 ０．９７ 万
人，依法惩办反动道首０．３９ 万人，３２ 万名道徒自动声明退道。 帮助 １０ 万名
帮会成员提高认识，与帮会头子划清界限。 对爱国帮会人士，予以关怀与照
顾。青帮人物徐朗西、吴绍澍、顾竹轩等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担任职
务。政府领导人与帮会上层人物保持联系，乔冠华、潘汉年与杜月笙保持联
系。上海的帮会势力基本肃清。
上海帮会组织，主要有字辈制、结拜兄弟制和师徒传承制３种。
青帮 清初，罗清在河北创立罗教，并在运粮水手中流传。乾隆年间，青帮
出现在京杭运河沿线水手中，活动主要限于京杭运河沿线贩私、抬高工价等经
济方面。约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各帮进入上海，成员多为游
民、下层苦力、差役、兵勇和职业流氓等，霸占地头，敲诈勒索，贩卖鸦片，控制妓
院，聚赌抽头等。清末民初，形成以前辈头领为核心，大小不一的各种集团。
“大”字辈头领有高士奎等４０余人。辛亥革命时期，有的投奔革命党人参加反
清斗争。此后，大字辈应桂馨等组成帮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１９１２ 年
后青帮变为黑社会组织。“通”字辈有黄金荣等 ２０ 余人。２０ 年代，黄金荣、杜
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势力上升，成为上海、全国青帮的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政府收回租界，青帮回旋余地大为缩小，势力开始衰弱。杜月笙、黄金荣等
除在军统的要求下，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之类活动外，无其他大的活
动。１９４９年，恒社成员大多离沪，随杜月笙移居香港，１９５１年杜死后移至台湾，
以陆京士为首进行活动。留在大陆的成员有的被镇压或判刑，有的服从政府法
令，安分守己。
红帮 明末清初，在河北、安徽、江苏等地形成反清组织洪门。洪门另有汉
留、三合会等名称。清光绪十二年，龙头首领江彭山创设飞龙山，并在上海广召
门徒。各独立的洪门团体在上海贩毒聚赌，走私军火，行劫窝赃，贩卖人口，绑
架勒索，变为黑社会的红帮组织，与青帮部分组织逐渐融合，被人合称为青红
帮。１９２３年，朱卓文等在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拟以上海
为基地为洪门打开局面，其反对北洋军阀，靠拢国民党。１９３４ 年冬，帮会人物
徐逸民等５名留美学生在上海筹建洪门五行山，１９３５年３月密举开山仪式。以
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发展对象，到 １９３７ 年夏上海有 ４０ 多个红帮团
体，３０多个洪门成立洪兴协会。此后，协会开展各种抗日活动。１９４３年冬，终

南山龙头、五龙山龙头、五伦山龙头等在日汪授意下，在沪成立中华洪门联合
会。抗战胜利前后，向海潜等洪帮龙头重返上海，改组洪兴协会。１９４６年，美
洲洪门首领司徒美堂到沪，９月１日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并任主席。张子廉
等另组洪兴协会，许君武等另组洪门民治建国会反对。１９４９ 年初，向海潜等
洪门首领与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联络，表示向往进步，
上海解放前夕被特务押往香港。部分洪帮成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停止帮会
活动。

第五节 姓氏
１９９４年６月，上海市谱牒研究会进行首次全市居民姓氏总量调查，全市在
住人口中有姓氏 １７２３ 个，其中单姓 １３３４ 个、复姓 ２９ 个、多字姓 ２ 个，还包括
３５８个非传统璧联姓与外国姓氏。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对全市在住人口进行姓
氏调查，共调查 １２９５．７７ 万人。上海市在住人口中有传统姓氏 １３４１ 个 （实为
１３５４个，因汉字简化，部分姓氏被归并，有 ? 入布，范 入范、箄 入苟、 入谷、後
入后、砲入鉴、盓入杰、鮉入麻、盨入苏、与.入涂、肖入萧、鵭入员），其中单姓
１３０５个、复姓３４个、多字姓 ２ 个。另有为数甚多的外国姓氏和非传统璧联姓
氏。部分少数民族居民有名无姓。
１９９７年，３０６个人口千人以上姓氏的人口总数占全市在住总人口９９．０３％，
其中，１０万人以上的姓氏３１个，占全市在住总人口６６．４４％；万人至１０万人的
姓氏１０８个，总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２７．９５％；千人至万人的 １６７个，总人口占全
市总人口４．６４％。千人以下姓氏１０３５个，总人口占全市总人口０．６４％，其中百
人以下姓氏８２９个，１０人以下姓氏 ４８５个，５人以下姓氏 ３４４个，１人一姓 １３５
个。占全市０．３３％人口的居民为外国姓氏、非传统璧联姓、无姓氏和迁移中的
人口。张、王、陈３姓人口最多，均 ７０万人以上，合占总人口 １８．３５％。张、王、
陈、朱、徐、李、沈、周、陆、吴 １０ 姓人口居全市前十位，占全市总人口 ３９．４６％。
人口居全市前百位姓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８９．９４％。
人口居前１０位的大姓分布相对均匀，略有地域差异。张姓除上海市中心
区、崇明县外，在其他郊区县均居各姓之首。除市中心区外，其余９个郊区县均
出现顾姓。崇明县的差异较大，前１０位姓氏中有４个姓氏不同，并以黄姓为首
姓，施姓为第三位，龚姓为第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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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方言
一、 方言演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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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通行、使用的本地方言属现代吴方言太湖片，是古代吴语的继承
和发展。
最早记录上海方言的元陶宗仪 《辍耕录》，记有松江方言声母 “塞音三分”
（ｐ、ｐ′、ｂ；ｔ、ｔ′、ｄ；ｋ、ｋ′、ｇ等）和“丫头”（女子之贱者）、“温暾”（微媛）、“拗
花”（折花）、“娘”（母）、“鏖糟”（不洁）、“家翁、家公”（家之尊者）、“点心”（小食）、
“夜航船”（夜行客船）等多个方言词。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松江府志 · 风俗
卷》，记松江地区 “方言语音皆与苏、嘉同，间亦小异。如谓人曰渠，自称曰侬。
问如何曰宁馨（宁音如囊，馨音如沆）。谓虹曰鲎。言罢必缀以休。及事际、受
记、薄相之类，并见于苏志 （薄音如勃）。又谓此曰笛里 （笛音格），谓甚曰忒煞
（煞去声），谓羞愧曰恶模样（模音如没），谓丑恶曰泼赖（泼音如弧）。问多少曰
几许（音如夥）。至于音之讹，则有以二字为一字（如世母为婶，舅母为妗，什么
为些之类），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声（呼想如相，呼相如想之类）。韵之讹则
以支人鱼（龟音如居，为音如俞之类），以灰入麻，以泰入笛（槐音如华，大音如惰
之类）。如此者不一。细分之，则境内亦自不同，枫泾以南类平湖，泖湖以西类
吴江，吴淞以北类嘉定，赵屯以西类昆山。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大率
皆吴音也。金山俗参五方，非南非北，盖自设卫后始然。”
此后，上海地区有５０余种明清方志设专目记录本地方言。综合所记，表明
上海地区方言是吴语北部的一个土语群，以古吴淞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
包括今上海市中心区、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县全
境或大部。北区包括今宝山区、嘉定区和崇明县等地，吴淞江北岸黄渡、江桥一
线的狭长地带属南区，今黄浦江下游东岸高桥一带属北区。
根据现有资料，上海话自１９世纪中叶起演变加速，至今其演变大致可分为
３个时期。第一期，１９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方言记录，初期以
Ｊ．Ｅｄｋｉｎｓ（艾约瑟）《上海口语语法》（１８５３年），后期以 Ｂ．Ｋａｒｌｇｒｅｎ（高本汉）《中
国音韵学研究》（１９１５～１９２６年）的记录为代表。第二期，２０世纪 ２０～５０年代
以前，以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布尔其瓦《上海方言语法》（１９４１
年）的记录为代表。第三期，２０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初期以江苏省和上海市方
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１９６０年），后期以许宝华、汤珍珠
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１９８８年）的记录为代表。此外，清同治十年（１８８４年）

创刊的上海首种方言期刊《圣书新报》，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３年上海县人胡祖德编写的
《沪谚》《沪谚续编》，均大量记述上海县范围内（含今上海市区大部分）的方言。
各种研究表明，今上海话跟吴淞江以南旧属松江府辖区的华亭、上海县一
带的古代方言关系比较密切，跟吴淞江以北旧属苏州府太仓州辖区的嘉定、宝
山、崇明一带的方言关系较疏远。今上海话特别是老派上海话的不少语音特点
与上海、松江、金山、南汇、川沙等县方言一致，明显有别于苏州、昆山、嘉定（部
分）、宝山、崇明等地方言。如老派上海话和松江话古“帮”、“端”两母的字都读
缩气音［ｂ］、［ｄ］，入声韵最为丰富，阴上调值为平调等，都有别于北区方言。
现代上海话的直接源头是元明时代通行于松江府上海县一带的方言，与毗连的
松江、嘉兴等地方言有特别密切的历史渊源。
上海市方言，依古调类在今方言里的情况可分为崇明、练塘、松江、嘉宝、市
区５个方言区。崇明方言区，包括今崇明县全部和宝山区长兴、横沙两岛。练
塘方言区，包括今青浦县西南练塘镇、小蒸乡、蒸淀乡、西岑乡、莲盛乡、金泽乡
和商榻乡。松江方言区，可再分松江区、上海市区外围、浦东地区３个小区。嘉
宝方言区，包括今嘉定区大部和宝山区大部，南界沿古松江河道与松江方言区
相邻。市区方言区，包括市中心区。上海市区方言习称上海话，主要分布范围
限于老市区，１９８４年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
１０区，面积１４８．９６平方公里，人口６００余万人。另市郊宝山、南汇、奉贤、崇明４
县（区）内１５个市属农场也使用市区方言。
今上海话内部可分为老、中、新三派。老派上海话为部分１９２０年前后出生
（７５岁以上）、土生土长的老年人使用，以旧上海县城 （今南市区）的口音为代
表，老上海称之为“城里闲话”，与城西徐家汇一带的“浦西闲话”、黄浦江以东的
“浦东闲话”，及原市区北部虹口一带的“虹口闲话”均略有区别。“城里闲话”今
又称“本地闲话”，与今通行于上海市区的“上海闲话”也有所区别。“上海闲话”
实际包括市区中派和新派上海话。 中派上海话为 １９６５～１９４０ 年前后出生
（３０～５５岁左右）上海本地居民使用的上海话。５５～７５岁左右的上海本地人口
音常兼具老派与中派特征。新派上海话的使用者年龄一般在３０岁以下。老中
新三派反映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域来源不同的差异，无法画出同言线。
上海市中心区人口来源和居民构成十分复杂，除通行上海话外，还有不少居民
使用其他方言，使用人数比较多的有宁波话、绍兴话、苏州话、无锡话、苏北话、
广东话等。
历史上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强势方言，元明时代是嘉兴话和松江话，清代
是苏州话，都对上海地区的方言产生过较大影响。２０世纪以后，上海的经济文
化发展迅速，上海地区方言的代表上海话逐渐成为上海及毗邻地区的强势方
言。同时，由于大批移民进入上海地区，各地方言对上海方言的发展也带来很

第
三
十
七
章
专
记
６４１

大的影响。
二、 外地方言、洋泾浜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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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方言 西晋怀帝永嘉后，北方汉族和其他民族南迁，今奉贤县境内萧、
褚、裴、於等姓居民迁入。北宋亡后，中原大批官宦平民渡江南下，进入上海地
区的大姓有张、南、李、朱、瞿、周、吴、黄、杨、姚、刘、赵、潘、唐、施、蔡、曹、盛、胡、
金、许、袁、孙、卫、陶、蒋、于等。两次较大规模人口的迁入，带入不同时期的北
方方言。唐万岁通天元年 （６９６ 年），有董、黄、顾、宋、陆、施 ６ 姓从江苏句容迁
入新涨成陆的崇明东、西沙，成为崇明岛最早的居民。后有姚、刘、陈、朱、张、周
姓自句容迁居崇明，历次移民带入不同时期的句容方言。 清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年）至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４年后，外来人口流入上海形成３次高
峰。前两次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江、浙两省 （约占 ７０％），部分移民集中居住，较
长时间使用原籍方言，其中以宁波话、广东中山话和江淮方言势力最强，带入的
方言影响了上海方言。第三次移民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山东等地，带入方言对
上海方言未发生明显影响。上海开埠后，进入上海集中居住的移民，在其聚居
区里较长期使用和保存原籍方言，在市区形成各种基本以某种方言为主的方言
岛。方言岛的形式主要有（１）同籍贯人居住在同一地区，使用原籍方言。典型
的如苏北地区移民在上海市区外围集中居住，形成简易房和棚户聚居区，聚居
区内仍普遍使用苏北话。主要分布在闸北、普陀、长宁、杨浦等地，人口占市区
总人口１／３以上。各聚居区使用方言不一，籍贯较单纯的聚居区用原籍方言，
较驳杂的用上海方言。（２）同籍贯人群在同一单位工作，相互间使用原籍方言
作为交际语言。同单位的其他籍贯人员学用这一方言。（３）籍贯相同或相近的
人群在同一地区开办相当数量的商业机构，业主原籍方言在地区内形成强势方
言，成为地区主要交际语言，形成方言岛。典型的有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虹口地区
的广东方言岛等。移民带入上海的方言主要有属于吴语的宁波方言、苏州方
言、无锡话、绍兴话，属于粤语的广东中山话，属于官话的山东话、苏北话等。其
中以宁波话、苏州话、苏北话和广东话势力最强。
洋泾浜英语 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在洋泾浜 （西洋泾浜，在今延安东路）
地区形成洋泾浜英语。初称“别琴英语”。约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出现“洋泾
浜英语”一词。开埠初，外国多集中在上海县城北洋泾浜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当
地略通外语的华人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充当翻译，获取酬金，被称为露天通事。
其英语发音大多带有浓重的上海方言口音，元音和辅音音位大为简化，词语发
音往往根据汉语的发音习惯加以改造，约数百个英语单词掺杂个别汉语词语，
如ｃｈｉｎｃｈｉｎ（请请）、ｃｈｅｗｃｈｅｗ（吃吃）等。语法构造简单，没有数、性、格、人称、
时态、语态等语法范畴的变化。句子组织采用上海方言的语序，英语“我不行”

说成 ｍｙｎｏｃａｎ，“让我看看”说成ｌｅｔｍｅｓｅｅｓｅｅ，“分账”称ｈａｌｆｈａｌｆ。因词汇贫
乏，意思的表达采用绕弯表达的方法。约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开始，“洋泾浜英语”
成为国内商业英语的泛称。“洋泾浜话”泛指各种不标准的语言和方言，如洋泾
浜法语、洋泾浜上海话等。３０年代以后，随正规英语教育的普及，洋泾浜英语
除个别词语保留在上海话中以外，逐渐消失。洋泾浜英语流行初期，还产生过
一种特别的英文代用字。以中文部首“ノ、ㄩ”等 ２６式代替 ２６个英文字母，清
道光末年盛行。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以此与外国人通信。

第七节 地方志编纂
一、 宋至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１００８～１０１６年）以前，《华亭图经》编纂，为今可考的上
海地区最早志书。宋绍熙《云间志》为今存上海地区最早的方志。自元代以降，
上海地区府县乡镇，修志累世不断，所立县级建置，除存时极短的福泉县外，均
有志书修纂和存世。１９３０ 年，上海市政府根据国民政府所定修志条例，制订
《上海市通志馆组织章程》，１９３２年成立上海通志馆。１９４７年改为上海市文献
委员会。其间，编纂《上海市通志稿》等。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共编修 ２５４种
志，其中宋８种、元７种、明代３７种、清代１６２种、民国４０种。今存方志１３２种，
其中市志１种、府志８种、县志５９种、厅志２种、卫志１种、乡镇志６２种。以一
市之地，所编志书之多为全国少见。
二、 解放后地方志编纂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有个人编修乡镇志《大场里志》《西岑乡土志》等。１９６０
年２月，上海市浦东县开展上海解放后首部县志的编纂，９ 月完成。１９６１ 年 ７
月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编印《上海史料丛编》２２种，其中１６
种为乡镇志。
１９８０年４月，上海市郊１０县开始新编地方志，至１９８４年１０县均成立修志
机构。另外，根据国家相关部委要求，上海市有关部门开展水利、戏曲、体育、公
安、民族等修志工作。１９８６年８月，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上海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管全市修志工作。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召
开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
作的若干规定》颁发。１９９１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基本确定首届上海市新编
地方志由市志、专志、区志、县志组成“一纲三目”的体系，要求承担市级志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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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任务的单位基本建立和健全修志机构。１９９４年，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建立《上
海通志》编纂委员会，并成立上海通志总纂室。１９９６ 年起，《上海通志》正式开
始编纂，到２００３年基本完成志稿，全志约１１００万字。１９８７年９月，首部新编县
志《奉贤县志》出版，１９９３年县志系列丛刊（１０种）完成。１９９４年９月，首部区志
《普陀区志》出版，到１９９９年区志系列丛刊（１２种）完成。１９９４年 ５月，首部市
专业志《上海电力工业志》出版，至２００２年专志系列丛刊完成９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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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志》作者、编者名录

丁震寰
尹义奇
毛鸿源
王发冀
王寿鑫
王昌凡
王宾如
兰 凡
叶绪岩
刘民钢
吕鹤澄
孙纪平
孙锡鸿
朱光华
朱泉根
朱新轩
许乃青
严锡瑞
何惠民
吴 义
吴宇良
吴泰庚
宋 军
张 玲
张文静
张宗海
张禹顺
张嘉庭
李克刚
李家齐

于茂展
方 彤
王 健
王平生
王志平
王炜麦
王继杰
冯绍霆
石清义
刘国林
孙 逊
孙纪红
庄日建
朱佐椿
朱济荣
朱锡培
许妙发
严静霞
何鉴青
吴 忠
吴延琛
吴康年
宋兰芳
张 铭
张世芳
张建明
张浦先
张耀华
李运冈
杜春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卫汉征 卫我乡 马仲骥
方 晓 方银儿 方嘉寿
王 瑜 王卫红 王山木
王立平 王仰清 王向才
王里备 王国民 王国滨
王述正 王树军 王树春
王莉娟 王渭泉 王新建
冯济民 冯梅椿 卢汉龙
任 彦 任惠君 刘 宪
刘果生 刘树人 刘铭桢
孙 群 孙 慧 孙习康
孙词雄 孙国强 孙厚璞
庄传鸿 庄侠民 朱 平
朱良仁 朱良清 朱孟良
朱娱斋 朱振藩 朱维恩
朱德茂 江 怡 汤兆祥
许宝华 许洪新 许菊林
何伟明 何克明 何志坚
余 航 余子道 余秉钧
吴 鸣 吴 钟 吴书松
吴体乾 吴林奎 吴祖德
吴清华 吴焕东 吴富根
宋赤民 宋咨景 宋瑞林
张义渔 张书泽 张云龙
张礼修 张仲礼 张光明
张建峰 张松庭 张金平
张继凤 张维中 张雪芳
忻国光 李 荧 李文忠
李佳策 李明佳 李彦涛
杨 超 杨幼芬 杨生昶

马裕康
毛节裕
王凤英
王安庆
王国璋
王祖德
王毓麟
史孝瑛
刘 椿
华友根
孙中兰
孙继林
朱大均
朱秉秀
朱象贤
牟志勇
许慧敏
何重云
余顺华
吴文娟
吴贻虹
吴瑞君
应绮雯
张友明
张纪仁
张金宝
张蓉蓉
李向东
李荣春
杨守和

马福龙
毛育仪
王世敏
王孝俭
王垂芳
王荣?
邓金海
史新法
刘士铣
华世俊
孙丕鼎
孙崇文
朱子仪
朱金龙
朱富康
纪益群
严 政
何惟蔚
余浩刚
吴传瑞
吴桂龙
吴衡昌
张 化
张文周
张孟娟
张修桂
张嘉年
李庆海
李健民
杨学富

杨承祈
沈永清
沈渭滨
苏智良
陆大成
陆嘉飞
陈正玄
陈国平
陈益超
陈鹤皋
孟彭兴
林晓阳
范仲建
郑联成
姚元祥
姜长祚
胡有恒
贺贤稷
赵震忠
唐庆新
徐文龙
徐金华
徐瑶琪
袁 征
郭绪印
顾伯民
高立民
曹贵生
黄 为
黄维国
程大选
鲁鼎科
裘月屏
蔡扬武

杨剑云
沈庄礼
沈鹤松
辛旭光
陆文达
陆赞能
陈永文
陈坤荣
陈菊娣
周 兵
宗震益
欧 粤
范国忠
郑锡麟
姚利发
施 斌
胡园珠
赵 坚
钟荣魁
唐行南
徐至正
徐砚池
柴建民
袁 钢
郭豫明
顾宗法
高仰止
梁贶樟
黄 可
黄菊盛
程守熹
楼一峰
解志康
蔡志勋

杨森耀
沈辰宪
肖永钧
辛晓岱
陆平权
陈 忠
陈永智
陈诗枚
陈朝玉
周元鹏
庞新儒
罗东海
范洪涛
金潮翔
姚国华
施善铭
胡志章
赵玉琴
项文忠
唐应光
徐志航
徐家申
桂世勋
袁湛艮
钱 薇
顾洁波
高雪祥
章 熙
黄 彬
傅永棠
董孝闵
楼德型
廖大伟
谭京华

杨震方
沈林妹
肖克平
邱士林
陆永年
陈 迪
陈训?
陈冠华
陈勤俭
周家渊
林正根
罗杰锋
茅伯科
金巍巍
姚宜禄
柳国炎
胡贵孚
赵关忠
骆德蓉
唐秀凤
徐国岁
徐家俊
秦子龙
谈伟宪
钱红喜
顾炳权
崔广录
章名海
黄永杰
傅林祥
董燕静
窦志坚
廖远妹
潘连贵

汪鹤鸣
沈家儒
肖舜鹿
邱明正
陆龙宝
陈 梁
陈纪宁
陈春舫
陈锦坡
周振鹤
林忠华
罗益民
茅祖培
俞 良
姚海芳
洪葭管
胡润松
赵存性
倪所安
夏 代
徐宝?
徐理祥
秦莹珠
贾雷震
钱福根
顾根华
巢伟民
章应洪
黄先炽
彭高成
谢仁业
蓝 田
熊月之
薛 白

沈才英
沈晨中
苏 坚
邵国兴
陆怡椿
陈人俊
陈应善
陈祖恩
陈嘉年
周寒松
林绍明
范 鹏
郑贤芳
俞博海
姚鹤年
祝大平
胡雅云
赵明珍
凌善发
徐 进
徐建刚
徐善成
秦蓓蕾
郭秀姿
陶 俊
高 行
曹水!
章梅卿
黄向葵
彭望勤
谢嘉骅
虞宝棠
缪明俊
霍美芬

沈乐平
沈鸿鑫
苏怀一
陆 斌
陆桂兰
陈中浩
陈沛存
陈家海
陈镐汶
孟平安
林青山
范广龄
郑祥安
姚 平
姜 玮
胡永顺
贺芳玲
赵乾发
唐 枫
徐 渊
徐泽宽
徐葆润
翁鞠如
郭良玉
顾正芳
高 森
曹永群
萧树人
黄建华
畲才元
韩文亮
虞顺华
翟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