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以往學者多偏重於政治結構的討論，卻不大注意

社會、經濟層面的研究。實際上，辛亥革命後正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型經濟向

近代化工業型經濟過渡的重要階段。大量數據表明，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發生

重大轉型，這就是眾多學者所稱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經濟發生重大轉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反映。

一　近代機器化工業的發展

中國的近代工業始於鴉片戰爭爆發後，早期工業多屬於外國資本和國家資

本所有。然而到了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近代工業除了

在數量上大幅上升外1，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民營企業的比例不斷擴大。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

經濟轉型及其內在原因

● 鄭會欣

中國近代化工廠的成長（1895-1920）

1895年前 1913年前 1920年前

工廠數 108（其中官辦31） 698 1,759

資本（千元） 182,603（其中官辦175,312） 330,824 500,620

說明：本表所列工廠不包括外資在華投資企業，其中1895年前含官辦與商辦兩大部分，1913與

1920年雖未加區分，但應以商辦企業為主。

資料來源：根據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

頁54-56表改製。

＊ 本文為提交「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學術討論會」（2001年10月，台北）論文縮寫本，全文將

刊於稍後出版之會議論文集。蒙主辦單位同意刊登，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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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工業轉型的另一個明顯趨勢就是投資規模相對集中，以1912-20年

的投資情形來看，資本在五萬元以下的工廠數目有所下跌，5-20萬元規模的工廠

則基本維持不變，而20萬元以上投資規模的工廠卻顯著上升（以廠家數目計算，

1922年資本在20-50萬元的工廠增加了67%，50-100萬元增加了175%，100萬元以

上的則增加了128%）2。

近代中國民族工業規模最大的應是輕工業，其中又以棉紡織工業的發展速

度最快，因此棉紡織業的發展情形便可視為中國近代化工業的一個縮影。據統

計，1912-27年全國共新設立華資棉紡廠86家，創設資本136,703,000元；而在此

之前的二十多年，全國僅設立華資紗廠24家，資本亦僅有18,630,000元3。若

以個別企業盈利計算，效果更為明顯。如上海申新一廠的利潤率1916年開辦

時為9.5%，短短三年就上升到131%，1920年利潤總額更高達1,276,000餘元，相

當於創業資本的四倍4。而南通大生紗廠的第一和第二兩廠1914-21年的平均利

潤都能維持在40%以上，其中1919年兩個廠的利潤都超過了100%5。這一切都

充分反映出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代的繁榮特徵。

二　近代金融業的興起

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出現要比中國近代工業落後大約30年，但是以辛亥革命

為起點，中國銀行業開始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局面。1897-1911年間中國開設

的銀行共17家，而民國元年（1912）僅一年期間全國新開設的銀行就陡然增加了

14家6。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銀行首先在原大清銀行舊址宣告成立，並正式對

外營業。除了各省官銀錢號相繼改組為省立銀行外，大批民營銀行也如雨後春

筍般紛紛出現，如在民國金融史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北四行」——鹽業銀行

（1914）、金城銀行（1917）、大陸銀行（1919）和中南銀行（1921），「南三行」中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5）以及勢力遍及西南各省的聚興誠銀行（1915）大都是這

一時期先後成立的。

若以銀行的數量和資本來說，1897-1920年中國銀行業呈上升的趨勢，特別

是1912年以後的變化更為明顯，其中銀行家數由1912年的37家增加為1920年的

97家，實收資本亦由1912年的27,122,000元上升到1920年的87,829,000元，增長

幅度超過兩倍以上7。若以銀行的儲蓄存款計算，其間的增長也是非常明顯的，

據統計，1911年上海所有華商銀行的存款總共還不到一億元，而到了1921年，

上海一些重要銀行的存款總額已接近五億元8。

三　對外貿易與商業的發展

如同中國近代工業的出現一樣，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是開始於鴉片戰爭

爆發之後，但是中國納入世界體系是在列強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進行的，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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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貿易雙方所處的地位不同，各自的經濟實力又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中國近

代的對外貿易從一開始就具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性，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

是長期以來貿易入超的不斷擴大。辛亥革命之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使得這一狀況稍有改善，這也往往被認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

特徵9。

從進出口貿易總的趨勢來看，1923年較1912年的貿易總額上升了將近一

倍，其中出口數額上升的幅度略高於進口。另一個明顯特徵就是，自1915-19年

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額大幅下跌，尤其是1919年進出口數額幾乎持平bk。這一

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不但在數量上大幅上升，而且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佔的

比例也有所增加，由1914年的1.5%增加到1920-29年的2.4%，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7.3%bl。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正反映出中國經濟轉型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以近代工業為依託，新式商業也在崛起，並逐漸取代了傳統商

業的主導地位。新式商業首先出現於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民國初年在

廣州、上海、天津、青島、武漢等地相繼出現了一批新型的、規模較大的百貨

商店，它們經營的範圍已不限於傳統的商品，而主要以工業品為主。大型百貨

公司的成立是商業競爭的結果，它反過來又促進了商業競爭的深化，同時也標

誌�中國商業的近代化發展已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四　人口的遷移趨勢與城市化的發展

社會經濟狀況是一個國家人口變動的基礎，而人口的數量增減、素質高低

以及遷移分布，又反過來對國家的生產、消費與積累產生深遠影響。從民國

初年中國人口的遷移和流向趨勢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經濟正處於轉型之中。

在此期間，產業工人的數目不斷上升，有學者統計，1894年中國的產業工人總

數約為九萬餘人，1913年上升到50-60萬人，到了1920年初，更增加到260萬人

左右bm。

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國內統一市場經濟的擴大，由此而產生了許多

新興的商埠，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幾個較大的商業經濟區域，因此民國初年

也成為近代中國人口城市化發展較為迅速的一個時期，城鎮人口約從1912年

的2,700萬增至1928年的4,100萬，16年間城鎮人口增加了1,400餘萬，相當於

晚清70年所增加的城鎮人口總數；同時，城鎮人口佔全國人口比例也從1912年

的7.6%上升到1928年的8.9%。與此同時，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全國出現了

四五個人口超過百萬以上的大城市，其中上海人口超過260萬，成為遠東最大

城市bn。

人口城市化的趨勢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是同步進行，也是相輔相成的。可

以這麼說，中國的近代化需要人口向城市、特別是向大都市聚集，而人口的城

市化又反過來刺激了城市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這也成為中國近代經濟轉型

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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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發生了重大轉型，國內外學者常將這一階段形容為中

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學術界對於這一現象的出現似乎並無異議，甚

至對其產生的原因都有共識。以往的學者多以為，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西方列強紛紛捲入戰爭，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包括資

本輸出和商品傾銷），中國民族工業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發展實業；一旦戰爭結

束，列強立即捲土重來，重新佔領中國市場，所謂「黃金時代」也就曇花一現，

一去不復返了。這一結論雖然不無道理，但畢竟都是些外在因素。那麼，導致

中國經濟出現轉型有沒有內部原因呢？它們又與辛亥革命的發生有無關係呢？

這些問題實在是值得認真反思和深入分析的。

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人們帶來的重大影響首先就是觀念以及意識上的轉變。

二十世紀初、特別是辛亥革命爆發後，由於政府的提倡，現實的需要，整個社

會的價值觀，如對於「義」與「利」的價值判斷、對於職業的取向追求等等，都發

生了巨大變化。人們不再死守儒家「重義輕利」、「崇義抑利」的傳統信條，而旗

幟鮮明地為「利」正名，認為「趨利」乃大勢所趨，同時它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而職業取向變化的顯著特徵，就是重商主義的確立以及職業平等的趨勢。商人

社會地位的提高以及商人在經商活動中所取得的高額利潤，又極大地刺激了大

批士紳的投資意欲，因而越來越多的士紳由以往在鄉間購田置房而改向到都市

投資經營近代的工商業和金融業，甚至連那些軍閥、官僚也都由以往投資土地

等傳統經濟項目，轉向投資近代的金融與企業bo。這一事實說明，辛亥革命的成

功強烈地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創辦實業、發展經濟的熱情，而這一良性互動對

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由傳統的經濟形態向近代化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政府的行為與態度對於

制度的變化以及國家工業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晚清新政雖然是清王朝滅亡

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它首先在政府的職能部門中設置商部（後改為農工商

部），並公布一系列獎勵工商的法令，這對推動中國民族企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

作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它承前啟後，

開拓民智，特別是它所制訂和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次以近代國家

憲法的形式宣布「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這不但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情

操，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提供了法律保障。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雖然在

政治上鎮壓革命黨，實行獨裁統治，但在經濟上卻還是鼓勵發展資本主義、推

行「振商」、「保商」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張謇於農商總長任內更制訂和頒布了大

量法令bp。據初步統計，自1912-23年北京政府共頒布有關經濟方面法規76項，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15年以後頒布的bq。所有這一切自然都有利於鼓勵和推動國

內工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在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同時，還應注意到隨�西方列強經濟入侵與商品傾

銷的不斷加劇，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亦日益高漲。進入民國後，抵制外

貨、提倡國貨的運動更是方興未艾，興辦實業亦蔚然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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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在國貨運動蓬勃發展期間，剛剛成立的共和政府也採取種種方式，予以積

極配合。1912年11月，工商部召開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其宗旨即為「謀工商礦業

改良發達，欲集全國實業家及專門學者之意見」，實為「中國工商界數千年來未

有之盛舉」br。1914年12月5日，農商部向各省發出飭文，指出歐戰「未始非工商

發達之轉機，凡各省種種實業，俱應切實整頓，所有大小工廠悉予竭力維持，

一面趁外貨入口稀少之時，改良土貨，仿照外貨」，並公布《維持工廠辦法大綱

七條》，責令各地方長官在抵押貸款、產品改良、運輸費、拓展銷路諸方面提供

援助。1917年8月，農商部又通令各地，「嗣後所有公共機關日用消耗各品，除

特種無國貨可代用者外，務請專購國貨，以示提倡」bs。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

門還開辦國貨展覽會，並組織各省企業參加國際性的博覽會，這些舉措均有助

於推動中國國內企業外向型發展。

民國初年，特別是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軍閥混戰，中央集權相對削弱，

但這對於各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是因為中央不得不減少

對地方的束縛，對地方亦無法進行有效的干預。雖然長年以來的軍閥混戰對於

內地的經濟曾造成某種程度的破壞，但一般來講，中國的主要城市特別是上

海、天津、廣州、青島等通商口岸並未受到戰禍的直接影響，反倒獲得地方政

權的保護，從而形成了內地的游資向都市集中的這一趨勢。海關的十年報告也

證實了這一點，在分析上海工業發展的原因時海關報告認為，由於「內地動亂不

寧，那%的工廠經常遭到騷擾，這就形成了工業集中於上海的趨勢。許多本應

遷出或開設在原料產地的工廠也都在滬設廠，雖然運費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

海特別在租界內，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擾」bt。也正是由於中央集權的式微，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壯大，他們甚至敢於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說「不」，

這充分顯示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壯大，參政議政的意識也日益強

烈。他們不再逆來順受，而欲與統治者進行談判，要在政治舞台上佔據一個席

位了。

歐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得以發展亦與中華民國成立後投資環境的改變息息

相關，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諸如鐵路交通的開闢、國內商品市場的擴大、新式

教育的興起及普及，以及隨之而引起的科學技術的傳播、先進管理知識的運

用、以銀行為代表的近代化金融機構與市場的建立等等，都標誌�國內的投資

環境已發生重大轉變，以致吸引內資與外資不斷投入中國的資本市場。

上述原因實際上彼此間都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很難分清哪個原因

是主要的、哪個是次要的，但若將它們結合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這都是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再從中國工商業和金融業發展的

整體趨勢上來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辛亥革命之後就開始顯著發展起

來，並不是隨�歐戰的爆發而產生；同時，這個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

代」也並非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束而完全消失。因此筆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爆發確實為形成中國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帶來重大的契機，但是若要尋

找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原因，還必須從中國內部的深層結構去分析和研

究。

1912年11月，工商部

召開首屆全國工商會

議，其宗旨即為「謀

工商礦業改良發達，

欲集全國實業家及專

門學者之意見」，實為

「中國工商界數千年來

未有之盛舉」。隨�中

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

的壯大，他們甚至敢

於向中央或地方政府

說「不」，參政議政的

意識也日益強烈。他

們不再逆來順受，欲

與統治者談判，要在

政治舞台上佔據一個

席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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