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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及其影响
朱丽霞，黄江华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纱、洋布等纺织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剧增。为捍卫民族利益，民族商人和洋务派
官员开始兴办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张之洞创办湖北纺织“四局”，展开了与外国纺织品的竞争，开启了湖北近代
机器纺织的时代。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对其后本省乃至全国的纺织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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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末，外国的机制棉纱、棉

二是印度棉纱的竞争。原来中国的棉花市场上，印

布输入中国的数量快速增加，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

度棉花占有重要地位。但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印棉

严重冲击。为了保护利源，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

一方面开始转销英国，同时印度国内的棉纺织业也迅速

些民族资本家和洋务派官员兴办了以机器纺织为重点的

发展起来。印度重点生产20支以下的粗纱，其价格低廉，

一批近代化工业。自张之洞督鄂后，湖北创办了种类较

品质接近中国的土纱，迅速占据了中国最广阔的市场。

全、规模较大的近代纺织企业，一举成为近代中国民族

下面是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末外国输入中国的棉纱

机器纺织业的重镇。本文拟对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

和棉布 见表1、表2：

[1]

背景、兴办情况及其历史影响作一探讨和总结。

表1

一、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背景

年份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同清政府又签订了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条约获得了增加通商口岸、减
免子口税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此后，洋纱、洋布大
量入销，严重冲击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湖北近代纺织
工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同时也得力于洋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外国输入到中国的棉纱
输入棉纱

增长率

1868

50,000余担

1878

100,000余担

10年净增100%

1888

680,000余担

10年净增580%

1898

1,950,000余担

10年净增187%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96页整理。

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的苦心经营。
表2

（一）洋纱、洋布对中国传统纺织业的冲击

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外国输入到中国的棉布

年份

5年中平均年输入棉布

棉纱急剧增加。究其原因，除了增加通商口岸、减免进

1875—1879

19,363,684关两

口商品子口税而使之能深入内地之外，另有以下几点：

1880—1884

23,466,152关两

21.18%

1885—1889

29,559,533关两

25.97%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外国输入中国的棉布尤其是

一是英国纺织技术的革新。英国一向依靠美国棉花
市场，但 1861～1865 年美国因南北战争限制了棉花输
出，导致英国发生棉花饥荒。英国纺织企业被迫转向埃

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2页整
理。

在 1890 年中国进口的棉纱中，英纱 98，349 担，价

及和印度购买棉花，他们同时也进一步改善设备，提高

值 179，7171 两；印纱 993，145 担，价值 1,750，7547

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提高了，棉纱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大

两。 印度棉纱输华的数量和增速，要远远超过英国。

[2]

幅度降低，洋纱的价格比中国的土纱要低很多。加上 1869

印度棉花主要供应本国和英国，输入中国的数量减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更是大大降低了英国商品输往中国

少；日本自明治维新始，纺织业迅速发展，要从中国购

的费用，因此导致了英国输华机纱数量从 19 世纪 70 年

进棉花；西欧国家有时也采用中国棉花。以上三个原因，

代以后开始激增。

导致中国棉花价格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洋纱价格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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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下降，结果是用高价棉花纺出的土纱，竞争不过廉价

利，以保利权。” 同年，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抵鄂后，

的洋纱。1868 年厦门海关报告记载：“从前棉花是本口

他立即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商量，将订购的纺织机器

主要进口货，和 1867 年相比，本年进口不到一半。这主

移至湖北。

要是因为棉花价格没有变动，而用棉花纺成的棉纱价格，

1892 年底，湖北织布官局厂房在武昌文昌门外临江

却每包几乎跌去五十元之多。所以人们把棉花纺成棉纱，

地方建成，1893 年 1 月开工试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

[3]

就无利可图了。”

锭三万枚（后又增加一万锭）。不仅机器设备从英国购

（二）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蹒跚起步

进，同时还聘请英国技师负责生产、技术与管理。雇用

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给中国传统纺织业造成的巨大

工人约 2,500 名，每日出纱约 100 担，能织原色布、斜织

冲击，不仅震惊了中国人，同时也唤醒了中国人。民族

布、花布等。产品畅销鄂湘川等省，甚至远销海外，获

纺织业的萎靡和振兴，都是从最先通商的沿海地区渐渐

利颇丰， 1897 年张之洞在《华商用机器制货请从缓加税

达于内地的。

并请改存储关栈章程折》中说：
“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

西方动力机器大生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吸引

[5]

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 织布局的兴办，为

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他们或投资购买西方

湖北纺织工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深处内陆地区的湖北，

机器办厂生产，或者仿造纺织机械，从而迈出了近代民

其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首功当归于张之洞。
1893年底，张之洞鉴于“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

族纺织业的步伐。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创办继
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纺织企业；1881

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

年上海买办黄佐卿创办公和永缫丝厂；1876年前后，上

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

海、宁波等地商人创办了轧花厂。1882年成立的上海永

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认为“开源塞漏，

昌机器厂，是中国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

断以此为大宗。” 他立即让织布局筹划增办纱厂，原本

洋务派官员也开始兴办纺织企业。1878 年，陕甘总

[5]

打算兴建南、北纱厂，置纱机九万余锭，官商合办。1895

督左宗棠设兰州织呢局，1880 年投产；1878 年，直隶总

年，北纱厂建成，五万多纱锭装机完工并开车生产，即

督李鸿章根据候补道彭汝综的建议，筹设上海机器织布

湖北纺纱局。至此，纱、布二局共有布机千台，纱锭九

局；1888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设广东织布局。相对其

万枚（见表3）。

它纺织业而言，棉纺织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机器纺

表3

1893—1901年湖北省纱布局产品产量

纱的技术更为复杂，民间经费不充裕，技术缺乏，一时

年份

棉纱（吨）

无力承办。上海招商局惨淡经营 12 年，到 1899 年 12 月

1893

100.65

才开车生产。加上 1882 年李鸿章应郑观应的请求，向清

1894

廷为上海织布局申请了十年的专利保护期，更是延迟了
民间机器棉纺织企业的出现。

棉布（万米）

原色布

斜纹布

200.65

265

244

21

1895

363.15

343

328

15

1896

943.40

258

253

5

1897

364.05

142

142

1898

947.6

92

92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纺织业受到冲击最

1899

2058.1

52

52

严重的是棉纺织业。到 1885 年，进口的棉纺织品开始超

1900

1270.95

16

16

过鸦片，“在进口贸易中，遂常占第一位，是年中国输

1901

516.55

21

21

入之棉货，值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二

数据来源：参见文献[6]。

二、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五.七；至 1891 年增至五千三百余万两，占进口总值百
分之三九.八。”

[4]

在筹设纱厂的同时，张之洞委派候补道刘保林到上
海考察机器缫丝办法。缫丝局于1895年5月底开工，官方

1888 年底，张之洞电请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订购纺

本金10万两，商人本金2万两，缫车300盆。1897年，张

织机器、考察办厂事宜。1889 年，他向清廷奏请开办织

之洞集纺麻机104台，机器价格、运费、保费共计14,043

布局。他说：
“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

磅，成立湖北纺麻官局。至此，织布、纺纱、缫丝、制

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纱、

麻四局（下简称 “四局”）成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

毛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

代纺织工业体系，武汉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

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棉布

心，也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纺织

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

工业基地。

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
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

“四局”的发展并不顺利。其一，纱布机器从英国
订购，由英商派人安装。英方技术人员虽然安装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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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秘而不传，致使纺出的 12

悉变洋布为土布，工作之利日开，则漏卮之害日减。”

支、14 支纱粗如绳索，织出的平布比帆布还厚，产品销

湖北织布局的开办，打破了上海织布局十年专利的垄断，

路不畅。其二，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违背了经济运

推动了其它地区纺织企业的出现；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在

行的原则。官派的督办不懂也不愿按市场经济规律来经

内地的出现，对全国机器纺织工业的合理布局与整体发

营和管理工厂，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如 1897 年纺纱局

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湖北纺织企业创办后，发展虽不顺利，盈利也无法

开工后，商董以官权太重，请归官办。张之洞遂筹款改
[5]

“四
归官办，同时退还商股 15 万两 。其三，负担沉重。

与每年几千万两的洋纱、洋布比。但前后纵向比较，在

局”在筹建过程中多次举债，甚至高息借贷，加上挪用

张之洞身体力行操办之下，成效还是比较显著，
“湖北织

纱、布厂资金供铁厂、枪炮局使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

布局一开，而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万匹。” 1893

资金链。1895 年 5 月，布局总办瞿廷绍、蔡锡勇致电张

年底，上海织布局因本年发生火灾而毁于一旦，湖北棉

之洞，报告布局“活本太少，无可周转，官办终无大起

纺锭 30,440 枚，占全国纱锭 77.1%；布机 1,000 台，占全

[6]

[5]

色，似宜及早招商。” 其四，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

国 100%。到 1899 年，湖北纱锭 90,665 枚，占全国纱锭

关条约》后，外国纺织企业得以在中国本土开办工厂，

497,270（含外资 160,548 枚）的 18.23%；布机 1,000 台，

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低价倾销等手

占全国 2,016 台的 49.6%。

段，对中国民族机器纺织业进行打压。因此，
“四局”仅

诚然，即使没有张之洞的努力，十年专利权在甲午

经营 10 年就难以支撑，只好招商承办。1902 年，“四

战后也会作废，但湖北织布局的创办，使湖北等地近代

局”由粤商韦紫峰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年租金 10 万两，

棉纺织企业兴起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五年。继沪、汉织

资本 80 万两。经营 10 年（到 1911 年结束）,获利一百

布局之后，
“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

余万两。1911 至 1938 年间，又先后由大维、楚兴、楚

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陕西也“集股开设机器纺

安、开明、福源和民生等公司承租。

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 甲午战后，华厂在

[5]

“四局”租给商办，为私营纺织企业的兴起打开了

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刚刚起步，
“洋商见我工商竟用

另一扇大门。1904 年，华升昌布厂在武昌成立，有资本

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

银 1,440 元，职工 20 多人，布机 30 台，以生产电光绸

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

布为主，是武汉最早的私营织布厂之一。1906 年，汉口

与洋商者。” 很难想象，推迟五年起步的中国机器纺织

广利织布公司开办，机织棉布洁白、细致，不逊于进口

业，在与洋商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和竞争结果又会是如

[5]

布，销路甚畅。1907 年，武昌商学两界刘继伯等人倡立

何。

“求实织造公司”，除了织造花布、罗布、丝布，还有绒

（二）为纺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衣裤、毛巾、鞋袜、帽子、手套等品种。到 1911 年辛亥

“官办”、“官督商办”，一直是人们诟病张之洞新政

革命爆发前，宜昌、襄阳、汉阳（孝感）、荆州、郧阳等

的理由，也被认为是湖北“四局”失败的原因。后一原

地相继开办了各类机器纺织企业。其中，仅汉阳就有成

因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至于张之洞热衷官办，尚需进一

章、自新、承记、顺昌、同康、锦彪等六家小型毛巾厂，

步分析。上海织布局被张之洞认为是商办，但多年未见

[6]

共有织机 66 台，职工 114 人，月产毛巾 4,400 打。

三、湖北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影响

成效；民间人士也时有集资合办纱厂的提议，但情形却
是：
“近年以来，中国殷商大贾屡有议及此者，徒以资本
[5]

难集，心志不齐，迄今尚无成效。” 所以，张之洞认为
[5]

湖北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兴起，改变了数千年的手工

“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 ，兴

生产方式，开创了湖北地区城市集中规模生产和农村分

办实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政府带头。当然，如何处理

散手工纺织长期并存的局面，以大机器纺织工业品为主

“官督”主导作用和“商办”主体地位的关系，“四局”

力，展开了与洋纱、洋布的竞争。这不仅在中国纺织史

留给后人更多的是镜鉴而非表率。

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之后湖北乃至中国纺

张之洞兴办纺织工业，
“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
[5]

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民，
” 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当“四局”

（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平衡了纺织

限陷入困境后，他听从建议改为商办。此后，除了 1908

企业的区域布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

年在武昌创立过湖北毡呢厂等企业，他把更多的精力投

面对洋纱、洋布的汹涌冲击，而上海织布局迟迟未

入到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上。比如，1898 年在汉口

能建成，张之洞向清廷请办机器纺织企业，他在奏折中

设商务局，而清政府直到 1903 年才设商部；1898 年开办

说：
“现计中国织布商局仅有上海一处，经营十余年尚未

了包括纺织教育在内的工艺学堂；1907 年在武昌设立“手

就绪。若粤省开设官局营运有效，再能推广于沿江各省，

工善技场”（即模范大工厂），推动纺织企业的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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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

牌各 2 个，最优等奖 8 个。其中纺织业获奖 5 个，毡呢

（三）开展纺织教育与研究，推动了中国纺织科技的

厂羊毛呢获金牌奖；郧阳永顺生厂丝织物获银牌奖；应

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

昌公司制麻局的葛布、缎丝布，缫丝官局和汉口肇新公

湖北“四局”从开办之时起，一直注重组织人员潜

司的丝织物均获最优等奖。

[6]

心研究、改进技术工艺，这从湖北制麻局对麻纱纺织工

可见，湖北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纺织

艺的研究可窥一斑。1906 年张之洞在《机器制麻仍恳暂

科技的进步，开启了中国近代纺织教育的步伐，为全国

免厘税折》中说：
“制麻、织布同用机器，而难易迥别。……

各地培养了纺织人才，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

各国进口麻货，花样日新，百余年来无人筹议抵制之法，

且是全国性的。

湖北创办麻局，经臣规划多年，极力提倡，该局精加研
[5]

究，不惜资本，至今日始能与洋制麻货相等。”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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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Modern Textile Industry of Hube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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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A lot of textile machines, such as Machine spinning cotton yarn, were input into China. In order to
protect national interests, national businessmen an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fficials began to set up the modern machine textile industry.
Competing with foreign textiles, Hubei fourth textile factories ushered a new era of Hubei modern machine textile. The rise of modern textile
industry of Hubei province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ocal province,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ext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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