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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侨联 厦门鹭风报社 思明区侨史学会
□ 本报记者 林希

厦门侨联侨胞
为经济建设服务
（1949-1990）
海外侨胞素有爱国爱乡传统，支援国
家建设是侨胞的愿望。厦门市侨联成立伊
始，就把争取侨胞支援祖国经济建设摆上
议事日程。经济工作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
虽然各有不同，但厦门市侨联始终把它作
为重要任务来抓。

争取侨汇
争取侨汇在五六十年代是厦门市侨联
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厦门办事处

引进资金、
技术和设备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0 年，中央决定在厦门兴办经济特区，
厦门市侨联的工作自此也转到为建设经
济特区服务方面。
1980 年，为了配合外经部门做好引进
工作，厦门市侨联领导担任了市对外经济
工作的顾问。1981 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发展公司聘请颜西岳主席担任副董事长、
林承志委员担任副总经理、厦门国际贸易
信托公司聘请陈德润副主席担任副总经
理。
厦门市侨联主要领导除直接参与对外
经济活动，还发动侨联其他委员，依靠老朋
友，
广交新朋友，
做好引进工作。1979 年 -1983
年牵线 422 宗，洽谈成功 24 宗。1979 年，
经
厦门市侨联常委赵敬群（赵启泰）介绍，香
港嘉洛公司出资 50 万美金，以补偿贸易形
式为厦门罐头厂引进一套空罐自动化设
备。新设备投产当年，就使蘑菇罐头产量
翻两番，获利 300 多万元，
得到轻工部的表
扬。

1953 年 6 月，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在
厦门成立募股委员会，经动员，归侨、侨眷
把闲散的外币、金、银变卖入股的有 34 人，
认购 461 股，人民币 2.3 万元。1957 年 1
月，省华侨投资公司厦门办事处成立，在
厦门市侨联内办公。厦门市侨联领导颜西
岳任主任，陈清安、陈影鹤任副主任。下设
星马、印尼、菲律宾、缅甸、港澳等五个募股
小组。至 1965 年共募集股金 1200 多万元，
购买公债
这些资金用于建设厦门罐头厂、橡胶厂、
瓷厂、感光厂、化纤厂、同安油厂等。当时
1954 年 -1960 年，厦门市侨联共购买
这些厂都取名“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厦门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29.27 万元 （不包括在
xx 厂”。
各单位的归侨、侨眷的认购数），当时厦门
争取赡家汇款
市侨联公债推销分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八十年代发行的国库券，归侨、侨眷都踊
赡家汇款是侨汇的重要来源，既可为
跃购买。如鼓浪屿区内厝沃街道办事处的
国家争取外汇，又可使侨眷取得海外亲友
归侨、侨眷认购的国库券一般占街道居民
的接济。厦门市侨联在这方面的工作，主
认购数的 85％左右；开元区侨户占总户数
要是帮助归侨、侨眷写好家信，争取海外
11%，但认购国库券占 40％。
亲友汇款，帮助寻找失去联系的海外亲
友，宣传党的侨汇政策，动员归侨侨眷大
胆与海外亲友联系。由于政策的宣传贯彻
和侨汇物资供应的增加，归侨、侨眷争取
侨汇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华侨新村筹建会
帮助华侨汇款在国内建房，解决落叶
归根的住处，也是厦门市侨联为侨胞服务
的重要方式。为此，市华侨新村筹建会于
1956 年成立。经市政府批准，划定公园西
路和运动场西侧以及赤岭一带为新村的
用地，经征用、拆迁平整，至 1957 年，华侨
新村已在 40505 平方米的地面上大兴土
木。华侨新村筹建会接受华侨委托，作为
甲方与华侨建筑工程队（乙方）签订承建
合同，建成后进行验收结算，把房屋交侨
胞使用。至 1966 年，共为华侨兴建了 100
余幢房屋，华新路、南华路二个华侨新村
村基本建成。

厦门市侨联的自办企业

私合营后华侨再增资 18.15 万元，购买渔
船，扩大生产。除了安置一部分归侨失业
人员外，还解决了 76 名渔民的就业问题。

（三）公私合营水产养殖场
1955 年 5 月由华侨集资 4 万元、政府
投资 2 万元合作创办。利用禾山一带港湾
的海滩养鱼、种蛏、种蚝等，以增加市民水
产品供应，
并安置归侨就业。

（四）鹭江剧场
1954 年 1 月由华侨投资 2.55 万元改
建，
以满足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五）古台华侨垦牧场
是 1955 年 1 月由华侨集资 5.48 万元
创办的，之后省侨委拨给 0.5 万元添置一
些设备。经全场员工几年的努力，勤俭经
营，1957 年实现收支平衡，略有剩余。有员
工 74 人。拥有牛 89 头，羊 209 头，除了自
繁自养外，还供应邻近合作社部分种牛、种
羊。1958 年春已有鲜乳供应市民。还种植
果树 2500 棵，种水稻、麦、豆、花生、麻、地
瓜等农作物。拥有土地山林近万亩，草原
充足。1957 年该场改为地方农场。

古台华侨垦牧场

（六）侨属缝纫手工业社

厦门市侨联协助发行。
除印《鹭风》报外，华侨印刷厂还开展
对外承印业务，解决办报经费，逐步实现
“以厂养报”
。以后由华侨陆续捐赠了印刷
厂新设备，有铅印机、彩印机、切纸机等 8
件，共值 9.5 万元。1964 年省侨委投资，印
刷厂迁至厦港“不见天”
，改名华侨印刷
厂，安置了一批侨生就业。

（二）华侨机修厂
华侨机修厂创建于 1964 年，当时设在
华侨旅行社大生里行李仓库里，该社修理
汽车业务也设于此，是两块牌子，两本帐，
一套人马。华侨机修厂的主要任务是为侨
社、华侨工厂、农场大修汽车、拖拉机及其
它机器设备。有较先进的曲轴磨床、万能
车床等设备。它的远景规划是制造拖拉
机。
“文革”
中，车床被调给侨星厂、锻压厂，
一部分留在侨社。华侨机修厂就此解体。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
重新创办的企业
（一）侨光电子器件厂
创办于 1979 年 5 月，为香港华达公司
加工电子原件——
—线圈。1983 年增加了一
个新客户，另创办侨声电子器件厂，加工
业务增加了电蕊、塑料装饰和人造红宝
石。1984 年又引进塑料玩具装配，开办了
侨隆公司。随着加工业务的变化，侨声、侨
隆二厂均于 1987 年结束业务。侨光厂也更
名为侨益电子原件厂。1986 年在海沧镇侨
联、竹坝农场、双第农场开办三个加工点，
把加工业扩大到农村。
创办侨光厂的目的在于解决归侨、侨
眷的就业问题。当时，很多六十年代下放
到农村的归侨、侨眷回城，找不到工作。侨
光厂开办后，安置了 100 多人。随着特区建
设的发展，就业的机会多了，很多人到别
的企业工作。

厦门市侨联自办企业始于五 十年代
1957 年 3 月由华侨集资 1000 元创办
初，经过“三起二落”,几经周折，在侨务行
有社员 27 人，多数是归侨、侨属。分为
政部门的支持帮助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的，
缝纫、车绣、工艺三部分。同年 5 月曾举行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夏装展览，展出妇女、儿童服装上百件，手
五十年代初的生产自救企业
工制作的花卉、鸟兽百多种，深受群众赞
市中百公司同意代销，新加坡客商也来
解放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失业仍然存 赏，
订货。该社还举办两期缝纫学习班，有侨
在，虽经政府大力安置，有的介绍了就业，
有的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但仍有些归侨、
侨 眷、部队家属 67 人参加学习，不少人学习
眷找不到工作。1952 年 12 月，福建省侨委 后即可自行开业。

侨光电子器件厂
召开了归侨、
侨眷生产座谈会，厦门市侨联
（七）
侨群手工业社
由陈应龙、杨锦全、吴黎群、
沈佩英等参加。
1957 年 5 月由华侨筹资 2800 元创办， （二）侨泰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回来后，即着手筹创“厦门侨联工业社”。这
大部分是归侨、侨眷。生产纸
是侨联自办的第一家企业，以后又陆续办 有员工 77 人，
创办于 1985 年初，是集体所有制的贸
盒、文光标头纸。
了一些企业。
易公司，吸收归侨、侨眷投资，经营服装鞋
上述生产事业，在五十年代初安置归
帽、食品杂货。1987 年更名为侨泰咨询服
（一）侨联工业社
侨、
解决侨属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
务公司。其后业务大部分由新开办的侨盛
1953 年 3 月投产，资金 1.2 万元。其中 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这些企业或
有限公司经营。
从侨联福利基金拨人民币 1 万元，2000 元 参加公私合营，或走合理化道路，实行归口
（三）侨盛有限公司
由杨锦全自愿无息借给。该社的经营方针 管理，与侨联脱了钩。
是：
“业务发展与帮助解决归侨、侨眷生活
1985 年，许多地方的侨联来厦门参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困难兼筹并顾”。由厦门市侨联干部、热心
观，普遍认为厦门是经济特区，又是港口，
创办的企业
归侨及职工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共同执
对外联系方便，因此倡议各地侨联出资在
行经营管理等事宜。侨联工业社发展很快，
厦门开办一个股份公司，作为外引内联的
（一）华侨印刷厂
至 1955 年，大小织机增加到 33 架，员工由
窗口。侨盛公司因此于 1986 年正式开办。
《鹭风》报创办于 1956 年 6 月，是寄往
22 人增至 60 人，
产品由单样到多样，
有青年
后因情况变化，外地侨联的投资逐步退
华侨新村
呢、
光荣呢、大、小帐罗布、府格、
口罩布等 9 海外的乡刊乡讯。每月一期，4 开，每期
出，只有全国及福建省、厦门市侨联出资
2-4
版，
每期印
2500
份左右，
发往印尼、
缅
种。1955 年底实行公私合营，
与几家小织布
与市国贸公司合资经营。
进口化肥，支援农业
星马、
菲律宾、
柬埔寨、英属婆罗州以及
厂合并成
“厦门织布厂”
。至 1957 年底，
该厂 甸、
（四）华远公司提货点
香港等地。
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化肥十分缺
员工增至 154 人，
归侨、
侨眷仍占 40％。
《鹭风》报创刊后，厦门市侨联为了解
乏，而发展农业又极需化肥。厦门市侨联
1984 年 3 月，
香港华远公司由厦门市侨
决用繁体字印刷的问题，于 1960 年在大中
领导集思广益，提出争取华侨进口化肥， （二）生活行渔业公司
联代理，
在厦门设立了提货点，
以方便侨胞
1954 年 5 月由华侨投资 15.6 万元，购 路原侨联会所办起了一个小印刷厂——
—
这样既有侨汇，又有化肥支援家乡发展农
在香港购票，
厦门提货，
主要是家用电器。至
买 2 艘渔船创办的，经营海洋渔业。1956 鹭风印刷厂。1960 年发行量增至 3000 份。 同年底已提取大小家用电器 467 件。提货
业。得到海外侨胞的支持，
1960 年至 1963
《鹭风》 改由市侨务局主办， 点于 1987 年底办理结束。 （下转 8 版）
年前后四年间共争取进口化肥 8000 多吨。 年实行公私合营，并入海洋渔业公司。公 1964 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