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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海外乡亲积极地捐款捐物，支持广州侨乡的工农业生产。捐

赠历经起步、发展、高潮、持续和衰落五个阶段，呈现出区域的集中化、方式的多样化、受赠主体的集体化等特征。海
外乡亲的捐赠，大大提高了广州侨乡工农业生产总值，改变了侨乡工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了侨乡经济结构，促进了侨
乡农业商品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为广州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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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Analysis on the Donations from Overseas Chines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Guangzhou
CHEN Shi-Bo
(1.Jinan University, Institutu of Overseas Chinese, Guangzhou 510632, China；2.Financial institute of Guangdong,
Guangzhou 51052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ongl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compatriots to return to support the motherland'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onations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Overseas Chinese go through five stages including starting，development，climax，
continuance，and decline，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areas，the diversification of modes，the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recipient. Compatriots. Donations from Overseas Chinese，has increased greatly the total output
values of industrial and production，changing the backwardness situation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e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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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海外侨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6 年底，海外

胞(含港澳同胞)回国支援祖国的经济建设，地方政府

乡亲捐款捐物支持广州侨乡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捐赠

也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海外乡亲捐赠，在这样的背景

总额达 52 244.78 万元，占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对广

下，海外乡亲继续捐款捐物支持广州侨乡的工农业

州市总捐赠的 14.48%，工农业生产捐赠所占的比例排

生产。海外乡亲的捐赠大大提高了广州侨乡工农业

在第二，仅次于教育捐赠(资料来源：广州市侨务办)。

生产总值，改变了侨乡工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了

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对广州生产建设的捐赠历

侨乡经济结构，促进了侨乡农业商品化进程和工业

经起步、发展、高潮、持续和衰落五个阶段，呈现出

化进程。

阶段性特征。现以海外乡亲对广州市番禺区工农业生

一、广州海外乡亲对家乡生产性捐赠规模的
阶段性变化
收稿日期：2009-08-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7JA840025)
作者简介：陈世柏(1973─)，男，湖南永州人，博士研究
生，广东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侨务与侨乡研究。

产的捐赠为例予以诠释。番禺区地处广州市南部，位
于穗港澳“小三角”的中心位置，是广东省著名侨乡，
有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约 37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海
外乡亲慷慨解囊，造福乡梓，积极捐助和支持番禺区
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后海外
乡亲对番禺区的工农业生产捐赠总额为 19 362.8 万
元，占整个广州市生产建设捐赠的 21%(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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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外乡亲对番禺区生产建设捐赠情况

1978─1982 年是海外乡亲捐赠生产建设的起步

放宽限制，允许侨属接收海外亲属免税赠送价值人民

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

币10万元以下的生产设备；1989年国务院又颁布《国

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回国支

务院关于加强华侨、港澳同胞赠送进口物资管理的若

援祖国的经济建设，1978 年国务院批转有关部门《关

干规定》等。中国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大大激发了海外

于接受海外华侨、外籍人、港澳同胞捐赠外汇或物资

乡亲捐赠侨乡生产建设的热情，从而使侨属接受海外

的有关规定》
，1979 年国务院侨办、海关总署发出《关

乡亲捐赠的数量急剧上升

于对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进口物资管理的通知》，在
中国政府对捐赠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海外乡亲回国支
援家乡建设。这一阶段海外乡亲对番禺区生产建设共
捐赠 334.9 万元。
1983─1987 年是捐赠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海
外乡亲对番禺区捐赠的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 951 万
元。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对华侨、外籍人以
及港澳台胞自愿捐赠的物资予以减免关税的规定。如
1982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
进口物资管理的通知》，对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赠物资
或者使用捐赠外汇进口物资，准予免税放行做了明确
规定。1984 年，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华侨、港
澳同胞捐办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建设优待办法》，1987
年，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侨属
集资企业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市带县工作，促进

1993─1997 是捐赠的持续阶段。1992 年邓小平
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
放，沿海地区发展的步伐更加迅速，广州，作为南中
国的大都市，许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再一次把目光
集聚在曾经养育他们的土地上。他们继续捐赠物资
和设备支援广州的经济建设。这一阶段海外乡亲对
番禺区工农业生产捐赠的数量尽管比高峰时有所减
少，但总数仍较大，达到了 2 244.2 万元，仅次于高
峰时期。
1998－现在是捐赠的衰落阶段。1998 年以来，
海外乡亲对番禺区生产建设的捐赠直线下降，后面的
年份数据竟然是零。这主要是由于 1998 年以后，侨
乡广州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海外乡亲放慢
了对生产建设捐赠的步伐，把捐赠的重点放在教育、
医疗等其他公益事业上。

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鼓励华侨、港澳同胞捐资支

二、广州海外乡亲生产性捐赠的基本特点

援家乡建设，兴办侨属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

1. 捐赠区域集中在非中心城区

乡亲对广州侨乡工农业生产的捐赠热情更加高涨，捐

越秀区、东山区、荔湾区、海珠区是广州原来的

赠的数量大大增多。
1988─1992年是捐赠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海

老城区，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花都区、
萝岗区、南沙区、从化市、增城市是后增加的新城区。

外乡亲对番禺区工农业生产捐赠的总额为13 877.2万

“中心城区一般是都市的‘老区’，都市特征最明显

元，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

和突出，而郊区或者新区则属于城乡结合部或者来自

强华侨、港澳同胞捐赠和经贸活动中外商赠送国家限

乡村的都市化，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

制进口的产品管理补充通知》；1988年，国家进一步

征。”[1]由于白云、花都、番禺、增城、从化、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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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岗、南沙等非中心城区以前是乡村，所以海外乡亲
对工农业生产的捐赠集中在这些区域。具体见图 2:

增城区
番禺区
花都区

1681.1 767
1%
2%
1782.5
8813.4 2%
10%

538
1%
3750
4%

三、捐赠对广州工农生产的积极效用
用巨大。具体来说，海外乡亲的捐赠作用体现在两大
方面。
1. 提高了侨乡工农业生产总值，改变了侨乡工

萝岗区
黄埔区
白云区

个体主要是归侨、侨眷等国内亲友。

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对广州生产建设捐赠的作

34772.5
38%

从化区

南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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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落后面貌

19227.6
21%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工农业生产在第一、二个五

19362.8
21%

市属区

年计划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第三、四个五年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侨务办提供的《广州地区华侨华人港澳同
胞捐赠项目分类统计表》制作

图 2 海外乡亲捐赠广州工农业生产统计（单位：万元）

计划时期(1966─1975 年)恰逢“文化大革命”，广州
工农业生产遭到重创，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
“这
十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下降为 9.5%”[4]，

2. 捐赠的方式多种多样

到 1978 年工业总产值只有 75.387 3 亿元，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后，广州海外乡亲生产性捐赠方式多种

总值只有 7.994 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5]

。在这样的

多样，他们对广州工农业生产的支持不仅仅是捐款，

背景下，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捐款捐物大力支持广

更重要的是捐赠先进的生产物资和生产设备，支持家

州侨乡工农业生产，改变了广州侨乡工农业落后面

乡的生产建设。目前已经录入广东省侨捐系统工农业

貌。海外乡亲捐赠的生产设备许多是从国外引进的，

生产性侨捐项目资料表明，到 2008 年，海外乡亲对

设备先进，对改变工农业生产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作

广州侨乡工农业生产捐赠的项目共 307 项，项目总额

用。如 1979 年，新加坡籍华人陈德薰回祖国观光，

为 11 152.8 万元，海外乡亲捐赠 9 091.7 万元，华侨

对广州市的包装行业考察之后，感到广州和华南地区

捐赠占总项目的 81.5%，其中捐资 591.2 万元，捐赠

的包装工业技术设备较落后，为此，陈德薰先生向广

物资 8 517.7 万元。在 307 个项目中，捐赠工农业设

州二轻局无偿赠送价值 100 万美元的日本产幅宽 1.5

备的为 132 项，捐赠价值达 1 846.9 万元，捐赠的工

米的瓦楞纸箱生产线，同时由广州市二轻局和包装装

农业生产设备多种多样，有拖拉机、抽水机、推土机、

潢工业公司投资 313 万元人民币，于 1982 年建成占

挖泥机、发电机、电脑绣花机、录音机、碎石机、平

地面积 2.3 万平方米的羊城纸箱厂[6]。羊城纸箱厂的

针机、包装机等等；捐资设立工农业生产基金的有 3

建立，改变了广州包装工业长期落后的状况。可以说，

项，金额为 20.5 万元；捐赠工农业消耗性物质的有

陈德薰先生对广州市包装工业的支持拉开了改革开

39 项，价值为 6 375.9 万元；捐赠汽车的有 71 项，

放后海外乡亲支持广州工业建设的序幕。在番禺，广

价值为 241.7 万元。(资料来源：广东省侨务办)

州市荣誉市民吴有沅创办实业，壮大村镇经济，并为
此捐赠设备，引进技术，支持办起了潭洲针织厂。现

3. 集体接受的捐赠多于个体接受的捐赠
“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按关系紧密程度划

在，该厂已发展为有 500 多工人、400 多台设备、年

分，首先是华人与侨乡亲属的关系，其次是华人与侨

创汇近 300 万港元的中型企业，为桑梓建设做出了有

乡的关系，第三是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研究海外华

益的贡献[7]。

人与侨乡的联系应当重视华人侨乡亲属的关系，因为

海外乡亲除了捐赠生产设备外，他们还捐赠化

这种关系是最基本的。” 尽管海外乡亲与侨乡亲属

肥、农药、农用薄膜、饲料添加剂等工农业消耗性物

的关系亲于海外乡亲与侨乡的关系，但是海外乡亲对

质，如 1994 年周泗来捐赠价值 460 万元的农用薄膜

家乡集体组织的捐赠多于对个体的捐赠。以增城市为

1 000 吨给番禺区鱼窝头镇政府；
陈添喜捐赠价值 400

例，1978─1993 年增城接受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万元的 2 450 吨的塑料薄膜给番禺区榄核镇政府；

捐赠物资共 2 796 宗，折款为 18 856.8 万元，其中集

1995 年张志雄捐赠价值 345 万元的饲料添加剂 1 000

体接受捐赠的宗数为 2 377，折款为 15 710 万元，个

吨给番禺区政府。(资料来源：番禺区侨务办)他们还

体接受捐赠的宗数只有 419 宗，
折款为 3 146.8 万元 。

捐赠了各种类型的机动车，包括面包车、客货车、农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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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摩托车等。此外，为了提高工农业生产技术，

市郊农业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副业、渔业所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海外乡亲还捐资扶持工农业

占的比例小，
“1978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的

科技事业。如：1984 年，广州市荣誉市民祖籍番禺

”[4]
产值占 53%，社队工业产值占 32%，其它占 15%。

的香港同胞李发捐款 4 万元支持番禺区南村镇农科

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支持广州兴办种畜场、林果场、

站建设 (资料来源：番禺区侨务办)；2001 年，祖籍

石矿场、养鸡场、奶牛场等农牧林渔场，促使侨乡经

黄埔的香港同胞曾庆时、曾树铭等人捐资 8.7 万元用

济结构向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如 1978

于农村科技站建设 ；香港裕达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年，
“由香港同胞刘浩清、邓焜共同捐资 30 多万美元，

张松于 1993 年捐赠 2 570 万元设立裕达隆创业基金，

在美国购买全套机械设备以及蛋鸡优良种苗，在广州

以支持和资助广州市青年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进行高

郊区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机械化养鸡场，并聘请美籍华

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科研工作 (资料来源：越秀区侨

人许志俭任技术指导。1979 年正式投产。”[10]除了担

务办)；蒋震拨出 8 亿港元创立蒋氏工业慈善基金会，

任技术指导外，美籍华人许志俭先生本人还向广州市

用于资助内地培训高级工业管理人才和进行科技交

赠送了一批养鸡设备和零配件。
“为办好这间养鸡场，

流，计划在 10 年内每年资助 70 名厂长、经理赴港培

许志俭辞掉年薪 5 万美元的美国洛杉矶蛋城有限公

训，总费用 1 000 万港元；廖自强热心支持祖国发展

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亲自来广州市传授机械化养鸡技

航天工业，多方帮助广州筹集科技进步基金，并捐资

术，帮助安装机械，培养养鸡科技人才。在他的苦心

[8]

100 万元人民币

[9]415

。

经营下，广州机械化养鸡场成为全国最大的蛋鸡场，

在海外乡亲的大力支持下，广州侨乡工农业快速

每年为广州市民提供优质鸡蛋几百万斤，为全国各地

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得到巨大增长。1978 年时，

提供了大量优质种蛋，为全国 10 多个省市培养了千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海外乡亲对广州侨乡工农

多名现代化养鸡业的专业技术人才。”[9]239 1987 年，

业生产的捐赠只有 10 万元，广州侨乡的工业生产总

“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黄佩球等 8 位先生捐资

值为 75.387 3 亿元，农业生产总值为 7.994 亿元，到

港币 30 万元，从英国农场选购长白、大白、杜洛克、

了 1989 年，经过十年的捐赠，海外乡亲对广州工农

汉普夏等 4 个猪品种各 24 头及仪器设备一批送给广

业生产的捐赠总额已达到 1.079 17 亿元，捐赠的数量

州市，同时建立广州市良种猪场，承担繁殖、推广的

比 1978 年时大大增加，因此，捐赠产生的作用也增

任务。”[11]此外，白云区的竹料公社畜牧场、增城市

大，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407.1472 亿元，增加了 5.4

镇龙公社迳头养鸡场、番禺区沙湾青山湖农场、番禺

倍之多，农业生产总值也比 1978 年增长 5.1 倍多。

区化龙镇东溪村荔枝园、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 2 队的

到 1995 年时，海外乡亲对生产建设的捐赠总共达到

鱼塘、黄埔区南岗区公所沙步乡的奶牛场等农牧林渔

了 4.478 4 亿元，相对于到 1989 年时的捐赠总量，增

场都受到海外乡亲的资助。

加了 4.14 倍多。1989 年后的这一阶段，捐赠发生的
作用进一步增大，广州侨乡工业生产总值 1995 年时
达到了 1 935.344 亿元，相对于 1989 年增加了 4.75

表1
分类

改革开放后广州侨乡农业结构演进
六五时期

七五期

%

八五期

九五期

十五期
56.19

农业

71.74

66.35

57.30

51.83

倍，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126.807 6 亿元，比 1989 年

林业

1.41

1.29

1.01

0.84

1.27

增加了 3 倍多。到 2006 年底，海外乡亲对广州生产

牧业

21.35

25.98

29.51

29.29

23.44

渔业

5.49

6.38

12.18

18.04

19.10

建设的捐赠总额为 5.224 478 亿元，捐赠产生的经济
效应更为明显，广州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8 112.396 4

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 2006》

亿元，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248.766 8 亿元。(资料来

据上表可知，广州侨乡农业（种植业）占整个大

源：《广州年鉴 1990》
，《广州年鉴 1996》，《广州五

农业的比例“六五”时期为 71.74%，
“七五时期”为

十年》
，《广州统计年鉴 2007》，广州市侨务办)

66.35%，“八五时期”为 57.30%，“九五时期”为

2. 改善了侨乡农业经济结构，促进了“三高”
农业发展
海外乡亲的捐赠改善了广州侨乡农业结构，促进
了侨乡的农业商品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侨乡

51.83%，
“十五时期”为 56.19%。可见，从“六五时
期”到“十五时期”种植业在整个农业所占的比例总
的趋势是下降的，只有“十五时期”与“九五时期”
相比稍微有所上升，但与前面三个时期相比还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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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地，渔业、牧业、林业从“六五时期”到“十

4.77 万人，企业资产总额 201 931 万元，总资产 50

五时期”在整个农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上升。海外乡

－100 万元企业有 726 家，总资产 100－200 万元企

亲资助广州侨乡兴办各种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不仅

业有 266 家，总资产 200 万元以上企业有 66 家，历

改善了农业经济结构，而且还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的进

年侨资总额占资产总额比例为 10%，营业销售收入

程。以“八五时期”的最后一年 1995 年为例，1995

31 9651.05 万元，利润总额 15 656.34 万元，上交国

年，广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家税费总额 9 812.71 万元，
创汇总额 4961.45 万美元，

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全年农业增加值

盈利企业总数 2 111 家，亏损企业总数 860 家(资料来

73.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农业总产值 126.81

源：广州市侨务办)。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7%。农业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

侨属企业兴办以后，改变了归侨、侨眷依赖侨汇

农业商品率 83%。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优质、

的传统习性，使他们逐步走上了劳动致富的道路，为

高产、高效的“三高”农业有新发展

。

广州侨乡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再且，侨属

[12]

3.活跃了民营经济，推动了侨乡工业化进程

企业不仅每年为国家上缴大量的税款，带来了大量的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乡亲支持家乡兴办侨属企

外汇收入，还安排了少至几千，多至几万人的就业，

业，促进了广州的工业化进程。所谓侨属企业是指“由

大大促进了广州侨乡经济的发展（表2）。

归侨、侨眷集资或接受海外人士捐赠款、物兴办的集
体企业，称侨属集资企业。
”[13]1981 年，广州市华侨
眷属开始利用侨资创办侨属企业。据市侨务办调查，
“至 1986 年 8 月，全市侨属企业共 128 家，集资金

表 2
项 目

128

611

2367

600 10 000

31 800

港澳同胞捐赠款物及生产设备兴办的有 56 家。”

上缴税款/万元

侨属企业进一步发展。至 1988 年，
“华侨、港澳同胞
前来投资兴办企业 560 多家，资助国内亲人集资兴办

1992

集资金额/万元
安排就业/人

1986 年 9 月，市侨办召开侨务经济工作会议后，

1986 1989

侨属企业/家

额 600 多万元，安排就业 3 108 人。……利用华侨、
[14]

广州市侨属企业情况表

3 108 12 100
510

1994

1998

4 690

4 793

3 079
201 931

32 000 65 700 89 295
2 723

2002

7 125

9 899

47 700
9 812

说明：表中数据空缺的地方是广州年鉴没统计，并不表示当年捐
赠的数据为零。资料来源：《广州年鉴》(1987－1999)、广州市越秀区
侨务办提供的《关于侨情调查汇总数据的说明》制作

侨属企业 610 多家。”[15]至 1990 年，侨属企业“已

据上表可知，侨属企业从1981年兴办到1986年

发展到 810 家，集资金额 1 亿元，其中有 5 000 万元

时，企业数量才128家，到了1998年企业数量竟然达

资金是海外亲友支持的，有 6 399 台(套)生产技术设

到了4 793家，13年间数量增长了37倍多，集资金额

备是侨属海外亲友捐赠进来的，在业职工 1.2 万人，

也是年年上升，安排就业的人数从1986年的3 108人

营业场地 3.4 万平方米，年产值 4 亿元，行业主要是

发展到1998年时的89 295人，13年间增长了28倍多。

商业和轻工业。在家电、日用品、工艺品、制衣、眼

上缴税款1989年才只有510万元，至1998年时却达到

镜、家具等生产项目，已经聚集了一批技术力量。一

了9 899万元，增长了19倍多。尽管至2002年侨属企

些产品进入国外市场。”

业的上述数据比高峰时有所减少，但仍然相比于1986

[9]240

1993─1998 年广州市侨属企业在在海外乡亲的

年的数量有很大的提高。这说明，海外乡亲资助亲人

支持下，发展更加迅速，到 1993 年上半年，广州市

兴办侨属企业，实质上是支持广州侨乡经济的发展，

侨属企业“便达 3 311 家，集资近 5 亿元，年产值达

促进了侨乡工业化的进程。

18 亿元，上缴税收近 3 000 万元”
。 到 1998 年，广
[16]

正如郑一省所言，“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亲属企

州市侨属企业“共有 4 793 家，年总产值 46.54 亿元，

业是在改革开放的土壤上绽开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新

[17]

上缴税费 9 899 万元，安排就业人数 89 295 人”。

时期侨务工作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成功尝试，也是

在海外乡亲的支持下，由于广州工农业生产有了

广大归侨、侨眷和港澳亲属在当地政府有关政策指引

较大的发展，1998 年以后，海外乡亲减少了对广州

下，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华侨

生产建设的支持，把资金和设备纷纷捐向其它领域，

华人、港澳同胞亲属企业与海外亲人有着密切的联

广州市侨属企业总数为 3 079 家，第一产业 449 家，

系，它是海外乡亲捐赠设施设备和通过侨汇扶持、资

第二产业 890 家，第三产业 1626 家，企业人员总数

助兴建起来的。发展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亲属企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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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又利民，又可以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的引进，为
侨乡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有利于侨属和港属脱贫致
富。”[18]
海外乡亲资助亲友办个体户、专业户，激活了侨
乡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海外乡亲最初的捐物完全是
馈赠式的，馈赠对象集中在自己的旧友与亲朋身上。
他们在侨乡的眷属有的利用亲人资助，办起了个体专
业户。据统计，
“至 1985 年，广州市有侨、港属个体

研究，2005(3)：42．
[2] 黄昆章，张应龙．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M]．北
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42．
[3] 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增城县志[M]．广州：广东人
民出版社，1995：643．
[4]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J]．广州：广东人民出

[5]

广州市统计局．广州五十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版社，1983．
出版，1999．
[6]

户 1.6 万户，占个体户总数的 20%。东山区侨务办 1985
年曾对该区 2 600 多户个体户进行调查，其中 904 户
是侨、港属，占个体户总数的 34.7%。侨属个体户多
是待业青年，不少人的资金由海外亲友资助。据市侨

73%；户主本人是待业青年的 34 户，占 60%。1984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五工业
(上)[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329．

[7] 黎子流，黄伟宁．广州市荣誉市民传(第一卷)[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32．
[8]

黄 埔 区 海 外 侨 胞 、 港 澳 同 胞 主 要 捐 赠 情 况 [EB /OL]
(2003-02-26)http://www.hp.gov.cn/hpqsw/shyj/t20030226_

务办 1985 年 2 月对越秀区 56 户侨属个体户调查，资
金部份或全部来源于侨汇的有 41 户，占总户数的

2009 年 12 月

1066.htm．
[9]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八华侨穗港澳
志[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七外经贸志

年底至 1985 年 12 月，全市 38 户个体户接受海外亲

[10]

友捐赠的生产资料，计有良种树苗、种鸽、种蛋、制

[11]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八农业志[M]．广

衣设备、压塑机及幼儿园用品等，价值人民币 225，
131 元。
”

[19]

[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152．
州：广州出版社，1996：196．
[12] 广州市 199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 /OL]

侨属个体户的发展，活跃了侨乡市场，繁荣了侨

(1995-04-28)http://www.gz.gov.cn/vfs/content/newcontent.

乡经济。如在白云区，1988 年时“已办起侨属个体

[13]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J]．广州：广东人民出

jsp?contentId=134054&catId=4115．

户、专业户共 900 多户，投资额为 2 000 万元，从业
人数 7 800 人。这些个体户、专业户主要是运用国外、
港澳亲人所赠外汇及自有资金，从事种养和加工业生
产。”[20]在增城，“新塘镇 40 家侨属个体户接受海外
亲人赠送的先进制衣设备 345 台(套)，大量生产‘牛
仔裤’，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增城县生产‘牛仔
裤’的基地”[19]。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海外乡亲捐赠先进的
生产设备，捐资引进良种牲畜和种苗，支持亲友兴办
侨属企业和办个体户、专业户，改变了侨乡工农业落
后的现状，为侨乡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加
速了广州农业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为广州城乡经
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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