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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外

国在华工商企业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相关论文及专著
时有发表。但基础资料的系统介绍，迄尚阙如，学人每以
为憾。笔者不揣调陋，发愿编寨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

权充鱼芫之献。此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敬虞、张振鹏、

聂宝璋、王庆成、从翰香、徐曰彪、张海鹏诸位研究员鼓励
襄赞，历时十载，三易其睛，始克粗成。将伯之助，义不敢
忘，谨此并申谢忱。

本典共收英、美、德、法、日、俄、意、奥、丹、挪、荷、芬、
波、捷、匈、西、葡、印及瑞士、瑞典等二十余国 1840-，--.

1949 年间在华工商企业两千五百余家，涉及商、工、金
融、运输、保险、新闻、出版、旅游、服务、经纪、公用及农、
林、牧各业。举凡中外名称、起迄年代、国别、总分号所在、

资产状况、营业范围、关系行号、创办人、伙东、买办及历

史沿革等等，均在记述之列。材料或有不足，则暂付缺略，
以侠他日。

本典所用资料主要采自 1861-1948 年间沪、港、津、

京、奉、青诸埠出版的数十种中外文行名搏录。其著名者
有《字林报行名簿 H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The

,

China Hong List; The Shanghai Directory) 、《德臣报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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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CThe

China Directory) 、《开剌报行名簿)) (The Chroni-

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 Japan , etc. ;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 Japan ,- etc. )、《中国商务名录 >>(The Comacrib Di rectory of China) 、《通商行名簿)) ( Rosenstock' s
Gazetteer and Commercial Directory of China) 、《华北行名
搏)) (N orth

China Hong List) 、《北京行名簿>> (Christies

Peking Directory) 、《青岛行名录)) (The Tsingtao Hong
List) 、《全国进出口商行要览 >>(China Importers and Ex-

þorters Directory) 、《中国进出口行名录 ))(Directory of Importers &. Exporters in China) 、《奉天商工兴信录》、《中南
支工商名鉴》、《中国工商名鉴》等。参考书籍除孙毓棠、汪
敬虞、聂宝璋、姚贤铺、张仲礼各大家论著资料外，尚包括
<<商埠志))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

Shanghai ,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英文日满
年鉴))(Japan - Manchoukuo Year Book) 、《旧上海的外商
与买办》、《天津的洋行与买办》、《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

等著述及各地所出零散文史资料。笔者所取未精，所用实
弘，饮水思源，敬记所自。文中行名、人名、叙事乃至统计

数据，间有与前辈论著资料相悖者，深望读者仔细揣摩，
幸勿速斥为非。
外国在华工商企业，数量巨大，名目繁多，变迁频仍，
背景殊异，往往令人眼花缭乱。资料的搜集及爬梳考订，

煞费周章;中外行名的历史演变，追本穷源，更非易易。因
此，本典取"博采主义"，多闻与阙疑并重。入编条目视所
,

得材料多寡而详略不一。详可千言，略仅数语，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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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求有根有据。虽然如此，编撰者圄于识见，考订失察，选
举或乖，疏漏 i化外，仍所难免。恳请海内外方家及读者不
吝赐正。

为方便使用，小女黄遐利用假日特为本典编制《西中

行名对照表》一份，附录于后。

黄光域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2

凡例

一、本典共收 1840-1949 年间外国在华工商企业两

千五百余家。全书按中文行名首字笔画编排，首字相同者
依次字笔画排列，余此类推。正文前备有目录。

二、目录除全部立项行名外，酌情编入习见之异名别
称，以资检索。例如"汇丰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目，
表示立项行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据此检查即可。
三、本典所附《西中行名对照表>>.以拉丁(化〉字母为

序。供依据西文辗转查检使用，亦可视为翻译用表。
四、纪年一律使用公元。起迄年代不明或未便说明

者，以如下方式表达: ( - )"1861 年前开办"，意即具体开
办年代未详，编撰者所见有关该行的记载始于 1861 年 p
(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气表示编撰者所见有关该

行的记载止于 1940 年代末，而实际上该行可能已先此关
闭，也可能存在至今。

五、地名往往随时代变化。为简便计，本典地名从俗 z

即北京不因历史变迁而改称北平，沈阳一般不称奉天等。
除有可能产生歧解者外，不予夹注。

六、人名及个别行名，寻觅汉名或旧译未获不得已而
自译者，皆冠以星号，以示其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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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典所用计量单位，依所自出资料，未逞统一，请
读者见谅。

八、入编各行，名同实异者，均分别立项。本典所收
"仁记洋行"即达四家之多.凡此务请读者注意，勿相混

滑。
九、外国在华工商企业之中文异名别称本典未予收

录者所在多有。如中华火车糖局，或记为香港中华火车糖
局，本典仅收录前者 p 再如怡和机器有限公司，又称英商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后者即未收录。诸如此类，查检时须
灵活变通，不必过于拘泥。
十、入编行名用字，凡简体字无法还原为繁体者，仍

保留繁体。个别例外 z 如"集"字保留繁体，"汇"字用简体 F
"圄罔洋行"之"固'字，为照顾整体字形而保留繁体，等

等。
十一、本典对于暂时无法判定是非的不同记载，以

"或作"、"或记为"等字样录存，用备深入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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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ão

音序查字表

本表按所收行名首字笔画编排，首字相同者依次宇笔画

排列，余此类推。异名别称屡见者，酌情阑入，凡此请据括号
内所示行名检索。

为方便习用汉语拼音的读者，特编列首字音序查字表，

后注本目录页码。 ffi有咛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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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丁卡

1
Ichiki &. Co. , T.

路设远东发行公司，天津、香港、

上海北四川路日商乐器店。

北京、重庆、大连、哈尔滨及东京、

1910 年代一木氏个人开办.进口

新加坡、大阪、博多、小搏、名古

经销乐器、乐谱、留声机、唱片及

屋、京城诸埠先后设发行所或代

玩具等，兼营乐器修理及调音等

理处。进口发行所制影片 .1940 年

相关业务。代理京都等地几家厂

代末尚见于记载.

一木洋行

商公司。 1930 年代初有资本鹰洋 6
万元，年营业额约为 25 万元。嗣于

二川洋行

Futagawa Yoko

吴淤路及大连西通设支店。往来

大连山县通日商贸易行.

银行为"横滨正金"及"三井飞

1927 年前二川虎个人开办.沈阳

1930 年代末渐无所闻. 1939 年大

富士町设营业所.经营医疗器械、

连支店职员田中庆一在天津法界

理化仪器用品、度量衡器及保险

大法国路恢复一木洋行，资本为 3

箱柜等.代理德、法等国几家厂商

万日元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

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二

行址在兴亚 2 区第 3 号路，即前英

J iI虎吉.

界中街.

,

丁威林洋行

二十世纪福斯影片公司

Twenti-

Di ngle , W.

,

Dingle &. Co. . W.

Film

北京英商工程行 o 1909 年前

Co rporation Twentieth Ce ntury-

后原德国电灯房经理丁威林

, U. S. A. , 20th

(W il1iam Dingle) 个人开办.承.办

Ce ntury - Fox , Federal Inc. , U.

机械及电气工程咨询、经理、包工

S. A.

等业务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eth

Century

,

Fox , Fed. Inc.

Fox

美国电影公司. 1935 年二十
世纪影片公司 CTwentieth

Century

Film Corporation) 与福克斯影片

卡士克公司

Bubeshko &. Co. ,

S. O.

公司合并成立，本部纽约，制片厂

天津美商贸易行。 1929 年前

设于 1各杉矶好莱坞.上海博物院

纽约沃立葛公司 (Volga Engineer-

卡

2
Inc.) 驻华总

相关厂家所产纯碱、染料、化学肥

O. Bubeshko) 发起开

料及其它化工产品。 1920 年东方

办。初设于英界海大道，嗣先后迁

总号改组为驻日及驻华两家独立

特一区营盘路及威尔逊街营业。

子公司，其驻华公司变更西名为

经营迸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初尚

"Brunner. Mond &. Co. (China).

见于记载。

Ltd. ".是为上海之卡内门洋碱有

ing &. Trading Co. •
董卡士克 (s.

限公司.
←肉门公司

Brunner. Mond &.

Co., Brunner. Mond &. Co..

•

Ltd.
英国化学工业公司 o 1873 年
工业企业家←内 (Sir John T.

卡内门洋幅有限公司

Brunner •
Mond &. Co. (China). Ltd. Imperial

Chemical

,

lndustries

(China). Ltd.

、

Brunner) 与发明家门氏(Dr. Lud-

上海英商化工公司. 1920 年

wig Mond) 合伙创办.西名初称

就英国诺斯威奇←内门公司远东

"Brunner. Mond &. Co. " .嗣改组

总号驻华分行改组开办，西名

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Brunner. Mond &. Co. (China).

"Brunner. Mond &. Co. • Ltd. "新

Ltd. " 0 初设于九江路，嗣迁四川

西名。本部诺斯威奇，桑德巳奇、

路营业.天津、汉口、香港、广州、

米德威奇、锡尔弗敦等地设制造

营口、宜昌、哈尔滨、烟台、大连、

厂.生产纯碱等化工品向世界各

北京、南京、福州、沈阳、济南、九

地出口，为世界知名化工厂商之

江、重庆、云南府及海参威诸埠设

一 01900 年来华开业，设东方总号

分号或代理处. 1926 年母公司与

子上海兆丰路，以李德立(E.

太英颜料公司、诺贝尔工业公司

S.

Little) 为总经理.其时有资本 300

及联合制碱公司等合并，组成帝

万英镑.天津、汉口、香港、广州、

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营口、宜昌、哈尔滨、烟台诸埠相

cal lndustries , Ltd. ) .驻华子公司

继设分号或经销处，天津及上海

亦随之改组. 1928 年更西名为

建有大型找房。进口经销本厂及

"Imperial

Chemical

Chemi-

Industries

J、、丸，

3

.
(China) • .Ltd. " .华名依旧。同时

1872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海 j松江路，西名 "Pabaney. E-

有限公司，资本为规银 200 万两。

brahimbhoy" .华名"铺边".经营鸦

添厦门、汕头、青岛、龙口、温州、

片、棉沙、丝、茶及其它贵重商品

芜湖及威海卫等分号或代理处.

迸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进口经销英国纯碱、烧碱、商用

嗣添香港及神户分号。 1891 年前

碱、化肥、苯腊染料、烧青及南非、

定名 "A 巳利"，别作"八巴厘"。代

阿根廷产拷皮膏，兼及钢管、药

理孟买几家纺织、印染公司，孟买

品、黑色金属、纯钢五金、制皂原

本部及加尔各答分号西名为 "CU1'

料、 ~J 漆原料、食品、玉米、淀粉、

rimbhoy Ebrahim E,.c Co. ., .1918

橡胶制品、照相材料、纸类、印刷

前本部及各分号均更四名为 "Cur

材料等等 F 出口花生泊、豆油、桐

rimbhoy &. Co. • Ltd. ".1930 年 it

泊、香料油、梅脑、薄荷醇、滇、水

初尚见于记载。

,,-,::

银及其它中国产物，自备轮船四

艘，共 1.151 吨，航行于芜湖、巢县

八谷洋行

一线，代理或代表帝国化学工业

Hachiya &. Co. • Inc.

Hachiya &. Co. ,

公司各子公司及其它欧美厂商公

上梅汉口均日商贸易行。

司十数家至数十家。 1947 年资本

1922 年八谷氏个人开办。经营电

为 1.600 万港元. 1940 年代末尚

器、玻璃、五金工具、化工原料、油

见于记载，董事长傅漠 (A.

V.

类及纸类迸出口贸易. 1930 年代

Farmer)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钱

初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人谷臼

查理及常子华等尝充公司买办或

任总裁，资本为鹰洋 10 万元.代理

华经理。

大阪日本海上保险公司、东京"理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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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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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所"及神户一家化工厂。嗣

迁狄思威路营业. 1937 年后渐无

所闻.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飞
九龙屈臣氏药房

Kowi∞11

Di s-

九乃刀

4
1910 年来华开业，于天津日界寿

pensary
香港九龙弥敦道英商药房.

街及沈阳大西关大什字街设支

1917 年前屈臣民大药房 (Watson

店.经营反革、棉布、帆布、被服材

&. Co. , Ltd. , A. S. )开办.经营西

料、鞋用杂货、军需品、帽子材料

药、成药、香料、药材杂货、化妆

及其它加工品. 1926 年改组为家

品、汽水及酒类批发零售业务.

族合伙商号 .1939 年 12 月在华支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店别立，于沈阳成立合名会社满
洲九鬼洋衍，资本 35 万日元，天津

寿街设支店 .1944 年尚且于记载.

九龙置地及建做有限公司
Kowl∞n

Land

&. Building Co. ,

往来银行为"满洲兴业"及"奉天

汇业"等，越本贤三主其事。

Ltd.
香港九龙英商房地产开发公
司 .1889 年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

乃威洋行

限公司. 1891 年董事有丹拿公司

Nevil1e , D.A.

Nevi l1e &; Co. H. J.

, Nevil1e , H.J.

J

(华记洋行〉伙东铃赖里 (Phineas

哈尔滨西商贸易行. 1919 年

Ryrie) 、香港商商总会文案锵亨德

前乃威(H. J. N eville) 主持开办。

森 (F. Henderson) 、不兰爹呵洋行

百名 "Neville &; Co.

(Brandao &; Co. )伙东铃戈麦斯

于南岗，嗣迁道里营业.上海及日

A. Gomω 及怡和洋行买办何

本横滨、俄国彼得格输一度设分

东等.经营地产开发及房屋营造

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及总佣金代

业务，由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

理业务. 1930 年代初小乃威(D.

司代理.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A. Nevil1e) 别立，即以姓字为行

30 万元，实收 18 万元. 1924 年后

名，华名袭称"乃威"，充美国纽约

渐无所罔.

保险董事会代理店， 1930 年代末

(F.

, H. J.

飞初设

启用 "Neville ， H. J. "新西名， 1940
九鬼洋行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Kuki Yoko

日本贸易商行. 1885 年九鬼

千代治个人开办，本店和歌山.

‘

力士汽车公司

Richards' Auto

刀叉

5

•

Indian S i1k Store" .1947 年尚见于

Works
上海法界亚尔培路英商汽车
行。 1933 年侨商李嘉士(R.

记载。

N.

Richards) 主持开办。经营汽车装

又一株式会社

配、销售及修理业务。太平洋战争

bushiki Kaisha

Mataichi Ka-

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一度对之

日本工业贸易公司，本店大

实行"军管理气战后恢复，资本为

阪，前身为阿部市商店。本世纪初

法币 1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即开始对华贸易，嗣设阿部市洋

记载.袭杏粮、徐乐根等尝充公司

行于上海。 1921 年改组为股份有

华经理及高级华职员.

限公司，启用现名.核定资本 3 C! O

万日元，收足.天津、汉口、青岛、
力古洋行

Lekhumall.

,

Pinyamall. L.
P.

,

Lekhumall

,

济南、沈阳、台北及京城、孟买、西

&.

贡、河内先后设店叫U 京、保定、石

Co. , P. Great lndian S i1k Store

家庄、彰德、新乡、唐山、太原、张

北京王府井大街英印商洋

家口、厚和、徐州、开封、德县、 l脑

行. 1915 年前力古< Lekhumall

清、烟台、海州、杭州、苏州、芜湖、

Pinyamall) 个人开办，定西名为

南京、安庆、蚌埠、南通、嘉兴、松

"Pinyamall , L." ，崇内大街及天

江、吉林、大连、广州、台商及东

津、大连先后设分号。经营印度丝

京、神户、平壤、大邱、清津、海防、

绸贸易及古玩，兼办汽水厂及相

昭南、金边、巳城、马尼拉等地设

关裁缝业务.华名别称力古洋行

营业所。经营棉花、棉布、人造丝

印度绸缎店. 1929 年前于天津特

绸、呢缄、泊脂、燃料、肥料、农产

一区威尔逊街别设新店，西名

物、食品、纸、酒类、饮料、火柴、文

"Lekhumall , P. ".嗣北京总店更

具、电器、机械、橡胶制品及杂货。

西名为 "Lekhumal1

&. Co. , P.".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阿部市

添直接迸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初

太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

由经理协韦尔胡马尔 0.

"满洲兴业"

S. Ver-

hoomall) 接办，更西名为 "Gr臼t

、

,

4

,

6

一
三川洋行

煤炭等.嗣先后于天津、上海、香

Mikawa , K.

上海百老汇路日商靴鞋店。

港、营口设分支店所，经营总迸出

1925 年前三川胜之助个人开办。

口贸易及航运业. 1893 年改组为

生产经销各式女靴女鞋. 1940 年

合名会桂，分支机构遍及世界.渐

尚见于记载.

次增加在华工农业投资. 1906 年
对外贸易额达 1.7 亿日元，占日本

三义工程所

&.

全国外贸总额五分之一. 1909 年

Malcolm

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三井物

Nielsen

&.

Malcolm 1 Nielsen
(Shanghai)

产株式会社，资本 2 ， 000 万日元，

汉口商商工程行. 1918 年前
丹商呢琴 (H.

其后增为 1 亿日元.经营总迸出

R. Nielsen) 与骨马

口贸易及航运、造船、木材加工、

Malcom) 合伙开

运输、装卸、仓储、工程承包各业.

Malcolm 飞承

代理日本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

办机械工程咨询、验船验货、工程

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30 年

检验公证、建筑设计、火损估算等

代末核定资本为1. 5 亿日元，实收

业务.上海、宜昌、广州先后设分

1.225 亿日元，准备金 7 ， 86 1. 9 万

号.其后伙东屡易，华洋行名依

日元.董事长兼常务井上治兵卫，

旧。 1937 年前后上海分号开始启

代表董事兼常务向井忠晴. 1944

用 "Niel回n

&. Malcolm ( Shanghai

年核定资本为 3 亿余日元，实收

y 新西名.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2.47 亿日元.中国设文店或营业

载.

所者有上海、天津、香港、营口、大

尔科姆 (D.

A.

办，西名 "Nìel配n

&.

连、青岛、济南、北京、张家口、广
三井洋行

Mitsui

&. Co.. Ltd.
Kaisha , Ltd.

1.

&. Co.
Mìtsui

1

Mitsui
Bussan

州、汉口、南京、沈阳、厦门、福州、
烟台、台北、高雄及芜湖、蚌埠、镇

江、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九江、

日本综合贸易行. 1876 年创

南昌、太原、石家庄、保定、德县、

办，称三井物产会社，本社东京.

顺德、部郭、山海关、抢县、大同、

旋即来华开业，租船向上海输入

厚和、包头、"新京气哈尔滨、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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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d

一

县、鞍山、齐齐哈尔、牡丹江、安

本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称株

东、徐州、开封、新乡、归德、龙口、

式会社三井银行。本社东京，横

海州、宿县、济宁、周村、汕头等数

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及纽

十埠.董事长向井忠晴，代表董事

约、孟买、伦敦诸埠相继设支店。

兼常务石回礼助、太回静田、住井

1917 年来华开业，先后子上海及

辰男、古川虎二郎、伊藤与三郎、

大连等地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

大海俊雄。往来银行为"汇丰"、

普通银行业务及汇兑事。 1930 年

"三井"、"横滨 E 金"及"满洲中

代初核定资本 1 亿日元，实收 6 千

央"、"满洲兴业"等。 1945 年日本

万日元，资产负债总额为 92 ， 677

战败投降，华行停办，由中国政府

万余日元。 1930 年代末有准备金

派员接收.曾文华、吴元直、吴颂

6 ， 530 万日元。董事长兼专务万代

三等尝充是行买办。

顺四郎.

1943 年 3 月与株式会社

第一银行合并，是为株式会社帝
三井铁工厂

Mitsui

Iron Works
天津俄界日商铁工厂. 1917

,

国银行，资本为 2 亿日元，会长明

石照南.

年前三井家开办.经营采矿业，承

飞

办汽罐、发动机、水楠、船舶修造

三记洋行

Sanki Yoko

及其它铁工机械业务，兼营相关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1 年开

进口贸易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三

办.初设于洒泾路，嗣迁江西路营

井大三雄主其事 •

业.进口经销日本棉布、丝绸织

物、棉纱、呢缄及杂货，兼营相关
三井银行

•

Mitsui Bank

, Mitsui

Ba nk , Ltd. I Kabushiki Kaisha
Mitsui Ginko
日本商业银行. 1876 年就三

经纪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其

时行址复迁于泾泪路，山鹿安三
郎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金".

井为替组改组开办，资本 200 万日
元，总长三井八郎右卫门高福，有
哺

营业店 31 所. 1909 年改组，在日

三协洋行

Sa nkyo &. Co.

天津日商洋行 .1920 年〈或作

、

一

8

1921 年)开办.先后在法界大法国

,

中敏治及岛田佐七.

河坝及日界明石街营业。经营报

关、水陆运输及保险代理诸业务.

三星洋行

Chinai &. Co. , J. C.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兴亚第

印度英商贸易行。 1913 年〈或

三区"(原法租界〉及北京设营业

作 1911 年及 1912 年)开办，本部

所，店主河原常七.刘庆安、刘以

孟买.旋即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泰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海，先后在福州路、汉口路及法界

{

公馆马路营业。出口生丝、纺丝
三昌洋行

Sansho Y oko

, Sansho

纱、棉纱、绸缎及棉布，销往印度 s
进口印度原棉 .1947 年在华注册，

Yoko , Ltd.

f

天津日界寿街日商贸易行.
1916 年冈本久雄个人开办，西名

康米萨里亚特 (D.

"Sansho Yoko. " .经营迸出口贸

皿巾。，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

易。 1938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利"、"大英"及"有利".胡耀廷尝

称株式会社三昌洋行或三昌产业

充是行买办.

株式会社，百名"Sansho

•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铃

E. Commis-

,

~

Yoko.

Ltd. ".资本 300 万日元.北京及上

三泰油房

海、香港、青岛、济南、张家口、太

tai Bean

原、大同、徐州、彰德、广州、石家

Co. , Ltd.

庄、大阪、东京、西贡设支店或营

Ltd.

,

Santai Oil Mill San-

M iJ1,

,

Santai Oil M il1

Santai

Yubo Co.,

业所.经营钢铁、工农业机械、矿

大连日商榨油厂. 1907 年 5

山材料、电讯材料、铁路材料、车

月三井祥行开办.资本 50 万日元，

辆、木材、建材、电器、肥料、油脂、

职工华人 200 名，日人 1 名。每日

谷类、食品、泊料、造纸原料、纸、

生产能力为豆饼 5 ， 000 枚. 1912

毛皮、肥皂及杂货迸出口贸易。与

年 11 月毁于大火.嗣经重建， 1914

三昌棉花株式会社为兄弟行.

年减资为 30 万日元. 1930 年代中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冈本久

年产豆泊 7 ， 472 ， 800 公斤，豆饼

雄，常务高桥真美、酒井信男、谷

71 ， 852 吨.兼营大米、面粉、大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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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及杂谷贸易."七七事变"后复染

彰德、新乡、部郭、保定、海州、徐

指烟草工业。 1940 年前核定资本

州、烟台、汕头、厦门等数十埠.经

累增至 500 万日元，收足，社长广

营总选出口贸易及制造加工、航

激全藏。 1942 年尚见于记载。

运、运输、经纪、工程承包各业。代
理三菱系统及其它日本厂商公司

三菱公司 F 三菱洋行

数家至十数家。 1930 年代中核定

Co. J
Ltd. J
Ltd.

资本为 3 ， 000 万日元，收足 o 1944

Mitsubishi
Mitsubishi Trading Co.,
Mitsuhishi Shoji Kaisha ,

年核定资本增至 17 ， 500 万日元，

收足。董事长回中完三，常务柳漱

日本综合贸易行。 1873 年岩

笃三郎、服部一郎、上野福三郎、

崎弥太郎等创办，称三菱商会.

大久保繁雄。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1875 年改称邮便汽船三菱会社，

金"、"朝鲜气"三菱"、"台湾"及"满

旋即来华开业，经营横滨至上海

洲中央"、"满洲兴业"等.钱静涵

航线 o 1886 年更名三菱丰土。 1894

等尝充是行买办。 1945 年日本战

年改为合资会社，资本 1 ， 500 万日

败投降，华行停办，由中国政府接

元，本店东京，大阪、神户、门司、

收。

长崎及上海、汉口、香港诸埠先后

四.

设支店或代理处.华行经营航运、

三菱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工矿投资、保险及迸出口贸易.
1918 年营业部改组为三菱商事株

Mitsubishi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式会社，分支机构遍及世界主要

日本保险公司。 1919 年三菱

城市。中国设支店或营业处者先

财阀开办，本社东京。核定资本

后有上海、汉口、香港、大连、广

500 万日元，收足.大阪、神户、京

州、台北、天津、北京、济南、青岛、

都、福冈诸埠设支店 .1921 年前来

高雄、哈尔滨、"新京"、沈阳及南

华开业，在上海、汉口、北京、沈

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蚌埠、

阳、大连等地，以三菱公司(三菱

常州、南通、泰县、九江、张家口、

商事株式会社)为代理行，开拓对

大同、厚和、太原、石家庄、开封、

华业务. 1930 年代先后于天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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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京"及上海、沈阳、大连、哈尔

株式会社第百银行合并，资本为

滨等地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水

13 ， 500 万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

火、运输、汽字、伤害、盗难、玻璃、

载，上海支店长小山内倍.

航空等等保险业务.社长龟山俊

藏。 1944 年尚且子记载.

J

三盛洋行

Russian Ec onomic

,

Store &. Commercial Agency Far
三菱银行

Mitsuhishi Ba nk ,

Mitsubishi Ba nk , Ltd. , Mitsubishi Ginko. Ltd.

Eastern Transport Co.
天津英界海大道俄商洋行-

1924 年前铃苏斯托夫 (V. G.

日本商业银行。 1895 年创办，

Sh∞stoff) 个人开办.天津英国菜

资本 100 万日元，日文原称三菱合

市、俄界俄国商亭及张家口设分

资会社银行部.本碍东京，东京、

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商业代理、

大阪、神户、京都具伦敦诸埠设支

批发零售及水陆运精业务.西名

店。 1917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广东

"Russian Economic Store &. Com-

路设支店.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及

mercial Agency". 19~8 年前运输

汇兑事. 1919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

部独立，西名别称 "Far Eastem

公司，称株式会社三菱银行.资本

Transport Co."，华名亦称"三

5 ， 000 万日元，会校岩崎小弥太。

盛飞北京、丰台、张家口、大连、哈

东京、大阪、神户、横滨、千叶、水

尔滨、沈阳及上海设代理处.经营

户、小槽、名古屋、京都、冈山、广

水陆运输，承包国际运输事，代办

•

r

岛、德山、鸟取、小仓、福冈及上结关、保险、打包、仓储、搬运、车
梅、大连、伦敦、纽约诸埠先后设

船票及相关经纪业务. 1930 年代

支店或营业所。 1930 年代初核定

中进出口业务渐次停办，专营运

资本累增至 1 亿日元，实收 6 ， 250

输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孙兆

万日元，资产负债总额为 82 ， 508

寓尝充哈尔滨行经理.

万余日元. 1940 年前后准备金为
7 ， 582.2 万日元，会长加藤武男，

三笠号

常务丸山英弥等. 1943 年 4 月与

&. Shanghai

Mikasa &. Co. , Mikasa
co 一 operative S∞i-

'

惜'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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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停办，由中国政府派员接收。

ety
上海日商作行。 1903 年横滨

....

.一家公司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

迁静安寺路营业。经营日本丝绸、

三道司咖啡店

"Santo♂Coffee

Store

棉品、古玩及杂货，兼营洗染及衬

土耳其咖啡行 .1890 年〈或作

衫加工制作业务。 1937 年尚见于

1895 年〉始建. 1929 年前来华开

记载，往来银行为‘怡湾"。

业，于上海设店，先后在北苏州路
、及南京路中央房子营业。哈尔滨

三越吴 UIl店

Mitsukoshi

Mitsukoshi EZCo.
Department Store

,

,

Mitsukoshi , Ltà.
日本百货公司。 1904 年就合

名会社三井吴服店改组开办，资

道里设分号.君士坦丁堡及布加

勒斯特设联号.经营咖啡进口、加
工、销售业务，兼售可可、茶叶等.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业主
骨托罗西安 (M. Torossian). 吃

本 50 万日元，本店东京，为股份有
、，

限公司，专务日比翁助.东京、大

三德洋行 s 爱世开洋行

阪、神户、金泽、高松、札幌、京都、
仙台、桐生及朝鲜京城先后设支

K. Co. American '.. Chinese , Kc•
rean Co. A. C. K. Co. , Feàeral

店或营业所 .1917 年前来华开业，

Inc. , U. S. A.

首设营业所于大连。经营服装、百

,

A. C.

,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22 年前 s

货批发及零售业务。 1930 年代初

开办，初设于法界爱多亚路，嗣迁

核定资本累增至 3 ， 000 万日元，实

四川路营业. 1927 年按照美国在

收 1 ， 875 万日元。嗣大连营业所升

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

格为支店，北京、"新京飞上海及

公司，核定资本 5 万美元，实收

海南岛先后设营业所。上海北四

1.25 万美元.天撑、汉口、广州、香

川路及北京箍稍胡同分设服装加

港及新加坡设分号，中国及南洋

工厂及家具制造厂，添营相关业

各大城市设代理处.进口朝、美、

务。 1940 年实收资本增为 2 ， 100

德所产高丽参、美国参、化学药品

万日元。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华

及专卖药品等，出口专卖药品，销

•

一

惘叫叫唱"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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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新加坡、退罗，印度支那及马来

后华行相继关闭。对华业务改由

亚各地。代理德、美、朝鲜几家公

代理行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司。 1940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记载.先后充其代理行者有"天

为"花旗"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公

祥"及"志和"、"安利"、"信记"诸行

司华名向称"三德"， 1930 年代后

号。

....

期始见"爱世开"之称。张豪功、王

观彬尝充是行买力、及总理。

士美洋行

Smith &. Co. , L. H.

烟台挪威贸易商行。 1895 年
工藤汽车行

Kudo Garage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汽车行.

CL. H. Smith) 发起开办.经营进

1919 年工藤氏开办，日文原称工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俄、

藤自动车店。经营汽车修理及汽

法、英几家银行、轮船、保险及其

车买卖业务，出租汽车及马车。

它公司厂商.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1944 年有资本 5 万日元，鲁关路

载，经理铃卡佩伦(J.

设修理场.往来银行为"汉口"及

len) 。童维民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上海".膝本安之助主其事.

员.

士巴利面粉公司

士蔑新闻纸馆

Sperry Flour

Co.

'

(或作 1894 年)原旅俄侨商士美

M. Cappe守'

,

Hongkong

Telegraph
美国面粉工业公司. 1852 年

香港英商报馆。 1881 年 6 月

始建于斯托克顿，规模甚小. 1884

15 日士蔑 (Robert Fra回r-Smith)

年组建为公司， 1892 年按加利福

个人创办.出版发行英文晚报《士

尼亚州法律改组，成为太平洋沿

蔑西报> (Hongkong Telegraph).

岸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之一，本

1899 年前由幡弗朗西斯(John

部旧金山.旋即来华开业，于香港

]oseph Francis) 受盘接办 .1900 年

必打街设分号、经营商粉贸易及

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操于

商粉加工业务.本世纪初上海及

华商之手. 1911 年旅港美国牙医

新加坡先后设营业所. 1910 年前

师那布(Dr. ]. W. Noble) 为报馆

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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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 1916 年成为南华早报有限

大丰洋行

Soci是æ

公司产业。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Importation et d' Exportation

销 4 ， 000 余份。报馆馆址先后设于

Culty &. Co. , Th.

必打山、雪厂街、德铺道中及云咸

Ch.

Française d'
1

, Herou &.. Cie ,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法商食品

街。

杂货店。 1901 年旅日法侨桂乐第
土桥号

Tsuchihashi , B. ; TsV-

chihashi &. Co.
上海青浦路日商总进出口贸

Culty) 等合伙开办，北京东

交民巷设分号，西名作 "Societt

Française d' Importation et d' Ex-

易行 .1895 年土桥氏个人开办，即

严rtation" 或 "Culty

以姓字为行名。经营酒类、丝绸、

进口经销法国食品、饮料、酒类及

棉布及罐头食品等，代理"膜麟"

杂货，承包京津地区法国兵站伙

啤酒等名牌产品。 1913 年前由土

食供应业务。 1914 年前由职员椅

桥正主持接1].、，启用 "Tsuchihashi

埃鲁 (Ch. Herou) 接办，更百名为

"新四名，太田俊三任经理，

"Herou &. Cie , Ch." ，华名依旧.

先后迁文监师路及吴淤路营业.

代理法国及欧训十余家名h厂产

1919 年前太回俊三转为伙东，改

品。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 Co.
•

<T h.

&.. Co. , Th. " •

组为合伙商号，日文称合名会社

土桥号，中西行名依旧。添报关业

大丰洋行

Beermann , J.

务，通关所设于商溥路。 1920 年代

青岛德商建筑工程行. 1901

后期通关所独立，称土桥通关所，

年前侨贝尔曼(J. Beermann) 个人

兼营水陆运输代理业。本店改以

开办。承办各类建筑设计及土木

酒类、清凉饮料及酱醋进口批发

工程业务.经营有机械修造厂、砖

为主要业务. 1930 年代中土桥正

瓦窑、细木工作坊等 .1914 年日军

退居次位，太田俊三主其事。 1944

占领胶州后即无所闻.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
正金"、"台湾"、"汉口"及"上海".

大丰洋行

"

ping Co.

Anglo - Danish Ship-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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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界法兰回外滩丹商洋
行 .1921 年原大丰英行经理铃尤
斯泰森 (M.

L.

大丰英行 (Lang.

,

收 5.633.2 万日元，社长藤山爱一
郎。

]ustesen) 兄弟就

L. V. )改组开

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办.海参威等埠设营业处。经营航

Tranaport Co.. K.

运、仓储、杂货及进出口贸易，充

Airways Co. • Ltd.

]apan Ai r
K.

,

卢

]apan

日本航空公司. 1928 年 10 月

货运及海运经纪人，代理航运业
务 .1942 年前职员姚书敏、陈昌求

开办，西名.. ]apan

入伙，同为东主 .1940 年代后期尚

Co. • K. K.". 称日本航空运送株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式会社，本社东京.东京、大阪、福

及"德华"等.

冈、太刀洗、平城、京城(汉城)、新

Air Transport

可?

义州诸埠设分支机构。旋即来华

]apan Sugar

开业，先后于大连及上海大场镇

Dai Nippon Sugar

飞机场设支店、上海熙华德路及

大日本制糖公司

Co.. Ltd.

,

Manufacturing Co. • Ltd.

南京、北京设营业所.经营客货航

日本糖业公司 .1895 年 12 月

空运输业务. 1930 年代中核定资

〈或作 1896 年 1 月)开办，资本 30

本为1， 000 万日元，实收 400 万日

万日元，称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

元. 1938 年 11 月改组，与国际航

本社东京. 1906 年与大阪日本精

空株式会社合并，更西名为 "]apan

糖株式会社合并，改称大日本制

Ai rwaYS Co. • Ltd. " .称大日本航

糖株式会社，所属制糖厂分设于

空株式社会.核定资本 2.250 万日

东京、大阪、北光、土吕久、朝鲜及

元，实收 1.762. 5 万日元. 1944 年

台湾、大连诸地 .1913 年前设分号

尚且于记载，董事长大谷登，驻上

于上海，先后在靶子路、阿瑞里及

海支店代表金世界.

广东路营业.进口经销所产砂糖.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5.141.6

大仓洋行

万日元，实收 4. 014. 1 万日元。&.
1940 年增资至 6.197 万日元，实

Okura &. Co. • Okura

Co.. Ltd.

,

(Trading). Ltd.

Okura &. Co.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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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

日本贸易商行。 1873 年大仓

"朝鲜"及"住友"。孙少亭尝究是

喜人郎创办，称大仓组商会。 1893

行津庄买办。 1945 年日本战败投

年改组为合伙行号，称合名会社

降，华行关闭，由中国政府派员接

大仓组。旋即来华开业，投资工矿

收。

业 .1904 年在汉口设支店，经营总
迸出口贸易，承办汉口日租界建

大正洋行

Taisho &. Co.

设事。 1911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上海交通路日商贸易行.

司，称株式会社大仓组，核定资本

1912 年松岛富治主持开办。百老

1 ， 000 万日元，实收 800 万日元，

汇路设样子问及支店，塘山路设

大仓喜人郎为社长。 1912 年 1 月

找房 F 泪水及大阪设分支机构。进

南京临时政府曾向是行借款 300

口经销文具纸张、食品杂货、化学

万日元，年息 8 厘。嗣"大仓矿业"、

药品、外科包扎用品、五金机械、

"大仓土木"等分立，本店改称大

农具、消防泵及橡胶制品、涂料

仓商事株式会社，本社东京，台

等，兼土建营造业务。 1944 年尚见

北、上海、汉口、天津、大连、青岛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30 万日元，往

及大阪、神户、名古屋、横须贺、门

来银行为"住友"。

司、伦敦、纽约、悉尼、巴黎等埠设
支店或营业所。华行进口机器、化

大东万国公司

Compagnie Inter-

学药品、建材、海产品、食品、五

nationale

Ori ent I

金、木材、石油、橡胶、反革及日本

d' Ou tre-rneq Ba nque d' Ou tre-

杂货，出口猪察、茶叶、矿砂、桐

mer , Ltd.

d'

Ba nque

泊、泊类、商粉、蛋、蛋制品、禽毛、

比利时贷款公司，本部布鲁

兽皮、谷类、石材等，销往日本及

塞尔。 1906 年前来华开业，设总代

欧美，兼营码头仓校及保险代理

理处于上海外滩，西名"Com阴g-

业. 1940 年前 1 ， 000 万日元资本

nie Internationale d' Orient" ，祷雅

收足，准备金为 545 万日元. 1943

多 Oules Jadoü 主其事. 1913 年前

年改组为大仓产业株式会社.往

更西名为 U Banque d' Outre 一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mer 飞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华业务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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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改由义品放款银行代理。 1928 年

为"汇丰气公司华名，香港或称

尚见于记载.

"东部洲及澳斯利亚电报公司".

大东电报公司

sion , Australasia

Eastern Exten-

大东软木鑫厂

&. China

Factory

Tele.啊

臼iental

Cork

F

上海四川路软木塞厂 o 1907

graph Co. , Ltd.
英国电报公司.铃彭德 (Sir

年新大昌洋行开办，进口西、葡、

John Pender) 创办，为东方电报公

法、意所产软木材，加工生产软木

司衍生公司.本部伦敦，分支机构

塞.经理梅罗伯. Minarolo) 0 1930

遍及全世界. 1870 年代初来华开

年前后梅罗接办新大昌祥行，工

业，首通新加坡一一西贡一一香

厂转为梅罗洋行产业，迁法界公

港水线， 1880 年香港一一马尼拉

馆马路营业 o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间接通 o 1883 年广东华商华合电

记载，往来银行为"华义".

报公司急欲设香港分局，英方以
大东公司水线在上海登陆为条件

大北电报公司

始允照办，是年接通香港一一福

Telegraph Co., Great Northern

州及上海钱. 1884 年香港一一澳

Telegraph Co. Ltd.

门间接通 o 1900 年接通烟台一一

丹麦国际电报公司 o 1869 年

威海卫线，同年与丹商大北电报

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

公司合敷上海一一烟台及烟台

司及挪英电报公司合组开办，总

一一大沽水线。至 1908 年公司有

号哥本哈根，为在丹麦注册之公

海底电报线 34 条，共 25 万余海

众性有限公司 01870 年以"大北中

里，资本额为 3 ， 752 ， 400 英镑。上

日电报公司" (Great Northern

海、香港、天津、福州、澳门、烟台、

Telegraph China

北京诸埠均有公司所营商业电报

sion Co. )名义来华开业，俗称"电

业务。 1930 年代在上海及香港与

线行"，骨德赖尔(Lieut. G. H.

其它电报公司联营.太平洋战争

N. Dreyer) 总其事.敷设香港一一

爆发后停业.战后恢复.往来银行

上海、上海一一长崎、长崎一一海

、

‘

Great Northern

&. Japan Exten-

v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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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参葳间海底电缆。 1871 年 11 月 17

大北轮船公司

日西伯利亚电报系统完成，"大北

Steamship Co.

Great Northern

中日电报公司"并入"大北电报公

美国轮船公司，本部西雅图。

司" .1873 年厦门与西伯利亚电报

1906 年前来华开业，以日本部船

系统联通。 1883 年完成上海一一

会性为代理行，经营美国西雅图

长崎一一海参箴间复线，同年敷

至香港、广州、上海间航运业务。

设釜山一一长崎间海底电缆，并

所运营之"明尼苏达号"轮 2. 8 万

与大东电报公司就敷设香港一一

吨，为当时最大海轮之一。 1920 年

上海间海底电镜达成协议。 1900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年两公司合作敷设上海一一烟台

一一大沽间水线。此后，公司通过

大北铁路公司

丹麦政府屡与清政府签订合同， . Railway

•

Great Northern

Co.

取得水线登陆、借用陆线及收发

美国铁路公司。 1890 年金融

报专利等特权，在上海、福州、厦

家及铁路建筑专家希尔(James

门、北京、烟台、香港、天津诸埠设

Jerome Hil1)发起创办，本部圣保

局，经营收发电报业务，进口舟麦

罗。 1899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以

电报仪器及零部件.其中日总号

日本邮船会社为代理行，经营对

(嗣改远东总号)初设于上海南京

华业务。 1924 年前设东方总号于

路， 1882 年迁黄浦滩路， 1920 年代

上海广东路，北京及香港设分支

迁至法界爱多亚路.设稽查、会

机梅，以美国运通银行、通济隆公

lt 、工程诸科及工场间、电台等，

司、万国通票公司及上海商业储

拥有"太平洋"及"大北"两艘电缆

蓄银行旅行部等为代理行，经营

敷设船.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北太平洋诸口岸及芝加哥与东方

后一度歇业.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各埠间捷运、转运及客货列车运

于记载，远东总经理激尔生(H.

输业务。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

S. Poulsen) ，往来银行为"麦加

业协进会会员。

利"及其它外商银行。
大成洋行

Busch &. Co. , J.

I

大

18

•

于地毯织造及出口业务，是为美

Busch & von Alemann
青岛馆陶路德商贸易行.

1927 年前太隆洋行(Boerter

&

起洋行 (Malkassian Carpet

Co. )

之前身.

Niggerman川伙东铃尼格尔曼

(W. Niggermann) 及铃布施。

大同公司

Daido Yoshiten. Ltd.

Busch) 与代签有效入静阿勒曼

日本纸jk 贸易行 .1923 年(或

(Otto von Alemann) 合伙就原行

作 1924 年〉开办，核定资本 300 万

改组开办，西名 "Busch

& Co. •

日元，实收仅得其半.在日本注册

]. ".济南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

为有限责任公司，本店大阪，日文

易，兼保险代理及相关工程业务.

原名株式会社大同洋纸店。东京、

代理德、荷、美几家厂商公司.

京都、名古屋、福冈设支店.旋即

1930 年代初尼氏退出，更西名为

来华开业，先后于青岛、上海、大

&von Alemann 飞迁湖南

连、天津、香港、"新京"、北京及济

路营业.添航运代理业务.翩改由

南、太原、张家口、广州、徐州、石

阿民独资经营，华洋行名依旧.进

家庄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

口各种机械，出口花生及花生泊

日本纸、硬纸板、纸浆、绝缘材料、

等.年营业额约 80 万元. 1940 年

油布、苦布、泊毡、化学品及杂货，

代初尚见于记载 •

出口纸类.兼营相关经纪业务.代

"Busch

理日本几家造纸厂商. 1944 年尚
大成洋行

Malkassian. Simon

天津西商贸易行. 1924 年前
养马尔卡西安 (S. Malkassian) 个
,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金"、"台湾"、"朝鲜"、"三井"、"正
隆"及"浙江实业".

人开办.初设于意界六马路，嗣先
后迁法界古拔赂、宝总领事路及

•

大同洋行

Daìdo Yoko

英界宝士徒道、海大道营业.经营

上海山昆山路日商贸易行.

毛皮、羊毛、肠衣、地毯、皮货出口

1917 年开办。初营草帽编织出口

及一般进口贸易. 1930 年代中子

业务，嗣渐扩大至猪察、牛皮、中

意租界河沿设地毯厂，嗣渐专注

药材、五倍子、竹皮、禽毛、面粉、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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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杂粮、淀粉及商药等的加工

图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及出口。到 1930 年代末，南京、汉

营航运及船务业，兼营煤炭贸易。

口、香港、芜湖、蚌埠先后设分支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机构及加工厂. 1944 年尚见于记

150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三菱"。

4

•

载，其时有资本 75 万日元，迁江西

路营业，佐藤秀一主其事.往来银

大华卫生公司

行为"横滨正金"、"住友"、"台湾"、

Health Co. • Ltd.

"汉口"、"上海"及"华兴商业"。

Great China

上海四川路西商清洁公司.
1931 年前远东清洁所总经理鲍培

大同贸易株式会社

Daido Boeki

德 (Peter T. C. Baur)等发起开

办.一度迁南京路营业。汉口设分

Kaisha. Ltd.
日本贸易商行 .1920 年开办，

号.承包房屋清扫、消毒、熏蒸、油

本社神户.汉口、上海、大连、沈

漆、刷新等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

阳、台北、高雄、海口、榆林及东

且于记载，其时柳著文为公司事

京、横滨、釜山诸埠先后设支店或

务经理.

•

营业所.经营纺织品、芝麻及杂货
迸出口贸易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大华利卫生食科厂

其时资本为 400 万日元.

Yeast

Works

,

Asiatic
Asiatic

Yeast

Works. Ltd.
大同海运公司

United 0-

cean Transport Co. • Ltd.

, Daido

Kaiun Kabushiki Kaisha

上海自利南路周家桥洪北陈
家渡德商食料品厂 .1922 年开办，
西名 "Asiatic Yeast Works飞发行

日本轮船公司 .1929 年(或作

所设于广东路，江口设分号.生产

1930 年〉开办，资本 50 万日元，在

酵母、麦精、维他命味精等.咪地

日本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本部

洋行全权经理.与大华利化学总

神户，日文原名大同海运株式会

厂为兄弟厂。 1937 年前改组，在丹

社。上海、南京、青岛、沙市及东

麦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京、横滨、若松、八幡、伦敦、西雅

为.. Asiatic

Yeast Works. Ltd.".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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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号设于哥本哈根。 1943 年工厂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业主为份

有职工 60 余人，沪行经理潘美德

小伊齐基尔 (M. Ezekiel).

(E.

BurmeÎster). 厂长罗沙拿 (W.

R但ssJer) ，资深技师费礼兴 CE.

大兴洋行

FeJsing).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Co.

载，往来银行为"和嘀"。

Ltd.

J

Robertson. Wilson &.

Robertson , Wilson &. Co. •

香港相拱街英商贸易行。
大华洋行

Dahl. C.

J

Dahl &.

1908 年传威尔逊 (Gordon H. Wil-

so川等合伙开办，定西名为

Co. • C.
上海挪威贸易商行。 1928 年

"Robert田'n. Wilson

&. Co.气经营

原安利英行进口部职员道尔 CC.

迸出口贸易及厂商代理业务。

Dah l)个人开办。初设于北京路，

1923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嗣先后迁九江路及四川路营业.

更西名为 "Robertson. Wilson

经营厂家代理业，代理挪威、瑞典

Co. , Ltd. "。嗣迁德辅道中营业.

及法、德几家造纸厂商，兼营挪威

进口英国足头、食品、润滑油、油

纸张进口贸易。 1946 年改组为有

漆、杀虫剂、钢丝绳、棕缆、工具、

限责任公司，更名道尔衍有限公

金刚砂布、砂纸、人造奶油、食品、

司(Dah1

)，其时

五金、棉绣品、石墨及文具等，出

有资本法币 4 亿元。往来银行为

口杂货。代理英国、西班牙、瑞典

"大通"及"浙江兴业"等.

诸国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 Co. , Ltd. , C.

&.

数十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大华绵绣公司

China Embroi-

dery &. La ce Co.

常务董事为铸休厄尔 (G.

W.

Sewell)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9 年怜
伊齐基尔 (S. Ezekiel)主持开办.

大阪合同株式会社

初设于静安寺路，嗣先后迁江西

Kabushiki Kaisha

Osaka Godo

路及四川路营业.经营梅、葛绣货

日本贸易公司 .1923 年创办，

出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初为合伙商号，嗣改股份有限公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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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社大阪。东京、大阪、名古

万日元 o 1905 年开通大阪一一大

屋、京都、滨松、福山、福井、九州、

连间航路。 1907 年有铁船 76 艘，

京城及沈阳、天津、上海、青岛、济

木船 33 只，共 108.037 吨。 1930

南、北京、"新京"、安东、锦县、台

年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1 亿日

北、大连、哈尔滨、太原、石家庄、

元，实收 6.250 万日元，有船 130

汉口、杭州、苏州诸埠先后设分支

艘，共 53 1. 593 吨。东京、横滨、大

店所.京都、东京、天津、上海设工

阪、神户、离松、高知、高滨、门司、

场。华行经营染料、化工晶、颜料、

别府、长崎、名和、鹿儿岛、下关、

油脂进口批发贸易 o 1940 年代初

若松、釜山、仁川、新加坡、孟买、

核定资本为 400 万日元，实收 300

西雅图、纽约、加尔各答、开普敦、

万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

西贡、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杉矶、

井村健次郎，常务多回繁三郎、小

克利斯托巴尔、桑多斯、蒙巳萨及

泽晋次、山崎治信及避津末育.往

台北、台商、高雄、上海、汉口、香

来银行为"三菱"、"汉口"及"满洲

港、厦门、重庆、宜昌、大连、福州、

兴业气

广州、天津、汕头、沈阳、哈尔滨、

"新京"、青岛、海口诸埠设支店、

•

大阪商船公司

Kaisha
Ltd.

,

,

也aka Shohen

Osaka Shosen Kaisha •

营仓找、码头.社长掘启次郎，副

Osake Mercantile Steam-

社长村田省藏 o 1930 年代末塘氏

ship Co. • Ltd.

'

营业所或代理处。经营航运业，兼

改任顾问，村田氏升任社长，冈回

日本轮船公司。 1882 年 12 月

永太郎为副社长 o 1942 后前后实

数十家船东集资 120 万日元创办，

收资本达 8.750 万日元，为日本第

日文原称大阪商船会社，本社大

二大轮船公司，社长冈田永太郎，

阪，总董广濒宰平 o 1884 年 5 月 1

副社长神因外茂犬，专务田岛正

日正式营业.甲午战争后一年来

雄、香春敏夫、加藤进。往来银行

华开业，辟大阪一一台湾航线.

为"横滨正金"、"住友"、"三菱"及

1898 年开始侯江航运，翌年扩展

"满洲兴业 "0 1943 年 11 月与国际

至华南沿海。 1900 年增资为1， 100

汽船株式会社合并.蒋士楷(应

•

一一…~一一-，，-一

一…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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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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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王一亭、冯大年及谢少卿、陈

一，常务相回秀方、回岛丰治。往

学海、许思堂等尝充公司买办。

来银行为"满洲兴业"等.

大连木材株式会社

大连兴信银行

ber Co.. Ltd

,

Dairen Lum-

Dairen Mokuzai

Dairen Credit

,

s
J

Ba nk Dairen Koshin Ginko
大连监部通日本信托银行。

Kabushiki Kaisha
大连纪伊町日商木材二、汁。

1900 年开办，核定资本 50 万日

1919 年开办，核定资本 300 JJ 日

元，实收 20 万日元。经营一般信托

元，实收 75 万日元。一度迁荣町营

银行业务. 1930 年代初尚且于记

业。安东设支店，朝鲜设制材厂。

载。

经营木材加工及木材贸易。 193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大连汽船公司

Kabushiki
大连机器厂

Works.

Ltd.

Dairen Engineering

,

Dairen

Kikai

Seisaku Sho

Dairen Kisen
Kaisha
Dairen

,

Steamship Co. • Ltd.
大连山县通日商轮船公司1913 年就北清轮船公司改组开

大连台山町日商机械制造

办，称大连汽船合名会社，资本 10

厂。 1918 年福昌公司社长相生由

万日元.嗣由满铁承购，并于 1915

太郎及进和商会会长高田友吉合

年 2 月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称大

伙开办，日文原名大连机械制作

连汽船株式会社，资本 50 万日元.

所，沈阳设支店.嗣与奉天铸铁公

次年增至 150 万日元 .1926 年为

司合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核

700 万日元 .1933 年为 1.500 万日

定资本 3.000 万日元，实收 2.000

元，旋增至 2.570 万日元，终收足.

万日元.生产经销铁路车辆、引

天津、青岛、上海、营口、台北、"新

擎、锅炉、铸管、铁路设备、信号

京"、香港、安东、北京、沈阳、广

机、拖拉机、氧气、飞机零部件及

州、龙口、高雄、葫芦岛及东京、神

各种机械器具. 1943 年尚见于记

户、门司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

载，社长高回友亩，专务佐藤恕

所.经营海运、码头仓校及客货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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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输代理业务. 1938 年有船 54 艘，

大连商业银行

汁 184 ， 823 吨. 1944 年尚见于记

cial Bank I Dairen Shogyo Ginko ,

载，社长川村龙雄，常务岛回信

'K. K.

吉、横回直藏等。往来银行为"横

滨正金"、"朝鲜"、"三菱".

Dairen Commer-

大连西通日本商业银行.
1918 年开办，核定资本 200 万日

元，收足.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大连制冰股份有限公司

Dairen

Ice Manufacturing Co. , Ltd.

一般商业银行业务 o 1930 年代中
尚见于记载，总裁今津十郎，

大连常盘町日商制冰公司。
1917 年开办，日文原名大连制冰

大连酱油;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核定资本 225 万日元，

Shoyu Kabushiki Kaisha

1940 年实收 127.5 万日元，准备

So y Brewery Co. , Ltd.

Daìren

, Dairen

金 66 万余日元.旅顺、青岛、济南、

大连台山町日商酱泊厂。

"新京"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

1919 年开办，核定资本 200 万日

所.经营制冰厂及冷库，生产经销

元，实收 50 万日元，为股份有限公

汽水及其它清凉饮料，兼营水产

司。 1925 年减资为 100 万日元，实

物贸易及水果、蔬菜批发业务。

收 25 万日元.生产经销酱油及味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精等，兼营一般食品。沈阳、哈尔，

滨、天津、上海、"新京"、抚顺、锦
大连食品公司

Refining Co.

,

Dairen Provisions

州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日本本

Dairen Seiryo

土有分支店所:百余处 o 1944 年尚

Ltd.

I

Kabushiki Kaisha
大连日商食品公司 o 1919 年
开办，日文原名大连食料株式会

见于记载，社长松田清三郎，专务

能登庄三郎.往来银行为"满洲兴
业"等.

社.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实收 25

万日元.经营食品及豆泊精炼厂。
193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大来木行Dollar Lumber

Co.

天津法界美商木材贸易行.
1910 年大来洋行开办，北京、汉口

电阳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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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菲律宾、日本设分号。进口美国

丰"，傅盛元等尝充是行买办.

松木、枕木及其它木材，兼理批发

及零售.代理大来洋行等几家美

大利汽车行

国公司 0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Heimendinger Bros.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花源"及

Auto CastleJ

上海法商汽车行 o 1912 年原
任利喊机汽车行职员海门庭格

"大通".

(Julien Heimendinger) 个人开办.
大来洋行

Dollar Co. • The

Robert'

嗣改组为海门庭格兄弟合伙商

号.先后在法界霞飞路及静安寺

美国贸易及航运公司 o 1906

路麦特赫司脱路口营业，法界迈

年〈或作 1905 年)大来< Robert

而西爱路设维修服务部.经销新

Dollar) 个人开办，本部旧金山.上

旧汽车，承揽汽车工程，兼相关维

海、天津、北京、青岛、汉口、南京、

修业务.代理意大利都灵飞霞德

镇江、香港、广州、济南、海州、宜

汽车公司 (Fiat Motors) 等几家欧

昌、重庆及烟台诸埠先后设分号

美汽车厂商 01938 年尚见于记载，

或代理处.沪行设进口、木材、航

其时总经理为小海门庭格 (S.

行三部及白莲泾码头.开业之初

Heimenàinger) 0 徐秀庭尝充是行

即备有三艘七千吨级轮船，往来

买办。

于旧金山及上海、香港阿，进口西
北太平洋沿岸及菲律宾木材来

大利洋行

华，兼营铁路设备及杂货进口贸

Export Co.

Hongkong Import g,.

易.代理美国几家轮船公司，配合

香港皇后大道中西商贸易

经营有仓楼、码头.大来木行、大

行 o 1928 年前铃萨霍伊 <W.

来轮船公司均其产业. 1940 年代

Sahoy) 等发起开办.经营总进出

末尚见于记载，资本为 60 万美元，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法、

东方总经理欧立华 (W. Stoy El-

美、德诸国几家厂商公司 01940 年

Iiott) ，代总经理乔恩生.往来银行

代末尚见于记载，独资业主为前

为"麦加利"、"大通"、"花旗"及"汇

经理善休恩 (S.

Shewan) 0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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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皮毛公司

Co ntinental Fur

Fessenden) 组成理事部管理，迁九

江路营业。核定资本为墨洋 60 万

Co rporation
美国皮货贸易行，本部纽约

元，收足。 1930 年股权为孔祥熙财

市，为私有有限公司 o 1928 年前来

团购得，成为华资美商报馆，先后

华开业，设驻华总号于天津，罗森

迁馆址于四川路及法界爱多亚

布拉特(]. Rosenblatt) 主其事。上

路.添出英文《大陆周刊) (The

海、张家口、哈尔滨、沈阳先后设

China Press Weekly) 及《星报》

分号。经营皮货、兽皮收购及出口

(Evening Star) 。汉口等埠设分馆.

贸易，货销美国。 1943 年尚见于记

销 7 ， 500 份 o 1949 年停刊。董显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高琴肪尝

光、张竹平、魏道明、杨揽生、吴嘉

充是行买办及华经理。

棠等尝出任报馆总经理.

大陆报馆

大陆油厂 F 大陆地业公司

Inc.

I

China National Press ,

China Press , Inc.

Conti-

nental Oil Mill and Refinery

上海广东路美商报馆 o 1911

天津英界登伯敦道俄商泊业

年 8 月孙中山、伍廷芳等资助美

公司 o 1936 年前侨商铃戈乌列维

国报人密勒 (T.

奇兑弟 (Z.

F. F.

Millard) 创

Gourevich

及

D.

National Press ,

Gourevich) 合伙开办.生产精炼各

Inc. " ，出版英文《大陆日报 HChi
na Press). 旨在传播中国革命消

种泊.一度在上海四川路设分号.

办，西名 "China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息，以正国际视听 01912 年按美国
特拉华州法律注册。嗣更百名为

大青洋行

Taisei Yoko

"The China Press , Inc. "0 1918 年

青岛日商贸易行 o 1918 年(或

前后由英籍犹太商，新康样行主

作 1919 年〉金谷治助家开办.初设

人爱士拉 (Edward Ezra) 受盘接

于寿光路，嗣迁冠县路营业.奉天

办。 1920 年爱民去世后由其内弟

路设工场。济南、烟台、大连及石

沙发(Arthur Sopher) 延请美人陶

臼所先后设支店.进口日、美所产

拉(J. H. Dollar) 及费信悖 (S.

铁管、自行车材料、泊泼、搪瓷、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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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机械、钢轨、铁框架、碳化物、

香港，在港设船坞、码头及分支机

橡胶、水泥、水泵、胶鞋、铁丝、柏

构.华名别称"铁行火船公司".

泊·及精油等，经营花生泊、花生

1849 年开香港一一上海定期航

饼、棉花及矿产物加工业，出口麦

班. 1870 年代控制中国远洋航运

蒜、麦屑、花生泊、花生饼粉、花生

的能力日益增强. 1908 年已发资

及小麦、飞花、棉纱头等. 1944 年

本为 232 万英镜，债券股 180 万英

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30 万日

镑.汉口、天津、宜昌、重庆、威海

元.店主金谷治助，经理金谷幸

卫及远东各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

雄.往来银行为"朝鲜"及"横滨正

处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金".辞中仁、崔英俊、王开信等尝

银行为"汇丰飞郭甘章、郭砚溪及

充是行济南支店高级华职员.

黎集云等尝充公司沪号买办.

大英牛奶棚

大英皮肤有限公司

Farm. The

上海徐家汇路英商牛奶场.

Glues

British

&. Chemicals. Ltd.

W. Shaw)

英国庭院化学工业公司，本

个人开办.经销部初设于南京路，

部未详 .1921 年前来华开业.初以

嗣迁静安寺路营业。 1918 年尚见

德记祥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

于记载.

产皮胶及化学品. 1925 年前后改

1891 年前警肖氏 (R.

以卡内门洋碱有限公司为代理
大英火轮船公司

Co.

P. &. O. S. N.

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大英自来火房

Navigation Co.
英国轮船公司 .1837 年创办，

Shanghai Gas

,

Co. Shanghai Gas Co. • Ltd.

Co. ". 1840

上海英商煤气公司. 1864 年

年奉赦组成现名公司，特许经营

(或作 1863 年〉北京路复异洋行

东方航运事业，其时登记资本为

(Chapman. King

100 万英镑. 1844

金氏 (C.

西名原称 "Peninsular

1845 年间

来华开业，将航线由锡兰延伸至

J.

&.

Co. )伙东幡

King) 、怡和祥行经理

惠涛也dward Whit钮11)、同珍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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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东奈伊 (C. D. Nye) 及后任公

华董徐振东.往来银行为"汇率"。

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锁德茂 (Nichol

"大英自来火有限公司"、"英商自

Latimer) 等发起开办，资本银 10

来火有限公司"、"上海自来火

万两，旋增为 15 万两。翌年开始供

行"、"上海自来火公司"等皆公司

气.煤气厂初设于汉口路，产气 8 ，

华名之别称。

600 立方码，供 58 户使用。未几迁

厂于新闸路，营业日益兴盛。 1890

大英远东有限公司

年收并法商自来火行(Compagnie

Eastem Co. • Ltd.

Françai回

哈尔滨道里英商工贸公司.

1901 年改组，按香

1924 年前骨格拉弗里洛夫 (A.

du Gaz de la Co ncession
de Changhai)

0

British Far

Gravriloff)等发起开办.经营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

A.

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银 250 万

迸出口贸易，承包铁路材料供应

两，实收 40 万两. 1908 年资本为

及相关工程建设事务. 1940 年代

银 167.8 万元，产气量 49.500 万

初尚且于记载，常务董事铃雷特

立方尺，用户达 8 千家，完全可以

(F. H. Raitt).

与欧美同行媲美.嗣发行 6 厘公
司债券银 125 万两. 1930 年代中

大英医院药房

实收资本累增至银 200 万两.太平

Lehmann.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即

Co. • Ltd.

Ltd.

Mactavish &.

,

Mactavish &.

对之实行"军管理"，改称"上海瓦

上海英商药业公司. 1899 年

斯会社"，由"大上海瓦斯股份有

前麦利洋行开办，西名 "Mactavish

限公司"受托经营，吉原迪主其

&. Lehmann. Ltd. " 0 初设于黄浦

事。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滩路，嗣迁北苏州路营业.批发零

，记载，其时资本记为 1 ， 050 万港

售西药及医用杂货，进口糖果点

元，本部设于西藏中路，厂设于杨

心，经销照像器材及相关化学药

树浦路，南京西路、虹口、林森中

品，生产经销汽水 .1917 年前后改

路、塘沽路等地设样子间及分理

组，更西名为 "Mactavish

处。董事长嘉道理(H. Kad∞，rie) ,

Ltd. 飞 1920 年代末添静安寺路分

&. Co.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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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930 年代初与老德记嘀嘀水

Cigarette Co. , Ltd.) 沪行改组开

厂及英商普济药房有限公司合

办，资本银 300 万元。首任董事妖

并. 1933 年 1 月改组为大英医院

葛理 (H.

普济药房 (Mactavish ， Twigg

&.

国烟仔公司，未几定名"大英".按

).李柏如、顾杳青尝充是行买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至 1918

Co.

A. Keily). 华名初称英

年底，资金即达墨洋 1 ， 500 万元，

办.

分 30 万股，实发 22 万股，全部为
大英医院普济药房

Mactavish.

英美烟公司及后之驻华英美烟公

司所持有.唐默思(James A.

Twigg &. Co.
上海英商药业公司。 1933 年

Thomas) 、开姆夫 (E. Kempffer) 、

原英商普济药房有限公司董事，

欧文 (Sir Hugo Cunliffe - Owen)

英国制药学会会员骨科文奈伊

先后出任董事妖.上海、汉口、沈

(A. H. Coveney) 及大英医院药

阳、天津、大连、青岛、香港及朝鲜

房顾杏青等合伙，就两公司及老

济物浦等地设卷烟厂、分号或代

德记嘀嘀水厂改组开办.初设于

理处。生产经销卷烟 .1934 年颐中

百老汇路，嗣迁静安寺路营业.批

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迁本

发零售西药及医用杂货，兼营照

部于香港皇后大道中. 1948 年 12

像材料、化妆品、化学品及仪器

月资本改为 225 万港元。 1949 年 9

等。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西赐

月其资产净值为 2 ， 371.911 港元。

药房 (Peter Sys

Co. )为其产业.太

平祥战争爆发后改称"普济药大英理船会社

British co叩ora

房"，顾杏才任经理. 1940 年代后

tion for the Su凹ey &. Registration

期尚见于记载.

of Shipping British Corporation
Registry of Shipping British Cor-

大英烟公司

,

British Cigarette

Co. • Ltd.

,

伊ration Register of Shipping

&.

Aircraft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05 年

英国船级社 .1890 年成立，本

就美国香烟公司 (American

部格拉斯哥。 1915 年前来华开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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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首设分理处于上海，先后在四川

年停办，沪行经理铸赖德 cw.

路、圆明园路、江西路及广东路营

Ryde) 0 徐庆云及徐耀棠尝充是行

业.承办验船公证及船舶登录注

买办或华经理。

册业务。西名 "British

Corporation

for the Survey & Registration of

大英颜料公司

Shipping "或 "British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Ltd.

Registry of Shipping飞 1920 年代

British Dyestuffs

英国颜料工业公司，本部未

Corporation
Register of Shipping & Aircraft".

详 o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先后添汉口及香港分理处.承办

津、大连、哈尔滨诸埠，先后以卡

船、货、飞机检验公证及登录注册

内门公司及卡内门洋碱有限公司

业务，上海、汉口袭称"大英理船

为销售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煤

会社"，香港称"英国船务航空注

焦泊染料。 1930 年代末尚且于记

末更西名为 "British

.册联合会 "0 1949 年并入雷氏理船

香港、广州、福州、汉口、济南、天

载。

会社.
大昌实业公司
大某银行

P.

8元 o.

Banking

Co rporation. Ltd.
英国银行 o 1920 年大英火轮

Chinese En-

gineering & Development Co.,
Chinese Engingering & Deve\opment Co. • Inc.

船公司发起开办，总行伦敦.核定

天津义界三马路美商工程公

资本 500 万英镑，实收 259 万余英

司 o 1921 年原英商祥泰木行天津

镑。在伦敦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分号经理李达 (Haπy

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

与祥泰木行总经理蔡士 (C.

奇、新加坡及伦敦设分行 .1922 年

Seitz) 等发起开办。 1933 年在美国

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及香港设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分行，汕头等埠委托代理行.经营

10 万美元，收足。北京、青岛、沈

普通银行业务 o 1930 年代中资产

阳、上海、南京、汉口、广州、香港

负债总额为 1.495 万余英镑。 1937

及昆明先后设分号。承包各类工

A. Raider)

L.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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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口铁路器材、矿山设备、筑

(E. Rheims)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

路材料及实验室仪器等。李氏任

UNile. Rheims &. Co. .，。纽约、旧金

总裁兼总经理，杨豹灵充书记兼

山、神户设分号。未几奈氏退伙，

司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总号

由里民与赞里尼(L. Rini)合伙，

于华盛顿。战后恢复在华业务，设

启用.. Rheims

天津、香港、上海诸分号，代理欧

192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总买办

美厂商公司数十家。 1940 年代末

陈文鉴，部门买办丁汝霖、范宝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中国"、

生、王茂亭、任惠清、艾莫鸣，

&.

Rini" 新百名.

"花旗"、"上海商业储蓄"及"麦加
利".

大昌洋行

Keller &. Co.

I

Ltd. •

Ed. A.
大昌洋行

Rheims &. Co.

Gaillard. J.
I

I

Nile ,

Rheims &. Rini

上海法商贸易行. 1883 年怜

瑞士贸易商行 .1883 年开办，
本部苏黎世 .1915 年前东来，于菲
律宾马尼拉设分号. 1920 年代推

小加亚尔(J. Gaillard. Jeune) 个

广至香港，与大昌洋行 (Kern

人开办，那以姓字为行名，先后在

Co. )主人赞克思 (Emest Kem) 合

法界公馆马路，天主堂街及江西

资于干诺道设关系公司，定西名

路营业.天津、北京、汉口、福州、

.. Keller. Kem &. Co. • Ltd.". 华

烟台、旅顺及日本长崎、朝鲜济物

名袭称"大昌飞 1930 年代中正式

浦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钟表、酒

设香港分号，亦称"大昌飞进口经

类、百货及总迸出口贸易，承包法

销纺织品、手表、食品、精泊、化妆

国海陆军伙食供应，兼营佣金代

品、杂货及药品、香料、原棉、针织

理业务。 1903 年后加氏因健康状

品、文具、绣货、衣服花边、呢帽、

况不佳，乃放弃其大部分生意，仅

化学品、王金、五金工具等，出口

保留钻石、珠宝首饰、手表、手表

泊类、胶鞋、电筒、电池等.代理

材料进口批发及生丝、杂货出口

美、法、英、荷、德、意、瑞士、菲律

业务.一度肆里昂分号。 1918 年后

宾诸国厂商公司数十家。 1940 年

由祷奈尔也. Nile} 及椅里姆斯

代末尚见于记载.港行主其事者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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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祷凯勒 CHarry

A.

Keller) 及祷

大法国火轮船公司，法国邮船公

豪萨姆曼 CE. Hausammann) ，往

司Service

来银行为"汇丰"。

sageries

Maritime des Mes-

Imp位iales ，

Marseilles

,

Société des Services Contractuels

,

?年东

如何穆

FM

事

行局

括怪

，。董

1

巳洋董
]商公

n-HUll

Mondon , E. L.

'h 法界

山山界租
陆法
I

hG

。
'LLU 川川
JUH--=
口

协阳前

大罗洋行

des

Messageries

Compagnie
Maritimes

,

des

Maritimes

,

Messageries

French Mail S.

S.

Co.
法国轮船公司 .1852 年〈或作

(E. L. Mondon) 个人开办，即以

1851 年〉创办于马赛，西名"Ser

姓字的为名。汉口、天津、旅顺先

vice

后设分号，烟台、青岛、威梅卫、大

Impériales , Marseil1es飞 1862 年来

连湾、营口、北京诸埠设代理处.

华开业，首航香港及上海，翌年即

经营百货、烟酒、运输及佣金代理

正式开辟欧亚航线. 1872 年前注

业务，包办美、俄、法驻相关各地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海军伙食供应. 1906 年前改组为

"S∞i创 des

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Mondon ,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或

Ltd. , E. L."新西名，增设烟台、

"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

哈尔滨、沈阳、吉林分号及福州，

itimes 飞英文俗称 "French Mail S.

海参战代理处.穆东任常务董事。

S. Co. " .经营远洋客货运输业务.

1913 年前由传迪普莱茵 CG.

Dup-

嗣改以巳黎为总号. 1900 年辟烟

le回is)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1920

台一-长崎航线，其后将航线延

年代渐无所闻. 1930 年代初复见，

伸为上海至横滨.第一次世界大

先后在朱藻三路及麦赛尔蒂罗路

战中损失轮船 26 艘，至为惨重 .iti

营业，西名" Duple田is ， G. 飞进口

1921 年始恢复马赛至远东定期航

法国葡萄酒、食品及药品，兼制造

班.上海设远东分号，天津、北京、

厂商代理业务。 1937 年尚见于记

香港、营口、汉口、广州及神户诸

载。

埠设代理处.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Maritime

des

Messageries

Services Contractu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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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资本为 8 ， 000 万法国法郎.

兰驻天津领事四达尔样夫 (A.

所营上海一一马赛航班，途经香

Start回ff)等.本世纪初添设塘沽

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

分号。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银

，提、塞得港及苏彝士诸口，远东总

150 万两，实收 129 万两. 1938 年

经理祷德维尔(J. Deville) ，往来

有船 47 只， 24 ， 056 吨.太平洋战

银行为"东方汇理"等。吴润昌尝

争爆发后，公司由日商东亚海运

充是行买办。

株式会社接管，遂不复存在.

大沽驳船公司

Co. , Taku Tug
Taku Tug

•

、

Taku Tug Boat

&. Lighter Co.,

大浑洋行

Osawa

Osawa

&. Co.

,

&. Co. , D. , Osawa Co. ,

D.

&. Lighter Co. • Ltd.

D.

,

天津英商拖驳运输公司.

天津日界旭街曰商贸易行.

1864 年开办，西名 "Taku Tug

1914 年大泽大之助主持开办.进

Boa t Co.气初仅三只拖轮，六只驳

口日、美、德、英所产五金工具、电

船.经营天津一一大沽坝间拖驳

器、机械工具、引擎、无线电机、车

运输业务. 1883 年间增资为纹银

辆、电线电缆、绝缘材料、帆布、钢

25 万两，嗣更西名为 "Taku Tug

&.

铁、铜、铝片、铝镜、铝制品、化学

Lighter Co.飞 1888 年已拥有小轮

品、药品、颜料、泊漆、建材、料器、

及驳船数十只并自设船厂，修造

橡胶制品、印刷机器材料、层板、

拖驳船只. 1889 年改组为公众、性

软木塞、润滑油、罐头食品及杂

股份有限公司，启用 "Taku Tug

&.

货 F 出口原棉、胡麻子、花生、莱

Li ghter Co. , Ltd." 新西名，资本

籽、棉籽泊、香泊、花生泊、桐泊、

增至银 40 万两.第一屈董事中有

羊毛、驼毛、兽皮、夏布、绣货、煤、

仁记洋行资深伙东佛必赐 cw.

焦炭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日本

Forbes )、德亲森 (J.

M.

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1944 年

Dickinson) 、天津机器局东局子总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工程司司图诺(Jam臼 Stewart) 及

金"及"天津飞

俄商贩丰洋行津庄经理，后任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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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火险公司

Gresham Fire &.

AccidentI nsurance Co. , Ltd.

营相关制造业。 1930 年代末 100
万日元资本收足，准备金 42.5 万

英国保险公司。 1910 年开t.J' ,

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本部伦敦。为有限责任公司。旋即

资本 200 万日元，社长石团荣造，

来华开业，在上海、天津、香港诸

经理石回卵吉郎.

埠，先后以"瑞大"、"汇通"、"锦

发"、"会德丰"、"保丰"、"丰泰"、

大美印刷所

Mercury Press

"施密"、"祥兴"、"华和tl"及"太平"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美商印刷

等洋行公司为代理行，经营火灾

出版公司。 1930 年大美晚报公司

及意外伤亡保险业务. 1930 年代

CPost - Mercury Co. , Fed. Inc. ,

末尚且于记载。

U. S. A.

)开办，按美国在华商务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大信洋行

Ltd. ,

Taishin

Taishin &. Co. ,

资本为银 50 万两.经营铜版及压

&. Co.,

凹凸印刷、装订、出版发行、广告

Yoko

Taishin Yoko , Ltd.
大连监部通日商贸易行。

代理诸业务.印刷出版有 A 上海
一元行名录) (Shanghai

Dollar Di-

1918 年石回荣造等发起开办，日

rectory ), (华北一元行名录》

文原称大信洋行株式会社.核定

(North China Dollar

资本 100 万日元，实收 60 万日元。

《警务杂志>

沈阳、长春、哈尔滨、辽阳、天津、

Gazette) 等.代理美国一家字模公

青岛、北京、太原、济南、徐州、石

司 0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总经

家庄、烟台、彰德、吉林、鞍山、牡

理椅布鲁斯 C George C. Bruce) 0 往

丹江及锦县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

来银行为法商"汇源"。

Directory) 、

(Shanghai Police

业所.天津万德庄设铸铁厂，坷北
新大路设锡工厂，桃山街设仓库，

大美药房

青岛宁海路设电气铜工场.经营

Pharmacy , Fed. Inc.

机械、五金工具、钢铁材料、建材、

铸件、木材及杂货迸出口贸易，兼

Luebbert's

, U. S. A.

上海南京路美商药房 o

1930

年前后原科发大药房香料部主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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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吕贝特(E.

Luebberü 发起开

办，江西路设发行所及找房.

•

利格特迈尔斯公司 (Lìggett

&.

1934

Meyers Co.)改组开办，本部纽约

年在特拉华州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市。 1920 年前后来华开业.先后于

司，德商信谊大药房业主祷乔菲

上海、香港、天津、汉口及南京、杭

(Max A. Joffe) 等为董事。经营西

州、镇江、秦皇岛、张家口、九江、

药、药剂、药材及相关配方业务，

广州、青岛、济南、烟台、北京、沈

兼营橡胶制品、香料、香水、自兰

阳、石家庄诸埠设分号或购销处，

地、威士忌、巧克力及杂货.

1930

经营卷烟制造业及烟叶贸易.

年代末由寓沪女帽商汉觉夫人

1927 年在华诸分号改组，在美国

(Mrs. A. Hancock) 母子接办，华

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洋行名依旧。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Liggett &. Meyers Tobacco Co.
(China) , Ltd." ，以上海为总号，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华侨"及"美

相继在九江路和苏州路营业。核

国信济"等.

定资本 20 万美元，收足.汉口、天
大美查帐局

Haskins &. Sel1s

津、香港、北京、青岛及长沙诸埠

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所设

设分号，经营卷烟制造业，充花旗

于纽约市，分支机梅遍及世界各

烟公司及雅达烟公司销售代理

主要城市 01920 年来华开业，设上

行。嗣股权渐为驻华英美烟公司

海分所，相继在九江路及四川路

所有。 1935 年以英商颐中运销烟

营业.承办公共会计师业务 .1940

草股份有限公司为驻华经理行.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

1940 年代初董事祷托里尔 (0. D.

员.德福 (Henry S. de Vault)等先

Terrell) 仍主其事.其后渐无所周.

后主持华行事务.

1949 年 9 月资产净值仅 118 ， 021

港元.
大羡姻公司

Liggett &. Meyers

Liggett &. Meyers
Tobacω Co. (China). Ltd.

Tobacco Co.

I

美国烟业公司 o 1911 年就骨

大荷公司

N剖èrlandsche

Verk∞p

Organisatie. N. V. I
Netherlands Selling Organisatíon ,

,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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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汇兑及其它银行业务。 1930

Ltd.
荷兰贸易公司，本部阿姆斯

年母行并入成立于 1877 年之蔡斯

特丹 o 1927 年东来开业，上海、香

国民银行，更百名为 "Chase Na-

港、大连及大阪、加尔各答先后设

tional &nk of the City of New

分号。华行进口荷属东印度所产

York" ，系洛克菲勒财团主冕金融

酒精、大米、米糠、橡胶、玉米、香

企业。华行则启用 "Cha回Bank 沪新

茅泊、咖啡、胡椒、椰泊、棕泊、椰

西名.资本 500 万美元。资产负债

干及烟草、淀粉、蜡、化学品、杂货

总额为 4.224 万余美元。 194。年

等，出口中国产物及制造品，销往

代初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

荷属东印度及欧洲.代理荷属东

员之一。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印度及荷兰、美国厂商公司数家

张颂周、赵爽斋及周雁亭、章以吴

至数十家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载.其时沪行有资本 10 ， 000 荷盾，

驻远东总代表伯伊斯 (A. Buys).
经理善基普斯 (W.

F.

Kips). 往

来银行为"荷国安达飞

大船坞

Amoy Dry Dock Co.

Amoy Dock Co.,
Dock Co.

I

New Amoy

, Ltd.

厦门帆礁西商船坞公司.

Equitable Eastern

1858 年(或作 1859 年)开办，英商

Banking Corporation , Chase Bank

"和记"、"德记"、"水陆"、"协隆"及

美国商业银行 o 1920 年创办

美商"服昌"五大茶叶出口行及富

于纽约市，西名"Equitable Eastern

侨叶清池等为主要股东，西名

Banking Corporation" ，为纽约依马

"Amoy 阮y Dock Co."。初仅石坞

要提布银行〈或译为公平信托公

一座，长 300 英尺，宽 60 英尺.首

大通银行

司， The Equitable Trust Co.

of

任经理祷帕克 (Montgomery D.

New York) 等几家金融企业开办

Parker) 0 1867 年前更西名为

的子公司 .1921 年来华开业，于上

" Amoy 勘ck Co."，拥有 A. B.

海九江路设分行.嗣香港及天津

C. 三座船坞.经营船舶修造业务.

相继开业。发行旅行信用卡，经营

1892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
‘

酷十→

由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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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New Amoy 如ck

Co. • Ltd."

新西名，在香港注册。船坞占地

Spinning Co.. Ltd.

I

Da h Kong

Cotton M ilJ

186 亩，坞长 340 英尺，可容 300

日本纺织工业公司 .1920 年 4

吨以下船只.下设铸铁、铸铜、锻

月日本大阪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

铁、机器、造船、木模、造炉诸部，

开办，以 1.000 万日元资本首在青

承接船舶修造及相关电气、机械、

岛设厂. 10 万纱钱，织机 2.200

铸造等工程业务.本世纪初改由

部。翌年在上海开三厂，先后设于

德记洋行全权经理. 1918 年德记

杨树浦腾越路、问问路、梅州路及

猝行改组，由厦门地方政府备款

平凉路。经营棉、毛、丝、入造丝及

银 41 万元赎回自办，是为厦门造

其它纤维纺织、加工及销售业务，

船所，师长王献臣任总办.

兼及相关药品的制造经销. 1930
年代中月耗标准棉 z 华棉 16 ， 520

大章有限公司
til四Co.

• Ltd.

Britannic Tex-

, Stewart. W.

扭，印棉 9.912 扭，美棉 17.500
担，月产标准纱 1 ， 500 包.嗣相继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本部曼

在天津、无锡、江阴诸埠建厂.

彻斯特 .1925 年前来华开业，以铃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斯图尔特 (W. Stewart) 为代表，设

"横滨正金"。

代表处于上海，先后在黄浦滩路
及四川路营业.进口所产棉纱、毛

大清通运公司串通运公司

纱、棉布、呢绒 .1930 年代初，代表

Forwarding &. Express Co. , Ltd.

China

处发展为独立代理行，即以斯民

天津日商运输公司. 1908 年

姓字为行名.代表曼彻斯特，伦敦

前创办，北京及塘沽设支店.经营

及布雷德福纺织工业厂商多家，

水陆运输、仓楼及报关等业务.华

添毛条及精梳短毛进口业务.嗣

名初称"大清通运"，民国成立后

迁新康路营业. 1940 年代后期尚

改称"通运"或"中国通运气 1940

见于记载.

年前后迁本店于济南，天津、北

京、青岛、石家庄设分号. 1944 年
大康纱厂

Dah Kong Cotton

尚且子记载，其间屋数易其主，华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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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名依旧。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
在圆明园路及黄浦滩路营业。进

大隆洋轩

Dahlin. E. A.

口欧洲钢铁产品(条、板、丝、管、

上海广东路美商贸易行。

箍)、建筑钢材、黄铜紫铜材料及

1934 年前怡昌洋行纸品部主任陶

农工业用化学药品等。代表汉堡

林 (E.

A. Dah1in) 个人开办.经营

"大鼎公司"(Dobbertin ßι Co .λ

纸、纸浆及纸板进口贸易.代理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美几家造纸厂商. 1940 年代末尚

"大通"、"有利"及"德华"等。

见于记载，总经理陶林，华经理庄
汉) iI .往来银行为"汇丰".

大普公司

Co.. Ltd.
大隆洋行Doulatram

&. Sons

印度丝绸贸易行.费大拉特

Nippon Typewriter
J

Nippon

Typwriter

Kabushiki Kaisha , Dah P∞&

Co.

拉姆 (H. Doulatram) 父子开办，本

日本打字及印刷机械工业公

部倍德海得拉巴(今属巳基斯

司. 1917 年开办，日文原称"日本

坦). 1930 年前来华开业，设远东

夕千 7。予千夕一株式会社"，本社

总号子天津英界中街。沈阳、哈尔

东京。资本 200 万日元.大阪、名

滨、大连、青岛、"新京"及日本神

古屋、札幌及朝鲜京城设支店.

户先后设分号.进口丝绸、毛料、

1931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大连、

皮件及杂货，出口地毯、毛料、丝

上海、台北、"新京"、沈阳、哈尔

绸、皮件及杂货.嗣添卡拉奇及孟

滨、鞍山、北京、天津、济南、张家

买分号。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口、大同、太原、南京、汉口、广州

载。

谱埠设分支店所.华行经营中英

日文打字机、印刷机、高速铸字
大鼎洋行

Glagowski.

Hermann

机，马纳式自动浇排机，印刷材

德国贸易商行.传格拉戈夫

料，高级文具，矿山机械，纸类等

斯基 (Hermann Glagowski) 个人开

迸出口贸易. 1940 年核定资本累

办，本部汉堡，伦敦设分号。 1932

增至 1.500 万日元，实收 750 万曰

、

←十一一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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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社沃樱井兵五郎。往来银行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三菱"及"汉口"等，梁孝陶、柏清

"花旗"等。尚之盘、杨敏正及刘秀

廉尝充公司沪庄高级华职员.

三等尝充是行总号或分号华经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华行关闭.

理.

大鑫钢铁工厂

万玉洋行

Iron and Steel

lndustry

,

Mangyoku Yoko

上海齐物浦路德商钢铁厂。

大连松林町日商洋行. 1905

1935 年前开办.法界霞飞路及西

年万玉家族开办，三春町设肥皂

爱威斯路先后设营业所及楼房，

蜡烛厂.生产经销肥皂、蜡烛，兼

河南路设分号.生产普通钢、碳

营照相材料直接进口业务. 1936

钢、合金钢、韧铁及抗热抗冷制瓶

年 1 月于沈阳大和区琴平町设支

制罐特种铁等。业主椅孔施泰因

店，经营照相材料.嗣迁吉野町营

(F. B. Kunstein}.1940 年代初由

业 .1943 年尚且于记载，万玉太郎

日商三河兴业株式会社接办，改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满洲兴业"

称三河兴业铁厂.

等.

万丰洋行

万记洋行

Niggemann &. Co. ,

Wagman , O. ,

Standard Export Co. , Ltd.

W.
烟台大马路德商贸易行.

天津英界海大道美商贸易

1922 年侨商骨尼格曼 (Wilhelm

行. 1921 年前原沈阳毛皮猪巍出

Niggemann) 主持开办。威海卫、大

口商万氏《趾ar Wagman) 个人开

连、哈尔滨及上海先后设分号.经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造出口

营花生、发网、花边、绣货等出口

贸易，代表美国费城·万记商行

贸易，销往欧洲及美国、加拿大，

(Wagman , Nathan).1934 年万氏

兼营一般进口及保险、航运代理

与益昌撑行 <Anglo -

业务.代理德、荷、挪、英、日、加诸

Export Co.)伙东·艾特肯 (E.

国几家轮船及保险公司. 1943 年

Aitken) 发起改组，在香港注册为

•

呻

Mangyoku &. Co.

American

39

•

英商有限公司，启用 "Standard

Export

...‘

万

,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Co., Ltd. "新西名。出口

猪鬓、马毛、羊毛等，兼营一般进

万国农具公司

口贸易.代理几家英国保险公司。

Harvestor Export Co.

International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闭.战后恢

美国农机工业公司。 1832 年

复，迁赤峰道(旧法界水师营路)

(或作 1831 年)开办，本部芝加哥。

营业。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

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美国、加拿

事艾特肯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大

大、澳洲、法国、德国及瑞典均设

通"及"麦加利飞

有制造厂。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先
后于哈尔滨、上海、香港、重庆诸

,

万兴洋行

England &. Co. , F.

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农业机

H.
福州西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械、卡车、拖拉机、引擎、扎结器及

H. England) 个

相关备件等。 1940 年代初为中美

人开办。经营茶叶及杂货贸易，兼

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之一。

营佣金代理业务.尝代理英商那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铸英格兰 (Frank

啕.

埠设分号或代表处，以慎昌洋行

威佑宁水火保险公司等行号.
191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

万国商用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万利洋行

•

Jacobsen ，

Ax el

美国商业机具工业公司，本

上海丹商贸易行. 1924 年前

部纽约市 .1920 年代末来华开业，

骨亚科布森(Axel Jacobsen) 个人

在上海以利商洋行为代理行.进

开办，华名别称万利棉业公司.初

口经销所产霍尔瑞斯型电动计算

设于九江路，嗣迁宁波路营业。经

机、制表印数机、国际计时器、电

营废花、纱头、破布出口及杂货进

钟设备、计算尺、电动簿计机、打

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字机、警铃、银行复验机、自动记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祷梅于

录门锁及其它办公用品. 1930 年

厄 (Kurt Meyer) ，华经理郭连晋.

代于四川路设经销维修部，柏林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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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巴黎设关系代理行. 1940 年代

外交部注册.初设于公馆马路，其

初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

后迁爱多亚路营业。上海、厦门、

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沪店

广州、汉口、哈尔滨、沈阳、北京、

经理铃马伦 CT. Kevin Mallen} •

天津、青岛、重庆、汕头、澳门及曼

往来银行为"花旗".

谷诸埠设分会，巴黎及西贡设办

r、

事处，代理机构遍及中国各主要
万国商店

Intemational Tei:hni-

城市。核定资本初为规银 4 万商，
实收仅得其半。 1920 年代初累增

cal Trading Co.
哈尔滨道里西商贸易行。

至 100 万两又 800 万法国法郎〈约

1926 年前铃安托谢夫斯基 (Th.

合规银 280 万元) .收足。经营有奖

Antoszewski}、骨范德尔胡芬 (L.

‘

储蓄业务，发行按月抽奖储蓄债

van der Hoeven) 及铃卡尔曼诺维券，兼及汇兑、公债及房地产.
奇(1. Kalmanovitch) 合伙开办.南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或称 1941 年

岗设支店.经营五金工具、家庭用

停业 ).1940 年代末在上海拥有地

具及电器等批发零售业务. 1930

产 267 亩，房屋 957 幢共 199.114

年前后年前后改由卡氏个人经

平方米.王荫芝、杨润身、章鸿笙、

营.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李叔明尝充是会华经理或华副经

•

-

喃

理.

万国幡蓄会

ings

Intemational S凹，

S侃iety

万国寝台特别迅车公司

上海法界法商储蓄银行.

tional Sleeping

car

Interna-

&. Express

1912 年旅沪法籍捕客法诺 (R.

Trains Co., Compagnie Interna-

Fano) .盘滕(J. Beudin). 信孚洋

tionale des Wagons- Lits

行主人麦地 (H. Madier) 及华商章

法国旅行运输公司，总号巴

鸿笙等发起开办。按 1867 年 7

黎. 1912 年前来华开业，天津、上

月 24 日法国政府法令在法国驻

海、北京、汉口、哈尔滨诸埠先后

沪总领事馆注册为公众性储蓄公

设分号或代理处.经理各国火车

司.嗣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及

票及轮船票，代理远东各铁路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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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司及轮船公司。 1920 年代除哈尔

万泰保险公司

滨及上海外，余皆无所闻. 1940 年

Clouth Clouth &. Co.

Hekking &.

,

代初尚且于记载。公司以经营西

上海圆明园路荷商保险行。

伯利亚一线票务著称，故华名又

1932 年原美亚保险总公司火险部

称"四比利亚铁路公司"。别称"万

经理祷黑金(L. A. Hekking) 及

图通票公司"及"万国卧车公司".

沪行经理亩禄德 (W.

R. Clouth)

合伙开办，西名 "Hekking
万和公司

&.

Clouth 飞经营水、火、汽车、人寿、

Bland &. Co. • H. E.

天津英界中街英商服饰用品

伤害、盗难、玻璃、行李及其它特

店。 1917 年前原永隆洋行(La

殊风险保险业务。代理"汉诺威"、

Jardinière) 职员铃布兰德

"四海"及"慎康"等近十家欧美保

(H. E. Bland) 夫妇合伙开办.经

险公司. 1938 年前后黑氏退伙，由

营呢绒绸布、男女服饰用品及儿

合伙人古禄德独力接办，更西名

童用品。代理英国及日本几家厂

"Clouth &. Co." .1940 年代中尚见

商公司。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于记载.

Belle

唰. .

万顺公司

Comptoirs en Chine

,

Bo uchard. Elie

万泰洋行

Inniss &. Riddle

, In-

niss &. Riddle(China) , Ltd.

汉口法界河内街法商工业贸

上海英商洋行。 1904 年(或作

易公司. 1888 年开办，定西名为

1905 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

"Comptoirs en Chine飞经营机械

员怜英尼斯(John J. Inniss) 与铃

杂货迸出口贸易.上海汉口路设

里德尔 (W. G. L. Riddle)合伙开

分号。 1908 年前改组，由经理费布

办，西名 "Inniss &. Riddle 飞初设

夏尔也. Bouchard) 接办，即改以

于四川路，嗣迁广东路营业.承办

姓字为行名.公司 1902 年与华商

电气及机械工程，兼相关咨询业

合股于距汉口 80 英里的某某湾

务 z 经营机器及一般进口贸易.

兴建之煤窑， 1908 年初投产，日产

1920 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煤 150 吨， 1914 年尚见于记载.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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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nniss

&

Riddle (China) •

鲜蛋、冰蛋、冰冻家禽及野味等，

Ltd. "，华名别称英商万泰有限公

销往欧美，兼相关包装业务。 1940

司.资本 3 万英磅，先后在新康路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及圆明园路营业.香港德辅道中

"麦加利".

及天津、汉口诸埠设分号或代理
处.添营土建工程.进口英、美、法

上海大理石公司

及其它国家电机、电镀厂设备、电

co Co.

-

Shanghai Stuc-

钟、电话材料、电灯材料、抽水机、

上海西班牙商建筑装饰公

炭精刷、矿山机械、筑路机械、木

司 01929 年铃利亚多 (S. L1ado) 个

工机械、起重传送机械、烟草、烟

人开办.初设于博物院路，嗣先后

丝、卷烟、五金、玻璃、自行车、摩

迁河南路、法界环龙路及拉都路

托车及工业化学晶，代理欧美厂

营业.进口西班牙饰商花砖，承包

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o 1940 年代

室内外装饰业务 o 1940 年代初尚

中一度迂总号于香港 o 1940 年末

见于记载，华名别称"上海灰精公

尚见于记载，总经理夏尔伟(A.

司飞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

•

，带

H.

Harvey) ，往来银行为"汇丰"

及"浙江实业"。叶逢春尝克是行

上海化验室

买办.

Laboratory

Shanghai Chemical

上海英商化验所 o 1910 年英
上品鲜蛋公司

Egg Co.

"Egg田lI"Excel

, Rakusen' s Eggsell Co.

国化学学会会员窦伯来 (L.

W.

Dupré) 个人创办.初设于广东路，

上海南京路英商制蛋公司.

嗣迁南京路营业.承办五金矿产

r.

及生热原料化验分析业务，兼相

Rakusen) 主持开办，来生洋行全

关咨询事 01926 年前后由原职员，

权经理，江苏浦口设制蛋广，伦敦

英国皇家科学协会准会员，大不

设分号.华名别称"来生蛋公司".

到颠及爱尔兰化学学会准会员曾

进口英、美、德所产冷冻机器及工

巴克拉克 (Roland Bachrach) 接办.

厂设备，生产冰蛋及蛋制品 F 出口

1930 年前后改由原职员，大不列

1920 年来生洋行经理来生 (C.

今--→--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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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及爱尔兰化学学会准会员铃多

驻华经理僻阿诺德 (E.

尔顿(John Dalton) 接办。 1940 年

Arnold)与华商振泰纺织股份有限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公司总经理王介元等发起开办，

"汇丰"。张季传及沈陶古尝充化

在香港注册.杨树浦路、兆丰路及

验室华助理.

丰凉路先后设织造厂.进口毛条、

Lester

染料，生产并出口"双猫"、"金

Shang-

狗"、"小囡"、"臼雪公主"诸牌号

hai Warehousing &. Trust Co..

绒线、呢绒及羊毛花毡、羊毛手套

Ltd.

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

上海仓库信托有限公司

'

上海日商仓储运输公司。

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其时

1920 年开办，日文原称上海仓库

职工约 500 人.战后恢复，改以香

信托株式会社.初设于江西路，嗣

港圣佐治行为总号，有资本 500 万

迁东百老汇路膏业.经营一般仓

港元(或作 1.500 万元港元 λ1940

械、保税仓校及蛋晶冷藏库等，有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高默

楼房二十余所，兼营制冰、蛋品冷

朔，副总经理王介元，经理陈奇恩

冻加工出口、运输、保险代理及报

及弗佛思 (Herbert Vevers). 往来

关等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银行先后有"汇丰"、"麦加利"及

时有资本 300 万日元.专务五十岚

"交通"等.厉翼之、李德复等尝充

富三郎，常务小泉茂一、雀部进，

织造厂厂长.

经理安藤敏郎.往来银行为"横滨
正金"及"上海飞

上海牛奶公司

Supply Co.
上海毛缉纺织厂脏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Milk

, Shanghai Milk Sup-

ply Co. • Ltd.
上海法界海格路丹商牛奶公

Shangha(Worsted M i1l. Ltd.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毛纺织工

司. 1922 年原英商可的牛奶有限

业公司. 1935 年倍昌机器工程有

公司资深经理骨瑟戈尔(J. P. S

限公司常务董事高默朔 (W.

C.

ögaard) 主持开办。经营奶牛场，供

Gomesa!I)、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

应新鲜牛奶 .1927 年改组，按丹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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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迁悖

上海电力公司

信路营业，经理毕声 (H.

Co.

A.

Shanghai Power

Bengtsson) 。日产一级鲜奶 1 ， 600

上海美商电力公司。 1929 年

磅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纪

原美孚行沪庄助理总经理贺清

1各兽医院 (Keylock

CP. S. Hopkins) 及原公共租界工

&.

Pratt) 全权

经理.

.-

部局电气处副总工程师兼经理侨

泰勒 (c. S. Taylor) 等发起，以银
上海古玩社 z 古玩社小店

Li ttle

规 8 ， 100 万两盘顶工部局电气处

改组开办，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

Shop
上海英商古玩礼品店。 1922

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初

年前铃庞尼特小姐 (Miss Punnet)

设于福州路，嗣迁南京路营业.南

主持开办.初设于四川路，嗣先后

京路、文监师路、静安寺路、浙江

迁新康路、江西路及南京路营业.

赂、西华德路及东百老汇路先后

经营中国古玩、黑檀及其它雕花

设陈列所.发电厂设于杨树浦路.

家具、珠宝、玉器、灯罩、料器、绣

经营公共租界供电业务. 1930 年

货等. 1930 年代初业主铃博伊德

代中己发行元面值股份总额为

夫人 CMrs.. M. K. Boyd) 与骨普

.56 ， 502 ， 058.43元〈或记其资本为

安索侃. Poinsot) 合伙，在香港德

11 ， 600万元 λ1940 年代末尚见于

辅道中开业，添营室内装饰品，代

记载，其时自佑资产为 560 万美

理北京舒美柯洋行地毯及精工亚

元，总裁贺清，总经理亨德 (w.

麻布制品.未几拆伙，由博伊德夫

Heald) ，副总裁铸法里斯 (L. N.

人独力经营.其后沪行渐无所向.

Pharis). 汪经籍、李德庆及徐庆怀

港行至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尝充公司华经理.

'

r

s.

业主为铃小博伊德夫人 CMrs.

Evelyn Boyd) 。是店华名，初称"上

上海电话公司

海古玩社"， 1920 年代后期改称

phone Co. , Federal Inc. , U.

"古玩社小店".

A.

Shanghai Tele-

s.

上海江西路美商电话公司.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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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就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有

设第二广，昆明路设制匣厂，汉口

限公司改组开办，按特拉华州法

路设营业所.经营各种精版印刷

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

及制匣、制版等附带事业，承接日

资本银 2.000 万两，实收 575 万余

历及高级彩印业务 F 兼及纸、纸制

两。经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电话

晶、文具、照像材料、印刷机械、印

业务。 1932 完成自动电话改造卫刷材料贸易. 1941 年于汉口日界

程。 1934 年用户总数为 54.86 1.太

平和街设工厂。 1944 年尚见于记

平洋战争爆发前，总裁为富伦

载，其时有资本 50 万日元，社长小

(J arnes E. Ful1arn). 鲍德 (c. W.

平元，专务和团正也(世) .经理鹿

Porter) 任副总裁兼总经理，威尔

内黝(勋).往来银行为"朝鲜"、

逊。. Haynes Wilson) 及谭伟学任

"上海"、"横滨正金"、"浙江实业"

副总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

及"三井".

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飞
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子记

上海皮厂

载，其时资本记为 750 万美元.往

Co.,

Shanghai

Leather

Co..

来银行为"花旗"、"大通"、"汇丰"、

Ltd. ,

Shanghai

Leather

Co..

"东方汇理"及"麦加利"等.汪良

Fed. Inc. • U. S. A.

锡、徐永焕、张敏生、陆曾福、葛兰

上海自利南路西班牙皮革

杰等尝充公司总稽核及部门经

厂。 1925 年伪科恩 (A. Cohen) 主

理。

持开办，西名.. Shanghai

. Co.

•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Press ,

Ltd.

,

Shanghai

"或.. Shanghai

Leather

Leather Co. •

Shanghai

Ltd. "。先后在江西路及四川路设

Insatsu

营业部及陈列所，麦特赫司脱路

Kabushiki Kaisha

.,

Shanghai Leather

设找房.华名别称"上海制革厂"

上海赫司克而路日商印刷公

或"上海皮件公司".经营制革业，

司。 1917 年原商务印书馆有限公

加工生产鞋底及鞋面皮革、皮带、

司职员小平元等发起开办，日文

家具装饰反革等，出口皮张，销售

原称上海印刷株式会社。华盛路

制革材料. 1938 年前后改组，在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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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注册为美商公司，即更西名为

英国制冰冷藏公司. 1912 年

Fed.

创办，在联合王国注册为私有有

Li b-

限公司，注册资本 3 ， 000 英镑.本

by) 出任总裁，原代签有效人赞海

部伦敦. 1914 年(或作 1913 年〉来

姆(]. Haim) 任总经理。 1940 年代

华开业，在上海设分号，先后在汤

后期尚见于记载，副总裁海姆主

恩路及南京路营业，杨树浦路、汤

其事.往来银行为"花旗"及"中法

恩路及乍浦路相继设冰厂。经营

工商"。

制冰及冷藏业务，进口奶油、熏

Shanghai

Leather

Inc. , U. S.

Co.,

A." ，骨利比 (S.

F

鱼、熏肉及其它食品，出口蛋、蛋
上海地产银公司

Shanghai Es-

制品、肠衣及其它冷冻食品. 1940
‘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5

tates &. Finance Co. , Ltd.
上海南京路英商投资公司.

万英镑，总经理梁福达(J.

E.

1928 年沙逊集团发起开办，在香

Langford) ，经理凯·尔福。. D.

港注册。核定资本规银 2 ， 500 万

Calver) ，华经理吴延德.往来银行

两，分 25 万股，每股 100 两 F 实收

为"麦加利".
,..

13 ， 308 ， 600 两.经营股票投资及
房地产投资等项业务.附设东方

上海华洋德律风有限公司

地产有限公司，经营其在沪房地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产。 1940 年代中东方地产有限公

Ltd.

,

司停办，银公司所有房地产及饭

上海西商电话公司. 1898 年

店等收回自营，同时收并同属沙

前经纪人康步卢(R. M. Camp-

逊集团之汉弥尔登信托公司，迁

bell) ，麦医生 (Dr. N.

总号于香港，上海改分号，全部房

松船厂董事骨约翰斯顿(Jam臼

地产经租业务仍由新沙逊洋行经

Johnston) 、轮船招商局东楼及杨

理.

家渡诸码头经理骨米德尔顿(0.

Macleod) ，耶

、』

Middleton) 、鲁麟洋行经理铃海因
上海机器冰厂有限公司

Shang-

hai Ice &. Cold Storage Co. , Ltd.

(H. Heyn) 、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
昌 (P. Brunat) 等发起开办，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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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10 万两。 1898 年公共租界电话

洋自来水公司。 1888 年应上海股

工程招标，公司一举得中。 1900 年

东之请，公司董事会迁上海江西

开始通话， 1901 年 4 月全部线路

路，伦敦为注册处 .1908 年资本为

敷设完成，用户 600. 1902 年增资

32.7 万英镑，目最大供水量为 875

为银 35 万两，交换台容量 2 ， 500

万加仑。翌年发行 6 厘公司债券

门. 1905 年增核定资本为银 100

银 150 万两。 1913 年资本为银

万两，至 1908 年实收 67.2 万两，

337.3 万元。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有近 3 ， 300 用户。嗣按香港公司注

116.4 万英镑及银 200 万两，日耗

册章程注册为英商公众性有限责

水量 4 ， 500 万美加仑，董事快为中

任公司. 1910 年代中实收资本增

和洋行常务董事祷利特尔(H.

至银 92. 18 万两，发行公司债券银

Little) ，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

35 万两. 1920 年代原公共租界工

停 (S. Fessenden) 等为董事.太平

部局总董霍利德 (C. Holliday) 及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

庇亚士 CSir

Pearce) 先后

之实行"军管理"，由上海水道会

任董事长。 1930 年由美商上海电

社经营，经理高桥甚也.战后恢

话公司取代。

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正广

Ed ward

和洋行董事铃麦格雷戈 (N.

上海自来水公司

Shanghai Wa-

terworks Co. , Ltd.
上海英商自来水公司。 1880

M.

C.

Macgregor) 任董事长，怡和洋行经
理约翰盖西克 Oohn.

Henry

Keswick) 等为董事，董事兼经理椅

年底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吗里哦

洛克 (R. Lock). 往来银行为"汇

(A. Mcleod) 等发起开办，翌年 4

丰飞黄柱臣、王总善等尝充公司

月于伦敦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

华经理。

资本 10 万英镑，在英格兰注册为

'

公众性有限公司，本部伦敦。初在

上海自来水用具有限公司

杨树浦路之黄浦建一小型抽水

Shanghai

站， 1882 年公共租界敷管工程开

Co. , Ltd.

工， 1883 年 6 月开始供水。华名上

Waterworks

Fittings

上海江西路英商自来水用具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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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926 年就上海自来水公司

'

portation Co. , Ltd.

用具装配部改组开办，按香港公

上海汉口路日商运输行。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

1917 年开办，按日本公司注册章

司。核定资本银 50 万两，实收 20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日文原

万余两。经营卫生、热力、土建工

称上海运输株式会社.经营驳运、

程及相关承包业务，上海自来水

装卸、船难营救、航运代理、报关

公司全权经理.英商中华五金厂

及相关承包业务。一度迁黄浦滩

有限公司为其下属企业. 1940 年

路营业，芜湖设营业所.代理"大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阪海上"及"日本共立火灾"等几

车".

家保险公司.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

100 万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上海兴利垦殖公司

Shanghai

社长甘浓益三郎，董事杉本久太

,

郎，经理渡边宪次.往来银行为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Co.

"三菱"、"三井"、"横滨正金"及"汉

Ltd.
上海黄埔滩路英商开发公

口气

司 .1918 年麦边洋行等发起开办，

v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

上海苏门答腊槐树公司

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150 万

hai -

两，分 60 万股，每股 25 两，迄

Ltd.

1935 年实收 149 万余两.董事长

Shang-

Sumatra Rubber Estates ,

苏门答腊英商橡树种植公

McBain) ，伯基尔

司. 1928 年前上海麦边祥行主人

伯. W. Burkill) 等为董事.经营

麦边 (R. S. F. McBain) 、祥茂祥

华北门头沟煤矿及一般开发事业

行主入伯基尔 (A. W. BurkilD 及

融资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汇通洋行董事惠而司 (A.

载，麦边洋行总代理，往来银行为

Welch) 等发起开办，本部苏 n 答

"汇丰".

腊巴戎浮拉.核定资本银 60 万两，

麦边 (W.

R.

J.

实收 38 万余两.在香港注姆.旋
上海运输公司

Shanghai Trans-

即来华开业，在上海以麦边洋行

v

一→一一一

_.

为总代理行，经营对华业务。 1940

口贸易。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载，鲍芝龄、李志禹主其事。

上海每日新闻社

Shanghai

Mainichi Shirnbun , Ltd .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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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纸业公司

Shanghai Paper

Industry Co. , Ltd.

上海汤恩路日商报业公司。

上海日商造纸工业公司。

1924 年就始创于 1918 年之《上海

1929 年(或作 1931 年〉开办，日文

经济日报》社改组开办，日文原称

原称株式会社上海纸业公司，为

株式会社上海每日新同社.出版

私有有限公司.初设于汉口路，嗣

日文《上海每日新闻>>.兼出版发

先后迁黄浦滩路及圆明园路营

行及广告代理业务。大阪、福冈设

业。上海及苏州设纸厂，南京、海

支社或支局.上海每日出版局、每

州、香港、广州先后设营业所。进

日印刷公司及每日代办公司均为

口纸、造纸机械、造纸材料，生产

其附属事业.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波状纸板、包装纸箱及包装纸等，

记载，社长深町作次郎，主笔园田

出口制纸原料、包装纸等。兼营化

日吉。

学品、机械工具及杂货进出口贸
易。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

上海驳运公司

Stevedoring Co. , Inc.

Shanghai

本 30 万日元，社长河口明、专务田

, Shanghai

上二雄.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Stevedoring Co., Federal Inc. ,

u.

S. A.
上海广东路美商搬运公司.

,

-.

"朝鲜"及"浙江实业"。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

1934 年前原赞美国海军采购调拨

Cotton

处 (U.

Shanghai Cotton

S. Navy Purchasing ßιDis

Spinning

bursing Office) 职员铃格雷戈旦

Co.,

(F. O. Gregory) 主持开办。经营

Kabushiki Kaisha

Shanghai
Co.,

Ltd. ,

Manufacturing

Ltd. , Shanghai Boshoku

打包、装卸、车运、驳运、轮运、仓

上海日商纺织工业公司。

储、报关及保险代理业务，兼进出

1902 年三井洋行收买杨树浦华商

e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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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泰纱厂创办，西名 "Shanghai

上海狄思威路日商合作商

Spinning Co. , Ltd." ，称

店. 1928 年前五十崎义鹤主持开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即"上海纺

办.法界霞飞路、静安寺路，南京

织第一厂"。资本银 42.5 万元.

太平路、下关及芜湖龙船港先后

1908 年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增

设文店或营业所.进口经销食品、

资至银 116.6 万元，启用 "Shang

蛋类、蛋制品、米谷及日本杂货.

hai Cotton Manufacturing Co..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总店在

Ltd. "新西名，日文称上海纺织株

北四川路，狄思威路为总办事处.

式会社，本部设于四川路三井洋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井"

行内. 1910 年代中实收资本已达

及"汉口气

Cotton

--

银 200 万两。 1920 年改组为公众
性有限公司，核定本银 600 万两，

上海制造电气电车有限公司

分 12 万股，每股 50 两，收足.上海

Shanghai Electric
Co. , Ltd.

凡 6 厂，青岛、天津设支店及工厂.

Construction

进口原棉、原毛，经营楠、毛、丝及

上海电气电车公司. 1905 年

其它纤维纺织加工业务，出口所

成立，资本为 32 万英镑.同年 12

产棉纱、棉布、毛钱及呢缄等，销

月接手爱丁堡电气承包商皮波斯

往非洲、商祥群岛及印度。兼营相

公司(Bruce ，

关事务. 1940 年前核定资本累增

建设公共租界有轨电车承包权.

至银 1.200 万元，收足，准备金银

翌年 4 月 24 日破土动工， 1908 年

865 万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完成通车，工程监督祷幢特 (W.

时资本为 2 ， 500 万元，董事长黑田

R. Wright)首任临时总经理，未几

庆太郎，常务野田洋一及芳贺金

麦考尔(Donald McCoID 出任总经

六.往来银行为"三井"、"朝鲜"及

理.公司设有工厂、车钱、总材料

"横滨正金"。

处及各种职能机构.进口电缆、电

,-

Peebles &. Co. )所获

线、五金、轮胎及交通设备，经营
上海购买组合

operative

S∞iety

Shanghai Co-

公共租界有轨及无轨电车建设及

.<

运营业务.嗣在英格兰注册为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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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有限公司，设总公司于伦敦.

电车及供电、供水事业，兼营公用

1930年代核定资本为 70 万英镑，

事业机器进口业务.发电厂位于

实收 67 万英镑. 1941 年太平洋战

庐〈罗〉家湾 .1930 年代中发电量

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

为 54.387.168 千瓦。所营有轨电

行"军管理飞战后恢复 .1940 年代

车 1908 年 3 月正式运营，同年 5

末尚见于记载，董事长哈益茂 (El-

月接办董家渡水厂，在沪营业 40

Ii s Hayim). 总经理爱柏禄克 (A.

余年。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气

Pollock)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陆

"中法工商"、"怜巴黎联合"

季春、胡子舆、王总善等尝充公司

(Ba nque de l' Union Parisienne)

买办或华经理。公司华名别记为

及"中央"、"金城"等.

"上海制造电气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电车有限公司"、"上海电车

上海法商赛跑会

有限公司"等.

Cours臼 Français I Canidrome

Le Champ de

上海法界法商赛狗场. 1928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

Com-

年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董事长邵禄

J.

Chollot)等发起开办。按照

pagnie Française de Tramways et

(J.

d' Ec lairage Electrique de Shang-

法国法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

}叫

司。核定资本鹰洋 60 万元，分 3 万

上海法界吕班路法商电车电

波，每股 20 元，收足。初设于爱多

灯公司。 1906 年创办，总公司设于

亚路，嗣迁亚尔培路营业.赛狗场

巴黎.在法国注册为公众性有限

设于亚尔培路.经营赛狗业务.

公司〈或记为私有有限公司儿初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总裁步

办资本 320 万〈或作 300 万及 360

维贤 (F. Bouvier). 往来银行为

万〉法郎，翌年即增长至 420 万法

"中法工商"及"东方汇理".

郎 .1910 年代中为 800 万法郎，
1920 年为 1.200 万法郎 .1940 年上海油漳装饰公司
为 12. 500 万法郎. 1947 年为

•

37.500 万法郎。独家经营法租界

•

Painting

Shanghai

&. Decorating Co.

上海四川路西商油漆装饰工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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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行。 1934 年前怜鲍威尔 0.

初设于叹口路，嗣先后迁丸江路

Powell) 主持开办。承包油漆、装

及四川路营业。天津设分号。代理

饰、电气装配及一般工程业务.

荷、德、英、美及丹麦诸国保险公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总经

司数家至十数家，经营水、火、汽

理指任林.

-~

车、伤害、人寿及其它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主管伙

上海织物制造厂有限公司

China

Handkerchief & Hemming Co. ,

东铃克莱因 (L.

J.

Kleijn) ，华经

理俞英龙.

Ltd.
上海秦皇岛路英裔织造厂。

1926 年开办，祥茂洋行全权经理.

上海美术工艺制版社

Shanghai

Photo Engraving Co.

经营手帕及围巾织造业务，发行

上海日商美术工艺制版社.

所设于广东路。 1930 年代初迁四

1915 年前小林荣居开办.初设于

川路营业，资本为墨银 20 万元.纶

北四川路，嗣迁吴淤路营业。福州

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董事铃布鲁

路设营业所.出品三色版、铜版、

斯 (M.

Bruce) 、祷晗格里夫斯

铮版、照相铜版、各种商业图案、

(Clive R. Hargr臼ves) 及辛克莱

柯罗版及制版材料、药品等，兼相

J.

W.

Sinclair) 先后主其事 .1940

关印刷业务 .1943 年满见于记载，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经理小林荣居，厂长小林荣太郎，

"汇丰"及"麦加利".

技师卫藤贞男.

上海保险行

上海美术照相馆

(D.

Shanghai Insurance

M. L.

O Hice
上海荷商保险代理行。 1924

J

Sanzetti , S.

Sanzetti , Inc. , S. M.

Skvirsky

&

Sanzetti. ,

年前原望费保险总公司经理克罗

Skvirsky. Inc. • L. V.

伦(R.

Studio , L.

A.

Kreulen) 及代签有效人

I

Inc.

J
J

Skvirsky

F. van Zanen) 等合

上海南京路西商照相馆。

伙开办.华名别称上海保险公司.

1931 年前瑞泰照相馆经理善桑泽

协范扎商 (L.

，严

•

→→一-

53

J

土

蒂 (S. M. L. Sanzett i)个人开办，

记者站.铃阿诺尔多夫 (L. V.

即以姓字为行名.未几，改组为股

Arnoldov) 任总主笔川彼得罗夫

份有限责任公司，启用"Sa nzetti.

( A. V. Petroff) 、魏思 (A. I.

Inc.. S.

M." 及 U

Skvirsky &.

Veiss) 、骨洛巴乔夫 (C.

A. Loba-

Sanzetti. Inc. "新西名。经营美术

chove) 先后任晚报主笔 o 1940 年

人像、模型布景、印刷照相及商

代初尚见于记载。

业、新闻摄影业务。 1934 年在美国
注册为私有公司，原斐恒医院院

上海啤酒公司

民斐恒女医生(Dr. Anne Walter

A. G.

Fearn) 任董事长，英商时评洋行伙

ery I Aktieselskabet Union Bryg-

东铃时规亚(R.

geri I Scandinavian Brewery Co. •

W. Squires) 出任

董事，普斯克弗斯基(L.

•

V.

I

Union Brauerei.

Shamghai Union Brew-

Ltd I Union Brewery. Ltd.

Skvirsky) 以董事兼经理。嗣先后

上海西商啤酒厂。 1911 年创

启用 "Skvirsky. Inc. • L. V." 及

办于戈登路，资本银 40 万元。西名

"Skvirsky Studio. • L." 新西名。

"Union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

"Shanghai Union Brewery 飞经营

兼摄影师铸梅尔尼科夫 (M.

啤酒酿造业务。德商顺和洋行

M.

Brauerei. A.

G.

..或

(Schwarzkopf &. Co. • F.) 总 ft

如ielniko{f) •

理，铃赛法特 (H. Seifart) 首{圣经
上海柴拉报馆

理，华名别称顺和啤酒厂。第-次

Shanghai Za ria

上海法界霞飞路俄商报馆。

世界大战后由挪威商汉记洋行主

S.

人汉记 (Frithjof Hoehnke) 等出面

1925 年侨商骨伦比奇 (M.

Lembich) 发起创办.编辑出版俄

接办，更西名为" Aktieselskabet

文《上海柴拉早报>>

(Shanghai

nion Bryggeri" 或" Sc andinavian

Zaria). 1932 年 11 月 22 日起，精

Brewery Co. • Ltd" .1931 年改组，

出俄文《柴拉晚报>> (Evening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

Zaria) .兼印刷、出版及广告代理

企业。核定资本为银 500 万两，实

业务。巴黎及哈尔滨、沈阳等地设

收 200 万两，生产普通啤幅及 "U.

U-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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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ilisener"啤酒。沙逊集团拥有

发起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实发股数的 10.97% .为沙逊集团

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资本合

关系公司之一。嗣于宜昌路建新

规银 174 万余元。经营投资、放款

厂.最高年产量达 40 万箱，为当时

及相关代理业务.麦边洋行总代

中国最大的啤酒厂之一。 1940 年

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代初尚且于记载，董事长米加 (c.

银行为"汇丰"。

-1

]. Meager). 汉记及邬藩囡(L. 0vadia) 等为董事。往来银行为"新

上海银行

Shanghai Bank. Ltd.

上海日商银行 o 1918 年松本

tþ逊"及"麦加利".

氏等发起开办，日文原称株式会
上海银公司

Co.. Ltd.

Shanghai Finance

, Soci是t垂 Financière de

社上海银行，资本日金 10 万元.先
后在文监师路、鸭绿路及海宁路
营业 o 1930 年代中资产负债总额

Shanghai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法商贷款

为华币 1.375.172 元，总经理田口

公司。 1930 年旅沪名律师曾莱梅

量在作.北四川路、杨树浦、南京路

。. Premet) 等发起开办，注册为

及南京、定海先后设支行或营业

私有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放

所.经营一般银行业务 .1940 年代

款、投资、垫付及保险代理诸业

初资本为 200 万元 o 1944 年尚且

务 0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经理

于记载，总董丸山正雄，董事兼经

其来.

理藤井重三郎.

上海银公司

Shanghai Loan &.

Investment Co. • Ltd.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贷押投资

上海清洁保管公司

Shanghai

Vacuum Cleaning &. Storage Co. •
Ltd.

公司 o 1918 年麦边洋行主人麦边

上海静安寺路英商清法保管

(R. S. F. McBain) 、祥茂洋行主

公司 o 1930 年美艺公司经理海克

人伯基尔 (A.

斯 (S.

W.

Burkill) 及汇通

J.

Hicks) 、职员培来 (M.

.协

洋行董事惠而司 (A. ]. Welch) 等Be町)及瑞和洋行董事麦丁

,

,

•

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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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 Martin) 等发起开办，按香

gate - P almolive - Peet Co.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

名，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35 万两，实收

华名依旧，沪行迁广东路营业。太

23 万两。胶州路及麦特赫司脱路

平洋战争爆发后沪行歇业，战后

设贮藏所。经营地毯及毛皮除尘

恢复，改称美国棕榄公司 .1947 年

保洁、仓储，家具贮藏及搬运等业

公司资本记为法币 1.500 万元，马

务.美艺公司全权经理及代办文

伯乐主其事。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案。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浙江

来银行为"汇丰气

兴业".

上海棕榄公司 p 美国棕榄公司

上海搬场公司

Palmolive Co., Palmolive - Peet

hold Removing Co.

Co., Colgate - Palmolive - Peet

"新西

Shanghai House-

上海汉口路英商搬家公司.
1928 年前英商茂泰有限公司开

Co.
美国化学工业公司. 1806 年

办.法界爱多亚路、苏州路、百老

创办，本部芝加哥 .1920 年前来华

汇路、戈登路先后设营业所.拥有

开业，在上海设分号，西名 "Palmc←

大篷车、汽车及枢车 20 余辆，承包

live Co. " .华名上海棕榄公司.先

家具及一般搬运业务。 1940 年代

后在江西路及四川路营业.进口

初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茂登

经销所产棕榄肥皂、透明皂、雪花

(G. E. Marden). 董事兼经理郝经

膏、香水、牙膏、爽身粉及其它化

士 (W.

妆品.祥经理文礼山 (William

魁、华副经理宋文像.

T.

J.

Hawkings). 华董宋文

Al exander) .华经理马伯乐。天津
及汉口等埠则以"美利"、"兴隆"、

山下汽锚株式会社

"美通"等行号公司代理. 1920 年

Kisen Kaisha

代后期更商名为 "Palmolive - Peet

ship Co. • Ltd.

Co. " .未几改组，与纽约坷路掰公
司(Colgat

&. Co.

)合并、启用"CoI-

, Yamashita Steam-

日本轮船公司. 1902 年山下

龟三郎创办。 1917 年改组，按日本
•

相

Yamashita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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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本社

及煤炭、矿产进出口贸易 01940 年

神户，核定资本 2.000 万日元，收

社长为山下龟三郎 o 1944 年尚见

足，山下龟三郎任社长。香港、上

于记载，上海支店长岩屋三男，往

海、大连、青岛、汉口、基隆、台北、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井"及

打狗及东京、横滨、大阪、小梅、门

"汉口".

司、若松、名古厦、字品、芝浦、 JII

崎、八幡、博多、伦敦、纽约、西雅

山本洋行

Yamamoto &. Co.

图、旧金山、悉尼、温哥华、西贡、

长沙小西门外河街日商贸易

仰光、曼谷、柏林诸埠先后设支店

行 01917 年山本民主持开办.进口

或营业所、代理处.经营航运业，

日本棉纱、棉布、砂糖及杂货;出

兼营轮船买卖、建造、包租经纪，

口矿镑、猪暴、矿产、桐油等 o 1943

海上保险经纪，煤炭供应承包及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台

煤炭贸易等。 1938 年有船 32 艘，

湾"及"横滨正金".

共 182.935 吨，连同所经营之轮
船，这 90 万吨 o 1944 年尚见于记

山东火柴工厂

载，其时资本为 3.500 万日元，往

Co.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朝鲜".

Shantung Match

青岛日商火柴公司 o 1920 年
小林忠雄个人开办.先后在华阳

Yamashita

路及济南路营业.经营火柴生产

Kogyo Kaisha I Yamashita Mining

业务，兼营相关原料贸易 01944 年

Co. • Ltd.

尚且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00 万日

山下矿业株式会社

日本矿业公司， 1924 年开办，

元，经理矢合秀胜.

在日本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本

社东京，核定资本 300 万日元，实

山东起业株式会社

收 210 万日元。上海、北京、南京、

Enterpxise Co. • Ltd.

汉口、青岛及东京、大阪、若松、名

gyo Kaisha , Ltd.

Shantung
I

Sa nto Ki-

古屋、横滨、神户、新漓诸埠先后

青岛日商房地产开发公司.

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煤矿开采

1920 年开办.初设于湖南路，嗣迁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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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路营业。济南设支店.经营仓

1898 年与泰兴洋行 (Wieler

库、房地产开发、不动产及动产担

Co. )合并，即更西名为 "Sander ，

保贷押、保险代理等业务，兼营贸

Wieler gιCo. " ，在皇后大道中营

易业。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业。华名或称"山打威喇 ".1900 年

资本 1 ， 000 万日元.社长秀村得

设上海分号，华名别称"利康勺嗣

一，常务永沼新育及住仓三九郎。

添天津分号，华名"瑞丰飞至 1908

&.

年已有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及
山东窑业公司

Shantung Ce-

汉堡五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Santo Yo-

间一度清理歇业。 1920 年代初恢

ramic Works , Ltd.
gyo Kabushiki Kaisha

复，天津及上海分号相继停办，增

青岛日商砖瓦陶器工业公

开哈尔滨分号.进口德、荷、意、美

司 .1918 年开办。资本 25 万日元，

所产皮件、化学品、电缆、引擎、水

日文原称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上

泵、地毯、搪瓷器、汽油、柴油、润

海及名古屋、东京、大阪设支店或

滑油、小王金、蒸馆器及杂货 g 出

营业所。生产砖瓦、瓷砖、卫生陶

口鸽砂、锁砂、矿饼、锺砂、烟草及

器、耐酸容器、陶管、保温材料及

其它中国产物。代理德、荷、奥几

石粉等。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

家厂商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有资本 50 万日元，经理飞鸟井保

往来银行先后为"汇丰"及"德华"

三。往来银行为"朝鲜"。

等。

山打洋行， fU 康洋仔;瑞丰洋行

山打根电力(一九廿 lt 年〉有限公

Sander &. Co.

司Sandakan

, Sander , Wieler &.

Light &. Power Co.

(1922) , Ltd.

Co.
香港德商贸易行。 1864 年山

香港英商电力公司。 1922 年

打 (F. Sander)创办于卑梨街，西

旗昌洋行(新旗昌洋行)发起开

名"Sander

&. Co. "。经营综合贸易

办。马来婆罗洲山打根设发电厂。

及佣金代理业。代理奥国轮船公

经营山打根地区电灯电力供应业

司等航运企业在华业务多年。

务。旗昌洋行〈新旗昌洋行)全权

山亿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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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太原、青岛、广州、汉口、香港诸
埠，先后分别以"禅臣"、"德孚"、

山海关汽水公司

Crystal , Ltd.

天津英商汽水公司. 1900 年

"雅利"、"谦信"等洋行为代理行，
进口经销所产溶剂、树脂、色料及

H. Mack-

其它制漆原料，以及火柴、皮革、

a抖，隆茂洋行职员祷布雷德盖特

橡胶、电池、明胶等. 1940 年代初

(W. K. Bradgate) 及瑞记洋行职

尚见于记载.

增茂洋行职员马凯 (A.

员铸克罗夫茨(George Crofts) 等
发起开办，资本银 37 ， 500 两，为有

千叶洋行

Chíba &. Co.

限责任公司。山海关及天津先后

上海峰山路日商食品杂货

设汽水厂，北京设分号，营口、大

店。 1930 年门仓正九个人开办，资

沽、塘沽、唐山、北戴河、秦皇岛等

本 1 万元，南京设营业所.经营食

地设代理处.生产经销"晶牌"高

品、罐头、清凉饮料、酒类、食油、

级汽水及各种矿泉水饮料，兼相

调料、海产物及杂货 .1944 年尚见

关瓶罐制作业务. 1947 年尚见于

于记载.

记载，永丰洋行常务董事费尔卡

(F. A. Fairchild) 任董事长，骨奥

千代洋行

康纳 (R.

Yoko Photo Supplies

J. P.

Ü' C<mnor) 任常务

董事兼文案，星光汽水公司亦为

Chiyo Yoko

, Chiyo

上海日商照相材料行. 1906
年(或作 1905 年〉千代家开办，

其产业.

1910 年(或作 1911 年〉出倒，由下
亿利登药品厂

benindustrie

1. . G. Far-

里弥育受盘接办，行名依旧.

1930

Aktiengesel1schaft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50 万元，年营

Chemika-

业额约 100 万元.翩先后辟大连、

Verkaufsgemeinschaft

南京、汉口等支店.进口日、德、法

lien
德国化学工业公司，本部美

及英美照相机、照相材料，批发兼

国河畔法兰克福. 1920 年代来华

零售 s 承接洗印、放大业务.代理

开业，在上海、天津、沈阳、北京、

日、德、法几家厂商公司. 1944 年

E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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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200 万日

阪一家制造厂商. 1940 年代初尚

元。往来银行为"台湾"。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上海气

"汉口"、"台湾"及"横滨 E 金"。
川内曰:曹店

Kawauchi Kaisoten

上海日商通关运输行。 1901
年川内氏个人开办。初设于中华

川村油墨公司

Kawamura Print-

ing Ink Co. • K.

街〈靖远街) ，嗣先后迁武昌路及

日本化学工业公司。 1924 年

黄浦滩路、闵行路营业.大连及东

川衬藤市发起开办，日文原称川

京、横滨、神户、长崎、朝鲜京城诸

村汹墨制造株式会社。本社东京，

埠设代理处。经营迸出口报关结

大阪及名古屋设支店，制造厂设

关、水陆运输及保险代理业务。

于东京沈野川区. 1930 年代初来

1930 年前后片冈正武出任经理。

华开业，子上海及天津设营业所。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进口批发经销所产泊墨、颜料、清

行为"横滨正金"。

漆、泊墨原料、化学药品，以及印
刷机器、印刷材料等。 1944 年尚见

川北电气公司

Co. , Ltd.

,

Kawakita Electric
Kawakita Denki Kigy-

o Kabushiki Kaisha
日本电气工业公司. 1913 年

于记载.
川南公司

Kawaminami Kogyo

Kaisha

川北氏发起开办，日文原称川北

日本工贸公司。 J iJ南丰作等

电气企业株式会社。本社大阪，东

发起开办，日文原称川南工业株

京设支店。旋即来华开业，上海、

式会社，本社大阪市北区。 1930 年

厦门、汉口、青岛、南京诸埠先后

代来华开业，上海、九江、北京、天

设支店，上海鸭绿路设制造厂及

津、大连、汉口先后设营业所。经

修理所。制作经销电机、电器用品

营煤炭等矿产开发、制油及造船

及电料，承办及承包电灯、电力、

工业，兼营水产、罐头、军需品贸

电信、电话等电气工程。 1930 年代

易及海难救助、船舶运输诸业务.

资本为 600 万日元，收足。代理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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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 i气船株式会社

Kawasaki

Kisen Kaisha , Ltd.

幸次郎，顾问川崎正藏。兵库及大
连播磨町设分支厂.承办造船、船

日本轮船公司。 1919 年 4 月

舶修理、引擎制造、铸造、锯木、飞

川崎造船所社长平生掣三郎等发

机、潜艇、铁路设备及相关工程业

起开办，核定资本 2 ， 000 万日元，

务。为日本三大造船厂之一。 1930

收足。本社神户，东京、横滨、伦

年代核定资本 9 ， 000 万日元，实收

敦、纽约、西雅图、旧金山及哈尔

6 ， 975 万日元，其时上海方面业务

滨、上海、天津诸埠设支店或营业

先后由日本物产合资会社及大仓

所. 1920 年代有船 48 艘，共 330 ，

洋行代理。 1940 年前改组为川晴

510 吨，经营中国一一日本一一洛

重工业株式会社，核定资本 8 ， 000

杉矶，北海道一一上海一一台湾

万日元，收足。 "JII 崎汽船"及 "J Ij

及环球等十余条航线，在华业务

崎机车车辆"等均为其子公司，社

先后由"菱华仓库"、"国际运输"

长铸谷正辅.

及"昭和海运"等公司代理. 1939

船"、"日清汽船"等轮船公司合组

, Iida &.
Co. • Ltd. , Takashimaya , Taka-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包揽远东航

shimaya Co. , Ltd.

年 8 月与"日本邮船"、"大阪商

运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驻沪

义大洋行

Iida

8，ι Co.

日本著名百货商店。 1837 年

创办，本店京都。日文原称"高岛

经理吉国宗一。

屋". 1916 年前来华开业，首设支

川崎造船所 dll 崎造船株式会社

Kawasaki

D∞kyard

Co.

, Ltd ,

店于天津日界旭街，经营迸出口

贸易，未几本店迁东京. 1917 年 8

日本造船工业公司. 1886 年

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高岛

川崎正藏就农商务省工作局所辖

屋饭田株式会社"，华名依旧。核

兵库制作所改组开办，称川崎造

定资本 1.400 万日元 .1930 年代

船所。 1896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初实收 400 万日元。京都、大阪、神

司，称株式会社川崎造船所，本社

户、名古屋、伦敦、京城(汉城〉及

神户，资本 200 万日元，社长松方

天津、沈阳、上海、汉口、芜湖、大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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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青岛、"新京"、开封、北京、张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汇

家口、营口、安庆、厦门、汕头、台

丰"、"上海商业储蓄飞邓嘉荣、张

北、香港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华

子明、罗子筒、吕弈中等尝充是行

行进口经销政府办公用品、纤维

高级华职员。

制品、纺织用品、五金、机械、工程

材料、化工品、杂谷、食品、南洋土

义生地产公司

产及杂货 F 出口丝绸、人造丝织

Fred.

Nissim , N.

物、药材、植物泊、禽毛、羊毛、榈

上海江西路西商房地产公

泊、茶叶及其它中国产物。承办土

司。 1929 年前原大丰洋行职员义

木建筑工程，兼佣金代理及一般

生 (N.

经纪业务. 1940 年减核定资本为

办。经营房地产。 1940 年代初尚见

470 万日元，收足. 1944 年尚见于

于记载。

Fred.

Nissim) 等合伙开

记载，社长饭回藤二郎，常务後藤

忠治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义记洋行

及"三井"等.

Co.
cil

I

Holliday , Wise &.
Hol1iday &. Co. • Ltd. , Ce-

,

英国贸易商行。 1832 年威士

汉口德商贸易行. 1925 年原

天利洋行汉口分号经理义比 (E.

(Robert Wise) 船长与何罗爹
(John Hol1iday) 合伙开办，西名
" Holliday , Wise &. Co. "，本部曼

Bechl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彻斯特，南非开普敦及菲律宾马

名.初设于旧俄界，嗣迁特三区湖

尼拉设分号。 1833 年英国东印度

南街营业.长沙设分号.进口经销

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

机器、工具、仪器、工业设备、办公

1835 年是行即来华开业，经营杂

用品、照相材料等，兼营相关工程

货贸易。初设分号于广州，嗣被

承包及维修服务事。 1940 年前改

逐，先后迁澳门及香港营业，华名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遂更西名为

"何罗爹威士". 1843 年上海开埠

"Bechler , Ltd. , E. ".1943 年尚见

后即在福州路江西路口建分号，

义比洋行

Bechler , E.

Bec hler , Lt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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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启用义记洋行之名.经营 JE 头

与铸洛伦泽蒂(Comm. E. Loren-

及杂货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zetti)等发起开办，资本 12 万意大

1867 年前将广州分号裁撤，添汉

和l 里拉，在意大利注册为有限公

口及福州分号，经营茶叶贸易。

司.西名， Righini Co. , Ltd." 或

1882 年汉口及福州分号关闭，专

"Righini. Ltd. , S. A. 飞米兰设

致于伦敦分号及上海分号的经

分号.进口意大利人造丝及延头、

营. 1905 年后沪行先后在四川路

杂货，代理意大利几家厂商公司.

及江西路营业，拥有一设备良好

所属轮船部有船三艘，共 2.381

的机器部。威士及何罗爹之媲亲

吨，经营长江航线，西名别作 "Italo

子孙怀逸恩(John Wi目〉及霍利德

一 Chinese

(Cec il Holliday) 等先后主其事.

Ltd." ，宜昌、万县及重庆设分部.

1913 年前霍利德在上海发起开办

同少澄及童和安、童密韩等主其

一有限公司，西名 "Holliday

&.

事 .1937 年公司解体，由总经理里

Co. , Ltd. , Cecil" ，华名亦称"义

吉尼个人接办，启用 "Righini ， G.

记"，先后在江西路及九江路营

F. "新西名，添出口业务. 1940 年

业。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代初尚见于记载，国华织造厂经

务，代理英国利物浦及伦敦等地

理铸已代西 (A. Badessi)主其事，

几家保险及其它厂商公司. 1910

往来银行为"华义"及"汇丰飞康

年代末曼彻斯特"义记"上海分号

锡涛尝充是行买办.

River Navigation Co. ,

渐无所阁，而新成立之"义记"至

193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陈志芳

义华洋行

尝充是行买办.

&. Commission Agency

Tientsin Forwarding

, Cornalba

&. PezzinÏJ Pezzini &. Co. , P.
义华洋行

Righini Co., Ltd.

Righini , Ltd. , S. A.

,

, Righini ,

前原津海关职员铃佩齐尼 (P.
pezzini)与骨科纳尔巴 (D.

G. F.
上海广东路意商贸易行。
1926 年怜里吉尼 (G.

天津义界意商洋行. 1924 年

F. Righini)

Co mal-

ba) 合伙开办.初设于意俄交界路，
嗣迁河沿营业。西名" Tient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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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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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mission

公司".代理欧洲厂商公司近十

Agency 气其贸易部别称 "Comalba

家。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 Pezzini" 。经营报关、煤炭贸易、

为"华义"及"汇卒".张理卿尝充

保险、运输、佣金代理及堆楼业

是行沪庄买办.

Forwarding

务.贸易部进口毡帽、草帽、橡胶J
制品、食品及葡萄酒，出口中国产

义利铜桶机电制造厂

物。 1930 年代初拆伙，由佩氏独力

Steel

接办，贸易部更名为 "Pezzini

&.

Drum

&.

Engineeering

Works I Tientsin Steel Drum &

Co. , P." 0 经营食品、葡萄酒、杂

Enginering Works , Ltd.

货进口及中国产物出口贸易.报

Meccanica Italiana

关运输代理部添船具、打包等业
务 o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Tientsin

I

Officina

天津义界南西马路意商铁工
机械厂 o 1924 年前铃塞拉 (G. B.

Serra) 发起开办.华名别称"义利
义兴公司 s 义兴洋行

Compagnia

Italiana d' Estrèmo Oriente

铁工厂"、"义利铁钢厂"及"义利
钢工厂"。生产钢桶、钢罐、钢箱、

意大利贸易商行 o 1918 年开

电焊设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办，本部米兰，在意大利注册为私

供吸设备及卫生设备等，兼相关

有有限公司，资本为 4 万英镑.上

工程业务.嗣一度改组为有限责

海、天津、北京及汉堡、的黎波里、

任公司，米兰义亚公司(Com归g

班加西、马萨瓦、摩加迪萨、蒙巳

nia Asiatica) 北京分号代签有效人

萨、内罗毕诸埠设分号或营业所.

骨努蒂 (A.

华行进口意、德、英所产机器、人

董事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铃佐蒂

造丝纱、帽子、帽坯、飞机、弹药、

(B. 2ottO 主其事.

Digerini

Nuti)任常务

军需品、电料、延头、烟叶、卷烟
纸、五金工具及铝销等，出口茶

义利洋行

E-L因， E-L回

叶、大黄根、蛋臼、蛋黄、斑萤、坚
果及豆类，销往非洲及意大利、美

Department Store I E - Lee
Kaufhäusl E - Lee' s General

国。在天津开办有泊坊，称"利瑞

Store , Michels , Aug.

,

•

义

64

天津及德国法兰克福德商百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商王

货店 .1897 年开办，北京崇文门内

耀庭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汇丰"

大街及济南二马路先后设分店.

及"中国飞

经营杂货、洋酒批发零售及进口

贸易，兼营印刷出版及佣金代理

义昌洋行

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

Gisho Yoko

Gisho Electric Co. ,

1920 年代初恢复。 1944 年尚见于

天津日界日商贸易行. 1920

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张炳旭

年前竹下重太个人开办.初设于

尝充是行济南分店高级华职员 •

松岛街，嗣迁旭街营业.河北日纬
路树德里设工场，大连、北京及东

•

Neil &. Co. James ,
Neil &. Co. • Ltd. • James

京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电

上海英商食品行。 1907 年(或

铁路机械、矿山机械、汽车及霓虹

作 1906 年〉义民(Jam回 Neil)个人

灯等 F 承包电气及无线电工程事

飞开办.生产经销苏格兰西包、饼

务，生产无线电电讯、电话机具.

干、巧克力及一般糖果糕点，兼营

1930 年代中冈崎义鹿加入，祥行

茶室及餐馆. 1920 年代中接办英

成为合资会社. 1940 年前后复改

商福利有限公司面包房，业务益

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

渐扩大.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及

义昌洋行"，竹下任社长，冈崎为

英国所产糖果糕点制作原料，出

专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义利洋衍

器、电机器具材料、无线电用品、

口自制产品，销往香港及海峡殖
民地. 1940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

义昌洋行

任公司，在香港注册，华名别称义

Gruenewald. Werner

Gruenewald &. Co. ,

利公司.其时制造厂设于愚园路，

哈尔滨道里德商贸易行.

南京路、愚园赂、东百老汇路、法

1920 年代后期骨格吕内瓦尔德

界善钟路及贝当路设零售店.太

(Wen田 Gruenewald) 与赞克罗伊

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

德尔 (Guata v Kreuder) 等合伙开

对之实行"军管理".战后恢复.

办，西名 "Gruenewald

&. Co. " .经

一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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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进口贸易 .1930 年代中拆伙，由

义品放款银行

格氏个人独力接办，遂更西名为

Be lge de Tientsin

"Gruenewald , Werner飞迁南岗营

d' Extrême Orient

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及地毯织造
业.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Cr甜it

Foncier

比利时法国合资公司.

1907

年创力于天津，资本 415 万法郎，
西名 "S∞i位é

义昌洋行

Société Franco-

Franco - Belge de

Tientsin 飞在天津拥有房地产，并

Luraschi , A.

大连山县通意商贸易行.

经营有若干其它产业. 1910 年变

1934 年前原丹商宝信洋行大连分

更其西名为 "Cr<甜it Foncier d'

号代签有效人讲卢拉斯基 (A.

Extrême 一 Orient 气本部布鲁塞

Luraschj)开办.经营进口贸易及

尔，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

佣金代理业务，代表欧美制造厂

1 ， 000万法郎.布鲁塞尔大东万国

家.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公司、华比银行及巴黎东方汇理
银行、怜巴黎联合银行等为股东.

义国云石公司

ltalian Marble

1912 年设远东总行于上海黄浦
滩，欧爱叶。. O'NeilD 首任总经

Works
天津义租界河沿意大利商大

理.天津、香港、汉口、北京、济南

理石厂. 1927 年前旅津意大利建

及新加坡等地先后设分行或代理

筑师铸马萨 (A. Massa) 就义瑞建

处.经营房地产、押款、建筑、经租

筑公司 (Garibaldi

)大理石

及保险代理等业务。 1929 年核定

厂改组开办，一度使用 "Italian

资本累增至 7 ， 000 万法郎，收足.

Artistic Marble &. Bronze Works"

天津义品砖窑、中法义隆房产公

西名.进口加工意大利大理石及

司、中法义兴轮船公司、粘板公司

花岗石，承制各种纪念碑、纪念

及上海义晶砖瓦厂均为公司产

像，代理佛罗伦萨一家美术大理

业.公司华名通称"义品放款银

石及青铜制品厂商. 1939 年尚见

行"，惟香港分行一度别称"义品

于记载.

澄款银行"，个别记作"仪品"者亦

&. Co.

有所见。 1945 年后津沪等地华名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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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改为"义晶地产公司". 1940 年

砖、机制土瓦及洋瓦、建筑装饰瓦

代末尚见于记载，共时经租之房

器及陶瓦塑像、瓷砖、内装饰用石

屋约 4.000 幢.往来银行为"华

膏花边、线脚及圆花饰等，定做各

比"及"东方汇理".张瑞椿、王海

种建筑装饰物.首任经理传贝拉

'帆、王蓉卿、蒙廷珍、案子珍、费咸

(L. Béra).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

一、郑硕夫及宋汝霖、钱伯琦、钱

载，铸自庞(]. Lupant) 主其事.

仲玫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义信洋行

员.

Haeusing. W.

上海德商贸易行 o 1930 年奥
义品砖瓦厂

Manufacture

C位amique de Shanghai

地利商轧可平洋行(Jacobi

&. Co.

<VieÌma>. Ltd. • J. )合伙人骨

上海勃利南路比法合办砖瓦

霍伊辛 (W. Haeusing) 个人开办.

厂. 1920 年前义品放款银行为发

初设于博物院路，嗣迁回明园路

展营造业务创设.天津义品砖窑

营业.进口德国及欧美、日本所产

、经理善贝拉(L. B命时首任厂长，

纸类、五金、粗纺毛线、人造丝、化

生产机制砖瓦. 1940 年代初尚见

学品、机械、其它工业品及杂货.

于记载，经理为原义品放款银行

代理仅堡、东京、纽约几家厂商公

天津分行建筑部代签有效人，建

司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筑师铃米絮 (E. ]. Missu).

为"汇丰"及"花旗"等.

义品砖窑
C位amique

Manufacture
de Tientsin

天津法界比法合办砖瓦厂.

1914 年前义品放款银行开办，实

公司

French

Bakery

天津俄界普克第路〈特三区

七经路〉希腊商面包房 01916 年前
幡马佛罗马拉斯 (M.

E. Mavro-

为义品放款银行之砖厂部.初设

maras) 主持开办.法国菜市及英国

于葛公使路，嗣迁福照路营业。生

菜市设分店.生产经销法式面包，

产机制砖、手工砖、异形砖、空心

兼营食品杂货及葡萄酒等. 1947

砖、烟道陶管、排水陶管、铺地方

年尚见于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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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泰洋行

Gitai

Yoko

义泉洋行

Gies四 Trading

Co.

上海密勒路日商贸易行。

厦门大同路日商贸易行。

1923 年开办.哈尔滨设支店.进口

1922 年开办，汕头至平路及上海

经销日本自行车，出口原棉、落

九江路设支店。经营文具、化妆

棉、古棉。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

品、家庭用品、蚊香、线针、杂粮及

理永原甚六，职员今井半三郎、自

和洋杂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明施

石仙育、田中初雄，高级华职员周

添寿主其事.

妙生、周妙康.往来银行为"横滨

正金"、"汉口"及"住友".

义道洋行

Gido

Yoko

沈阳春日町日商文具店.
义泰洋行

L白，

,

T. A. , Lee &
Lee & Co. , J.

Co. , Thos. A.
M. Lee & Sons , J. M.

,

汉口法界美商洋行. 1906 年

1905 年野村文藏个人开办.大连

设支店.文藏氏~后由其妻接办。
经营文具批发及零售业务 .1941

年 2 月批发部分离独立，称合名

前原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译员铃

会社义道洋行商事部，自店主之

李托玛 (A.

Thos. Lee)个人创办，
百名"Lee ， T. A." 或 "Lee &

外孙野村胜太郎主其事.老店乃

A: 气经营贸易及佣

往来银行为"满洲中央"及"满洲

Co. , Thos.

金代理业，兼汉口及九江地产经

专事零售业.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兴业".

纪事务. 1910 年代中由镰李伊姆

。. M. L出〉夫妇接办，更西名为

"Lee & Co. , J.

M. 飞先后在西贡

街及德领事街营业. 1920 年代中
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为"Lee

&Sons , J.

叫

义满合资西益敏公司

Sindacato
Italo Mancese , Grandi & Co..
F.
意大利贸易商行. 1925 年前

M.". 经营煤炭、烟革

开办，总号米兰，西名 "Sindacato 1-

及一般进出口贸易，承办房地产

talo Man优缸".哈尔滨南岗及道

及运输代理业务，尝代理大美烟

里、沈阳大西边门外先后设分号，

公司。

嗣由铃格兰迪 (F. Grandj)等合伙

义久丸

68

接办，更西名为 "Grandi

&. Co. •

久安洋行

Spizzica &. Co. • G.

F. 飞经营总迸出口贸易，代理飞

上海四川路意商贸易行.

霞德(菲亚特〉汽车公司及一家轮

1926 年(或作 1925 年)原倍纳洋

胎厂商 0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行(Bena.

G. A.) 代签有效人祷

斯皮乔卡 (G. Spizzica) 个人开办.
义源洋行

Brand. J. T.

Brothers &. Co.

J

J

Brand

E. Yuen &. Co.

J

意大利墨西拿设分号.进口草帽、
萃帽续、呢绒、纸烟纸、象牙果、钮
扣、礼帽、帽模、大理石、营养面

Co lman , Percy C.
上海扬子路(黄浦滩〉英商贸

条、橄榄泊及药品等，兼营一般出

T.

口贸易.独家代理欧美厂商公司

Brand) 个人开办. RP 以姓字为行

数家至十数家. 1943 年尚见于记

名.经营丝茶检验业，华名别作

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中法工

"议愿"或"衣湾 >>0 1872 年前改组

商飞张惠霖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为兄弟合伙行号，启用" Brand

员.

易行. 1865 年铃布兰德 0.

Brothers &. Co. "新西名，陆续添贸
易及保险代理业务 o 1890 年代末
迂总号于伦敦，上海原店改分号.

久孚洋辛苦

Kiu F∞&. Co.

上海泪泾路日商洋行.

1925

进口批发呢绒延头，兼保险及一

年前村川善美主持开办.文监师

般佣金代理事. 1910 年代先后增

路及南京太平街设营业所.进口

设沈阳、哈尔滨、天津及营口诸分

钢厂原料、钢筋、铁管、铜板、黄铜

号 o 1918 年前后营口及沈阳分号

板、铜线、黄铜钱、建材、织物及染

C.

料、化学药品等，出口萤石、钢厂

Colman) 承顶接办，一度启用 "E.

产品、纺织机械、纺织用品等.经

Yuen &. Co. "及"Colman. P. C."

营河同路亚西亚钢业厂. 1943 年

西名.经营进出口贸易 .1920 年代

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中迁天津法界宝总领事路营业，

金飞

由原主管职员杨科尔曼 (Percy

不数年即无所闻.
丸二兄弟大药房

Maruni Bros.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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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尚且于记载，社长藤并渝

Dispensary
日本药房.本店寓山，大阪设
支店 .1916 年前来华开业，设支店

喜。往来银行为"住友"、"台湾"及
"汉口"。

于天津日界旭街.经营药品、医疗
器械及化学药品批发零售业务.

丸三津轩

Marusan Yoko

代理大阪及东京几家相关公司.

沈阳朝日区扬武街日商贸易

1944 年尚见于记载，长谷川义三

行。 1934 年东京株式会社角丸商

郎长期主持津店业务.

店开办，称丸三洋行奉天支店.大
连山县通设分支店。经营胶合板

丸二商会

Maruni

Shokai

及杂货进出口贸易. 1941 脱离母

青岛日商祥行 ò 1916 年前开

会社独立，称株式会社丸三洋行，

办，大连监部通设支店.经营航运

添东京支店.核定资本 18 万元.实

代理业.嗣改大连为本店，青岛馆

收仅得其半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陶路设支店，添代办贸易。代理日

社长奥衬润一。往来银行为"满洲

本几家轮船及保险公司. 1940 年

兴业"、"奉天商工"及"益通"。

代初尚见于记载.
丸三商工公司

丸三大药房

Marusan Dispen-

回ry

Maru阻n

Shoko

Kaìsha. Ltd.
日本工贸公司，本店大阪.

s

日本药业公司，本店富山市。

文原称丸三商工株式会社。 1930

日文原称丸三兴业株式会社.

年代来华开业，上海、汉口及九江

1925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汉口及

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汉口及九

"新京"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江设卷烟厂、印刷厂.初有资本 20

营药材、藤井灵宝丹、健童奇应

万日元.生产经销卷烟及烟叶，经

丸、淋必灵、一般药品、化学品、化

营烟草、烟草材料、卷烟纸、化学

妆品、医疗器械、绷带材料、大仁、

药品、染料、印刷材料、箱板包装

除虫粉、杀虫液、线香、食品、制烟

材料、卷烟机、卷烟零件等进出口

机及杂货等，兼一般进出口贸易.

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尝受托
‘

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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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军管理"之汉口英商颐中烟

日本贸易公司。 1895 年不破

草公司.嗣华行渐次独立于大阪

家族创办，本店大阪，称"不破条

本店。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店气 1910 年代来华开业，先后子

本为 100 万日元，社长小仓大四

天津、上海、忧阳等地设营业所，

郎，常务汤川宗城，割回平马、膝

称"不破洋行飞 1921 年〈或作 1923

井弥助等为董事.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启用现
名，日文原称株式会社丸永商店.

丸山洋行

东京、滨松、名古屋、福州、上海、

Maruyama Yoko

大连若狭町日商贸易行.

沈阳、天津、青岛及南京、常州、芜

1929 年前若狭家族合伙开办，日

湖、汉口、蚌埠、南通、海门、海安、

文原称合名会社丸山洋行.沈阳

广州、厦门、澳门、香港、大连、营

青叶町设营业所.经营建材贸易，

口、安东、"新京"、哈尔滨、北安、

代表日本几家油漆厂商 o 1939 年

北京、石家庄、新乡、张家口、包

沈阳营业所别立，称株式会社丸

头、济南、徐州诸埠设支店或营业

山洋行，实收资本 10 万日元.本店

所.华行进口花纱布、人造丝、人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若林义三郎

造丝绸、呢辑、食品、砂糖、化学药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满洲兴业"

品、染料、纺织机械、涂料、机械工

及"横滨正金".

具、建材、陶瓷器、酒类、谷物及杂
货，出口生丝、茧绸、药材、棉纱、

丸山商店

Maruyama &. Co.

I

棉布、绸缎、食品、面粉、泊类及土
产杂货 0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

Maruyama Shoten

1925

有资本 200 万日元，社长不破小一

年前丸山民主持开办.初设于湾

郎，常务村田和胜、上野井一.往

仔海旁东约，崩迁轩尼诗道营业.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朝鲜"、

经营首饰、宝石、哥哥翠、玉器及金

"三井"、"住友"、"台湾'及"满洲兴

银制品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业".

丸永洋行

丸红洋行

香港臼商珠宝首饰店 o

Maruyei Co" Ltd.

Marubeni Shoten ,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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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口、南京、天津诸埠设支

Ltd.

,

日本贸易商行 .1872 年〈或作

店、营业所、制油所或泊槽所。华

1854 年〉始建，初系个体商店。

行进口生产加工燃料油、润滑油

1921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

及相关副产品 z 出口燃料油、润滑

用现名，日文原称株式会社丸红

油、重泊、机械泊及相关副产品.

商店，本店大阪，资本为 500 万日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元。东京、京都、名古屋、大阪、桐

6.000 万日元，松村善藏及松村信

生、足和l 、福井、神户及朝鲜京城、

治郎先后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台

印度孟买等地设支店或蕾业所.

湾飞

1930 年代来华开业，沈阳、大连、

•

啕-、.

哈尔滨、天津、北京、青岛、济南、

丸新洋行

Marushin Yoko

上海、芜湖、九江、南昌诸埠先后

上海施高培路日商贸易行 c

设支店或营业所，核定资本累增

1929 年前新保贤治郎个人开办。

至 1.000 万日元，收足.经营毛织

初称丸新商店，翩改称丸新洋行.

物、毛纱、人造丝、人造丝织物、棉

虹口汉壁礼路、南京太平路及市

布、化学药品、染料、涂料、食品、

中心区旭街设支店。经营食品、化

海产物、谷类、烟草、泊类、五金、

妆品及杂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机械工具、麻辑、土产及杂货进出

往来银行为"台湾"及"汉口气

口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台湾"及"住友".与

广大有限公司

"伊藤忠"关系至密 •

Federal Inc.

Gal10p &. Co. •

, U. S. A.

上海四川路美商洋行。 1929
丸善石油株式会社

Co..

,

Maruzen Oìl

年〈或作 1928 年〉纽约市美国造纸

Sekiyu

出口联合公司驻沪经理葛禄普

Ltd.
Maruzen
Kabushiki Kaisha

(Herbert B. Gallop) 发起开办.按

日本石油工贸公司。 1933 年

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

开办，本社神户，初办资本 200 万

有有限公司 .1935 年资本为鹰洋 8

日元，嗣迁本社于东京都.大阪及

万元。香港及福州先后设分号。进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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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欧美纸、油墨、打字机、办公用

"McGregor &. Co. ,

品、罐头、食品、无线电设备、印刷

名，嗣先后迁江西路、华德路及南

机械、印刷材料、冰箱、化学品、染

洋路营业.经营玻化轴制造业，兼

料及五金工具等 z 出口生丝、锦

营相关进口贸易，承办搪密及压

J. H.

"新西

绣、葛制品、猪察、桐池、木材、茶

印工业工程昏询业务. 1939 年尚

叶、漆器等，销往美国.代理欧美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楼

厂商十数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岳年尝克是行买办.

•

撤退回美.战后恢复，总号设于纽
约，沪行迁广东路营业，添广州分

广大洋行

Kooai Yoko

号，其时资本为 6.5 万美元. 1940

上海西华德路日商贸易行.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裁葛禄普，

1930 年代开办.汉口及无锡设支

高级华职员钱宗祥、金宝正.往来

店.进口经销帽子、帽子原料、食

银行为"大通".

品、肥皂、砂糖、面粉、纸类、火柴、
五金、米谷及杂货 F 无锡支店兼营

McGregor , Hsu

餐馆.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松代

Enamelling &. Engineering Co.,

莲、松代广及花冈政义分别主其

M cGregor &. Co. , J. H.

事 F 汉口支店华经理时顺发.往来

户大洋行

上海广东路英商搪瓷工业公

司. 19~3 年前原日本横滨飞鹰留

,-

银行为"往友"、"三井"、"横滨正
金"、"汉口"及"上海".

声机帮公司驻华代表兼经理麦轧

利克(J. H. McGregor) 与华商徐

广大铁工厂

道生合伙开办，西名 "McGregor ，

Works

Hsu Enamel1i ng &. Engineerir..J
Co. " ，制造厂设于北河南路.生产

Ltd.

经销搪瓷器皿、搪瓷徽章、金属薄

年广大洋行主人麦轧利克(J.

板制品及消防器械等，承办机器

McGregor)个人开办.初设于江西

修理业务 .1920 年前徐氏退伙，由

路，嗣迁华德路及南洋路营业.生

麦轧利克个人出面接办，启用

产搪瓷铜铁器及徽章招牌等.

,

M cGregor Iron

McGregor Iron Works ,

飞

上海英商搪瓷铁工广. 1923

H.

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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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0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畔比布里希一家化工厂商之西名

司，更西名.怡和洋行董事铃波洛

"Kalle &. Co. "为西名，华名别称

克 (F. A. Pollock) 任董事长，麦

广丰颜料厂，梁惠乔尝充是行华

氏为董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

经理。 1927 年后渐无所同。

日本占领军接管，其时有职工 45
入。战后恢复，在香港注册，怡和

广东实业公司

机器有限公司董事铃伦诺克斯

Co. , Inc .

Canton Trading

(H. H. Lennox) 任董事长，麦轧

广州沙田英界日商贸易行。

和j克为常务董事.往来银行为"汇

1920 年开办。沙基大马路设分号。

卒"。

进口经销日本海产品及机器 p 出

•

口锺砂、镑砂、鸽砂、铐砂及其它
广丰洋行

Taumeyer , Emst I

Taumeyer &. Co.

I

Hoet t1e &. Co.

I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75 年前

广光堂大药房

Kokodo &. Co.

代理业务.嗣更西名为 "Taumeyer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药房.

&. Co. "，添营贸易业 .1891 年前即

1925 年前开办.经营药材、成药及

在江西路福州路角营业. 1895 年

化妆品、医疗器械、橡胶制品等.

前职员铃诺尔廷 Oohn N ölting)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混富三

入伙，华洋行名依旧 .1906 年前由

郎〈或作洗留三郎) ，往来银行为

职员铃赫特勒 (August H饵ttle) 接

"三菱".

办， 1913 年前启用 "Hoettle

&.

Co. "新西名，长沙一度设分号，独

，如

正金".

铃陶迈耶 (Ernst Taumeyer) 个人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佣金

,

都及神户几家公司. 1930 年代后

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

Kalle &. Co.
唱、，

矿产物，销往日本及英美.代理京

广贯堂

Kokwando &. Co.

家代理德国几家厂商公司。 1917

日本药业商行 .1909 年开办，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1920

本店富山 .1924 年前来华开业，先

年代初恢复，以所代理之来因河

后在香港、厦门、汕头、上海、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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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经销

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日本药品、调味品、文具、化妆品，

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和

销往退罗及新加坡等地 o 1944 年

嘀"、"荷国安达"及"有利".是行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台湾"

华名，香港分号称"之刺林"，上海
、，

及"汉口"。

分号称"谦纳鲁麦"或"大育公

•

司".
广顺洋行

W i1son , Nichol\s &.
卫利韩公司

Co.
厦门英商洋行 o 1867 年前骨
威尔逊 (W. Wilson) 及势尼科尔

Hunt &. Co. ,

Wi lJiam , Hunt &. Co. , William ,
Fed. Inc. , U.

s.

A.

c.

上海美商洋行 o 1930 年代中

Brown) 等合伙开办。经营船具、缝

原外滩福来洋行副总裁卫利韩

帆、拍卖及佣金代理各业，兼买办

(W i\liam P. Hunt)发起开办.初

事 o 1895 年后渐无所闻.

设于圆明园路，嗣迁福州路营业.

斯 (B.

Nichol\s) 、勿郎 σ.

经营五金、木器迸出口贸易，航

之剥林洋行 F 谦纳鲁麦洋行，大吉

运、保险代理及码头仓找事业.天

公司

津及香港设分号。经理卫利韩工

Chellaram ,_ D.
印度英商贸易行 01885 年〈或

程公司、卫利韩轮船公司、南洋兄

D. Chel-

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及屈臣民汽

laram) 家开办，本部印度信德海得

水公司等七八家企业.太平洋战

拉巴(今属巴基斯坦) 0 1914 年前

争爆发后撤退.嗣改组为有限责

来华开业，香港、广州、上海及远

任公司。为中美工商业协选会发

东各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华

起会员之一.战后恢复，添南京、

行出口丝绸、绣货、花边、亚麻制

广州、台北分号 o 1947 年在华注

品、古玩及毛毯、铜器、料器、反

册.进口机械、建材、汽车、纸类及

件、土杂货等，销往欧洲、印度、海

机械工具等，姐家推销 80 余家美

峡殖民地、菲律宾及巴拿马运坷

国厂商公司产品 o 1940 年代末尚

作 1860 年〉谦纳鲁麦(J.

地区 F 进口棉布，棉纱等.兼营佣

..-

•

‘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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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总裁高尔德 (Martin

•

为合伙商号，资本 30 万日元，称

Gold)

"合名会社小杉洋行". 1938 年 8
卫德洋行

-

v

Ltd. • J.

Whittall &. Co. •

, Black &. Co. • J.

月以家族从业人员为中心改组为

股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小杉

F.

英国工程贸易行。卫德(].

洋行"。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 1943

Whittall)等发起开办，定西名为

·年实收 50 日万元.往来银行为"满

"Whittall &. Co. • Ltd. • J.". 本部

洲兴业"、"满洲中央"及"横滨正

伦敦. 1912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

金"，社长小杉 h 弥.

天津、北京、上海设代表处及分
号，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

『

'

Kobayashi &. Co.

柏理。. F. Black)首任代表.承揽

日本工贸公司. 1912 年小林

土木工程及机械工程包工业务，

民主持开办，本店东京.天津、汉

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

口、上海及大阪、名古屋设支店或

家，兼营相关进口贸易 .1928 年前

营业所，东京设制造厂.华行进口

公司驻华经理柏理于北京大阮府

经销日本狮子牌牙粉、钟、绑腿、

胡同别立行号，西名 "Black

&.

男用针织品、化妆品、麻袋、五金

Co., J. F." ，华名袭称"卫德".经

及杂货，出口谷物、棉花、兽帽等.

营拖车及货车设备、车用煤气发

代理东京及大阪几家厂商公司.

生炉、开合吊桥、筑路机械、运输

嗣天津日界旭街分号别立，东京

车辆等进口贸易，承办相关工程

设支店，袭用本店行名 .1943 年尚

业务，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见于记载，龟浮省朔、金子嘉一郎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及小野健司、字曾井贡等为股东.

•
小杉洋行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Kosugi &. Co.

沈阳千代田通日商贸易行.

1900 年小杉与治郎个人开办.经

-

小林洋行

营砂糖、面粉、罐头及食品杂货进

出口批发贸易. 1936 年 2 月改组

小林洋行

T.

Kobayashi &. Co. ,

, Kobayashi Yoko
日本工贸公司 .1917 年开办，

本店东京，西名 "Kobayashi

&.

•

.J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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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2 月改组后启

以上，由三井洋行独家代理。嗣增

用 "Kobayashi Yoko" 新西名，称合

核定资本为 500 万日元，实收 250

名会社小林洋行，有资本 10 万日

万日元。 1928 年设备年产能力达

元。上海、汉口、温州、苏州及大

21 万吨.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阪、名古屋设支店或营业所，东京

3.100 万日元，实收 2.183 万日

设制造厂.华行进口经销日、美、

元.其时设支店分厂处除大连外，

英牙粉、牙膏、牙刷、肥皂、毛织

尚有平城，爱知、八幡、阿哲、藤

品、油漆、橡胶、橡胶制品、硬化鱼

原、黑崎等地 .1940 年核定资本累

泊、苛性曹达、盐酸、硫酸、冰醋

增至 4.034 万日元，实收 3.416.3

酸、硫磁及其它化工品 F 出口桐

万日元，社长猎野宗三."关东州

泊、茶池、蛋白及加工棉布，销往

小野田"下属大连及鞍山两厂，

日本及欧美。代理几家日本厂商

"满洲小野田"设昌图一厂，三厂

公司。上海平凉路小林纱带厂为

年生产能力达 47.5 万吨. 1945 年

公司产业。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

日本战败投降，华行停办，由中国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浙江实

政府派员接收.

Co. • T. ".

,

业".沪店长期由小山真一主持.
飞马影片公司
小野田洋灰公司

Manufacturing Co.

Onoda Ce ment
I

Onoda

ce-

ment Co. Ltd.

•‘

Filmos Co. •

Ltd.
上海江西路西班牙影片发行
公司. 1928 年比刺夏洋行主人比

日本水泥工业公司. 1881 年

刺夏 (M. Beraha) 与原虹口大影

创办，日文原称小野田七丁/二+

戏院经理铃斯肯纳西(Solomon

株式会社，本社山口县原狭郡小

Skenazi)合伙开办。进口发行欧美

野田町，资本 57.150 日元，社长笠

各国影片，经营虹口大影戏院.

井顺八 01908 年〈或作 1909 年〉来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华开业，于大连周水子设制造厂.

为"和嘴".

』

资本为 100 万日元.生产龙牌水
泥.从 1912 年开始，年产在 3 万吨

飞龙公司

1庐

Dragon Cycle Dép ô t I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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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 Motor Ca r Co, Dragon
Motor

...

、.

Blow) 承顶接办，更西名为 "Blow

&. Co. , H. " ，华名"新飞龙洋行"，

Car Co. , Ltd.

香港德记拉街西商车辆机器

未几，恢复"飞龙"旧称.经营酒业

行. 1899 年前铃柯林斯 (R. A.

贸易，兼营百货、男子服饰用品、

Collins) 个人开办，商名"Dragon

女帽头饰及总佣金代理业务，承

Cycle 民pbt" ，经营自行车修造及.做女服童装。 1910 年代中尚见于
销售业务，称飞龙脚车店 01908 年

记载，经理善诺克斯 (H. St. Clair

前由铃马里坎 (5.

Knox).

A.

Mari臼n) 承

顶接办 .1914 年前再度易主，由僻
劳里森 (C. Lauritsen) 盘接，迁德

辅道中营业.经营自行车、汽车、

摩托车，兼营汽艇建造、机器修理

'

飞达洋行，飞达饭店 F 飞达咖啡馆

Confectionery

&.

Bakery

,

Fiedler , Carl , Ca fe Federal

及总佣金代理业务.香港及九龙

上海百老汇路德商食品店.

均设有修车场. 1916 年前更西名

1909 年原青岛飞达馒头行 (Cafe

为"Dra gon

Fiedler) 主人飞德和f

Motor Ca r Co. " ，添设

(Carl Fiedler)

九龙弥敦道分店及广州修车场，

夫妇开办，西名"Confectionery

改以汽车经销、出租及修理为主

Bakery" ，制作经销糖果及面包、糕

业. 1922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点.未几改以姓字为行名，业务日

司，启用"Dragon Motor Car Co. ,

渐发达，增设茶室及餐馆 .1919 年

Ltd. "新西名，劳氏任常务董事.

前后启用"Cafe Federa}" 新西名.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1920 年代后期添静安寺路分店.

&.

1930 年代中改静安寺路分店为本

‘

飞龙洋行

Laen , L. P. , Blow &.

期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Co. , H.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贸易行.
1867 年前锋伦恩 (L.
-

.

店，百老汇路设分店 .1940 年代后

P.

丰"及"德华".

Laen) 主

持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百
货店. 1891 年前由骨布洛(H .

飞利浦洋行

Philips China Co.

上海四川路荷商电料行.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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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荷兰埃因霍温飞利浦公司

银 1.5 万两。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开办，在荷兰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往来银行为"华义".

司。进口母公司及关系公司所产
无线电机、开关、无线电电唱机、

飞星公司

Star Ricksha Co.

元线电机零件、检波器、扩音器、

汉口法界希腊商入力车行.

变压器、话筒、有声电影器材、灯

1915 年前养马弗罗凯法洛斯 (A.

泡、爱克斯光机、吊灯、霓虹灯及

S. Mavrokephalos) 家族开办。初

电线、电缆等，兼相关工程及维修

设于坷街，嗣迁巴黎街营业。经营

业务。 1940 年前后尚见于记载。麦

人力车制造及出租业，兼营人力

赛 <A. Masseurs) 、铃容格内尔

车器材销售及人力车零件批发业

(W. Jongeneel)及铸雅盖尔 (A.
G. de Jager) 先后任总经理，往来

务.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银行为"荷国安达飞舒承德兄弟

飞航公司

尝充是行买办.

Aero

Trading Co.

香港德辅道中法商贸易行.

1932 年开办。进口法国及比利时
飞铺洋行

Finocchiaro &. Co. ,

机器、铁路材料、建筑材料等，出
口锡砂、矿锦、矿铭及其它矿产，

G.
上海意商贸易行. 1903 年飞

销往欧洲.代理法国几家飞机厂

纳 (G. Finocchiaro) 主持开办.初

商.与比法实业信托公司 (Trust

设于北四川路，嗣迁法界公馆马

lndustriel Belge- Français) 为兄弟

路营业.进口经销意、比、法、英、

行 .1943 年尚且于记载，经理铅奠

葡诸国所产大理石、花岗石、大理

朗 (A. A. C. Morant)，往来银行

石花岗石雕饰、石膏制品、马赛

为"东方汇理飞游容生、谢声霆尝

克、假花等，承包室内装饰及纪念

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碑、纪念像雕刻安装业务.嗣于榆

林路设大理石厂。 1930 年代中由

飞腾公司

Macao

Cycle Depôt

经理将罗 (G. Minarolo) 个人接

澳门商湾葡商车行. 1899 年

办，华洋行名依旧，其时资本为规

原香港大马房牛奶铺 (Horse

•

.'、

,

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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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itory ßιHongkong Dairy) 职原中央汽车行 (Central Garage
员骨席尔瓦(L.

Ayres da Silva) 个

Co. )职员铃施洛博姆 (F. W.

人开办.经营自行车销售及人力

Schlobohm) 个人开办。初设于威

车制造业务。 1920 年尚且于记载。

海卫路、嗣迁法界巨籁达路营业。

经营汽车修理、车体建造及油漆、

飞霞德公司

Fiat , S. A.

I

Fab-

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1i Tori-

焊接、加泊等业务，兼及无线电修
理等。 1938 年尚且于记载。

no
意大利汽车工业公司 o 1899

年创办 01906 年启用现名，本部都

•

马可尼无线电公司

Marconi' 5

Wireless Telegraph Co. , Ltd.

灵。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英国无线电报公司。 1890 年

天津、香港诸埠，先后以"义兴"、

代末意大利物理学家，实用无线

"龙飞"、"大利"、"高校"、"马迪"诸

电报系统发明人马可尼 (Gugliel

号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卧车

mo Marconi)在其表兄铃戴维斯

及卡车 o 1930 年代中于上海福州

(J. Davis) 资助下创办，原名"无线

路设驻华及驻远东代表处， 1940

电报与电信有限公司"， 1900 年启

年代初于天津设东亚办事处，经

用现名，本部伦敦，在英格兰注册

营所产汽车、商用及军用车辆、拖

为私有有限公司. 1910 年代来华

拉机、飞机引擎、飞机、机械工具、

开业。 1919 年与北洋政府合作开

柴泊机、单节机动有轨车、机车及

办中华无线电公司于北京，独享

轴承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马可尼"专利.公司在北京设代

公司对华业务改由美商公楼有限

表处，金门 (A.

公司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东方代表，骨理查兹 (W.

载.

Richards) 为驻华代表.华英商业

H. Ginman) 为驻

J.

银公司及福公司先后充其代理
飞鹰汽车公司

Co.
ι.

I

Shanghai

S号wice

行 01930 年前后代表处迁上海，初

Shanghai Service Co. , Inc.

设于圆明园路，嗣迁北京路办公，

上海西商汽车行. 1924 年前

理查兹主其事 o 1940 年前后在香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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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发起开办马可尼(中国〉有限公

有限公司，西名 "Malcolm

司 (Marconi

Ltd.

<China> , Ltd.

)，上

&. Co.

,

"。香港设分号，马尔康任常

海设分号及制造厂。经营无线电

务董事.进口英美钢铁材料、机

仪表设备供应承包业务。 1940 年

床、仪表、引擎、制冷设备、锅炉、

建材、涂料及机器等，承办相关工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飞

程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
马尔康洋行

至数十家.一度充英商中华机器

Malcolm , A.

上海英商洋行 01922 年(或作

喷镀有限公司全权经理.往来银

1923 年〉原上洋自来水公司副工

行为"大英"、"汇丰"及"沙逊"-

程师马尔康 (Alexander

Malcolm)

1940 年前后迁总号子香港皇后大

个人开办.初设于北京路，嗣先后

道中，上海、广州及槟掷屿、新加

迁黄浦滩路及四川路营业.经营

坡设分号 o 1940 年代中沪行政组

制造厂商代表业务，兼建筑卫生

为中英合办，启用 "Malcolm

工程事.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China) ,

产品包括卫生用品、窗叶、电灯设

有限公司，在中山东一路营业，广

备、净水装置、供暖锅炉、厨房设

州设分号 o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1

备、水表、木材防腐剂等 o 1929 年

亿元，次年减为 5 ， 000 万元.添建

发起开办马尔康洋行有限公司

材出口业务.小马尔康 (A.

后，专营相关工程咨询业务 o

Ma1colm) 及陈可培主其事.往来

1937

&. Co.

Ltd."新西名，称马尔康

,

D.

银行为"汇丰气"中国"及"上海商

年尚见于记载.

业储蓄".
马尔康洋行有限公司

&. Co., Ltd.
(China) , Ltd.

,

Malcolm
Malcolm &. Co.

马记洋行

Mackie &. co. ,. A.

天津英商饮料公司 o 1912 年

1929

前原山海关汽水公司厂经理马记

年马尔康洋行主人马尔康

(Alex. Mackie)个人创办.初设于

Malcolm) 发起开办，

英界中街，翩先后迁博罗斯道、法

上海四川路英商样行 o

(Alexander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界大法国路及水师营路营业。北

•

U甲←十一 r 一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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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咯

京船板胡同设分号。经营马记汽

&. Gorman ,McDonnell &. Gorman ,

水厂，生产高级汽水及餐用矿泉

Inc.

水，兼营酒业及一般迸口贸易。太

-.

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由良济药房
(W∞lIen ，

&. Co. ,

Vosy

Ltd. )全

天津英界领事道美商建筑工
程公司. 1924 年前马克农 (R.

T.

McDonnell) 与铃戈尔曼 (N.

A.

权经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Gorman) 合伙开办.沈阳及广州设

载，经理为华商某.

分号.承接工程规划设计，经营工
程及总承包业务. 1931 年改组，在

马立师洋行

Co.

Morris , Lewis

, Morris &. Co.

&.

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迁本
部于上海，先后在北京路及圆明

上海英商洋行。 1871 年前马

园路营业.沈阳、广州、香港设分

立师 Oohn Morris) 与赞刘易斯

号 .1938 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马

(George Lewis) 合伙创办于法界
法兰西外滩，西名 "Morris ， Lewis

克敦，副总经理戈尔曼.往来银行
为"汇丰飞

&. Co. ".经营总佣金代理及长江
航运业务.初以一艘 275 吨汽轮，

马凯无线电报公司

航行于上海一一汉口间，大获利

Radio

&. Telegraph Co.

Mackay

, Inc.

益，嗣渐扩展至上海一一福州，上

美国无线电报公司，本部加

海一一营口各线。 1891 年前刘易

利福尼亚 .1934 年前来华开业，以

斯退伙，白马立师独力维持，启用

公司副总裁骨查普曼 (C.

C.

&. Co. "新西名。先后在法

Chapman) 为代表，设远东代表处

界洋泾洪、福州路、法兰西外滩、

于上海南京路沙逊大厦，经营国

广东路及泪泾路营业。经营航运

际无线电报通讯业务.嗣增设华

及总佣金代理业务.尝代理拖船

北代表处于天津英界海光寺道，

公司 (Shanghai

新恒丰公司总裁必杨保罗 (P.

"Morris

Tug Boat Co.,

Ltd. ). 191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K.

B. Young) 主其事 .1940 年代后期
尚见于记载，驻华代表为铸莱勒

•

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

McDonnell

(Henri 1. Leleu) ，副代表龚理到。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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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汽水公司

Mackay' s Aerat-

电?

drew时，副总裁唐星海，经理梅雅

(Paul R. Meyer) 0 往来银行为"花

edWater Factory
北京使馆界东顾城街西商汽

旗".徐克明、刑选青、庄立钦、达

水厂 01934 年前，原美国芝加哥太

凯复等尝充公司华经理或高级华

康洋行驻北京代表马凯 (A. H.

职员.

Mackay) 主持开办.经营我水生产

及销售业务.一度由北京英商仁
记洋行全权经理 o 1944 年尚见于

记载。

-

"

马娇云洋行

MacEwen &. Co.
MacEwen , Frickel 8比Co.

,

香港英商贸易行 o 1844 年马
娇云 (MacEwen) 创办于皇后大

马迪汽车公司

Mark L.

M∞dy ， Inc. ,

1Mαxly ，

Mark L. , Fed-

道，西名 "MacEwen

&. Co. " 0

经营

百货店及佣金代理业务 o 1891 年
前与夫力架 (Frickel)合伙，更西名

eral Inc. , U. S. A.
上海法界美商汽车公司.

为 "MacEwen ，

1922 年〈或作 1920 年及 1921 年〉

Frickel &. Co. " ，华
名别称马娇云夫为架洋行 o 1906

马迪 (Mark L. M∞dy) 发起开办，

年前于上海及广州设分号，沪号

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

华名别称"维时".经营迸出口贸

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100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广东士

万两，实收 30 万两.先后在蒲石

敏土厂及英法几家厂商公司.

路、爱多亚路及福照路营业.进口

191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其间虽

推销美国卧车、卡车、拖车及相关

屡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

零部件，兼普通汽车修理、车身制
造及喷漆诸业务.代理美国及意

马海洋行

大利几家汽车公司 o 1940 年代末

M∞rhead ,

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5 万美
元(或作 25 万美元) ，总裁兼总经
理施米士 (Bruce

M. Smith) ，副总

裁兼经理幡安德鲁斯(L.

R. An-

Moorhead &. Halse

Halse &. Robinson
Spence , Robinson &. Partners

,

,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建筑工程
行 o 1907 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准会员马矿司 (Robe民 Bradshaw

→…一←如"…一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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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head) 与原玛礼孙洋行(Scott

等相关企业，业务大为发展，所属

Carter) 职员，英国皇家建筑师

砖厂年产 500 万块砖，采石场所产

学会准会员海氏 (Sidney Joseph

之花岗岩则为京津地区众多重要

Halse) 合伙开办.西名 "M∞rhead

建筑物采用。北京崇文门设分号.

&. Halse" .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工

1907 年老马朝利去世，由代签有

程及相关测绘业务. 1922 年前原

效人小马朝利(E. Marzoli)接办，

职员，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

启用 "Marzoli ，

员特鲁宾逊 (H. G. F. Robinson)

在大马路及三马路营业，马朝利

入伙，启用 "M∞油田d ， Ha!回&

油坊为洋行产业，代理几家意大

Robineon"新西名。 1928 年前后由

利建材厂商。 1920 年代初尚见于

原英商思九生洋行 (Stewardson ，

记载。

&.

Spence

•

&.

E. "新西名.先后

Watson) 伙东，英国皇

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铃斯彭斯

马禄孚洋行

(H. M. Spence) 与鲁宾逊等合伙

Mal∞，f

Maloof. Fred.

,

Co. • Fred.

接办，更百名为 "Spence ， Robinson

汕头美商(或作英商〉洋行.

Partners飞先后迁北京路及广

1934 年前纽约乔治洋行(Georges

&.

York) 汕头分号

东路营业，添营地产及房地产代

Brothers of New

理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经理马禄孚 (F. Mal∞f)个人开

载。

办.经营手工手帕及亚麻饰品织

造业 .1941 年前后至上海开业，先
马朝利洋行

M缸zoli ，

L.

I

Marzoli , E .

•

后在江西路及四川路营业.经营
绣货花边出口及相关进口贸易.

天津义界意商洋行. 1901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本部于纽

马朝利 (L. Marzoli) 个人开办，即

约，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

以姓字为行名.初营煤炭及石灰

进会会员.上海及汕头设分号.程

贸易. 1904 年于黄村创设一石灰

振汉、程振民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砂岩砖厂，步入建材制造业，嗣陆

员.

续开设有水泥厂、花岗岩采石场

3

--………{酌~，，.，

马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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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利理发店

Martelliti , A.

'

轮胎、橡皮管及杂货 F 出口红木、

北京东长安街北京大饭店意

黑檀木、海草、蒲草、五倍子、桂

商理发店， 1926 年"台基厂"美发

皮、莱莉、原棉、废铁皮、松香、中

厅合伙人马德和11 (A. Martel1iti) 个

药及棍子等，销往日本 F 兼营水火
，甲、

人开办。六国饭店及北京西绅总

保险代理业务。 1939 年于广州长

会设分店.经营理发业，销售化妆

堤大马路设支店，藤田清七主其

品。 1930 年代改以六国饭店分店

事。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

为主店，北京西绅总会设分店，添

本 5 万日元，店主金原隆二，往来

营女子美容及指甲修饰业务.

银行为"台湾"及"横滨正金"。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为小马
德和U (A. M. Marte l1i t j).

比来洋行

Beerbrayer , J.

大连山县通英商洋行。 1920
马德洋行

Modde. Friedrich

年原英国伦敦卡金公司 (Kagin ，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德商洋

L. )大连分号经理比来。. Beer-

行。 1907 年马德 (Fr. Modde)个人

brayer}个人开办。经营水陆运输

开办.经营厂家代表业务，代表德

及总佣金代理业务，兼营进口贸

国迪塞尔多夫两家金属制品及机

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器制造厂商公司.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停业。 1920 年代中恢复.

比国沙城电器制造工厂

改营迸出口贸易、汽车零部件及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相关修理业务，代理来比锡一家

Charleroi A. C. E. C.

油墨公司.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Ateliers

,

比利时电机制造厂，本部沙

勒罗瓦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
乡原洋行

Gohara

&. Co. , K.

港、天津、北京、上海诸埠，分别以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05 年开

"旗昌(新旗昌)"、"沙利"、"罗森

办。先后在轩尼诗道、湾仔道及车

德"诸洋行及沙利贸易公司为代

打道营业.进口日本自行车、自行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发电机、马

车零件、染料、香料、玻璃纸、汽车

达、电泵、电线、电缆、开关齿轮及

.-

~

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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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变压器等等. 1930 年代中改以比

铁路借款合同》及《修正陇秦豫海

国银公司独家代理。嗣先后于上

铁路借款合同专条)，对华贷款达

海设蕾业部及分号，经营销售业

1 ， 000万英镑.嗣陆续订有《陇海

务，兼理相关工程事 .1940 年代中

比荷借款合同》、《陇秦豫海铁路

改上海四川路分号为远东分号，

借款合同续汀附件》等 .1928 年前

总经理为原商务经理达尔曼赞

后迁总代表处于上海. 1939 年前

(Fr. Dahlman) ，经理赞勒夫勒

启用..

(Dr. K. Loeffler).1940 年代末尚

Chemins de fer en Chine"新西名，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华比飞玉

华名或称"比国铁路公司'. 1947

名世、徐祯、黄庆棠、郑振华、潘志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 300 万比利时

禅、殷明及杨辉等尝充公司高级

法郎，除投资放款外，经营工业、

华职员.

铁路、采矿、建筑等材料及设等进

Compagnie Générale de

口业务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
比国银公司
G垂nérale

de Chemins de {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

'

Compagnie

, Compagnie

银行为"华比飞

G垂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n

比国砖窑

Chine

Factory Belgian Brick Factory

Tientsin Brick

,

比利时铁路电车建设投资公

a

总代表雷那达 (M. Renard) ，往来

天津比商砖瓦厂. 1902 年铃

司. 1900 年创办，百名"Compagnie

菲韦(E. Five) 创办，西名初作

G垂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 Tientsin Brick Factory" ，嗣改

Tramways en Chine 飞华名称"比

.. Belgian Brick Factory 飞窑设于

国铁路电车公司"或"比国电车铁

德租界海大道东楼南边.生产上

路公司".本部布鲁塞尔，专事经

等红蓝机砖、普通手工砖、水泥混

营对华铁路电车建设投资及放款

凝土砌块、屋面瓦、铺瓦等.是窑

业务. 1912 年设总代表处于北京，

产品初期由华顺洋行包销. 1924

以荷商陶普施 (Robert De Vos) 为

年前易主，也克达洋行主人铃芒

代表，与北洋政府签订《陇秦豫海

苏克(J. Mansouk) 盘顶接办，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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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

洋行名依旧。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办，成为个体商号，启用 "Picking

载。

Lampen , Nachfolger" 新西名.先
后迁香港路及广东路营业，有资

比国铜业联合社

nion

Ucometal

Cornmeriale

Belge

, U-

本墨洋 5 万元，年营业额约 10 万

de

元。进口经销德国所产电缆、包铅

铁丝、皮线、电器零件、灯罩及杂

Métallurgie , S. A.
比利时钢铁销售公司。 1933

货。 1937 年前后迁宁波路营业，更

年开办，本部布鲁塞尔。旋即来华

西名为 "Picking Import

开业，于上海丸江路设分号，甘世

Co.飞未几改由华职员俞光汉经

东路及公平路设楼房.进口推销

营。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比、德、法及卢森堡所产钢铁产

银行为"德华"及"金城"、"中国"

品. 1947 年注册资本为 100 万比

等。

&. Export

利时法郎.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载，沪行经理骨弗朗克 (A.

A.

Franck) ，往来银行为"华比"等.费
延芳及章峨庵、挑越群尝充公司

华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比商公发进口部

Gregoire , Al-

bert
上海法界比商贸易行. 1926
年铃格雷古瓦 (Al bert

•

Gregoire)

个人开办.初设于吕班路，嗣迁格

Picking Lampen , A.

罗希路营业。经营进口贸易及厂

, Picking Lampen , Nachfolg町'

家代表业务.先后代理几家比利

比金公司

G.

Picking Import &. Export Co.

时厂商，产品包括毛纱、呢绒、亚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2 年铃

麻制品、电缆、电线、电气设备、工

雅恩也. Jahn) 等集股开办，西名

业设备及壁纸等. 1940 年代初尚

"Picking Lampen. A. G." ，为股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份有限公司 e 初设于圆明园路，嗣
迁江西路营业.经营各种灯泡及

比商联华颜料厂

杂货. 1927 年前改组，由原天利洋

Godchaux Co. (Far East)

经理祷蒂尔(E.

H.

Thiel)个人接

Lazard 一

上海比商颜料行.华比银行

•

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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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行经理骨德梅茨 (M.

西名 "Thorne Brothers

&. Co.飞初

Demets) 1910 年代中与纽约赞拉

设于江西路，经营贸易业 .1867 年

扎尔也. Lazard) 等发起开办。初

前职员祷梅特兰(].

设于江西路，嗣迁法界爱多亚路

入伙。 1878 年前由梅氏接办，更西

营业，江西路恒业里设楼房。经营

名为 "Maitland

苯胶染料及化学制品迸出口贸

伦敦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启用

易。代理布鲁塞尔、伦敦、巴黎、旧

"Maitland &. Co. , Ltd." 新西名，

孔代、里昂、曼彻斯特、纽约、蒙特

祷梅弗兰 (Frank

利尔及米兰诸埠各亲缘公司。华

其事，先后在汉口路、广东路及四

经理周仰高. 1920 年代初营业范

川路营业.经营杂货、J:E头拍卖及

围进一步扩大，更名为比商联华

一般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英国

洋行.

厂商公司. 1930 年代一度充怡德

A. Maitland)

&. Co. " • 1890 年在

J.

Maitland) 主

洋行全权经理. 1940 年代末尚见
比杰耳士基勒洋行

Pickersgill ,

于记载，总经理柯博俩 (A.

M.

Cobbett)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M. H.
哈尔滨西商贸易行. 1925 年
前比像耳士基勒 (Michael

H.

"有利".郑程先、陈德培、陈瑞棠
等尝充是行买办.

Pickersgill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
岗，嗣迁道里营业.经营钻石、乌

元利洋行，元利公司

拉尔宝石及白金等批发零售业

A.

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Chapeaùx Frξres ， S.

,

Chapeaux ,

Chapeaux Frères &. Co.,
A.

,

Cha-

peaux &. Co. , Ltd. , M.
元芳洋行

,

Thorne Brothers &.

Co. Maitland &. Co.
Co. , Ltd.

阐'

, Maitland &.

上海法界法兰西外滩法商贸
易行. 1915 年原利贞洋行 (Bre

itung &. Co. )职员骨夏波 (A.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57 年(或

Chapeaux)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作 1858 年)骨索恩兄弟(J.

行名.经营出口贸易.东方皮毛公

Thorne 及 C. Thorne) 合伙开办，

司(Sociét垂Orientale

de Fourrures

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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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ux) 为其产业。 1920 年前改

茄、纸烟、烟叶、火漆、泊漆、石蜡、

组为兄弟合伙行号，变更西名为

酒精、木材等 F 出口中国产物.代

"Chapeaux Frères &. Co. ". 1925

理菲律宾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

年(或作 1926 年)注册为私有有限

家。 1930 年代初改组，更西名为

&. Co. ,

UElizalde &. Co. , Inc. " ，华名依旧。

M." 新西名，骨小夏波 (M.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et

公司，启用 U Chapeaux

Ltd. ,

Chapeaux) 任总经理。进口商贡、

银行为"汇卒".

仰光、曼谷大米及加、澳、美小麦 F
出口自丝、绸缎，销往法国 F 兼营
煤炭贸易及一般经纪业务。 1930

元和洋轩

Culpeck ，

E. A.

天津法界西商贸易行.

"中法工商"、"东方汇理"、"汇丰"、

1912
年前原源昌洋行 (Brown Bros. &.
Co. )代签有效人赞卡尔佩克 (E.

"花旗"、"大通"及"和嘀飞吴芸台

A. Culpeck) 个人开办.初设于狄

尝充是行买办，潘炳佳一度为高

总领事路，嗣先后迁水师营路、圣

级华职员.

鲁易路及宝总领事路蕾业.经营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进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无亨洋行

Ynchauti y Cia I Ynchauti &. Co. I Elizalde &. Co. ,
Inc.
菲律宾西班牙及美国工业贸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天工洋行

Kortus , F.

I

Kortus

&. Son. F.
上海捷商(或作德商〉假肢矫

易公司， 1854 年创办，本部马尼
拉.愉朗、宿务、索索贡、达沃、巴

形厂。 1927 年份科尔图斯 (F.

哥洛、图盖加拉奥及神户、孟买、

民us)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纽约、旧金山设分号 .1925 年前来

初设于香港路，嗣迂四川路营业。

华开业，号上海北京路及香港干

静安寺路设分号。 1930 年代初改

诺道中设分号，西名 "Ynchauti

组为父子行号，更西名为 UKortus

&.

Co. " ，华名"元亨飞进口经销所产

&. Son.

吕宋麻绳、食糖及菲律宾硬木、雪

(v.

Ko-

F.". 其子骨小科尔图斯

Kortus)为矫形技师.制作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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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医治残缺形体器官 .1940 年代

地毯、肥皂、化妆品、男女运动服

专营静安寺路店。 1940 年代后期

装、袜类、裁缝用杂货、鞋泊、呢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

绒、棉布等等. 1934 年前布民退

等.

伙，由希尔个人接办，先后迁黄浦

天成洋行

Umrigar Brothers

,

滩路及南京路中央房子营业.添
营进出口贸易及总佣金代理业
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Umrigar &.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9 年原
美兴公司( Gaston , W il1iams

&.

Wigmore) 沪庄会计部职员祷乌姆

为"汇丰飞钱伯康及杨伟生、钱坤

元尝充是行华经理或高级华职
员.

里加 (H. C. Umrigar) 兄弟合伙
开办.初设于汉口路，嗣迁江西路

天利洋行

营业.日本大阪设分号.进口印度

Hugo

原棉 z 出口生丝、棉丝、绸缎、豆类

Ltd.

及杂货，销往印度及非洲.兼营佣

, Behn ,

Stinnes China Co. ,
Meyer China Co. ,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1 年开

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办，西名 "Stinnes

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汇

Hugo飞母公司设于德国之汉堡，

卒"、"大英"、"有利"及"花旗飞董

西名" Aktienge配l1schaft

炜生、黄寿椿等尝充是行买办.

Stinnes fuer Seeschiffahrt und Ue-

China Co.,
Hugo

berseehandel" .汉口、北京、天津、
天安洋行

Browne ，

Hi11 &. Co.

上海四川路英商洋行。 1929

出口贸易，承办相关工程包工业

A.

务，充瑞生机器陈列所全权经理.

Pelham Browne) 与博而司洋行
(Ba11's Agency , W. G.) 伙东祷

在华代表母公司系统各公司及其

希尔 (H. Leonard HilD 合伙开办.

家。 1926 年易主，母公司仍设于汉

经营厂家代表业务，代表英国厂

堡，西名作 "Arnold

商公司十余家，产品包括纺织品、

本店则更西名为"Behn ，

年原正泰洋行主人骨布朗 (G.

•

臂'

青岛、沈阳先后设分号.经营总进

它德国厂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

Ot to Meyer" ,
Meyer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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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核定资本银 40

堡、孟买及阿格拉姆设分号。 1922

万两，收足.进口欧美机器、纸、烟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广东

叶、卷烟纸及铝销等卷烟厂材料、

路，赞埃利格 (G.

五金、化学品、橡胶制品、玻璃、文

事，买办梁少阶.进口经销意、英、

具、杂货，出口杂货.代理几家德

德、波、澳所产人造丝、毛纱、棉

国厂商公司，兼办相关工程承包、

纱、延头、食品、颜料、油漆、化学

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 1943 年尚

品、纸类、五金、大理石及杂货$出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口蛋白及桐泊等，销往德国及印

及"汇丰"等.

度。代理欧洲几家厂商公司. 1930

China Co.

H.

Ellig) 主其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天利洋行

Gregory

"德华"、"汇丰"、"麦加利"及"和

&. Co. , T.

M.

嘀飞

香港英商贸易行。 1908 年原
万记洋行 (Apcar

&. Co. , A. V. )

代签有效人忌利架厘 (T.

天纳洋行

Steiner &. Co.

I

Steiner

Import Co.

M.

Gregory)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上海捷克斯洛伐克洋行.

名 .1918 年前改组为家族公司，启

1923 年〈或作 1922 年及 1924 年〉

用现名.进口经销邮票、图画明信

史天纳 (M. H. Steinner) 等合伙

片、玩具、棉布、呢绒、棉纱、毛纱、

开办，西名 "Steiner

纸及杂货，出口香港制造品.独家

于江西路，嗣迁九江路营业.经营

代理钻石批发贸易行"以必珍兄

厂商代理业务，代表英、意、法、

弟有限公司" •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德、瑞士、荷兰及捷克斯洛伐克制

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造厂商. 1930 年代初添营进口贸

&. Co. " .初设

易业，启用 "Steiner Import
天佑洋行

Glanzmann , Fco.

I

Glanzmann Co. , F.

Co. "新

西名.进口意、澳、德、捷及北欧各

国所产纸、硬纸板、铝箱、玻璃纸、

意大利贸易商行. 1867 年创

卷烟工业原料及钢材、化学品、杂

办，总号的里雅斯特。维也纳、汉

货等，代理几家欧洲厂商公司.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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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在

天和洋行

南京路营业，记作美商.往来银行

Ba nker &. Co. , Ltd.

先后为"中法工商"、"华义"、"浙
江实业"及"大通".

Banker &. Co.

,

香港英商洋行。 1899 年前原
黄埔海关铃字手铃班克 (Geo.
Ba nker) 发起开办，资本银 20 万

天纶洋行 F 天纶有限公司

Levy

,

&. Co. , Simon Levy &. Nissim ,
Ltd. , Simon Nissim &. Co.,
Ltd. , Edward

,

上海仁记路英商洋行。 1916

年原新沙逊洋行伙东骨利维 (S.

&. Co.

"0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务 o 1905 年以银 20 万两为资本，

购船添营航运业，兼保险代理业
务，分别称为"天和轮船公司"及

"天和洋行".拥有大小船 10 余艘，

&.

除香港一一梧州航班外，还分航

Co. , Simon". 经营佣金代理及贸

于西江之梧州一一南宁，南宁

易业，买办郑渭安. 1922 年原新沙

-一龙州，南宁一一百色，得州

逊洋行另一资深董事份尼西姆

一一柳州各线，为本世纪初唯一

(Edward Nissim) 入股，改组为私

通航于西江上下游的轮船公司.

有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Levy

1910 年前后迁本店于梧州，香港

Simon". 嗣迁北

改分号.其后航运业中落 .1921 年

京路营业，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

前在香港别组股份有限公司，班

业务，代理英国一家保险公司，买

克出任公司常务董事，西名作

办张少莲. 1920 年代后期利维退

"Ba nker &. Co., Ltd." ，华名依

居次位，公司遂更西名为 "Nissim

旧。专门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

，因ward" ，华名依

代理业务。梧州行仍以原西名称.

旧.其时有资本鹰洋 10 万元，添呢

嗣改以华人为常务董事。 1940 年

绒延头进口贸易. 1940 年代初尚

代初尚见于记载.

A.

Levy) 发起开办，西名 "Levy

&. Nissim , Ltd. ,
,

两，广西梧州设分号，西名"Ba nker

&. Co. , Ltd.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麦加利".

天荣洋行

Tenyei &. Co.

Tenyei Yoko

吁'蝴

~一一…一一…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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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商贸易行。 1930 年佐

金、生铅、王金工具、杂货等进口

藤荣一主持开办。初设于乍浦路，

及一般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初尚

嗣迁百老汇路营业。汉壁礼路及

见于记载.

南京太平路先后设支店。进口日

本机械、小工具、建材、铁管、橡胶

天津气灯公司

制品、制帽材料、帆布、自行车部

件、钢质家具、保险柜、缝纫机、制

Co. , Ltd. Tintsin Gas and Electric Li ght Co. , Ltd.

鞋材料、家用五金及烟草等. 1943

天津英商煤气公司. 1880 年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朝

代初旅津西商筹备开办，颇获原

鲜"、"住友"及"横滨正金"。

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廷枢〉等华

Tientsin Gas

,

商支持，于 1888 年正式成立，西名
天星小轮船公司

"Star" Ferry

"Tientsin Gas Co. , Ltd" ，资本银
30 , 900 两. 1890 年开始通气营

Co. , Ltd.
香港九龙英商轮渡公司。

业，供应英租界照明用煤气.离林

1898 年"怡和"及"沙逊"等洋行发

洋行伙东狄更生 (W.

起开办。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

son) 首任董事长，新泰兴洋行主人

经营港九间轮渡业务。 1910 年代

威雅森(Jam四 Wilson) 、旗昌洋行

中核定资本为 40 万元，收足 .1930

津号代签有效人祷布朗 (R.

年代中核定资本累增至 100 万元，

Brown) 、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

实收 80 万元。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员鲍以森 (C. Poulsen) 及汇丰银

载。历任董事长多由怡和祥行常

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荫柏等为董

务董事或董事担任。

事.本世纪初改组为公众性有限

W. Dickin-

M.

公司，添电力供应业务，更西名为
天顺洋行

Morton Bros.

& Co. •

Charles

"Tientsin Gas and Electric Li ght

Co. , Ltd. " ，华名别称天津气电灯

香港皇后大道中西商贸易

公司. 1910 年增核定资本为银 25

行。 1927 年前赞莫顿 (Charles

万两，实收 9.98 万两，发行公司债

Morton) 兄弟合伙开办。经营五

券 9.98 万两。大沽驳船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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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司图诺(Jam臼 Stewart) 任董事

Pre田"，经营印刷、装订及其它书

长，仁记洋行伙东邵富德 (w.

E.

商业务.出版发行英文《京津泰晤

Southcott) 及吴荫柏等为董事，仁

士报). 1906 年前改组为公众性股

记洋行代办文案. 1920 年代渐无

份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Tientsin

所闻.

Press , Ltd." 新西名，有资本银
9.5 万元.嗣于北京台基 r. 设分

Co mpagnie

号。《京津泰晤士报》及4 中华星期

de Tramways et d' Eclairage de

画报》均为公司产业。代理多家西

天津电车电灯公司

Tientsin

, Tientsin

Tramways &.

文杂志及图书、文具公司 .1947 年
尚见于记载，隆茂洋行津号经理

Electric Ligh ting Co. , Ltd.
天津比商电车电灯公司.

错特纳。. S. Turner) 任董事长，

1900 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 G.

错琼斯(J. S. Jon四〉为常务董事.

von Detring) 及德商(或作比商〉世
昌洋行主人梅雅德 (Eduard

天津自来水公司

Meyer) 等发起， 1902 年世昌洋行

terworks Co. , Ltd.

Tientsin Wa- .

天津英商自来水公司. 1897

伙东海礼也. Hey)) 出面承办.核
定资本 25 万英镑〈或记为银 250

年裕通洋行 (Electric

万元$或记为 625 万法郎，收足) •

&. Fitting Coy.

本部布鲁塞尔.下设华务处，电

Poulsen) 、美昌洋行 (Philippot

站、电灯处、运输处及各类车间.

Co.

经营有轨电车运营及供电业务.

pot)、大沽驳船公司董事长司图诺

1930 年代中发电量为 3 ， 242 万余

(J arnes

千瓦.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

事，俄商贩丰洋行津庄经理四达

Engineering

)总经理鲍以森 (c.

)主人骨菲利波特 (A.

&.

Philip-

Stewart) 及荷兰驻天津领

尔祥福 (A. D. Startseff) 等发起
天津印字馆

Tientain

Pr，臼s ，

Tientsin Press

,

Ltd.

开办，资本银 7.3 万元，注册为公
众性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自来水

天津英界中街英商印刷出版

厂及水站，兼营裕缸、脸盆及各种

公司. 1894 年开办，百名 "Tientsin

榕池设备.仁记洋行代理文案.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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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核定资本累增至纹银 20

天津银行

万两，实收 19.8 万两:发行公司债

Ltd.

Bank of Tientsin •

券银 5 万两. 1921 年改由英租界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银行.

工部局经营，是为天津英工部局

1920 年就天津商工银行与北京实

水道处，日耗水量为 174 万美加

业银行合并开办，为股份有限公

仑。

司，日文原称株式会社天津银行。
核定资本 250 万日元，实收 62.5

天津驳船公司

Tientsin Lighter

万日元.北京、塘沽、唐山、石家

庄、太原诸埠先后设分支行。经营

Co. • Ltd.
天津英商拖驳运输公司，

一般银行及储蓄银行业务。 1930

1906 年前开办。塘活设分号。经营

年代中资产负债总额为 448 万余

拖驳运输、船舶修造及相关机械

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制造业务。先后由太古洋行经理

资本 250 万日元，总董福井隆一。

及代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子记
载。

天津俄贮有限公司

Tientsin

Wh arf &. Godown Co. , Ltd.
天津信托有限公司

Tientsin In-

1912 年前福公司总代理人铃布雷

vestrnent Trust , Ltd.
天津英界海大道英商股份固
定信托公司. 1934 年前平和洋行
资深董事铃豪厄尔 (W.

天津英商码头仓钱公司.

M. How-

ell) 、名律师爱温斯 (Richard

T. E-

vans) 、合禄洋行伙东司姿(H.

L.

热(J arnes R. Brazier) 、名律师甘
博士 (P.

H. Kent)、高林洋行伙东

小毛令 (C. R. Morling) 及华俄道
腔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费叶尔莫莱
耶夫 (S.

P. Ermolaieff)等发起开

N. Snow) 及华商某等发起开办，

办.嗣在香港注册。高林洋行、福

经营有价证券投资业务. 1947 年

公司、福中公司先后充其代理及

尚见于记载，其时董事长为永丰

全权经理行.汤生公司尝为其地

洋行常务董事费尔卡(费巧尔 .F.

方代理行.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A.

Fairchildλ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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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泰印字馆

Foochow Printing

多德韦尔 (George

铃卡利尔 (A.

Press
福州葡商印刷所. 1873 年原

B.

Dodwell) 及

J. H. Carli 11)合伙

接办，更西名为"Dodwell. Ca rlill

Co. 飞嗣设总号子伦敦，上海、

益满庆新阔纸馆 ("Foochow Ad-

&.

vertiser" Office) 主人及隆祥洋行

香港、汉口、福州、广州及横滨、神

(Rozario. Marçal &. Co. )资深伙

户、维多利亚、塔科马诸埠设分

东铃罗扎里奥 (D. do Rozario) 创

号。 1899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责任

办。出版发行英文日报《钟福州!每

公司，启用"Dodwell

日回声报>> (Foochow

Daily

Ltd. "新西名，先后添天津、重庆

Echo).1896 年由骨罗扎里奥夫人

及东京、科伦坡、纽约、旧金山、洛

(Mrs. D. Rozario) 接办. 1930 年

杉矶、西雅图、温哥华、安特卫普

代初尚见于记载，业主为铃小罗

等分号。别称天祥洋行有限公司。

扎里奥(J.

华行出口茶叶、猪鬓、梅脑、桂皮、

M. Rozario). 所营迸

&. Co..

&.

生姜、香油、桐泊、爆竹、席垫、藤

Co. • J. M. ".上海及厦门设分号，

器、铜器、瓷器、竹料、绣花葛制品

华名"天泰洋行 ".1943 年尚见于

及杂货，进口欧美、印度及澳洲所

记载.

产木材、引擎、机器、汽车、电梯、

出口贸易行，西名 "Rozario

冰箱、五金、化学品、延头、毛线、

天祥洋行

Co.,

Adamson. Be ll &.砂糖、面粉、办公用品、酒类、食

Dod well. Carlill &. Co.,

Dod well &. Co. , Ltd.

冉'

品、成药、麻袋、麻绳及纸烟等.代

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上海外摊英商贸易行。 1858

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7 年在华注

年骨亚当森(J. Adamson) 及贝尔

册，资本为 50 万英镑，沪行经理林

(F. H. Be1l)就天长洋行 (Adam

达 (ß.

son &. Co. • W. R.) 改组开办，西

丰"及"麦加利气沈子云、唐仲良、

名 U Adamson.

Be11 &. Co. .. .福州

陈松原、陈庆兆及梁少阶、邹开

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兼保险

兴、秦履云等尝充是行买办(华总

代理业务。 1891 年出倒，由职员骨

经理〉或部门买办(华经理).

P.

Lind). 往来银行为"汇

天开
天盛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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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回chkoff ，

矢福洋行

E.

Slevogt &. Co.

哈尔滨道里俄商贸易行。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90 年前

1916 年格柴处夫 (E. Kasad汰。ff)

铃斯勒福格特 (Max Slevogt) 发起

个人开办。天津、上海、沈阳、大连

开办。初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迁圆

设分号.进口英国呢绒毛料，经营

明园路及苏州路营业.经营进出

呢绒、男女服饰用品、毛皮及皮货

口贸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批发零售业务，承做各式男女时

德英几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装. 1930 年代中转以天津英界中

一度为青岛卑酒公司(Germania

街分号为营业中心. 1940 年代后

Brauerei)业主. 1917 年中国对德

期尚见于记载，经理铃巴布什金

奥宣战后停业。 1920 年代初恢复，

(v.

先后在四川路及博物院路营业，

S. Babushkìn).

铸赫尔特 (M. Hoerter) 及骨比海
天裕洋行
、Campbel1

bell &. Co.

Campbell , Alexander

&. Co. , Alex.

,

, Camp-

, Ltd. , Alex.

因 (P. Biehayn) 先后主其事.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衷承斋、胡熙元尝
充是行买办。

九江英商贸易行. 1880 年铃
坎贝尔 (A. Campbell) 个人开办，

开文公司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茶、丝出口

Co.

贸易 .1890 年迁本店于上海，更西
名为 "Campbell

Refrigerator Servìce

上海法界海格路美商电气冰

Alex. 飞九

箱行。 1932 年原大昌洋行经理史

江及汉口设分号. 1925 年改组为

梯文(John F. Stevens , Jr. )个人

私有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

开办。华名别称开文冰箱厂.经营

章程注册，资本规银 15 万两.所出

各种电冰箱及制冷设备安装维修

口之茶叶，行销非、欧、美、澳各

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洲 .1940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经理周方勤、11J.理金周根.往来银

为"汇丰"、"麦加利"及"有利".郑

行为"浙江兴业"。

&. Co. ,

星洲、郑润泉尝充是行买办。

开利洋行

Clerici , Bedonì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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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Clerici , Bedoni &. Co., S.

赫 (0. Schoch) 个人开办，资本为

A.

墨洋 1 万元.进口展销瑞士"自郎
上海博物院路意商贸易行。

苏维" (Brunswick) 及其它欧美留

1918 年原"怡和"及"大昌"洋行职

声机、收音机、唱片及电器零件

员开利 (A. Clerici) 与丝商幡贝多

等，兼相关修理业务。 1940 年代后

尼 (C. Bedoni)合伙开办.广州及

期尚见于记载.

米兰、里昂、科英、热那亚、纽约设

分号.经营丝业及杂货贸易，兼办

开勃实业公司

丝品检验公证业务，代理几家缘

Engineering Co. , D.

Kable Industrial

丝厂. 1928 年前改组为私有有限

美国工业机械公司. 1916 年

公司，在意大利注册，资本为规银

开勃(0. M. Kable) 主持开办，本

13.5 万两，贝氏任董事长.进口

部芝加哥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

意、加所产食品、葡萄酒、药品、化

在上海以挪威商盈生洋行为代理

妆品、丝绸、人造丝、帽类、电料、

行，经营对华业务.嗣于江西路设

自行车、纸及杂货，出口生丝、茧

分号，华名别称开勃洋行.进口工

绸、茶叶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

厂成套设备、机械及其它零件，承

洲大陆及北非.兼丝品检验公证

办相关咨询及工程技术业务.

业务.代理意、德厂商公司数家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行

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政以希腊商名义继续营业，其时

经理骑马加礼 (C. Fumagalli). 往

总经理为善马夫罗马蒂 (A.

来银行为"华义"、"汇丰"、"东方

Mavromati) .往来银行为"芝加哥

.汇理"及"中法工商"·朱蔼堂尝充

L.

国民"及"芝加哥第一国民飞

是行买办.
开洛电话机器制造公司
开明样子房

Brunswick Show-

room

KelJogg

Switchboard &. Supply Co.
美国电话及无线电设备公

上海法界霞飞路瑞士商品陈

司. 1900 年前开办，本部芝加哥.

列所。 1930 年瑞康洋行主人错朔

1910 年代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开始
港、天津、汉口诸埠，以慎昌洋行

威、捷克、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及

为代理行经营对华业务 o 1920 年

法国.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

代初设远东分号于上海江西路，

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43 年

嗣先后迁南京路及博物院路营

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德华"、

业。北京、沈阳、哈尔滨设次分号.

"麦加利"、"中国"及"台湾飞

进口经销所产电话交换机、电话

机、电话设备、无线电设备、电话

开能达有限公司

蓄电池、收音机、电报机零件及电

Cable & Construction Co. , Ltd.

Ca llender' s

线、电缆等。代理数家至十数家相

英国电辑工业及工程公司.

关美国厂商公司 o 1930 年代初尚

1882 年 4 月 12 日创办，西名原称

见于记载.狄雷 (Roy

" Ca llender ' s Bitumen Telegraph
& Waterpr∞，f Co."，本部伦敦.

E. De Lay)

尝任远东分号经理.

1892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及上

Huygen , G. E.

海，尝以英商大兆公司<Brighter ，

广州沙面法界荷商〈或作德

Malcolm & Co. )为代理行，进口铺

商)贸易行 .1914 年原香港兴盛洋

设所产电缆. 1923 年后上海、香

行广州分号经理开健 (G.

港、北京、天津、沈阳、宜昌、汉口、

开健洋行

E.

Huygen) 发起开办.香港、汕头及

青岛、福州、厦门、广州、重庆、汕

上海先后设分号.进口德、荷、日、

头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理处.进

英、法、美诸国所产机器、成药、染

口经销电缆、电线、变压器、开关

料、工农业用化学品、医学材料、

齿轮、通路器、断路器、爱克斯光

医用化学品、亚麻布、绣花纱线、

机及电疗器械等，承办相关工程

仪器、文具、香料、香精、足头、五

事务，代理几家英国厂商公司。

金工具、纸类、五金及杂货 z 出口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230 万英

席垫、藤料、竹料、禽毛、桂皮、瓷

镑，实收 190 余万英镑，为公众性

器、乌木器、象牙器、桐泊、矿砂、

有限公司。上海平和有限公司、马

佳皮泊、茵香油、鱼网、鱼竿等，销

克敦工程建筑公司、香港威林诗

往英、荷、德、美、瑞典、瑞士、挪

积有限公司、北京和泰洋行、青岛
,

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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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洋行、沈阳文隆洋行、宜昌罗

仁记路营业。 1930 年代末尚见于

治洋行均持有"开能达"股票。"汇

记载，经理福立亨 (D. A. Fulei-

车"等英商洋行为其往来银行。护

han) 。

行经理兼总工程师高登 (A.

H.

Gordon) ，吴承斋尝充是行买办。

开满洋衍

Kimatrai

&. Co.

, J.

其后华行陆续关闭，对华业务改

日本印商贸易行. 1917 年前

以英商万泰有限公司代理， 1940

开办，本部初设于横滨，嗣迁神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户。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设分号
子上海，先后在南京路、汉口路、

开乾洋行

Katz

&. Co.

, Wm.

博物院路及北苏州路营业.香港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06 年前

云威街及广州沙面法界一度设分

滋美洋行职员开乾 (WrQ.. Katz) 个

号。进口呢绒、人造丝纱及原棉 p

人开办.初设于黄浦滩路，嗣迁仁

出口绸缎、人造丝绸、人造丝真丝

记路营业.旧金山、海参跋及烟台

混纺绸缎等，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设分号.经营贸易及肥皂制造业，

泰来庆 (T. Tarachand) 尝充沪行

肥皂厂设于上海爱文义路 F 自备

经理，华经理郑惠山 .1948 年资本

轮船运营，承办航运及佣金代理

为国币 240 万元。往来银行为"和

业务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

嘀飞

理白克那 (H. Berkner) ，买办黄大
井上照相馆

屡.

Inouye , S.

上海虹口西华德路臼商照相
开登洋行

Katen

&. Katen

馆. 1901 年前井上氏 (S.

lnouye)

美国花边绣货行. 1918 年开

个人开办。嗣与其子合伙，迁百老

登家族(Badie Katen 及Bahig

汇路营业，先后更百名为 "Inouyc

Katen) 合伙开办，本部纽约市.

& Son ,

1920 年代来华开业，于上海法界

S.".1917 年前后复四百华德路，

爱多亚路设分号，经营花边绣货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馆

加工制作及对美出口业务。嗣迁

址在北四川路。

S." 及 u Inouye

& So ns.

他

升不木瓦
井泽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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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awa &.. Co. , Ken

天津日商贸易行。 1914 年(或

起开办，香港设分号 .1872 年前由
伙东铃戈麦斯 (F.

A.

Gomes) 出

作 1915 年)井浮健三家开办。先后

面接办，迁本店于香港，先后在嘉

在英界领事道、中街及日界伏见

咸街、威灵顿街及云咸街营业，华

街、西宫岛街营业.大连及北京东

洋行名依旧。经营贸易业 .1899 年

交民巷先后设分支店所.经营日

尚见于记载.

本丝绸、古玩、中国地毯、美国汽

车及汽车零件进出口贸易，兼营

木材洋行 4 株式会社木材洋行

开漆煤炭.开办有女子服装厂、洗

Kimura &.. Co.

染厂及绒毡厂.一度充美丰洋行

Ltd.

I

Kimura Y oko ,

授权代表。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

沈阳浪速通日商照相材料

时资本为 80 万日元，代表井泽健

行。前身为木村清一与冈田子之

三，代理人福妖光藏.往来银行为

育合办的冈田洋行.嗣冈田氏去

"横滨正金" •

世，由木村个人接办 .1926 年前更

名木村洋行。 1931 年改组为合伙
井原商店

•

Ih ara &.. Co.

公司. 1935 年改组为般份有限公

辽宁安东日商贸易行. 1919

司，核定资本 25 万日元，"新京"、

年前井原家开办.沈阳及日本大

大连、哈尔滨设支店.经营照相机

阪、朝鲜京城〈汉城〉、新义州设支

及照相材料 .1939 年增资至 75 万

店。经营五金工具、机械工具及建

日元，分 1.5 万股，每股 50 元.哈

筑材料等 .1943 年尚且子记载，沈

尔滨及"新京"设支店，沈阳城内、

阳支店沃井原雄太郎，往来银行

齐齐哈尔、北京、锦州设营业所.

为"满洲兴业"等.

1943 年尚见于记载，专务久保田
傣沽，常务江见浮害进.往来银行

不兰爹呵洋行

Brandão &.. Co.

为"满洲兴)]l" •

澳门南湾葡商贸易行. 1861

年前不兰爹呵(巴令丁〉家族 (A.

C.

Branddo 及A.

J.

Brandão) 发

瓦利洋行

lbragimoff. A. V.

天津俄商 Bl. 货贸易行. 1927

回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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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骨伊勃拉基莫夫 CA. V. 1-

菊次郎，专务井上宪一等 .1945 年

bragimoff) 个人开办。初设于法界

日本战败投降，华行关闭，由中国

巴斯德路，嗣迁英界海大道营业。

政府派员接收。

沈阳浪速通设分号.经营毛皮、生
皮、羊皮、皮货原材料及一般经纪

五和洋行

业务。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ment Co.

Republic Land Invest-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建筑工程
王子公司

。ji Paper Manufac-

turing Co. , Ltd

行及房地产公司。 1931 年前原苏
生洋行 CSuenson

&. Co., Ltd. ,

日本造纸工业公司. 1873 年

E. )职员、建筑师卢纶 (G. Vaugh-

三井次郎右卫门、小野善右卫门、

an Rowland)及原贸孚祥货木器号

岛四人郎左卫门及古河市兵 E 发

经理陈学坚等主持开办.承办建

起创办，资本 15 万日元，称"抄纸

筑设计及土木工程，经营地产、房

会社 ".1893 年定名王子制纸株式

地产投资及代理业务。 1940 年代

会社，本社东京 .1916 年兼并帝国

中迁北京路营业，陈学坚及陈羊皮

制纸株式会社 .1918 年来华开业，

青、浦镜清等主其事。

先后于上海及大连、香港设分支

由

店所.进口经销所产纸张 .1933 年

五星洋行

与富士制纸株式会社及桦太工业

(China)

Yannoulatos Brothers

株式会社合并，拥资 14 ， 998 万日

烟台崇实街希腊商贸易行。

元，年产纸 68 万吨、纸浆 20 万吨，

1920 年茧绸社主人杨诺德兄弟

成为造纸托拉斯，并染指木材、电

(Emm. P. Yannoulatos 及 N. P.

力、煤炭、运输等产业部门 F 上海

Yannoulatos )合伙开办，上海设分

海州路中国版纸制品公司即为其

号.经营样丝、花边、绣货、生丝、

子公司. 1940 年前核定资本累增

发网及其它中国产品出口贸易，

至 30 ， 000 日元，实收 22 ， 499.4 万

兼营航运、保险代理及相关经纪

日元 s 年产纸 90 万吨、纸浆 85 万

业务 .1933 年前迁总号于上海，先

吨。董事长藤原银次郎，社长高岛

后在仁记路及圆明园路营业 e 烟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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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连及神户、雅典、伦敦相继

美、印、埃及棉花，生产棉纱及棉

设分号。 1943 年尚且于记载.记为

布，销往南洋群岛、非洲及日本。

美商，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1937 年 6 月投资额为 32.804.162

日元，嗣因战事损失 .1938 年 6 月
丰业公司

Tientsin Realty Co.

I

Tientsin Realty Co. lnc.

降至 10.591.019 日元 .1939 年 5

月回升为 15.298.484 日元。 1944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美商房地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丰田利三郎，

产公司。 1925 年前名律师费尔慕

专务西川秋次，董事兼经理三好

诗 (Raoul

Fermus) 及法克斯

静一郎，董事兼技师长须藤三郎.

(Charles James Fox) 等发起开办。

往来银行为"三井"、"横滨正金"、

一度迁圣鲁易 D! 营业。经营房地

"三菱"、"朝鲜"及"台湾"。

产、放款、投资及保险代理等业

务。奥商贩泰洋行主人斐士 (Emil

丰茂洋行

S. Fischer) 首任经理。 1941 年尚

(China) Co. • Ltd.

见于记载，董事长法克斯，

lndustrial Ex归rt

上海西商贸易行 o 1924 年前
势奥待 (Emile Ott)及烟台茧绸社

丰田纺织厂

Spinning

Toyoda Cotton

&. Weaving Co. , Ltd.

洋行沪庄经理杨诺德 (P.

P. Yan-

noulatos) 等发起开办.初设于广东

上海日商棉纺织工业公司。

路，嗣迁法界爱多亚路营业.烟台

1921 年丰田式自动织机发明人丰

兴隆街设分号.经营丝绸、花边、

田佐吉家开办。核定资本1， 000 万

发网、土产及总进出口贸易 o 1930

日元，实收 500 万日元，在日本注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王炳甫尝充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日文称株式

是行总买办及华经理.

会社丰田纺织厂.事务所初设于

四川路，嗣迁汉口路营业.主厂设
于极司非而路，青岛四沧路设分

丰和英行

Gearing

&. Co.

镇江英商贸易行.十九世纪

厂，上海兰路平凉路角纬通纱厂

后期原旗昌洋行(Salter ，

亦其产业.经营棉纺织业。进口

E. )职员，荷兰驻镇江副领事盖龄

Albert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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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

(J. G. W. Gearing) 主持开办。经

设分号。经营航运及代办贸易业。

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860 年代初英国首批石油运华，

代理日、英等国几家保险及其它

即由"丰泰"承办。嗣接管森和洋

公司厂商. 1891 年前由原亨利洋

行 (Wetmore.

行 (Ganny

M.) 镇江分

东的全部业务，添设香港、横滨、

号职员，瑞和洋行主人及后任镇

神户诸分号。此时伙东为骨弗拉

江洋商会会长怜斯塔基 (E.

扎 (E. Frazar)、华地玛 (W.

Starkey) 受盘接办，华洋行名依

ard Wetmore) 及特林斯和~ Oohn

旧。 1910 年代末骨斯塔基夫人出

Lindsley). 1887 年马克米。. H.

主行务。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McMichael) 来沪主持行务，渐次

所经营的关系企业有丰和轮船公

购进全部股权，成为独资业主。

Navigation Co.)

1905 年(或作 1907 年〉易孟士

&. Co. • J.

司 (Chinkiang

Cryder &. Co. )在远

Shep-

(Walter S. Emens) 入伙，洋行复

等。

为合伙商号.经营综合贸易，出口
丰泰号乐器店
电‘·

Hotaigo

中国产物，代理几家欧美轮船及

保险公司. 1924 年前后改组为有

Gakkiten
沈阳大和区春日町日商乐器

限责任公司. 1920 年代末尚见于

店 .1921 年村越丰作个人开办.嗣

记载.王克明、郁穰菁、陆圣夷、冯

改组为合资商号，资本 2 万元.经

永康、于寿椿等尝充是行买办.

营各种乐器，兼营乐器修理业务.

‘

1943 年资本累增至 10 万元.往来

丰裕洋行

银行为"满洲兴业气

Trading Co.
Trading

丰泰洋行

Frazar &. Co.

I

Frazar

&. Co. • Ltd.
上海美商洋行. 1858 年骨弗

,

China &. Japan
I

Co..

China &. Japan
Ltd.

I

Walker.

Turner &. Co. • Ltd.
美国贸易商行. 1872 年前来
华开业，在上海以黄浦滩店堂"丰

拉扎兄弟 (Everett Frazar 及Dou-

裕 "(Fogg

glas Frazar) 合伙创办。日本长崎

行，并假"丰裕"为华名。经营杂货

&. Co. •

H.) 为总代理

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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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销售业务，兼佣金代理及拍

艾利斯及开普敦诸埠设分号或营

卖业.日本各口设分号。 1891 年前

业所。上海分号成立于 1908 年(或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本部纽约，

作 1905 年)，先后在四川路及江西

上海、宁波及东京、横滨、大阪、神

路营业，华名别称"韦廉士医生药

户、长崎、伦敦、曼彻斯特设分号。

房"，吴礼福 (S. W. Wolfe) 首任

华行经营进口贸易，兼营保险及

经理.重庆设次分号.经销自制如

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1929 年改组，

意膏、红色补丸、清导丸、止痛片、

曼彻斯特分号及上海分号由英商

止咳片及其它药品.拥有上海金

接办，更西名为 "Walker ， Turner

鹰狮牌药茶行(Golden Griffin

&. Co. , Ltd. "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Medical Teas Co. )等产业. 1949

JÞ

•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以曼年自估资产为(旧〉人民币 1 亿 1
彻斯特为总号，上海为分号，华名

千 8 百余万元，经理鲍克思 (A.

依旧.核定资本 4 万英镑，实收仅

D. Box) ，往来银行为"汇丰'.徐

得其半.进口英国棉布、呢绒，代

维恭〈亦应)尝充药局沪庄买办及

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o 1940 年代

华经理.

•

",

白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丰"及"麦加利"。叶庭辅、韦伯年

友邦人寿保险公司

及叶静斋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

Insurance Co. • Inc.

Asia Life

美国保险公司， 1921 年开办，

理。

按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核定
韦廉士大医生药局

Fulford &.

Co., Ltd. , G. T. of Ca nada
Dr. Williams' Medicine Co.

,

资本 20 万美元，本部纽约市。旋即
来华开业，设远东总号于上海南
京路，嗣先后迁广东路及黄浦滩

加拿大英商药业公司。 1881

路营业.天津、汉口、香港、青岛、

年始创于布罗克维尔，总号多伦

济南、烟台、北京、沈阳、哈尔漠、

多，为在加拿大注册之私有有限

重庆、厦门、广州、福州、汕头、杭

公司.伦敦、巴黎、(美国〉斯克内

州、长沙、宁波、南京、成都、西安

克塔迪、新加坡、悉尼、布宜诺斯

及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马来

,.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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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设分号

..

Inc.

或代理处.经营人寿保险业务。

上海黄浦摊路美商银行 •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58 万余元，资

1930 年友邦人寿保险公司总理史

产负债总额 720 余万元 o 1940 年

带 (C. V. Starr)等发起，就友邦

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人寿保险公司储蓄部改组开办，

旗"及"大通气与友邦水火保险总

在康涅狄格州注册，核定资本华

行为兄弟行。史带 (C.

V. Staη 〉

币 50 万元，收足，资产负债总额为

及费孟福 (Mansfield Freeman) 交

华币 496 万余元.专营储蓄业务。

替担任总理，中国银行总经理贝

嗣于香港皇后大道中设分行.

祖贻为公司董事。

1940 年代末尚且子记载，行长史
带.张守卿尝充是行秘书兼收支

友邦水火保险总行

Asia Fire &.

Marine Underwriters , Fed. Inc. ,

主任，朱孔嘉先后充是行秘书及

副行侯.

U. S. A.
上海美商保险公司. 1925 年

前友邦人寿保险公司总理史带

呐'

友联油公司

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

(C. V. Starr) 等发起开办.初设

美国石油公司 .1890 年由"哈

于广东路，嗣迁黄浦摊路营业.北

迪森斯图尔特"等三家"盲目开

京及福州i 先后设代理处.经营水、

来"的石油公司联合组成，本部初

火、伤害、汽车、行李及其它保险

设于加州圣保罗. 1900 年迁洛杉

业务.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公司.

矶.为在美国注册之公众性有限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与友邦

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1925

人寿保险公司为兄弟行.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上海、天

A

津、青岛诸埠，以"志昌"、"安利"、
友邦银行

Underwriters Savings

,

。也

吨，

Ba nk for the Far East , Inc. Underwriters Bank for the Far
East. , Inc.

, Underwriters

Bank ,

"亨德"、"义德"、"亨利"等行号为
代理行，进口推销所产润滑油及

滑脂等. 1 则年6 上海南京路设
驻华销售行，进口所产石油及煤

、

.幡叫叫咱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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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润滑油、马达池、柏泊等石油

'

买办。

副产物.其时总公司资本为 1. 35

亿美元，往来银行为"大通"及"花

太平公司

Taihei Koshi

青岛铁山路日商贸易行。

旗". 1937 年后华行渐无所同.

1918 年开办.大阪设支店.经营头
太子洋行

Fumess (Far East) ,

-

发、发网及煤炭等出口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关川平三，往

Ltd.
香港英商轮船公司。 1921 年

来银行为"朝鲜"，

前开办。上海设分号。经营航运、
航运代理及航运、保险经纪诸业

太平洋行

务.有 5 ， 000 至 8 ， 000 吨级轮船 8

Gilrnan &. Co.

克 CC. C. Black) 先后任董事长.

'‘

, Ltd.

香港英商贸易行 .1841 年(或

艘运营。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祷耶获 (Leonard Yates) 及骨布莱

Gilrnan &. Co. ,

作

1842

年〉机利文 (R.

J.

Gilrna川发起开办.上海、福州、广
州、汉口及日本横滨先后设分号.

太丰洋行

China - Palestine

Trading Corporation

,

China -

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
务. 1891 年前直属分号仅余福州

一处.上海分号由伙东辣富士也.

Palestine Trading Co.
上海西班牙犹太商贸易行.

H. Lavers) 出面接办，更西名为

1920 年原卡来物厂 CCaravel 臼. ,

"Lavers &. Co. "，汉口分号由伙东

Inc.

)经理骨埃兹拉 (N.

r

E. B.

特拉姆齐 CH.

F. Ramsay) 等接
U Ramsay &. Co. ,. •

Ezra) 个人开办。先后在仁记路、江

办，更西名为

西路、北京路、四川路及商摩路太

1916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平园营业.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兼

司，福州及广州设分号.进口欧美

营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澳所产卧车、轮胎、汽车零件、甜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为

酒、烈酒、无花果糖浆、可可、巧克

曾埃兹拉小姐妒li皿 Ezra) ，往来

力、鞋泊、擦光料、火腿、熏肉、无

银行为"东亚".陆凤瑜尝充是行

线电机、药品、化学品、机械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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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及体育用品等，出口杂货及

太平洋行

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欧美航运、保

King , Son

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

Simpson &. Ramsay

,

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King &. Ramsay ,

Ltd ,

Lavers &. Co.

,

&. Ramsay , King ,

Westphal

,

Har-

汉口英商贸易行.十九世纪
后期原香港太平洋行 (Gilman

Lavers &. Clark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原香港太平洋衍 (Gilman

‘

,

risons , King &. Irwin , Ltd.
太平洋行

,

Ramsay &. Co.

&. Co. )

Co.

&.

)汉口分号经理，伙东铃拉姆

齐 (H. F. Ramsay) 就"太平"汉应

沪庄经理、公共租界工部局副总

改组开办 F 西名 "Ram国y

董辉富士也. H. Lavers) 就原店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代理英

改组开办，西名 "Lavers 8ιCo. "

美日本银行及保险、航运公司多

0

&. Co. ".

初设于九江路，嗣迁南京路营业.

家 .1891 年主其事者为传戈登 (C.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o

w.

1901

Gordon) ，未几，后任瑞典驻波

年前，由原烟台和记洋行伙东兼

口副领事拉木塞 (H.

荷、意、瑞挪、丹麦驻烟台署领事

与戈氏同为行东. 1906 年前并入

及署副领事雷福士 (P.

F.

上海锦隆洋行，更西名为 "King ，

Lavers) 与原烟台滋大洋行职员铃

Son &. Ram组y~' ，华名仍称"太

克拉克 CE. E. Clark) 合伙接办，

平"。其后因"锦隆"改组而屡次随

更西名为"Lavers

&. Clark" .嗣先

之更改西名，"太平'华名依旧.

后迁北京路、九江路及黄浦滩路

1940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骨温斯

营业.威海卫刘公岛设分号，华名

坦利 (H.

w.

E. Ram回y)

Winstanley).

别称"泰茂".经营杂货贸易及佣

金代理业务.代理英、美、加等国

太平洋行

银行、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

Packing

Pacific Storage &.

Cor阳rztion

数家至十数家。 1930 年代中沪行

北京英商仓储打包公司.

先行关闭，威行 1940 年代初尚见

1927 年开办.初设于东交民巷，嗣

于记载.蒲卷赏曾任是行买办.

迁台基厂营业.经营仓储、打包、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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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J

主，

』臼

载&

记四由

'H

r

于 ω

H贝

1 凶

尚叩

初 ω

1927 年发展为 74 艘， 16.4 万吨，

代行
年洋

水火保险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

Q山

茂 λ
MW

诸埠相继开通。初创仅有船两艘。

四增

水陆运输、报关结关、牵引车运、

1930 年代中有船 102 艘. 1938 年

减为 43 艘 .10.9 万余吨.公司除

~

~

航运外，尚兼营码头、仓战.太古
洋行全权经理. 1940 年代末尚且

太平洋商务电报公司

Co mrner-

于记载。莫藻泉、郑官应、杨梅南、
黄鹤亭、郑翼之、黄耀昌、陈可良、

cial Pacific Ca ble Co.
美国商业电报公司。开办年

林邦彦、陈冠一等尝充是行买办.

代来详，为私有有限公司，本部纽

约市 .1908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

太古洋行

子上海，先后在黄浦滩路及法界

Swire &. MacLaine , Ltd.

爱多亚路营业.经营海底电报收

Butterfield &. Swire

,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67 年施

发业务. 1930 年代添香港及天津

怀雅(J.

代理处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德 (R. S. Butterfield) 合伙创办.

沪行经理铃马拉尼 (T.

经营延头进口及茶叶出口贸易，

F. Mul-

Ianey) ，往来银行为"花旗"，

S. Swire) 与骨巴特菲尔

代理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

'

1870

年设香港分号 01872 年以 36 万英
太古轮船公司

China Navigation

镑之资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参与
航运竞争，终于成为操纵中国沿

Co. • Ltd.
英国轮船公司. 1871 年太古

海、长江及珠江航运的最大企业.

S. Swire) 发

此外，经营有拖驳公司、船厂、糖

起创办.翌年元旦在伦敦注册，核

房、油襟厂及众多码头、堆拽 F 代

定资本 100 万英镑，实收 36 万英

理若干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至

镑.旋即参与长江航运竞争.渐次

1930 年代中，先后设分号或代理

推广至沿海各口.上海、汉口、九

处者有广州、天津、汉口、厦门、福

江、镇江、香港、天津、营口、威海

州、营口、宁波、宜昌、九江、重庆、

洋行行东施怀雅(].

卫、北海、沙市、宜昌、万县、厦门

镇江、南京、安东、大连、烟台、长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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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市、汕头、青岛、哈尔滨、沈

太古军糖公司.经营煎糖生产及

阳、南宁、海口、北海、龙口、岳州

加工精炼业务.太古洋行总代理.

及神户、横滨等 20 余埠. 1940 年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代后期资本为 500 万英镑，行东骨
小施怀雅 (G. W. Swire) 等驻伦

本兴洋行

Bathgate &. Co.

敦，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

福州英商贸易行. 1889 年前

利". 1940 年代末改组.更西名为

原美商同孚洋行福州分号职员铸

"Swire &. MacLaine. Ltd. ".华名

巳思盖特 Oohn Bathgate} 发起开

别称"太贸股份有限公司".莫藻

办。加尔各答及科伦坡设联号.经

泉、郑官应、黄顺兴、杨梅南、黄鹤

营茶叶及一般迸出口贸易，兼营

亭、郑翼之、黄耀昌、陈可良、陈冠

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代理欧美

一、林邦彦、陈玉英、邱世乔、邱世

日本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数家

定及郑宗荫、郑慈荫等尝充是行

至十数家.世纪之交是行经理离

买办.

士威(John C. Oswald) 先后任荷

兰及瑞挪联盟驻福州领事. 1943

‘'

太古锚坞公司

Taik∞队lCkyard

年尚见于记载.

&. Engineering Co. of Hongkong.
太回啤酒公司，大日本啤酒公司

Ltò.
香港卸鱼涌英商船坞公司.

‘

Dai Nippon Brewery Co. • Ltd.

1908 年太古洋行发起开办.华名

日本啤酒工业公司. 1906 年

别称"太古船澳飞经营船舶修造

"日本麦酒"、"札幌麦洒"及"大阪

及相关工程业务，太吉祥行代理.

麦酒"三家啤酒公司合并开办，称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资本 560 万

元，本社东京，社长马越恭平.旋
太古糖房

Taik∞ Sugar

Refining

支店，经营所产太阳牌啤酒，称

Co. • Ltd.
香港鲸鱼涌英商糖厂.

4

1883

年太古洋行发起开办.华名别称

/

即来华开业，于上海闵行路设分

"太阳皮酒总厂". 1916 年吞并青
岛皮酒公司 (Anglo

- German

太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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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rewery Co. • Ltd. )之青岛酒厂，

W. Fow\ed 主持开办，本部芝加

设青岛工场。 1930 年代核定资本

哥。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北

增为 8.000 万日元，实收 5.980 万

京及上海设分号，进口经销钢、

日元。东京、大阪、札幌、福冈、九

铁、机器及铁路设备。代理几家欧

州、名古屋设支店，日照、吾妻桥、

美厂商公司。 1930 年代末尚见于

川口、吹田、西宫、札幌、博多、名

记载.董体芳尝充是行买办.

-

古屋、半田设酿造厂。在华则有上
海、青岛酒厂及香港、天津、沈阳、

尤宁水险公司

大连、北京、广州!诸支店或营业

Insurance

所，生产并选口经销啤酒、清凉饮

Liverpoo\ Union Marine &. Gen-

料及啤酒酵母剂等.沈阳满洲麦

era\ Insurance Co. • Ltd. , of Liv-

酒株式会社为公司与膜麟麦酒株

erpoo\

式会社共同开办。 1944 年尚见于

,

Co. •

Union Marine
Ltd. •

of
•

英国保险公司 .1863 年成立，

记载，董事长大桥新太郎，社长高

西名 U

桥龙太郎，常务渡边得男及三本

Co. , Ltd. of Liverp∞，)" ，本部和j

为三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物浦及伦敦 o 1872 年前来华开业，

及"满洲兴业"等.

在上海及汉口，分别以李百里洋

Union Marine Insurance

•

行及梳公司为代理行，拓展对华
太阳商会

Sun

业务 o 1913 年前于上海北京路设

Sh侃Co.

上海四川路日商鞋店.

1928

远东分号，侨商骨克龙比 (H.

年前山崎金太主持开办.文监师

Crombie)首任经理.烟台、大连、福

路设支店.生产经销靴鞋及皮箱、

州、天津、青岛、香港、营口及曼

皮包等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

谷、西贡、三宝垄、巴达维亚、济物

银行为"花旗"等.

浦、神户、横滨、马尼拉诸埠设代

•

理处."泰隆"、"盎斯"、"伊陵"、
太康洋行

Fow\er &. Co. , W.

"利源"等洋行及银行轮船有限公

W.
美国钢铁公司.普福勒 (W.

一一一←千

"兴裕"、"高林"、"山打"、"敦和"、
司先后充其在华地方代理行。

•

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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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 "u-

日本纸业公司，本店京都。东

Marine &. General Insurance

京、大版、名古屋设支店. 1901 年

nion

Co. , Ltd. , of Liverpool 飞
.‘·

1940 年

代初尚见于记载。

前来华开业.子上海江西路设支

店，经营纸业进口贸易及总佣金
代理业务. 1913 年前由大秦祥行

少古宝财洋行

Gutbezahl , M.

<Daishin Co.

)接办，迁泪泾路营

业. 1921 年复见，本店迁东京。华

L.
上海俄商皮货贸易行。 1927
年〈或作 1926 年〉少古宝财 CM.

行进口经销所产纸张，兼佣金代
理业。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L. Gutbezahl) 个人开办。初设于
广东路，嗣迁黄埔滩路营业。出口

•

中央公司

Garage Central

毛皮、生皮及反货，销往美英等

天津法界法商洋行. 1919 年

国。往来银行为"大通"及"中法工

前原义善实业公司助理工程师骆

商". 1930 年代末改组，迁总号于

穆安 (A. Lemoi ne )与人合伙开

美国纽约，是为古发洋行 CGutfur ，

办，未几改由骆氏独资经营.初设

Inc. ).

于葛公使路巴黎路口，嗣先后迁
狄总领事路及大法国路营业.沈

中比银公司

Financière

Co mpagnie

阳大西边门外设分号.进口经销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及五金工

Belgo 一 Chinoise

北京比商贷款公司. 1927 年

具，兼营汽车出租业，开办有铁工

前比国建筑公司(比国营业公司)

厂，承接中心供暖设备、卫生设备

常务董事，荷商陶普施 CRobert De

及电力设备维修业务，代理几家

Vos) 主持开办。 1920 年代末迁上

欧美厂商公司 o 1930 年代末尚见

海营业，骨埃尔斯。但eph Hers) 主

于记载.

其事.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中央运动场
中井公司
4

&. Co.

,

Nakai Yoko Nakai

Parc des Sports I

Auditorium
上海法界霞飞路及亚尔培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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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法商竞技场。 1928 年美人蒲甘

行，经营火灾及其它保险业务。

(A. E. B∞ ker) 、法籍名律师遂百

1940 年代尚且子记载。

克 (A. du Pac de Marsouli臼〉、旅
,

沪法国会汁师步维贤 (Felix

Bou-

vier) 与华商陆锡侯、朱博泉等合

股开办，按法国法律注册为私有

中印营业公司

Indo-China

,

Trading Co.
香港印商贸易行. 1910 年代

R.

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50 万两，分

美泰公司少东家铃美赫塔 (N.

5 万股，实收 42.5 万两.法国驻沪

Mehta) 与骨贝利莫里阿 (M. F.

领事馆拥有该场 8 ， 000 股股票。经

Bellimoria) 合伙开办.初设子都爹

营回力球竞赛赌博，球员多聘自

厘衔，嗣迁云咸街营业.经营贸易

埃及、西班牙、巴西及古巴等国.

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印度贾姆

兼拳击、溜冰、网球及其它体育竞

纳加尔一家药厂及孟买一家香料、

技项目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厂。 1930 年代尚且于记载.

董事长兼常务董事步维贤，副董
事长百能多使 (Charles

Ballan-

dras) ，往来银行为"汇源"。

中西大药房

Fletcher &. Co.

Fletcher &. Co.

I

, Ltd.

香港皇后大道中西商药房.
中央保险公司

Ce ntral Insur-

ance Co. , Ltd.

1895 年前原上海外滩大英医院

(British Dispensary) 职员骨麦基

英国保险公司. 1899 年创办

弗 0. McIver) 主持开办，西名

于伯明翰，西名原称 "Birmingham

"Fletcher &. Co. " ，称"付列查药

Mutual Fire &. General Insurance

房". 1908 年前改华洋合办，启用

Co. , Ltd. " .本世纪初启用现名，

"Fletcher &. Co. , Ltd." 新西名，

总号设于伦敦. 1914 年前来华开

定名"中西大药房".九龙弥敦道

业，在香港、上海、天津、汉口、营

设分号.经营中西药品、专利成药

口诸埠，分别以"喋士"、"义记"、

及相关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

"瑞卒"、"太平"、"丹腔"、"保隆"、

尚见于记载.

"泰孚"及"德茂"等洋行为代理

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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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无线电公司

记洋行)伙东芜得 (A.

G. W∞d)

Wireless Telegraph Co.

等为委员。业务由怡和洋行总代

北京大佛寺无线电公司。

理。 1928 年前后清理停业.蔡立志

tional

‘·

Chinese Na-

1919 年北洋政府与伦敦马可尼无

尝充是行买办。

线电公司联合开办。制造厂设于
上海韬朋路.上海、香港、天津设

中华火烛保险行

分号。嗣总号先迁上海，再迁香

surance Co.

港，产权渐为伦敦马可尼公司所

,

China Fire In-

Ltd.

香港西商保险公司。 1867 年

专有.经营海、陆、空无线电台站，

前英商劫公司〈仁记洋行)伙东铃

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独家代理

洛科克 (Henry Low∞ck) 、美商阿

"马可尼"产品。 1930 年代末尚见

利芬公司〈同孚洋行〉伙东铃希契

于记载，董事长金门 (A. H. Gin-

科克 (E. A. Hitcho∞k) 、英商丹

man)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威

拿公司(华记洋行〉资深伙东势赖

斯特敏斯特 (Westminster )"及"中

里 (Phineas Ryrie) 及美商旗昌洋

国飞

行伙东兼榕应经理骨被默罗伊

(s. W.

'
中华火车糖局

China Sugar Re-

Pomeroy) 等合伙发起创

办.上海、汉口、天津、汕头、厦门、
福州、宁波、九江、烟台、北京、广

finíng Co. • Ltd.
香港渣甸仓英商制糖工业公

州、营口、沈阳诸埠及长崎、横滨、

司 .1878 年怡和洋行发起开办，资

神户、西贡、新加坡、槟掷屿等地

本 60 万港元.经营煎糖精制加工

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以"仁记"、

业。 1894 年资本即增至 200 万港

"德记"、"同孚"、"怡记"、"广源"、

元。其时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为

"英茂"、"滋大"、"的近"、"利源"、

怡和洋行伙东葛司会 (Hon. Jas.

"士美"、"保和"等洋行为代理行.

J. Keswick). 沙逊洋行伙东怜迪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200 万港

阿尔沙逊(D. R. Sa部∞n) 、庇厘

元，实收 40 万港元，至 1930 年代

刺士洋行(BeliIios

)主人庇

初始收足.经营火险，兼理寿险之

厘刺士也. R. BeliIios) 及劫行〈仁

外的各种保险业务. 1940 年代末

&. Co.

J

命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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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见于记载。

•

资本 150 万日元，专务董事野口三
郎。

中华平安公司

China Securities

Co. • Inc

•

中华电灯公司，中国电力有限公
』

天津美商保险及房地产公

司 F 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China

McDonnell) 、寓津执业律师爱温斯

Light & Power Co. I China Li ght
& Power Co. • Ltd. I China Li ght
& Power Co. (1 918). Ltd.

(R. T. Evans) 等与华商某等发起

香港英商电力公司. 1901 年

开办，在美国注册，上海及青岛、

创办，广州设供电站，西名 "China

北戴河诸埠先后设分号。经营保

Light & Power Co. >>.1908 年前改

险、抵押、地产及房地产代理业

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战后

更西名为 "China

恢复，添营进出口贸易.出口皮

Co. • Ltd. n. 资本 30 万元.发电厂

货、猪察、干果及籽仁，进口纺织

设于九龙红磁，旗昌(新旗昌〉祥

机械、矿山机械、电力机械等及相

行全权经理. 1918 年再度改组，启

关零配件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6.8

用 U China

亿余元，总裁为名律师樊克令 (C.

(1 918)

s.

中恢复旧称，嘉道理父子公司少

司. 1929 年前英界领事道马克敦
玉程建筑公司伙东马克敦 (R. T.

Franklin ) .经理刘德颐.

Li ght

Li ght & Power

& Power

.-

.Co.

• Ltd. >>新西名 .1930 年代

东家小嘉道理( Lawrence

中华电气制作所
El配tric

Chung Hwa

Works. Ltd.

Kad∞rie) 任董事长，其时有资本
220 万元.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上海日商电器制造厂. 1920
年开办，为股份有限公司.日文原

中华夜冷行

称株式会社中华电气制作所.先

R∞ms

China Auction

后在福州赂、法界爱多亚路及九

香港皇后大道中葡商拍卖

江路营业.生产经销电线及电气

行. 1925 前梳沙洋行董事长梳沙

器具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E. V. M. R. de Sousa) 个人开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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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经营拍卖业，承办评价、估价

司，本部山打根。旋即来华开业，

及相关经纪业务. 1940 年代尚见

于香港设分号.几经改组后 .1908

于记载。

年核定资本为 72 万元，实收 55 万

余元。本部设有两家锯木厂、专利
‘

中华洋行

Chukwa

&. Co.

船台及机械厂.港行进口经销所

广州沙面法界日商贸易行.

产木材 .1910 年代末港行停办，业

1928 年蓝原家开办.经营工业原

务改由"劫行"(仁记洋行)代理.

料及杂货迸出口贸易. 1943 年尚

未几本部改组，是为英商般鸟木

见于记载，经理蓝原福太郎 •

公司 (British

-

Bornro Timber

Co. • Ltd.). 原港行经理铃贾普
中华染色整练公司

shoku

8几Co.，

Chuka Sen-

Chuka Dyeing
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Works. Ltd.
上海平凉路日商漂染厂.

•

4

(W. D. Jupp) 主其事.
Chung

Hwa Aviation Co. • Ltd.

1926 年前竹松贞一等发起开办，

北京宣武门内国会街日本航

为有限责任公司，日文原称株式

空公司 .1938 年创办，日文原称中

会社中华染包整练公司.北四川

华航空株式会社.上海设支枝，天

路、北京路及文监师路先后设营

津、济南、青岛、徐州、新乡、石家

业所.经营棉布、毛料、绸缎、亚

庄、大同、厚和、张家口、南京、安

麻、麻、丝等织物或织物原料之漂

庆、九江、汉口、杭州、荆门、汕头、

染及整练加工业务. 1943 年尚见

厦门、海口、东阳、南昌、广州、香

于记载，营业部经理鸟居幸彦.往

港诸埠设营业所或管理局，台湾

来银行为"朝鲜"及"三井飞

及福冈设办事处，北京及上海设
工厂。经营客、货及邮件航空运输

中华锻鸟公司

China- Born回

Co. • Ltd.

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总裁儿
玉常雄，副总裁过邦助。

婆罗洲〈加里曼丹〉英商贸易

行. 1888 年创办，为公众性有限公

中华烯寸株式会社

Chung Hu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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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办，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旨在经营

Match Co. , Ltd.
天津日界福岛街日商火柴

对华铁路贷款及铁路建设事。本

厂. 1920 年黑泽民及金山喜八郎

部伦敦，北京及上海先后设代表

等发起开办，为股份有限公司。生

处。与清政府缔结有"关内外(京

产经销硫化磷火柴及安全火柴，

奉)"、"沪宁"、"广丸"、"苏杭帘'等

注册商标有"大船"、"小船"、"大

多项铁路借款合同. 1904 年创办

宝石"、"小宝石"、"飞马"、"德用

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专理浦信铁

船"、"船"、"表"、"马"、"鱼"等。

路事.翩复资助福公司，间接投资

1944 年资本为 100 万日元，职工

于矿业。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900 人，社长金山喜八郎，董事林

25 万英镑，实收仅得其半。 1940

久知、金山龟之助、金山喜久、滨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在华营业

回清育，监查金山作次郎等。

半个世纪，浪兰德(John. O. P.
Bland) 、梅尔思 (S.

中英洋行

Anglo-Chinese

卢

F. Mayes) 、蒲

素自 (B.

T. B. Boothby) 、戴维生
(Akc. L. Davidson) 、骨毛理逊

Trading Co.
天津英商贸易行。 1918 年前

(Ian Moπim川、怀德好施 (A. O.

原美丰洋行职员欧利和 (E. H.

Whitehouse) 及方守成先后任驻华

Oliver) 等发起开办。北京设分号。

代表.

,

嗣迁本店于北京，天津改分号。经
营保险代理业及杂货贸易。代理

中国飞运公司

英国"永隆"、"大信"及瑞士"巳呻

Fed. lnc. , U. S. A.

士"等多家保险公司华北地区业
务。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China Airways ,

美国航空公司.前身西名为

"Aviation Exploration ， Inc." ，本
部纽约。 193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中英银公司

British

&. Chinese

海设分号，先后在广东路、法界亚

尔培路及静安寺路营业.董事长

Co rporation , Ltd.
英国贷款及投资公司。 1898

钟基斯 (C. M. Keys) ，骨汉密尔

年汇丰银行及怡和洋行等出资开

顿 (Minard Hami1ton) 及骨比克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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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H. M. Bixby) 相继任总经理.

创办，初由公易洋行代理，华名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渐无所闰。

称"公易告白"。经营广告及书刊

杂志代理业务. 1916 年前改由英
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a

China

Ge nerlll Om nibus Co. , Ltd.

商泰孚洋行全权经理兼代办文
案.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

-

1923 年安利洋行发起开办，按香

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

Electric Co. , Ltd.

China

限公司.核定资本纹银 100 万两，

北京美商电气公司。 1918 年

实收 47.5 万两。专营上海及其周

中美合作开办，按美国特拉华州

围地区公共汽车运载业务，由安

法律在威尔明顿注册为私有有限

利洋行全权经理，安拿(H.

公司，嗣为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

E.

Arnhold) 任董事长，祥茂祥行买办

司(International

陈炳谦、麦边洋行主人麦边 (M.

Telegraph Corp. )子公司.核定资

R. McBain) 等为董事. 1932 年核

本 100 万美元，收足.天津、上海、

定资本增至 500 万两，实收 200 万

沈阳、哈尔滨、广州诸埠设分号、

两。股权实操于沙逊集团之手.据

工厂或营业所. 1931 年前迁总号

统计，公司 1924 一-1940 年间蕾

子上海，香港、昆明等地相继开

业总利润为 691 万元，盈余总数为

业.进口并制造电话机、电报机、

672 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渐无

无线电机、电机、仪表、电灯材料

所闻.末任董事长为新沙逊洋行

及各种电气零件。代理母公司及

经理铃米加 (C.

Meager) ，安拿

英美日法相关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及华商虞洽卿、李铭等为董事.往

数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战

来银行为"新抄走在"。

后恢复.经营电机、五金、电料、机

J.

Telephone &.

械皮带、橡胶制品、滑脂、滑油、
中国北方告自公司

North China

Advertising Co.
天津西商广告公司. 1907 年

蜡、纸、化学品及人造丝等进口贸

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银行为"花旗"。铃迈纳 (Clark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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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 )、李家森

(E.

Richardson) 及怜霄姆(J.

C.

中国协商公司

F.

Service Co.

Rhame) 先后任总经理，叶公绰等

上海丹麦贸易行. 1924 年前
原驻华英美烟公司职员铸迪斯梅

尝充公司华董。

耶 Oohn

中国包装品有限公司

Packers Supply Co.

China Sales &

China

, Ltd.

A. Dissmeyer) 主持开办.

初设于仁记路，嗣迁香港路银行
公会大楼营业。经营总迸出口贸

上海英商包装品公司。 1922

易，兼营佣金代理及房地产经纪

年驻华英美烟公司开办，资本银

业务.独家代理中国康元制罐厂

60 万元，在香港注册。初设于黄浦

股份有限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

滩，嗣迁苏州路营业.工厂设于浦

见于记载.戴钦荣、马世福、鲍惠

东。 1934 年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

廉、沈善昌、陆云亭、贾鸣岐等尝

司成立，中国包装品公司遂转隶

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予"颐中飞 1937 年 9 月改组，增资
为法币 1 ， 000 万元，收足。翌年 5

中国自由影片公司

月"颐中"复将股权转让与驻华英

Film Exchange of China

美烟公司。 1944 年在英国注册。其

Independent

上海博物院路拉脱维亚商影
片发行公司。 1927 年骨阿什(H.

后渐无所问。

Ash) 个人开办。资本为鹰洋 5 万
中国发网公司

China Hairnet

Factory
烟台德商发网织造厂. 1924

年前万丰洋行及太隆洋行主人骨

元.香港、天津、大连、哈尔滨诸埠
设代理处.经营影片进口及发行
业务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花旗".

尼格曼 (W. Niggemann) 、自尔泰

(A. Boerter) 合伙开办，济南设分

中国自动电话公司

号，经营发网织造及出口业务，兼

Telephones

营花边、茧绸. 1936 年尚见于记

Inc. , U. S. A.

载。

of

Automatic

China ,

Federal

上海美商电话贸易公司.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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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芝加哥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开办.东京、悉尼、温哥华设联号。
进口美、英、比所产自动电话设

中国汽车公司

备、手摇电话设备、发电机、蓄电

China Motors , Ltd.

池及电报器具等.代理美、英、比、

tors , Fed. Inc.

China Motors

,

,

, China M任

U. S. A.

上海静安寺路美商汽车公

加几家相关厂商公司. 1930 年代
末尚见于记载，总裁铃吉拉德 CE.

司.

R. Girard)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Friedman) 等发起开办，在美国注

"上海商业储蓄".

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汉口、长沙、

1914 年铃弗里德曼 (Leon

重庆设分号，资本银 50 万两.进口

中国均益货仓按揭有限公司

经销英美卧车、卡车及汽车零配

China Provident Loan &. Mortgage

件，兼相关修理业务.代理"道济".

Co. , Ltd.

等几家厂商公司.经营有北苏州

香港英商货仓租赁公司.

路东方汽车公司 C Eastern

Garage)

1897 年创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

及静安寺路飞星汽车公司 (Star

公司 .191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200

G缸age).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万元，实收 125 万元.其时公司顾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气

问委员会委员有旗昌〈新旗昌〉洋
行伙东铃休恩 (R. G. Shewan) 及

中国证券公司

天祥洋行经理幡多德韦尔 (S.

Share Co. , Fed. Inc. , U. S. A.

H.

China Bond &.

U对well) 等.货仓分设于西蕾盘、

上海黄浦滩沙逊房子美商投

渣甸仓、坚弥地城等地.经营货仓

资公司. 1933 年寓沪名律师樊克

租赁业，由旗昌洋行 (Shewan ，

令 (C. S. Franklin) 与华商李铭、

Tomes &Co.)全权经理. 1920 年

贝祖贻等发起开办，按美国在华

代后期改组，注册会计师罗沙 (C.

商务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华

Roza) 出任董事长，何东等

币 200 万元，实收 100 万元.经营

为董事。嗣获准经营保税关擒，添

投资信托及短期融资业务.与新

汽车运输承包及保险代理等业

丰祥行关系至密. 1940 年代初尚

A. de

一

如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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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浙江实

仍为"良济"产业，快范德施特根

业".

(L.

J. Vander Stegen) 主其事。嗣

先后迂黄浦滩路及广东路营业.

中国板纸制品公司

China Fibre

192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Container Co. , Fed. Inc. , U. S.

A.

中国国际投资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美商硬纸板制品公司.
1922 年椅曼德尔 (A.

E.

MandeD

In-

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ust Co.
of China , Ltd.

及赞拉瑟福德 (C. S. Rutherford)

上海爱多亚路英商投资信托

等发起开办，初据美国特拉华州

公司. 1930 年(或作 1931 年)新沙

法律注册，嗣按美国在华商务注

逊洋行董事兼经理赞这维 (F.

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 25 万美元.

Davey) 、万国储蓄会董事长铃斯

制造厂先后设于杨树浦路及海州

披尔曼 (M. Speelman) 、天祥洋行

路.进口纸及卡纸板，制造波纹纸

董事韦尔 (T. G. WealD 、慎昌洋

板、装货箱、卡片盒、花边卡片纸、

行总经理马易尔 (V. Meyer) 与华

衣帽盒、防水包装材料、泊毛毡、

商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

卫生纸及卡纸板等. 1940 年代末

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中国

尚见于记载，董事长为名律师阿

银行总经理贝祖贻及上海工商银

乐满 (N. F. Allman) ，或记其核定

行经理容显麟等发起开办，按香

资本为 300 万美元.往来银行为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公

"大通".戴满堂尝充是行华经理.

司。核定资本规银 2 ， 000 万两，实

R.

收 350 万两，其中 44.1% 为沙逊
中国软木瓶塞厂

China Cork

Factory

集团所拥有.经营"有价证券之买
卖、公司设立之担保、公司债及公

上海四川路奥比合营软木瓶

债之承受以及抵押借贷等飞往来

塞制造厂. 1913 年前良济公司

银行为"汇丰飞迄 1941 年 9 月公

(Austro- Belgian Trading Co.)包4

司宣布清理，其拥有股权的企业

办.良济公司改组为比商洋行后

达 20 余家之多。清理后多半产业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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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扬子银公司接办.

私有有限公司，并向中国政府登

记注册，核定资本规银 800 万元。
中国物产公司

China Products

实为英国伦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

(Unilever Pub Jic Li mited Co. )之

Co.
天津日商贸易行. 1923 年开

子公司。初设于汉口路，嗣迁黄浦

办。初设于英界海大道，嗣迁法界

滩营业.工厂建于杨树浦路，楼房

七月十四日路营业.经营地毯、腊

设于天津路.天津、香港、北京、汉

肠肠衣及网球拍肠镜等织造加工

口、济南、厦门、丸江、沈阳及营

业务，并向日本出口 .1930 年代后

口、南京、烟台、威海卫诸埠设分

期尚见于记载.

号或代理处。选口泊类、油脂、蜡、

化学品、肥皂、香皂等 F 生产经销

China Metal

并出口洗衣皂、香皂、皂片、药皂、

China Metal Prod-

浴皂、工业皂、甘油及浆纱泊等.

中国金属制造公司

Products Co.

I

注册商标有"祥茂"、"力士"、"目

ucts Co. , Ltd.
上海四川路挪威商金工制造

光"、"三角"、"利华"等.代理英国

厂 .1925 年盈生祥行开办，注册为

相关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私有有限公司.工厂设于康脑脱

1939 年产肥皂白， 664 吨，合 1 ，

路.生产机械夹具、压榨机、铸模

083 ， 188 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及其它机器，承接一般机械加工

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

业务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总

理"，由日本泊脂株式会社受托经

经理盈生 (G.

营，持因由孝主其事.战后恢复，

S. Jensen).

形势殊异，业务大不如昔 .1940 代
中国肥皂公司

Ltd.

China Soap Co. ,
飞A

末尚且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 ， 000
万港元，董事长白菜和 (W.

G.

上海英商肥皂公司. 1923 年

Braid wood ) ，董事兼经理高菲律

就中国肥皂洋烛有限公司 (China

(P. H. Cobb) 及甘德惠(]. Ket-

Soap &. Candle Co. , Ltd. )改组开

t1ewell)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交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通"及"大通".戚惠昌、陈鸿钧、郭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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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虹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与英

事布朗.

商厚丰有限公司关系至密.
中国钢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建业地产公司

Foncière et

China

Car &. Foundry Co. , Ltd.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铁路车辆

Immobil1ière de Chine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法商房地

制造公司. 1931 年安利祥行执行

产开发公司. 1920 年倍孚祥行主

董事安拿兄弟 (C. H. Arnhold 及

人麦地 (H. Madier) 等发起开办，

H. E. Amhold) 与新沙逊洋行经

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理祷达维 (F.

200 万两，分 2 万股，每股 100 两，

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等发起

收足.经营地产、房地产、营造、抵

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押、房地产估价公证及经理诸业

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100 万两，收足.制造厂设于闸北

银行为"东方汇理"及"中法工

光复路.建造经销铁路客货车辆、

商飞麦地、邵禄。 J. Chollot}、夏

桥架、天车马型钢等. 1940 年代初

禄(E. Ch缸10'。、唐耐 0. Donne)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及怜西戈 (E. Sigaut>先后任公司

常务董事为新沙逊祥行经理铃米

董事长.

加 (C.

中国建筑公司

tion Co.

China Construc-

, Ltd.

R.

Davey) 、华商浙

J. Meager).

中国钢珠轴领公司

K.

F. Co.

Chine田 S.

, Ltd.

香港西商建筑工程公司。

上海瑞典滚珠轴承销售行.

1939 年前铃布朗(L. R. Brown)

1917 年前瑞典哥德堡铃瑞典钢珠

等发起开办.初设于德辅道中，嗣

轴领厂有限公司(Aktiebolaget

迁皇后大道中营业.进口建筑材

Svenska KuIlagerfabriken) 开办.

料、供暖设备、锅炉、散热穗及机天津、香港、汉口、北京、青岛、烟
器、工具等，承包各类营造业务.

台设分号或代理处.避口经销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常务董

公司所产滚珠、滚珠轴承、滚柱轴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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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注册，资本为 10 万瑞典克郎。

I. Ovadia) 、祥泰木行董事骨曼氏
(H. M. Mann) 、骨斯坦斯菲尔德
( B. J. Stansfield) 及职员赞格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铃

(]. E. Grey) 等为董事.往来银行

布林格特 (R. Bringert). 往来银行

为"汇丰".

承及其它出品。 1930 年代一度失
于记载。 1940 年代复见 o 1947 年
,

为"汇丰"及"浙江实业飞吕鑫、吕
洞藻尝充是行买办，董逸青一度

中国营业公司

充祥子间主任.

Co. , Ltd.

J

China.Realty
China Realty Co. ,

Fed. Inc. • U. S. A.
China

上海美商房地产公司 o 1904

&. Dry Kiln Co.
Inc. China W仅对working &. Dry
Kiln Co. • Ltd.

年(或作 1902 年〉作为个体商号创

上海西商门窗制作公司.

定资本银 100 万两，实收 21 万余

中国造木有限公司
wα对 working

,

1923 年美国建筑师哈抄得 (E.

W.

Hazzard) 及汉士。因回 E

办 o 1909 年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
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核
两 F 西名 "China

Realty Co..

Ltd. ".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工程处

J.

Hay臼〉等发起开办，厂设于闸北

职员传霄文 (F.

天通庵.生产建筑门窗，以徐金记

董事 o 1925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

营造厂为买办.嗣按香港公司注

册章程重新注册为公众性公司，

册章程注册为英商私有有限公

更西名为 "China

司，迁厂子杨树浦路.核定资本墨

Fed. Inc. • U. S. A.... 资本仍为

洋 10 万元，收足.经营门窗、板帘

银 100 万两 o 1930 年代初核定资

及家具制作业务，承包土建木作

本累增至银 800 万两，迄 1934 年

工程 o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约墨

底实收 500 万两.经营地产、房地

洋 30 万元.业务由祥泰木行有限

产、放款、抵押及营造、测绘、保险

公司总代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代理诸业务，发行公司债.所经理

记载.新沙逊洋行董事兼经理费

的地产有 200 余处，房屋、公寓、店·

达维 (F.

铺则数以千计，为上海实力最雄

R. Davey) 、邬藩回(L.

Raven) 任常务

Realty Co. •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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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地产公司之一。太平洋战争

中 E 锡兰进出口公司

爆发后一度由日伪接办。战后恢

China Export &. Import Co.

Cey!on

复，总裁为寓沪名律师台维斯

锡兰英商贸易行 .1900 年(或

(J arnes B. Davies). 经润珊、雷汲

作 1827 年)创办，本部康提。 1934

翰、方逸仙、钟可成及窦耀庭等尝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海，先

充公司买办或华经理.

后在百老汇路及静安寺路营业.

进口经销锡兰、印度、缅甸、退罗
中国啤活厂

Nationa! Brewery

National Brewery , Ltd.

,

, Nationa!

所产宝石、准宝石及锡兰茶叶、印

度艺术品等;出口中国产倪，销往
锡兰、印度及伊朗。 1940 年代尚见

Brewery Co. , Ltd.
上海长泯路法商啤酒厂.

于记载，业主卫保黎(0. Robe口

1932 年祥利洋行开办，西名 "Na

Weerappu!i)。始建于 1920 年的锡

tiona! Brewery~ ，华名别称祥利啤

兰钻宝石首饰公司(Cey!on Gems)

酒厂，法界霞飞路设批发分号.生

为其附属行庄.

产 "C!over" 及 "N.'

B. S." 啤酒.

1938 年前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中国橡皮版印刷公司

司，更西名为 "Nationa!

Offset Printing Co. , Ltd.

Brewery ,

China

Ltd. " ，铃阿扎迪安小姐 (Miss C.

上海齐齐哈尔路日商印刷

Azadian) 任经理，克鲁格 (Carl

厂. 1910 年作为个体商行开办.

Krueger) 为总酿造技师.往来银行

1916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核

为"汇丰"、"中法工商"及"和嘀"-

定资本 150 万日元，收足.或记为

1939 年由日商接办，启用 "Nation

300 万日元。因母公司为日本大阪

al Brewery Co. , Ltd."新西名，日

精版印刷株式会社，故亦称精版

文称中国麦酒株式会社.资本 100

印刷株式会社上海工场。承揽商

万日元，河合又男及祖父江计任

业彩色石印及旅印业务，经营一

常务，池回四郎任厂长，克鲁格仍

般印刷、纸张及纸制品。 1944 年尚

充技师。生产樱牌啤酒 .1944 年尚

见于记载，厂长根木保太郎，往来

见于记载.

银行为"住友"及"朝鲜".

命'

125
中和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Central

手电筒。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载。原飞利浦洋行资深常务董事

PropertÎes , L td.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房地产金

融公司. 1932 年〈或作 1933 年〉新
沙逊洋行经理铸达维 (F.

R.

Dav-

麦赛 (A.

Masseurs) 及提勒斯勒

CE. R伺sler) 、特莫克里什(].

J.

Mokrejs) 先后任公司总经理.

ey) 等发起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

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新

中和洋行 s 中荷洋行

沙逊洋行全权经理。核定资本墨

Netherland Produce Co.

China

洋 5 ， 000 万元，分 500 万股，每股

天津法界七月十四日路荷商

10 元。至 1934 年实收 180 万元，

贸易行 o 1927 年前原天津荷兰国

同年发行十年期五厘半公司债券

领事法庭院审法官费克洛斯特布

1 ， 800 万元。经营地产、抵押、放

尔(J. L. Kl∞sterboer)个人开办.

款、营造诸业务 01940 年代末尚见

经营总迸出口贸易 o 1931 年前原

子记载.达维及邬藩田(L. I. 0-

顺发洋行代签有效人骨霄克斯豪

vadia) 先后任董事长，骨米加 (C.

森(J. Rexhausen) 加入，成为私有

Meager) 幡斯披尔曼 (M. Speel-

合伙商号.特设药品部，专营西药

man) 、安拿 CH. E. Amhold) 及李

进口销售业务 o 1940 年代初尚见

铭、贝祖贻等为董事.往来银行为

于记载.

J.

"新沙逊"及"中国飞
中和洋行

中和灯泡公司
,

China United

La mp Co. , Fed. Inc. , U. S. A.

Chuwa Yoko

日本文化用品商行，母号为
东京日本打字机公司 CNippon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32 年开

Typewriter Co. , Ltd. ) 0 店主昆九

办.初设于江西路，嗣迁劳勃生路

郎初设支店于大连， 1925 年至沈

营业.香港德辅道中设分号.经销

阳富士町独立开业，启用现名.经

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德商

蕾打字机、印刷材料、文具及办公

"亚斯令"、荷商"飞利浦"及美商

用品。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美电"诸家自炽灯泡，进口经销

行为"满洲兴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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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洋行

Westall , Li ttle &.

, Little &. Co. , W il1iam , Little &. Co. , Ltd. , William , Little

Co.

&. Co.

(1 930) , Ltd.

, William

上海汉口路英商贸易行.十

万两。添生丝头及茧绸销售业务.

嗣迁博物院路营业。小列德仍主
其事，往来银行为"汇丰 ".1938 年

前后由买办徐仲英接办，更西名
为 "Chung

Ho &. Co."，华名依旧.

九世纪后期原公易洋行 (Westall ，

Brand &. Co. )伙东骨韦斯托尔

中和商业公司

(Alfred C. WestalD 与后任公共租

Co.

Chuwa Trading

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列德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30 年代

(William D. Little) 等合伙开办.

初就德辅道中中和洋行 (Chuwa

西名 "Westall ，

Li ttle &. Co. " .经

Yoko) 改组开办.初设于车打道，

营丝业贸易，代理儿家英国保险

嗣先后迁干诺道、德辅道中及皇

公司 .1895 年前韦氏退伙，由列德

后大道中〈中明治通〉营业.广州

与赞达格利什 (W. H. Dalgliesh)

大新路设支店.经营建材、杂货及

合伙接办，启用 "Little

土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 Co. ,

William"新西名 .1901 年前改营总

资本 5 万日元，经理山内重义.

进出口贸易.承办丝检业务，代理
"凤凰"等几家英国保险及其它公
司厂商.宋季生尝充是行买办。

Banque Fran∞一
Chinoise pour le Commerce et l'

1923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

Industrie

西名为 "Little

中法工商银行

&. Co., Ltd..

法国银行. 1925 年就 1922 年

William" ，迁仁记路营业，公司常

创办之中法实业管理公司(Société

务董事为铃小列德 (H.

Martin

Française de G垂rance de la Ba nque

Li ttle). 1930 年再度改组，按香港

Industrielle de Chine) 改组开办.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

核定资本 2 ， 000 万法郎，收足，为

任公司，西名"Little &. Co.

有限责任公司.内含中国附股之

(1 930). Ltd. , William飞核定资

1 ， 000 万法郎，实为中法合资兴

本规银 20 万两， 1935 年实收 7.05

办.未几，资本增至 5 ， 000 万法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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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设于巴黎，北京、天津、上海、

代理各项借款"。所发行之纸币俗

香港、广州及里昂、马赛、西贡、海

称"贡纸飞一度在云南及广州湾

防、河内、百囊奔(金边)设分行或

等处流通。 1919 年在华各分行歇

代理处.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

业，引起交涉、始由中法银行界协

一般银行业务。 1930 年代中资产

议，是行于 1921 年 7 月停办，改组

负债总额为 57.899 万余法郎，

中法合资之中法实业管理公司

1944 年前核定资本增为 5.300 万

(S∞iêtê

法郎 o 1948 年尚见于记载。席锡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 0 未

蕃、叶振民、席涵深及王采骂、王

几恢复旧称，是为中法工商银行

观奎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副买办。

之前身.朱鲁异，席锡蕃及陈鹤亭

Française de Gérance de la

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中法实业银行

Banque Indus-

trielle CJ.e Chine
法商银行 o 1913 年经北洋政

..

中法营造公司

Ledreux. Minutti

et Cie , Minutti &. Co.

府批准开办，注册为法商公司.核

上海法商建筑公司 o 1924 年

定资本为 4 ， 500 万法郎，实收仅四

前祷勒德勒(L. Ledreux) 及铃米

分之一，北洋政府认购三分之一，

努蒂 (R. Minutti)合伙开办，百名

即 1.500 万法郎.嗣核定资本累增

"Ledreux , Minutti et Cie" ，华名别

至 25 ， 000 万法郎，预购 15 ， 000 万

称法商营造实业公司及中法实业

法郎，实收 7 ， 500 万法郎.注册总

公司.初设于香港路，嗣迁法界朱

行设于巴黎圣利沙路，总行设于

碟三路营业.承办土木、钢筋混凝

北京东交民巷，上海、天津、香港、

土及测绘工程，兼一般营造包工

云南府〈昆明〉、福州、广州、汉口、

业务 01930 年代初勒氏退伙，由米

济南、沈阳、汕头及西贡、梅防、洞

努蒂独力维持，更百名为 "Minutti

内、海参殿、横滨、新加坡、马赛、

&. Co. "，添建筑设计业务，先后迁

里昂、伦敦、纽约、安特卫普、鹿特

四川路、法界汶林路及戴劳耐路

丹诸埠设分行或代理处.经营"中

营业.华名依旧。 1943 年尚见于记

外各国商务、贸易及汇兑等事，并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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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银公司

Cr甜it Franco 一

咪地〈费美，].

Emik Lemiere) 、孟

烈士特 (A. Monestier) 姊弗雷代

Chinois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及黄浦滩

(M. ].

Fredet) 及骨旺代莱 (A.

路地产信贷公司. 1920 年法商邵

Vandelet) 先后任主编，徐宝辉尝

禄父子工程行主人邵禄 0.

充是报中文主笔。

J.

Chollot) 与华商魏廷荣等发起开

办.经营地产、道契、投资、融资及

中美火油公司

Ca thay Oi l Co.

保险代理诸业务. 1931 年改组，按

上海美商石油公司。 1934 年

照法国法律注册为法商私有有限

(或作 1933 年〉中国航空公司董事

责任公司，旅沪著名会计师达理

骨被林 (Max

(Marcel Darr的首任常务董事。

某等发起开办，按照美国特拉华

1943 年尚且子记载，常务董事为

册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资

唐纳(]. Donn的.往来银行为"汇

本 41 万美元.初设于北京路，嗣先

丰"等.

后迁四川路及广东路营业.进口

、

S. Polin) 与华商刘

原油、煤油、柴油、滑油、其官石油
中法新集报馆毛

Echo de Chine ,

产品及五金等，兼营原油提炼加
工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L'
上海法界法文报馆. 1897 年

往来银行为"大通".

倍孚洋行主人麦赛而蒂鲁(帝罗，

Marcel Til1ot) 及大罗洋行主人赞

中美图书公司

穆东 (E. L. Mondon) 等发起创

can

Chinese Ameri-

办，旨在"保护"法国在远东的利

Co., Chinese
Arnerican Publishing Co., Inc.

益.出版发行《中法新集报以L'

American

E-

Publishing
B∞k

,

Shop

cho de Chine) 日刊及周刊，华名初

上海美商图书公司. 1916 年

称《法兴时务报>.嗣为法国天主

〈或作 1914 年〉纽约州罗彻斯特铃

教三德堂( Sociét岳 de

Missions

律师协合图书公司 (The Lawyer' s

Etrangères) 产业.日出两大张至四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 )创办，

大张，销两千份。 1927 年停刊.雷

盛柯 (M. N. ZankD首任经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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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设分号。编印发售欧美各国

在瑞士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为瑞士

法律、医药、教育、艺术、科学、文

公司.经营土木工程包工、房屋设

学书刊及碎书。代理数十家美、

计及其它营造业务，尤专精于钢

英、法出版商在远东业务，代办订

筋混凝土建筑项目。奕干退伙后

阅欧美各国报刊杂志 o 1928 年自

由凯撒独力经营 o 1930 年代初更

经理善莫蒂墨 (F.

西名为 "K，臼sler

D. Mortimer)

& Co. • H. T....

出资收买 o 1934 年在美国注册为

华名依旧.未几迁英界海大道营

私有有限公司，资本 10 万美元，准

业 o 194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

备金墨洋 13. 5 万元，莫氏仍拥有
控制股权。批发及零售欧美书刊

中美烟叶公司

文具，兼及印刷、出版.代理几家

Tobacco Co. • Fed. Inc.. U. S.

欧美出版商.拥有并经营南京路

A.

China American

联益，文具公司 o 1930 年代中年营

美国烟叶贸易行.本部北卡

业额约为墨洋 50 万元.太平洋战

罗来纳州落基山城，为在美国注

争爆发后停业，战后恢复。 1940 年

册之私有有限公司 o 1923 年(或作

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夏乐天，

1926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

经理莫亿献。往来银行先后为"美

海，先后在福州路及黄浦滩路营'

卒"、"大通"及"华侨".

业，倍开尔路威妥玛路口设找房。
进口美国烟叶、烟茎，出口中国及

中美建筑公司

tion Co.

I

China Construc-

Kessler & Co. • H. T.

美国烟叶，销往香港、马尼拉及欧

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行关闭，

天津特一区营盘路西商建筑

战后恢复，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工程公司 o 1924 年前原美丰洋行

会员。 1947 年注册资本为 5 万美

北京分号工程部主任美商奕千

元.总裁庆乔治 (G. B. King). 经

(B.

J.

Egan) 创办，西名 "China

ConstructÎon Co. "。嗣瑞士土木工
程师凯撒 (H. T. Kessler) 加入，
成为私有合伙企业 o 1928 年前后

理范士登 (W.

R. Featherston-

hough) .往来银行为"汇卒"、"花
旗"及"大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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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kiri

加利"及"中国气周克成，周锦字

&. Co.

日本工贸公司.中桐民主持

尝充公司华经理.

开办，本店大阪。 1901 年前来华开

业，先后于上海北苏州路及汶口、

内外绵纱厂

天津诸埠设分支店所.进口经销
所产机械设备，兼营杂货进出口

Kaisha , Ltd. Home &. Foreign
Cotton Trading Co. , Ltd. Naigai

贸易.代理神户海上运送火灾保

Wata Kabushiki Kaisha

险株式会社等几家日本公司.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Naigai Wata

,

,

日本棉纺织业公司 .1887 年 9

月创办，日文原称内外绵株式会

•

社，本社大阪. ， 1901 年前来华开

中裕洋行

Chung Yu &. Co.

,

业，先后在天津、上海、北京、蕾

口、沙市设分支店所，经营花纱布

Chu Yu Yoko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贸易行.

及杂货贸易，华名别称有信洋行.

1929 年峙中户川民主持开办.经

1909 年〈或作 1911 年〉后开始在

营百货店，兼营军火弹药及其它

上海、青岛、金州等地设厂，称内

贸易.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外绵纱厂.上海、青岛、大连及天
津设支店或营业所. 1930 年代中

中澳贸易公司

Australia China

Trading Co.

核定资本为 3 ， 300 万日元， 1940
年前后实收 2 ， 450 万日元，准备金

上海英商工贸公司. 1924 年

2.670 万余日元，常务胜田俊泊，

开办，香港设分号.进口澳洲檀香

董事兼上海支店长回中朋次郎 •

木及其官木材、办公用品、化学

在华所蕾 18 厂有织机 4.800 余

品、五金工具等 F 出口黄铜器、毛

台，纱绽 43 万余枚.生产"彩球"、

皮、丝、绣货.北河南路设制造厂，

"水月"、"四君子"等牌号棉纱及

生产手提包、丝袜、衣柜、衣箱等.

棉布，兼营相关印染及机械铁工

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太平洋

业务.上梅大陆重工业株式会社

战争爆发后注册为葡商. 1940 年

(东亚铁厂〉及上海医疗机械制作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

所均为公司产业. 1944 年常务为

'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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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朋次郎.往来银行先后有"三

德、波产铁丝、化学品等$出口自

井"、"三菱"、"住友"、"横滨正金"、

产胶合板及茶叶箱，销往欧洲.所

"台湾"、"朝鲜"、"汇丰"及"华兴商

办锯木厂位于极司非公园西光复

业"等.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其

路，颇具规模.此外，尚开办有制

在华产业统由中国纺织品建设公

钉厂、胶合板厂、箱盒饰窗板厂，

司接收.

生产茶叶箱、橡皮箱、箱函板料及
洋钉等 .1938 年尚见于记载，董事

贝乐洋行

Bloch &. Co. , M.

B10c h &. Co. , Ltd. , M.

,

, Bloch

Manufacturing &. Lumber Co.,

长为英商茂泰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骨茂登 (G.

行为"花旗".周输成尝充是行华

,

经理.

上海西商木材行 .1920 年(或

贝兰洋行

Ltd. B10ch &. Co., M. , Fed.
Inc. , U. S. A.
作 1923 年〉贝乐 (M.
人开办，百名 "Bloch

S.

Boylan; J. H.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7 年前

B1och) 个

&. Co. , M. " •

E. Marden) ，往来银

贝兰(J.

H.

Boylan) 个人开办.初

经营锯木场，加工制作镶嵌板、茶

设于黄浦滩路，嗣先后迁四川路

叶箱及其它箱盒板材。 1929 年前

及仁记路蕾业.经营呢缄、布廷、

按照美国法律注册为美商有限责

毛线、丝棋、西服及橡胶制品等进

任公司，启用 "Bl∞h

&. Co. , Ltd. ,

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曼

&. Co. , M. , Fed.

彻斯特、布雷德福及兰开夏几家

Inc. , U. S. A."新西名.贝乐任

厂商公司.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

常务董事. 1933 年复按香港公司

载.

M." 或 "BI∞h

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公司，更西
名为" Bl∞h

Lumber Co. ,

Manufacturing &.
Ltd.... 核定资本墨

祥 200 万元 .1934 年实收 91 万余

贝伦德工程司行

Behrendt ,

Karl
天津德商建筑工程行 o

1926

元.经营木材贸易，进口婆罗洲、

年前旅津建筑师贝伦德(Karl

菲律宾、美国、加拿大产木材及

Behrendt)个人开办.初设于特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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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威尔逊街，嗣先后迁墙子河路

海、香港、汉口、天津、烟台等地，

及英界马厂道营业。承揽建筑设

以三井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

汁、施工、管理及相关咨询业务，

保险业务。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

承包各类营造工程。 1940 年代初

为 1 ， 000 万日元，实收 400 万日

尚见于记载.

元。 1940 年准备金为 1819.5 万日

元，社长川崎肇."新京"及上海北
日比野洋行

Hibino

Yoko ,

四川路先后设支部 o 1943 年尚见

于记载 0"

S.
日本贸易商行 o 1904 年日比
野家开办，本店初设于名古屋，嗣

日本电报通信社

迁歧阜县土歧郡。 1910 年代来华

Tsushin Sha J Nihon Dempo News

开业，先后于上海、汉口、南京及

AgencYJ Japan Telegraphic News

常熟等埠设支店或营业所。嗣改

Agency J Important Commercial

组为私有合伙商号.华店进口经

News

Nihon Dempo

销陶器、餐具、建材、卫生陶器、台

日本电报通讯社. 1901 年日

所用品、文具及杂货 s 出口中国陶

本广告会社及电报通信社创立，

器及杂货.二川芳、日比野安次郎

1907 年合并，启用现名，在日本注

及稻垣彦右卫门等先后主持华行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日文原称株

各店事务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

式会社日本电报通信社，总局东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往友"及

京.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长

"汉口气

崎、门司、福岛、金择、函馆、青森
及釜山、京城〈汉城〉、海参鼠、纽

日本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Nippon

Fire Insurance Co. , Ltd.

约、伦敦诸埠设支局 01918 年来华
开业，先后于上海、天津、北京、大

日本保险公司 o 1892 年创办，

连、汉口、台北等地设支局或营业

本社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

所.主要经营国际商业信息传播

户、名古屋、九州、仙台诸埠设分

及广告、出版等业务.华名别称电

支店所 .1908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通广告公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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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收 180 万日元.大阪、名古屋、京

都、广岛、福冈、神户、仙台及朝鲜
日本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Nippon

Life Insurance Co. , Ltd ‘

京城设分支店. 1925 年前来华开
业，在上海先后以江商洋行及上

日本保险公司. 1889 年彦根

海运输公司为代理行.经营火灾

第百三十三国立银行总窒弘世助

保险业务。嗣子上海及北京等地

三郎等发起创办，资本 30 万日元，

设营业所。 1943 年尚且于记载，上

本社大阪，社长鸿池善右卫门.东

海营业所主任斋藤正太郎，北京

京、大阪、京都、神户、横滨、名古

营业所主任服部和平。

屋、福冈、金浮、仙台、广岛、冈山、

札幌、高松、熊本及朝鲜京城诸埠

日本邮船会社，日本邮蝇株式会

设分支店 .1922 年前来华开业，先

社

后于沈阳、大连、台北、"新京"、上

Nippon

Japan

Mail Steamship Co.

Yu盹n

J

Kaisha

海、天津、北京、青岛诸埠设分支

日本轮船公司， 1885 年 9 月

店所.经营人寿保险业务.核定资

底岩崎弥太郎所创邮便汽船三菱

本 300 万日元，收足。 1940 年总资

会社合并日本共同运输会社开

产为 58 ， 127.6 万日元，董事长佐

办，本社东京.开创资本为 1 ， 000

佐木驹之助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万日元，船 58 艘，共 64 ， 610 吨，首

社妖成濒达，常务中松龟太郎、长

任社长森冈昌纯.翌年即来华开

膝义明、守田常直.往来银行为

业，首开长崎一一天津航线.至世

"满洲兴业"等.

纪末，已有 6 条航线，十余船伸进
中国沿海，停泊口岸有营口、天

日本共立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津、烟台、上海、福州、厦门、台商、

Nippon Kyoritsu Fire Insurance

汕头、香港等. 1903 年收买上海麦

Co. , Ltd.

边洋行的赞汇山 (Wayside) 码头.

日本保险公司 .1918 年开办，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10 ， 625

在日本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本

万日元，实收 6 ， 425 万日元，上海、

社东京.核定资本 500 万日元，实

香港、青岛、汉口、大连、台北、高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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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广州及大阪、横滨、神户、门

日本国际观光局

司、长崎、名古屋、函馆、小梅、若

Bureau

Japan Tourist

松、孟买、伦敦、加尔各答、纽约、

日本旅行社 .1912 年开办，总

西雅图、新加披、旧金山、檀香山、

局东京，在日本注册为私有有限

洛杉矶、芝加哥、利物浦、柏林、西

公司.大连、北京、天津、沈阳、哈

贡、仰光、曼谷诸埠先后设支店、

尔模、上海、台北、安东、青岛、长

营业所或代理处.经营远洋航运

春、社丹汪、吉林、齐齐哈尔、南京

业，兼及仓梭码头，代理几家日本

及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等世

轮船公司.社长各务镰育，副社长

界各主要城市设分支局及代理机

大谷登. 1940 年实收资本累增至

梅.经营旅游代理及伤害、行李等

9 ， 225 万日元，准备金 7 ， 116 万日

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元，社候大谷登 .1944 年尚见于记

载，局长喜安健~郎，常务高久甚

载，上海支店长生驹实，往来银行

之助.各日商银行均为其往来银

为"横滨正金"及"三菱".

行.后身为东亚旅行社.

日本齿科商社

日本物产合资会社

Japan Dental

Manufacturing Co.
日本牙科材料公司. 1905 年

Products Co., Inc.

san

G创hi

Nippon

, Nihon

Bus-

Kaisha

高桥民等合伙开办，本社东京，大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7 年开

阪设支店.旋即来华开业，设支店

办，资本 22 万日元，按日本国法律

于上海，先后在乍浦路、北苏州路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初设于南

及吴漱路营业.生产牙科材料、牙

得路，嗣先后迁黄浦摊路及仁记

科辘械及医药用品，经营相关迸

路营业.杭州路设工场，南京设支

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

店.进口日本建筑材料及石油、食

洋 25 ， 000 元，年营业额约 5 万元.

品、机器、电器、汽车、杂货，出口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高桥靖

农产品及矿石，兼及土木建筑工

之助及中村胜彦、中野寺久、中村

程.代理东京、神户、名古屋及札

新等主其事.往来银行为"住友".

幌日本厂商公司数家. 1944 年尚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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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仅 10 万日元，

『

啕.

日

Kaisha

社长古回武夫，经理宿久武夫，往

日本保险公司 .1896 年创办，

来银行为"朝鲜"、"横滨正金"、

日文原称日本海上保险株式会

"三井"、"台湾"及"华义".

社，核定资本 300 万日元，实收 75

万日元.本社大阪，东京、横滨、神

日本油脂株式会社

&. Oil Co. , Ltd.

Japan Fats

户、名古屋、福冈、京都、金择、仙

Yushi

台、札幌及朝鲜京城诸埠相继设

, Nip阳n

分支店.旋即来华开业，先后于香

K. K.
日本油脂工业公司， 1925 年 4

港、上海、"新京"、沈阳、哈尔滨、

月开办，本社东京都 .1930 年代来

天津及烟台、北京等地设支店、营

华开业，设分支机构及工场于上·业所或代理处，经营水火、汽车、

海、汉口、天津及海南岛诸地.经

伤害、运输、航空、信用及其它保

蕾泊脂工业、涂料工业、火药工

险业务.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累

业、大豆加工制作业及水产业.

增至 1 ， 000 万日元，实收 265 万日

1940 年资本为 5 ， 050 万日元，实

元. 1940 年准备金为 877.2 万日

收 3 ， 060 万日元.太平祥战争爆发

元，社长右近权左卫门，常务川口

后尝受日本军方委托经营英商中

义宏及中村泰藏. 1943 年尚见于

国肥皂有限公司及自礼氏洋烛公

记载，往来银行为"住友"、"横滨

司工厂. 1944 年增资为 6 ， 725 万

正金"及"奉天商工"、"满洲兴

曰元.往来银行为"三菱"及"朝

业".

鲜".董事兼上海支店长持因由
孝.旁系公司有上海油脂工业株

式会社、中国食油株式会社及杭

日立制作所阻tachi ，

Ltd.

日本电气及机械工业公司.
日文原名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州畜产兴业组合等.

1920 年就久原矿业株式会社日立
日本海上保险公司

Nippon Ma-

制作所改组开办，资本 1 ， 000 万日

, Nip-

元.本部东京，工厂设于日立、多

Kabushiki

贺、水户、龟户、龟有、笠户、户姻、

rine Insurance Co. , Ltd.
pon Kaisho

Hoken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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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松、木津 JII 、深 JII 、安来、尼崎、

丝株式会社. 1930 年代中成立现

户禄及仁川各地。大阪、名古屋、

名会社.上海、天津、济南、张店及

九州、福冈及台北、汉城、河内等

大连、汉口、石家庄、彰德、徐州、

地设支店、营业所或事务所. 1930

海州、周村、曾在县、烟台、新乡、商

年代核定资本为 2 ， 000 万日元，收

邱、南通、德县、博山、益都、高密，

足，先后于上海、北京、天津诸埠

以及日本东京、大阪诸埠先后设

设营业所或事务所。进口经销所

分支店所 F 青岛、张店等地设厂，

产发电设备、变压器、矿山机械、

华名"瑞卒".经营纺织、缆丝、印

制铁炼钢机械、建筑机械、铁路车

染、酿造、铁工制作及矿山开采各

辆、搬运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

业.进口棉花、加工棉布、人造丝

械、通讯器械、通用机械及家用电

纱、人造丝绸、盐、烟草、化学品、

器、交通车辆、电线、可锻铸铁、铸

面粉、麻袋，出口棉布、棉纱、人造

钢、特殊钢、铁管管箍等。 1940 年

丝绸、人造丝纱及丝绸纺织原料、

核定资本猛增至 20 ， 450 万日元，

粘土、重金石等。 1944 年尚见于记

实收 16 ， 167 万日元.董事长钻川

载，其时有资本 500 万日元，常务

义介，社长小平浪平.华行主其事

铃木格三郎.往来银行为"三井"

者为真野重男、椿健三及伊藤忠

及"朝鲜".

-'且

r

七等.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华行
即行关闭.往来银行有"第一"、

日华纱厂

"三和"、"安回"、"三井 "f 三菱"、

ning & Weaving Co. • Ltd.

"住友"、"野村"、"朝鲜"、"日本兴
业"、"横滨正金"及"花旗飞

Japan - China Spin-

上海日商纺织工业公司.
1918 年盘接美商鸿源纱厂改组开

办，日文原称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日华兴业株式会社

Nikka Ko-

gyo Kaisha , Ltd.

大阪设办事处，在日本注册为私
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1 ， 000 万日

青岛日商工贸公司. 1920 年

元， 1930 年代中实收 600 万日元.

始建，称山东亚蚕丝组合.嗣得片

1940 年代初资本累增至 1 ， 700 万

仓制条会社资助，改组为日华蚕

日元，经营棉纺织业、纤维工业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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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相关贸易。开办有劳勃生路喜和

上海及东京、木浦、下关、广岛、小

一厂、喜和二厂、曹家渡工厂、吴

仓、若松、京城(汉城〉、缅甸设分

吁世镇吴淤工厂、浦东陆家嘴浦东

支店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工厂、西湖路华丰工厂等八厂.为
"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会员.出

日鼻堂大药店

品蓝凤牌棉纱、棉布及其它纤维

sary

Nisshodo Dispen-

织物.营业所先后设于九江路及

上海吴淤路日商药店. 1910

四川路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

年开办.经营化学药品、专利成

银行为"横滨正金".田边辉雄及

药、药剂及滋补品，兼营化妆品、

林桂二郎先后任社长，森本将虎、

化妆用具、卫生材料、医疗铸械、

安川卵三郎及友永赚三郎尝充专

橡胶制品等. 1930 年代末于东嘉

务。

兴路设批发部，添相关批发业分.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今井久
日华制油公司

]apan 一 China α1

Refining Co. • Ltd.
,

良 e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
井"、"三菱"、"朝鲜"及"汉口气

汉口英界太平街及天津日界
寿街日商制油工业公司，日文原

日和洋行

称日华制泊株式会社. 1916 年前

Nichiwa Shokai. Ltd.

Nichiwa Shokai

,

开办，万县及常德设支店.所属炼

日本工贸公司. 1905 年小自

油厂生产桐泊、棉籽泊、木池、粘

元三郎个人开办、日文原称日和

肥皂用泊、花生泊及粘亚麻油及

商会，本店大阪，京都及沼津设制

泊饼等. 1931 年前资本为 100 万

造厂 .1921 年来华开业，首设营业

日元.嗣累增至 400 万日元.添上

所于上海，先后在汉口路及四川

海工场，仅 1941 年即生产菜籽泊

路营业. 1928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

1.876 吨，棉籽泊 734 吨，豆泊 493

公司.在日本注册，改称株式会社

吨，各种泊渣万余吨.公司与日信

日和商会.华行进口日本制烟材

洋行关系至密。其后改组为日华

料、制烟机械、卷烟纸、印刷纸、化

油脂株式会社，本社神户、汉口、

学品、桶箱板材、印刷品及杂货.

F

、

‘.

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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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先后添沈阳、大连、营

、.

Kabushiki Kaisha

口、汉口及东京、西贡诸分支店

日本棉业贸易公司.日文原

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实收

称日本绵花株式会社 .1892 年〈或

资本为 100 万日元.社长小自元三

作 1891 年及 1893 年)开办，本社

郎，常务森重五三郎及小自元德。

大阪.初办资本 100 万日元。 1902

往来银行为"住友"及"满洲兴

年来华开业，首在上海设厂，纱键

业".

一万. 1904 年设汉口支店 o 1905

咽'咱W

年办汉阳自信豆柏第一工场，资
日星洋行

lnc.

I

Nissei Trading Co. ,

本银 53 万元，开日本在华榨泊业
之先河，翌年于汉口设日倍豆柏

Nissei Trading Co.

上梅日商贸易行 .1923 年(或

第二工场，资本银 48.7 万元.此

作 1924 年〉杉原德五郎发起开办.

外，尚设有棉籽榨油厂等 01908 年

初设于汉口路，嗣迁四川路营业.

核定资本增为 200 万日元，实收

大阪及天津、北京先后设支店或

125 万日元.除经营纺织业外，进

营业所.进口染料、人造丝绸、化

口印、美、日诸雷棉花、棉纱、棉

学品、橡胶制品、电器、洋酒、罐头

布、人造丝纱、人造丝织物、呢绒、

及杂货 F 出口棉花、棉纱头、丝头、

黄麻、麻袋、米谷、杂货及汽车、汽

禽毛、猪鬓、棉布、植物泊、麦辈辈、

车零件等，出口棉花、棉布、生丝、

提粉、粗麻布及其它中国产物

植物泊、杂谷及杂货等，销往日

R40 年代初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本 o 1930'年代中核定资本额累增

司，称株式会社日星洋行 .1944 年

至 5 ， 000 万日元，实收 2 ， 600'日万

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20 万日

元.嗣因营业不佳核定资本减为

元，社妖杉原德五郎，经理冈野六

1 ， 275万日元，实收 688 万余日元.

郎.往来银行为"横槟正金"、"台

上海、汉口、青岛、大连、天津、沈

湾"及"朝鲜".

阳、"新京"、哈尔滨、济南、北京、

•

、

张家口、广州、香港及东京、横滨、
日倍洋行

]apan Cotton Trading

Co.,

I

Ltd.

Nippon

Menkwa

京城、河内、西贡、曼谷、仰光、孟

-

买诸埠设支店，营业所、办事处遍

•

4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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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及世界主要城镇.汉口、汉

Mills , Ltd.

阳、济南及印度等地设有多座工

日本泊业公司 .1907 年创办，

厂. 1940 年前后本店更名"日绵实

日文原称日消制泊株式会社，本

业株式会社"，"自信"华名依旧.

社东京.大连、开原、长春、哈尔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南乡三

琪、四平、台北、打狗、上海、天津

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满

及名古屋、神户、横滨、下关、海参

洲兴业"等.

战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大
连及横滨设制油厂.生产豆泊、革

日清纱厂

Nisshin Cotton Spin-

ning Co., Ltd.

, Nisshin

Boseki

麻油、大麻子泊、紫苏泊、花生油
及豆饼、泊枯等，经营大豆、..麻、

大麻子、花生、杂谷及所产油类、

Kabushiki Kaisha
日本纺织工业公司. 1907 年

榨泊副产品进出口贸易. 1930 年

创办，日文原称日清纺绩株式会

代初核定资本为 600 万日元，实收

社，本社东京，资本 1.000 万日元.

375 万日元.大连工场年产豆泊 60

日本桥、名古屋、大阪设支店，东

万公斤，亘饼 15 ， 990 吨. 1944 年

京、京都、名古屋、高冈、冈崎等地

尚见于记载，社长松下外次郎，专

设工厂 .1925 年前来华开业，于青

务本多兵一.

岛四方庄设纺织厂及蕾业所.生

产棉纱、棉布等 .1930 年代初核定

日清轮锚公司

资本为 2.700 万日元，实收 1 ， 830

Kaisha I

万日元. 1940 年核定资本累增至

Ltd.

2 ， 850 万日元，收足，准备金 1 ， 050

Co.

I

Nisshin

Ki田n

Nisshin Kisen Kaisha ,
]apan -

China Steamship

万余日元.社长富岛消次郎，青岛

日本轮船公司. 1907 年大东

店经理平固政纪，工厂厂长石回

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湖南汽

忠吉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华行

船会社及日本郎船会社四家轮船

停办，由中国政府派员接收.

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共同出资创
办，旨在加强日本在长江航运竞

日消制油公司

NisshinαI

争中的地位.日文原称日消汽船

•

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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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

株式会社，本社东京，资本 810 万

包、运输、报关、保险及其它佣金

日元。上海、汉口及镇江、南京、芜

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湖、九江、民沙、常德、沙市、岳州、

记载，高级华职员张恩第、清静

宜昌、重庆、香港、广州、苏州、杭

宜。

，司，

州、清江浦等地设支店、营业所或
代理处.经营长江及沪、苏、杭三

仁太电气冰箱制造公司

角航线等内河及沿海航运业务，

tai" Refrigerator Mfg. Co.

兼营码头堆挠. 1918 年核定资本

"Rin-

天津英界海大道西商电冰箱

累增至 1.620 万日元，实收资本

公司。 1937 年前仁太洋行主人赞

1.012.5 万日元.添营江海通航之

富克斯 (Ha口y Fuchs) 个人开办。

汉口一一大阪直达航班. 1921 年

冰箱厂设予特一区无锡路。生产

有轮船 19 艘，共计 43. 094 吨.

经销电冰箱、空气冷却器及空调

1930 年代初船数增至 34 艘，共计

装置等。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

屿 .082 吨。 1939 年 8 月与"日本邮

船"，"大阪商船"、 "J I\崎汽船"等

仁太洋行

Rintai Stores Co.

轮船公司合组东亚海运株式会

营口西商百货店. 1907 年特

社，包揽远东航运，其时专务为山

富克斯 (Harry Fuchs) 个人开办，

中喜一。李子芳、王一亭、在炳生、

即以姓字为行名，华名"仁泰飞沈

汪宝孝、朱子方、杨志清、徐良耕、

阳四平街及吉林设分店. 1913 年

戴樵原等尝充公司买办.

前改设总店于上海赫司克而路，

启用现名。营口、沈阳及吉林设分
日耀洋行

店。经营杂货批发及零售业务.未

Giraud. F.

天津法界狄总领事路法商贸

几上海总店裁撤，营口、沈阳、吉

易行. 1931 年前原哈尔槟中法储

林、长春、哈尔滨、大连各店均由

蓄会 (L'

营口之兴利洋行 CFuchs

Epargne Franco - Chi-

&. Co. •

noi据〉经理费吉罗 σ. Giraud) 个

Haηy) 全权经理.几经调整 .1920

人就潭度洋行 CTantot.

R. )改组

年代中仅余沈阳主店及分店。

开办.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兼营打

1930 年代于天津英界威德大院设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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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仁

至沪上，终至以上海为总号。经营

丝、茶出口及杂货进口贸易，代理
仁丹公司
~

&. Co.,

Jintan Co.
H. ,

J

Morishita

Morishita

Jintan

Co. , Ltd.

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数家至数十家。 1920 年改组为有

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日本医药公司。 1906 年森下

徨注册。香港及福州设分号.进口

氏创办。东京及京都设支店。 1918

染料、橡胶、煤炭、木材、面粉、原

年前来华开业，汉口、大连、天津、

棉、纸类、木浆、硫化元、化学品、

上海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

麻袋、纺织品及杂货，出口茶、丝、

1936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

丝织品及其它中国产物，佣金代

森下仁丹株式会社，嗣先后添北

理业务如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京、南京、香港、沈阳等分支店所.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

进口经销所产专利药品仁丹及牙

利"。徐荫三、梁星垣、周仲若、徐

粉、牙膏、体温表、香皂等. 1944 年

德培、殷鹏毅、丁家英、黄艾伯、艾

尚见于记载。

莫鸣及张厚斋等尝充是行买办或

•

华经理.

仁记洋行 F 劫行 p 乾记洋行

Gibb , Livingston &. Co., Gibb.

仁记洋行，海宁洋行

Li vingston &. Co. , Ltd.

Co. , William , Henning &. Co. ,

英商贸易行. 1835 年(或作

Forbes &.

A. C.

1836 年〉原东印度公司商人劫民

北京英商贸易行， 1908 年开

(吉布， Thomas Augustus Gibb) 等

办，为天津仁记洋行分号，商名

创办于广州 o 1840 年代初香港及

"Forbes &. Co. , WilIiam飞先后在

上海开埠后即扩展至两埠 F 嗣相

六国饭店、石大人胡同及外交部

继设福州、汉口、九江等分号.公

街营业 .1930 年代初别立，由合伙

司华名，广州及香港称"劫行飞上

人海宁 (A.

海及汉口、九江称"仁记"，福州称

办，更西名为 "Henning

"乾记". 1870 年代业务重心渐移

C. "，华名依旧.嗣于天津法界已

C. A. Henning) 接

&. Co. , A.

,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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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黎路设分号，华名"海宁"。西安及

Dickinson) 入伙，华洋行名依旧，

张家口设营业处.进口美、英、德、

其时行址在英界河坝道.庚子之

法、日本诸国机器、油漆、工巨头、层

变是行被焚.其后以清政府之赔

面材料、自行车零件、肥皂及香水

款建新楼于中街.秦皇岛、北京、

等，出口锡器、北京珠宝、亩玩及

沈阳、哈尔泯、满洲里先后设分

景泰蓝等，销往美英及南非，兼营

号.伦敦及纽约设办事处.经营综

相关工程承包业务。代理欧美保

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出口羊毛、

险、轮船及其它必司厂商数家至

驼毛、鹅绒、原棉、草帽续、猪熏、

数十家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头发等，销往英、法、德诸国.代理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官公司厂商

~-

数家至数十家 o 1930 年代初北京

&. Co. , J. , 分号别立，由合伙人海宁(Alan C.
Forbes &. Co. , W i11 iam , Forbes &. A. Henning) 出面接办，变更西名
仁记洋行Livingston

为 "Henning

Co. , Ltd. , William
天津英商贸易行 o 1864 年原

& Co. • A.

C." ，华名

仍称"仁记".未几本店改组为有

香港劫行(上海诸埠称仁记洋行，

限责任公司，启用 "Forbes

Gibb , Livingston gι Co. )广州分

Ltd. , Wi1liam"新西名. 1940 年代

号主管协理费利文斯顿(]. Liv-

后期尚见于记载，为津门最老的

ingston)发起开办.嗣得原香港巳

洋行之一.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厘洋行 CBirley

)广州分

及"花旗".陈子珍、李虎臣、李辅

号职员，后任比利时驻天津领事

臣、李长春、李育甫及李志年先后

佛必赐 (William Forbes) 响应，合

充是行买办.

&. Co. , P.

伙经营，西名"Livingston

J , ",

&. Co. ,

&. Co. ,

1891 年前由佛民出面接办，

仁记洋行

Ninki Yoko

Forbes &. Co.,

天津法界狄总领事路日商贸

William". 1899 年前原职员，比利

易行. 1928 年开办.大嵌设支店.

时驻天津暑领事及后任瑞典驻天

进口呢绒足头及呢帽坯等，出口

津副领事德亲森 (J.

山羊毛、驼毛、羊毛、猪累、原棉、

更四名为..

‘f

M.

』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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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飞花、棉丝头、黄麻、麦款等，销往

10 元。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日本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津

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西名 "Mc

村高雄，往来银行为"朝鲜"、"横

Mul1 an &. Co. (Shanghai). Ltd. •

滨正金"及"正隆"。

James" 。初设于仁记路，嗣迁博物
院路营业.进口爱尔兰亚麻布，出

仁得洋行

Rendall &. Co.

I

口亚麻绣货、手帕、亚麻布制品、

丝绣内衣、黄铜器、瓷器、木棒及

Rendal1. E. S.
天津法界水师营路英商贸易

茧绸等，销往美、加、英、南非、澳

行. 1924 年前原永福祥行 (Crofts

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地. 1935 年实

&. Co. •

Geo.) 职员仁得(E.

S.

收资本为墨洋 10 万元，往来银行

Rendall) 个人开办，西名 "Rendall

为"汇丰飞来几由董事兼经理仲

&. Co."。经营杂货贸易，兼营保险

青布森 (H.

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

更西名为 "Gibson

中一度歇业。 1930 年代末恢复，迁

H. L.".原常务董事马茂兰退任

E.

董事，与烟台仁德洋行关系日疏.

巴斯德路营业，启用 "Rendall.

S."新西名 .1947 年尚且于记载.

L. Gibson) 发起改组，

&. Co. • Ltd. •

汕头三纲路设分号. 1940 年代初
迂总号于香港，上海及汕头设分

McMullan &. Co.
(Shangha j). Ltd. • jamesl Gibson

号.进口羊毛、毛条、药品、布足、

&. Co. • Ltd. • H. L.

丝、亚麻布制品、绣货、挂毯、草帽

仁德有限公司

纱、线、亚麻布及化学品等，出口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2 年烟

缎、草帽、古玩、瓷器及黄铜器等.

T.

代理英、美、澳厂商公司近十家.

Murray) 及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马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常务董

茂兰(D.

事吉布森.往来银行为"汇卒"及

台仁德洋行董事骨默里(D.

F. R.

McMullan) 与上

海华茂祥行常务董事郝经士 (w.

"花旗".

j. Hawkings) 等发起开办，实为烟

,

台仁德辞行之上海分号。核定资

仁德洋行

本墨洋 50 万元，分 5 万股，每股

McMulIan &. Co. .jamesl McMul-

McM飞111an.

James

"喇睛"

十←←…一

化，今

lan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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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 James

r

充是行部门主任或高级华职员.

烟台大马路英商贸易行。
1893 年原内地会传教士马修真

化学原料交易公司

(J ames McMullan) 个人开办，即以

Exchange Co.

Chemical

姓字为行名。经营花边、绣货、茧

上海天津路德商贸易行。

绸加工及相关进出口贸易，兼营

1933 年(或作 1932 年)韦知尔 (K.

佣金代理业务. 1903 年改组，变更

E. WoetzeJ)主持开办.资本 5 万

西名为， McMullan

&. Co. ,

元。香港先后设代理处或分号，平

Jam四"，其时资本约为银五、六万

凉路设工厂.承办化学原料经纪

两 .1910 年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进口德国农工业用化学品、

启用新西名，华名或称仁德有限

工业及药用化学品、化工原料及

公司，马氏任董事长。添领饰及发

色素颜料等.代理德国斯图加特、

网等加工制作业务. 1916 年马氏

柏林、汉堡及科斯维希诸埠化工

去世，马修真夫人包揽一切. 1922

厂商多家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

年扩展至上海，嗣增青岛及济南

往来银行为"德华".

分号.设茧绸、发网、花边、印刷及

'

迸出口五部，各司其职。进口欧美

今齐素印字馆

之机械材料、羊毛、延头、汽车、自

Printing OHice

行车及纸、墨水等 F 出口花边、绣

Commercial

香港葡商印刷行. 1867 年前

货、发网、茧绸、生丝、丝头、草帽

铃卢斯(].

绩等。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

初设于嘉咸街，嗣迁威灵顿街营

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往来银行为

业。承办商业印刷业务 .1895 年后

"汇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渐无所闻.

A. da

Luz) 个人开办。

后遭日军查封，总经理马茂兰(D.

F. R. McMullan) 死于非命。王诏

今芬素於仁燕梳公司 F 老公茂康

书、刘迈千、赵致远、许志亭、袁润

记保险公司

甫、由泳兰、郝永昌、庄以 l阳、杨述

Commercial Union
Assurance Co., Comme主cial U-

智、姜培勋、刘培厚、来礼亭等尝

nion Assurance Co.

, Lt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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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英国保险公司。 1861 年开办，

huize) 个人开办.初设于仁记路，

本部伦敦。 1867 年前来华开业，初

嗣先后迁四川路、黄浦滩路及北

在上海、香港、福州以"公道"

京路营业。进口经销荷兰建筑材

Co.)、"搬鸟"

料、胶合板及留声机、马达等，代

(Borneo Co.,

Ltd) 及"天祥"

理欧美制造厂商，经营并全权经

(Adamson , Be11

&. Co.

)等洋行为

理忆定盘路高尔泰搪瓷厂 (Co! 一

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1895

Cotta G!azing Co. ,.Inc. ) • 1930 年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代中尚见于记载，基氏任总经理.

香港、福州、哈尔滨、天津、北京、

往来银行为"汇丰"、"和哺"及"荷

沈阳、广州、烟台、宜昌、汉口诸埠

国安达"。

(Blain , Tate

&.

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水、
玻璃、汽车等各类保险业务。 1930

&. Co. , Ltd. I
Arthur &. Co. (Export) , Ltd.

年代中核定资本 354 万英镑，收

英国工贸公司。 1895 年开办，

足，资产总额达 6 ， 000 万英镑，公

本部格拉斯哥，伦敦及利兹设联

积金为 5 ， 400 万英镑. 1940 年代

号。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以公发

末尚见于记载。公司华名，港行音

祥行 (Rex

译为"今开素於仁燕梳"，上海等

对华贸易.本世纪初先后于上海

地则因老公茂洋行长期充其总代

及香港设代表处或分号，进口经

理行而称"老公茂康记"，惟哈尔

销所产纺织品，兼营杂货贸易及

滨一地意译为"商业联合"，各地

佣金代理业务.代表格拉斯哥、利

以"益昌"、"老晋隆"、"新茂"等代

兹及伦敦母号.护庄于 1920 年代

理行行名相称者亦不乏其例。

末关闭，经理朋生 (Robert

火、人寿、灾害、盗难、忠诚担保、

公义洋行

Arthur

&. Co.

)为代理行，经营

E. Ben-

so时，买办冯少兰。港号 1940 年代
公大洋行

Ki臼Ihuize

&. Co.

上海荷商迸出口贸易行。

末尚见于记载，代表郑文，往来银
行为"麦加利"。

1925 年(或作 1926 年〉原天纳洋

行伙东骨基恩赫伊泽(1.

J. Kien-

公义洋行

Prodan

&. Co. , N.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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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界领事道意商贸易

'

合伙接办，启用"Bower ， Hanbury

行 .1935 年原德商鲁麟洋行天津

&.

Co."新西名.伦敦设联号，汉口

分号代签有效人铃普罗丹 (N.

一度设分号.经营丝、茶贸易及地

Prodan) 与铃阿库尔蒂夫人 (Mrs.

产、房地产，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D. M. Accurti) 合伙开办，经营草

1882 年前由伙东，前公共租界工

帽绩及杂货出口贸易.嗣阿库尔

部局董事伊伏生(Egbert Iv，阳n)

蒂夫人退伙，由普罗丹独资维持.

接办，更西名为 "Iveson

1940 年代先后迁宝士徒道、法界

设公平丝厂，有缆车 216 部，设计

威尔顿路、徐州道〈待一区无锡

年产丝 300 包. 1885 年公平丝厂

路〉及中正路(英界中街〉营业.

停办.世纪之交洋行再度改组，由

1940 年代末尚且子记载，往来银

前公共租界工部局总窒沃德 (W.

行为"大通"及"华比飞唐顺安充

G. Ward) 及赞普罗布斯特(E. A.

是行买办多年.

Probst) 等合伙接办，启用 "Ward ，

'

&. Co. " ,

Probst &. Co. "新西名. 1913 年改
公平洋行

Syk钮，

Sc hwabe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 Co.

Co., Schwabe &. Co., G. C. ,
Bow凹，

&. Co. , Ivesen &.

"Probst , Ha nbury

普罗布斯特出任常务董事，驻伦

Co. , Ward. Probst &. Co. , Prob-

敦.添机器、五金杂货、呢绒、延头

&. Co. ,

及纸货贸易.李柏藻、朱冶萝、石

Hanbury

st , Hanbury
st ,

Hanbury

, Prob(China) , Ltd. ,
Ltd.

White &. Co. , Ltd. W. A.
上海英商洋行. 1850 年前创
办，西名 "Sykes ，

, Ltd." ,

布前、孙经臣、汪蟠清、叶明达等

尝充部门买办. 1930 年由沪行经
理及职员饼雷登 (C.

W.

Schwabe &.

Rayden) 、骨怀特 (W. A. White)

Co. "01853 年拆伙，由伙东骨施瓦

等出面接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布 (G. C. Schwabe) 接办，更西名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启

为"Schwabe

&. Co.

, G. C. ".1858

年改组，由警鲍尔 CFrederick Bow-

用" Probst ,

,

Hanbury (China) ,

Ltd." 新西名。核定资本银 50 万
、，

er) 及汉璧礼 (Thomas Hanbury)

两，实收其半。充卫达美公司 (Vi-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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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 Co. • Ltd. )全权经理 o 1936

&. Co. ,

原里昂驻华商务使团团员葛扬

1943 年尚见于记

CAdolphe Grosj臼n)个人开办.初

载，董事怀特及铃韦德(John L.

设于法界河内街，嗣迁德领事街

Wade) ，华经理费德森、杨漱毫，华

营业。 1910 年代于天津法界巳黎

职员卓文杜、郎望界、郑忠衍、胡

路设分号.经营蛋黄粉、干蛋白、

渭正及杨关松。往来银行为"汇

茶泊、兽皮、兽脂、芝麻、五倍子、

丰"及"麦如利".

猪察、马察及其它中国产物出口

年前后更西名为"White

Ltd. • W.
•

汉口法商贸易行 o 1901 年前

A." 0

贸易，代理巳黎、苏黎世、瑞恩、伦
公安洋行

Heffer ，

F. C.

I

Heffer

敦诸埠几家保险及其它公司，

1919 年后渐无所闻， 1920 年代中

&. Co. , F. C.
上海九江路西商洋行 o 1906

一度复见于记载。

年前原江西路公和洋行 CGilmour ，
认〉资深职员铸黑弗尔 (F.

C..

Heff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名。经营丝业检验公证业务 .1913

公兴洋持

Viccajee &. Co. F.

I

Viccajee &. Co. • Ltd. • F.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o 1901 年

&.
T.

〈或作 1902 年〉原花林治洋行

Byrne) 及铃小黑弗尔 CG. S. Hef-

维卡吉 (F. Viccajee) 个人开办.初

fer}出面接办，更百名为 (Heffer

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福州路及

C.λ 嗣先后迁江西路

江西路营业.经营杂货贸易及佣

及黄浦滩路营业.添营生丝、绸

金代理业 01921 年改组，按香港公

缎、蛋类出口及药料进口贸易，兼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营佣金代理业务. 1920 的代末尚

司，资本为规银 7 万元.汉口及天

见于记载，经理伯恩，买办邱毓

津一度设分号，华名别称公兴洋

庭.

行有限公司.进口欧、美、澳各国

年前由原公和洋行 (Gilmour

Co. •

D) 主管职员铸伯恩 CE.

&. Co. • F.

(Framjee. Sorabjee &. Co. )伙东幡

纸、文具、葡萄酒、食品及杂货.代

公兴洋行

Grωjean &. Co. , A.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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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约为规银 80

诸分号。嗣改组为兄弟公司，更西

万元。 1940 年代中迁广东路营业，

名为"Connell Brothers Co.气经营

添丝绸出口业务。 1940 年代末尚

食品及一般迸出口贸易，代理相

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国币 5 千

关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万元。赞小维卡育 (Rutton

Vicca-

1931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在

jee) 任常务董事，华商周亚伦充董

内华达州注册，总号旧金山，上

事.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汇卒"

海、香港、天津及马尼拉、新加坡、

及"有利 "e

纽约、温哥华、多伦多、孟买、曼谷

·、

诸埠设分号。华行进口美国食品、
公兴铁厂

Kung Hsing Iron

西粉、谷类、罐头、药品、化学品、
染料、皮革、钢铁五金及杂货 p 出

Works. Ltd.
上海杨树浦路日商铁工机器

口桐泊、植物泊、纤维品、豆饼、籽

厂。 1925 年前开办，日文原称株式

仁及其它中国产物.第二次世界

会社公兴铁厂，嗣添韬朋路分厂。

大战后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

生产纺织机械零件、高级齿轮、电

员，于香港、马来亚及菲律宾等地

动装置、通用机器及铸件 .1940 年

设子公司. 1947 年沪行资本为法

代初尚见于记载。社长兼专务濒

币1. 02 亿元，总经理贺德铭 CB.

浪专平，董事兼技师手岛义男。往

A. Hartman). 1940 年代末尚见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汉口气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花
旗"及"大通气潘季英尝充是行买

公利洋行Connell.

nell Brothers Co.

M. J.

, Con-

, ConneIl Broth-

ers Co. • Ltd.
,

办。
公易洋行

Jaques

&. Co. , A. H.

美国贸易商行. 1898 年公利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洋行。

(M. J. Connell) 个人开办，即以

1901 年原福利公司津号经理铃贾

姓字为行名，本部西雅图 .1900 年

克斯 CA. H. Jaques) 个人开办.经

按华盛顿州法律注册. 1903 年东

营有家具店及百货店，销售自产

来，设上海、香港及马尼拉、横滨

家具及百货、服饰用品、妇女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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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女帽杂货等，兼营佣金代理业

1920 年原福兴洋行职员铃加博特

务.数年间即成为津门主要洋行

CF. R. Gabbott) 个人创办.初设

之一。嗣于北京设分号，经营营造

于四川路，嗣先后迁法界爱多亚

及相关包工业务，错唐泰孚(].

路、喇格耐路及老永安街营业.北

Thomas) 主其事。 1910 年

京崇内大街新开路设分号，出口

Twyford

绸缎、古玩、古器、景泰蓝、陶瓷

代中尚见于记载.

器、黄铜器、搪瓷器、骨器、锡器、
公和洋籽，怕乌及丹拿公司

夏布制品、葛制品、手工绣货、料

Palmer &. Tumer

器、北京珠宝、雕花木器、漆器、美

1891

术品、花式小杂货及鲜姜、明矶、

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

茶叶等，代理几家英美厂商. 1940

怕马 CClement Palmer) 及丹拿 CA.

年代中迁香港，改组为有限责任

Turner) 等合伙开办。上海及汉口

公司，上海、北京、天津设分号。

先后设分号.承办建筑设计、土木

1947 年资本为 75 万港元.出口茶

及测绘工程 p 别设地产部，经营地

叶、梅脑、禽毛、钮扣、缝针、别针、

产、房地产代理经租及保险代理

手帕及织品，进口玻璃器皿、纸及

等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杂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载，其间伙东屡易，华洋行名依

来银行为"有利"及"东方汇理"。

香港英商建筑工程行.

旧。公司华名，上海及汉口称"公

和"，香港称"怕马及丹拿"或"巴

公和祥码头公司

马丹拿"、"帕马丹拿".潘梅轩及

Hongkew Wharf Co.

陈荣矶、张孝庭、谢家俊等尝充是

Hongkew &. Jardine'

行沪号买办及工程师.

Wha凹臼，

Shanghai &.

, Shanghai &.
8

As回ciated

Shanghai &. Hongkew

Wh arf CO. , Ltd.
公和洋行

Gabbott ßι Co.， F.

上海英商码头仓钱公司-

R. , Gabbott &. Co., Ltd. , F.
R.

1872 年复异洋行代理之顺泰码头

上海英商进出口贸易行。
、

公司 CHongkew

Wharf Co.)收并

美商同孚洋行码头 (Oliphan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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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rf) 改组开办，百名 "Shanghai

,

公信洋行

Welch. Le明s &.Co.

&Hongkew Wharf Co. " .1875 年 7

上海广东路西商贸易行。

月 1 日怡和洋行宣布， l!P 日起立

1884 年前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

德成、公和祥、顺泰及琼记码头仓

董事活将(Joseph Welch) 与赞刘

校合并，以"顺泰码头公司"或"怡

易斯 (Lewis) 合伙开办。汉口设分

和合股公和祥码头"名义营业，启

号。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承

用 "Shanghai

&. Hongkew &. Jar-

办公共茶叶检验事，代理苏格兰

dine' s Asωciated Wharves" 新西

一家保险公司. 1908 年前后迁南

名。业务由怡和洋行总代理. 1884

京路营业，伙东为毕尔照(且 W.

年后又陆续收并多处码头仓钱。

Pilcher}及活将后人惠而司 (A.

1895 年改组，恢复原西名，资本为

Welch). 其后渐无所闻。

J.

银 200 万两。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更西

公律冠冕保险公司

名为 "Shanghai

&. Rock hlsurance Co. , Ltd.

Co. • Ltd.".

&. Hongkew Wharf

1906 年核定资本增

Law Union

英国保险公司 .1892 年成立，

至银 400 万两，实收银 360 万两，

西名原称"Law Union

发行公司债券银 100 万两。所有各

Insurance Co. " ，本部伦敦。 1899

码头占地超过 111 英亩，雇佣苦力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香港，分

6.000 人。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别以"泰和"及"旗昌(新旗昌 Y 洋

为规银 800 万两，实收 600 万两

行为代理行，拓展对华业务.

〈或作 500 万两). 1940 年代末尚

年启用现名.在香港、天津、北京、

见于记载，称"公和祥码头股份有

上海、汉口、福州、沈阳诸埠，先后

限公司"，董事长约翰盖西克(J.

分别以"旗昌(新旗昌)"、"仁记"、

H. Keswick). 往来银行为"汇

"泰和"、"保慎"、"泰森"及"良济"

卒".谷汉山、宋官东、马操来、潘

等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及其

澄波及甘翰臣等尝充公司买办或

它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高级华职员.

记载.

•

&. Crown

1909

-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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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纱厂

Kung Yik Cotton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上海纺织工业公司. 1910 年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1878 年公裕洋行 (Phipps ， W.

T.

)成立，上海郎以之为代理行，

祝兰肪等发起开办，嗣转让部分

"公裕"行名似即源于此。 1891 年

股权与英商怡和洋行，改为中英

改组，更西名为 "Sun Insurance

合办，由怡和洋行全权经理.核定

OHice" ，嗣在英格兰注册为有限责

资本银 100 万两，实收 75 万两，有

任公司，启用 "Sun Insurance Offí-

纱键 2.5 万余枚，织机 400 部，年

ce , Ltd." 新西名，核定资本 240

产纱1. 9 万余包，布 15 万足以上。

万英镑，实收 60 万英镑。分支机构

工厂设于劳勃生路，极司非商路

遍及世界。上海设远东分号，香

设写字间。民国成立后，股权全归

港、汉口、宁波、天津、烟台、福州、

英商. 1921 年怡和各纱厂有限公

营口、青岛、威海卫、台湾、广州、

司成立，"公益"为组成厂之一。

北京、沈阳、哈尔滨及巳达维亚、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侵克富特

曼谷、西贡、神户、长崎、横滨、马

(Jam臼 Kerf∞t) 及骨史密斯 (W.

尼拉、槟挪屿、新加坡、三宝垄、泪

K. Smith) 先后任厂长，潘澄波尝

水等地委托代理行.经营火、水、

充买办.

汽车、盗难、伤害及其它保险业
务。"毫惟"、"禅臣"、"华昌"、"美

Sun Fire

益"、"新泰兴"、"和记"、"兴隆"、

Office Sun Insuran四 Offi俑， Sun
Insurance Offíce , Ltd.

"旗昌"、"泰茂"、"义源"、"三毛

路"、"免那"、"福和"、"爱尔德"、

英国保险衍 .1710 年创办，西

"鼎新"、"福德"、"逊昌"、"富罗"及

公裕太阳火险公司

,

名 "Sun Fire Office" ，本部伦敦。"维乐"等洋行公司先后充其在华
1861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汉

地方代理行。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口、宁波、上海、广州、天津诸埠，

于记载，远东分号经理骨被廷杰

先后分别以"连治加〈广隆)"、"士

CT. P. Pottinger). 郑锦峰、姜廷

育"、"德兴"、"悦来"、"壳"、"复

元等尝任远东分号买办.

界"、"地近"、"广隆"诸洋行公司

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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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慧洋行

Frazar

Frazar. E. W.

&. Co. • E. W.

,

,

, Frazar

Co.. E. W. Frazar. Federal
Inc. • U. S. A.

"花旗"、"大通"、"华义"、"中国"、

"金城"、"浙江兴业"、"上海商业
储蓄"及"交通"等.施匹孟 (F.

F.

Spielman) 、福来氏及甘成恩 (R.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条胡同美

E. McCann) 先后任总裁、副总裁

商贸易行。 1914 年(或作 1915 年〉

或董事长.曹炳臣、谭藻寿及谭碟

W.

直、汪克壮、李少洲、李家栋、高敏

Frazar)个人开办. øp 以姓字为行

时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名。 1916 年 1 月于天津法界巴黎

员.

旅日美商福来氏(福瑞萨 .E.

路设分号. 1918 年秋迁总号子天

a

津，北京改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牛事L 冰广有限公司

及相关工程业务。代理日本及欧

Ice &. Cold Storage Co. • Ltd.

Dairy Farm.

美几家厂商公司. 1926 年改组为

香港朴潮林道英商食品公

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Frazar ，

司. 1919 年商就始建于 1887 年之

Federal Inc. • U. S. A.". 资本 20

万利牛奶公司 (Dairy

万美元.嗣先后迁七月十四日路

Ltd. )改组开办.资本 225 万港元.

及大法国路营业，添沈阳、哈尔

广州沙商及九龙弥敦道设分号.

滨、大连、青岛、济南、长春、太原、

除经营原有牛奶场、屠宰场、禽蛋

西安诸分号.进口经销美国轿车、

场及进口澳洲冷冻食品外，于渣

卡车、轮胎、橡胶制品、电瓶、无线

甸仓及荔枝角设制冰厂及冷库，

电机、电冰箱、制冷设备、工业设

添营制冰、冷藏、肉食包装及海运

备、汽车零配件、摩托车、拖拉机

等业务. 1920 年代中增设上海北

及其它农业机械.天津本部专设

京路分号，进口经销奶油、乳制品

有装配厂、车身制造车间及维修

及罐头食品，华名别称"达来祥

服务站.代理"道济"等美国厂商

行".其后又相继设红甜、渣旬仓、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太平洋战争

山顶及九龙塘诸分号. 1940 年代

爆发后停业，战后恢复 .1940 年代

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750 万

末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有

港元，资深经理铸汤姆森(].

Fallu Co. •

D.

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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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保险公司

Thomson).

La National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of Paris

牛津图书公司

ty

Oxford Universi-

法国保险公司，开办年代末

详，本部巴黎 .1930 年代初来华开

Pr岱S

英国图书出版公司。 1478 年

业.在上海及天津诸埠，以巴黎永

创办，为牛津大学之出版部.本部

兴洋行上海分号保险部为驻华金

伦敦。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权经理、中法银公司为代理行，经

先后以伊文思图书有限公司、广

营火灾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后期

学书局及广协书局为代理行，进

尚见于记载.

口经销所出图书. 1940 年代尚见
于记载.

长利洋行

I

Bisset

&. Co.

,

J. P.

上海四川路英商牙行. 1869
长丰洋行

Scharph. Guenter

&.

年骨比塞特(J.

P.

Bisset) 创办.经

营地产、房地产代理，股票、证券

Co.
上海瑞士贸易商行。 1933 年

经纪，及放款、抵押诸业务.兼营

原新时昌洋行伙东普沙尔普夫

保险代理业.一度迁福州|路及黄

Scharph) 及职员铃冈恃 (E.

浦滩路营业. 1940 年代初尚且于

Guenter) 合伙开办.初设于广东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张槐

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报关、

三、林逸寿等尝充是行买办或总

转运、船务、堆楠、保险诸业务及

买办.

(0.

进出口贸易.进口德国、瑞士、爱

一

J

尔兰所产打字机、计算器、现金收

长谷川辅行，长谷川棉花株式会

入记录机、亚麻布、呢绒足头及其

社Hasegawa

它办公用品，出口绣货、花边、手

Ha田:gawa

&.

Co., Ltd.
Menkwa Co. , Ltd.

帕、茧绸、绸缎、生丝、丝头等，销

日本棉业股份有限公司-

往美、加、澳及欧洲.代理欧美几

1.929 年开办，本店大阪。上海江西

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40 年

路设支店，南京设营业所.经营棉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花、棉籽、棉布、农产品、麻袋及杂

•

长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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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资本 50

业务.代理瑞士几家钟表厂商.华

万日元，常务牧宽.

名别称乌利文钟表洋行. 1940 年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间业主屡

长信公司

Paraffine Paint Co.

,

Paraffine Co mpanies , Inc.
美国建筑材料公司，本部旧

有变易，除上海一地 1930 年代后
期因署经理骨拉罗什 (P.

A.

Laroche) 入伙而变更其西名为

金山. 1913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

"Laroche &. Cie , P.

"外，其余各分

香港、天津、汉口、沈阳、哈尔滨及

号华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为"中

北京诸埠相继设代理行或代表

法工商'及"东方汇理"。龚侍麟尝

处，进口经销所产泊毡、混凝土屋

充是行买办.

面材料、油潦、清漆、磁漆、地板材

Dunbar , Williaml

料、石膏板及漆布等。"恒大"、"德

丹巴洋行

记"、"仁记"、"美卒"、"锦隆"、"亨

Du nbar Bros. Co.. Ltd.

德"等洋行先后充其地方代理行.

bar. L.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I

, Dun-

Dunbar &. Co. , L.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贸易行.
1892 年丹巳 (Wm. Dunbar) 个人

乌利文洋行

Ullmann &. Co. ,

J. , Laroche &. Cie , P.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商粉
贸易. 1922 年前改组为兄弟有限

法国钟表首饰行. 1860 年乌

公司，更西名为"Dunbar Bros ,

利文(]. UJlmann) 家开办，本店巴

黎，瑞士设制造厂 .1891 年前来华

Co. , Ltd. 飞来几，由铸小丹已
(Lambert Dunbar)个人接办，西名

开业，先后于香港、上海、北京、天

"'Du nbar , L. 飞 1927 年前原职员

津、汉口诸埠设分号，西名 "UIl

骨斯坦顿 (W. T. Stanton) 入伙，

mann &. Co. , J. " .进口经销瑞士

启用"Dunbar

及法国钟袭、珠宝首饰、水晶、水

进口经销英国商粉，承接面粉经

晶器皿、大理石钟、刻花玻璃、银

纪业务.嗣迁皇后大道中营业.

器、电镀器皿、光学制品、香料、香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水及保险柜等，兼相关修造加工

&. Co. , L. "新西名.

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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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睦洋行
by&'C心.

Danby , C. G.

, Dan-

, G.

凤凰化学工厂
α1

Pho自由 Chemi-

Co.

汉口英界洞庭街英商洋行.

青岛广西路德商化工厂.

1924 年前原福公司河南吉迷生矿

1926 年前萨德洋行(Seidel ，

会汁师丹隆 cc.

Danby) 个人

Siebold &. Co. )合伙人赞西博尔德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货

(Hugo Siebold)就萨德洋行化工厂

运、股票经纪及保险代理业 o

1920

改组开办.生产氢、过氧化氢、肥

年代后期迁北京开业，承办各类

皂及染料等，兼营草帽缎 J 头发等

保险及佣金代理业务.双口行更

漂染业务.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

西名为 "Danby

载.

G.

&. Co. ,

G." ，添营

地产业，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公司，
先后充宏利人寿保险公司华北及

凤凰火险公司

华中经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surance Co.,

载.

Co. , Ltd.

Phoenix Fire InPh伺nix

Assurance

英国保险公司 .1781 年〈或作
丹拿公司 F 华记洋行

Tumer &.

1782 年〉创办，本部伦敦，为世界

最古老的保险公司之一. 1785 年

Co.
香港英商贸易行. 1850 年前

启用 "Phoenix

Fire In surance Co. "

创办，上海、福州、广州、江口诸埠

西名. 1867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

先后设分号.经营丝茶及一般迸

港、上海、福州、汉口、天津诸埠，

出口贸易，兼保险及航运代理业

先后以"公易"、"得忌利士"、"宝

务.公司华名，香港及广州|称"丹

顺"，、"中和"等洋行为代理行，经

拿"，其余各口称"华记". 1895 年

营火灾保险业务. 1901 年改组为

前迁总号子福州，香港、上海、汉

私有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口设分号.本世组初各分号相继

"Phoenix Assurance Co. ,

关闭.其后"华记"赖德兴祥行诸

1905 年于上海设东方分号.大连、

伙东维持， 1941 年尚见于记载.

烟台、青岛等地添代理处.经营

Ltd. 气

水、火、汽车、伤害、人寿等保险业

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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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379

大道中设办事处. 1943 年华中地

万余英镑，实收 100 万余英镑.

区经理为德侨怜宗莱特纳(H.

1933 年净纳费达 791 万余英镑.

Sonnleitner)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束前后华行停办，公司在上海、天
津诸埠业务分别由华商华贸股份

凤凰印刷公司

Phoenix Press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印刷所.

有限公司及万隆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1932 年原文汇报馆职员铸富勒小

姐 (Miss G. A. Fuller) 个人开办.

六国饭店

承揽印刷、胶印、制版、装订、出版

ons 一 Lits.

Grand Hotel des WagLtd.

及其它书商业务. 1942 年尚且于

北京东交民巷西商饭店.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丁伦全

1903 年天津英商高林祥行伙东餐

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小毛令 (C. R. Morling) 、德商泰
来洋行经理铃佐默尔 (Frite

凤凰钢厂

Sc hoeller - B1 eckmann

Som-

mer) 、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赞维尔法尔特 (E. WihHahrt) 、

Steel Works. Ltd.
奥地利钢铁工业公司，本部

开澡矿务总局北京代理处主任法

维也纳.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人骨雷德尔斯佩尔热(Jean

海及沈阳诸埠，先后以"汇嘉"、

delsperger )及天津英商仁记洋行

"世昌益利机器"、"通义"、"怡隆"、

伙东邵富德 (W.

"谦倍机器"等洋行公司为代理

发起开办，为公众性有限责任公

行，选口经销所产高级工具钢、建

司.客房 100 套，均设备浴室及电

筑钢、碳钢、合金钢、不锈钢、钢

话，代办长城及十三陵旅游业务.

片、钢模、冷轧钢及工具、铿刀等.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银 25 万

华名别称苏勒伯克门钢厂. 1937

商，实收 24.395 万两，发行 7 厘公

年前后于上海江西路设中国分

司债券银 25 万两. 1920 年代中与

号，精罗森塔尔 (W.

Chr. Rosen-

英商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联

thal)首任总经理.嗣于香港皇后

营，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董事

Re-

E. South∞，t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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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德吉 0. H. Taggart) 任饭店常

又

上海英商报馆. 1879 年侨商

务董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

开乐凯(Jol)n

由日人接管，佐佐木喜丰主其事.

登 CCharles Rivington) 合伙创办.

战后复归原主. 1940 年代末尚见

编辑出版英文晚报《文汇报》

于记载。

CShanghai Mercury) ，是上海第一

文仪洋行

。ffice Appliance

Co.

,

De nt Clark) 及李阁

家使用煤气引擎印报机的报馆。
一度出版晨刊 CShanghai Mercury

Morning 1臼ue). 1886 年李阁登去

Office Appliance Co. , Ltd.
上海英商办公用品公司.

世后由开乐凯独力维持. 1889 年

1910 年通商行名簿公司驻华经理

收并《晋源报> CShanghai

鲍庚亨 CE. W. Bauckham) 等发起

及《华洋通闯 H Celestial Empire) ,

开办，华名鲍庚洋行 .1928 年前定

继续出版《华洋通罔》周刊. 1900

名"文仪飞 1930 年前后按香港公

年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

司.资本银 14.7 万元，在香港注

司，核定资本规银 68 万两，实收

册，开氏任总董兼主笔.先后承印

50 万两。香港、天津及马尼拉先后

《德文新报) C Der也tasiatische

设分号.进口美英所产打字机、计

L1oyd) 、《中国公论西报以The Na-

算器、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 F 生产

tional Review) 、《戒酒新闻纸》

经销钢质办公设备，兼相关维修

CThe Union) 等多种周刊杂志，兼

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

蕾相关装订业务.尝出版发行年

数十家.嗣资本累增至规银 80 万

刊《骨文汇报行名簿 HShanghai

两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

Mercury Desk Hong

是行设于香港车打道约行，常务

代中原副主笔臼人佐原笃介位列

,

董事，日股几占公司股份之半。

董事铃威杜普 (P. S. Widdup))

往来银行为"花旗"及"麦加利".

Courier)

List).1910 年

1920 年开乐凯辞去馆务而退居顾

问次位，原经理骨戴维 (w.
文汇报馆

"Shanghai Mercury"

,

Office Shanghai Mercury , Ltd.

'

•

J.

Davey) 出任常务董事。其后业务

渐次不振. 1927 年锦明洋行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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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锦明 (H.

M. Cumine) 及泰隆洋行

经理骨贝尔 (A.

"花旗".

Be11) 等出面

D.

力图复兴，终于无救. 1930 年自动

文进洋行

清理.旋归并于《大美晚报》

Bun Shin Paper Co.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

Bun Shin Co. , Ltd. ,
J

Ltd.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6 年开

办，日文原称株式会社文进洋行.

cury) •

为东京株式会社博进社子公司.
文汇洋行

Mercury Trading Cor-

初设子江西路，嗣迁福州路四川
路口营业，梧州路及大阪、名古

porat lOn
上海波兰犹太商贸易行.

屋、神户、福冈、门司设支店.进口

1934 年前侨商铃比特克(Joseph

西洋纸、东洋纸、装祯结布、泊墨

Bitker) 与鑫康洋行 (North China

及其它文具用品，出口纸类，兼一

Import Co. )职员椅波马斯 (R.

般进出口业务.代理几家日本厂

M. Pomuss) 主持开办.初设于九

商公司. 1930 年代中资本为日金

江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食品

3 万元， 1940 年累增至 15 万元，社

及杂货进出口贸易. 1943 年尚见

沃中村孝育，专务中村松太郎，常

于记载，经理波马斯.

务阿部辰雄.往来银行为"三井"、

"横滨正金"及"住友".俞栋生、姜
文达洋行Devault

Co. , J. F.

忠翰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北京美商出口贸易行. 1923

年铃德沃尔特(J. F. Davault) 与

文房洋行

Bumpo Yoko

骨芬内尔 (F. L. Finne1D 合伙开

上海日商文具店. 1926 年田

办.初设于遂安伯胡同，嗣迁煤渣

村义朝个人开办.初设于乍浦路，

胡同营业.出口一般礼品、亚麻布

嗣迁吴淤路营业.南京中山东路

制品、绣货、手帕、项圈、铜器、景

设支店.经营文具、东西萍纸、制

泰蓝、古玩、古器、料器及紫铜器

图用品及各式帐簿批发零售业

等，销往美国及加拿大等地. 1940

务，兼及印刷. 1944 年尚见于记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载，其时有资本日金 5 万元.往来

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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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台湾"及"汉口"。

钢工具、起重机械等等。 1930 年代

初尚见于记载，驻华总经理铃兰
文彩洋行

Bulsara Bros.

托夫特(J.

F.

Ranto{t).

天津英界中街印度丝业贸易
行。 1916 年前原合隆洋行 (Vic臼·

双龙洋行

)经理骨霍穆斯吉

&. Co. , C

jee &. Co. , H.

(M. Hormusjee) 主持开办。嗣迁

Agthe &. Ismer I Ismer

上海南京路德商钟表眼镜首

北京崇文门大街营业。经营印度

饰行.

1886 年怜阿格特 (Karl

丝及杂货贸易，兼及玻璃器皿、陶

Agthe) 与特伊斯默 CC. Ismer) 合

器、搪瓷器皿等 .1920 年代末尚且

伙开办，西名 "Agthe &. Ismer" 。

于记载。

1895 年前阿氏退伙，由伊斯默独
力接办，更西名为 "Ismer &.

文德机器公司

Nielsen &.

Winther , Ltd.

Co. ,

C. " .本世纪初复改组为私有合伙
商号.经营钟表修造业，进口经销

丹麦机械工业公司. 1867 年

德、英、瑞士、美国普通钟表、天文

创办，本部哥本哈根 .1914 年前来

钟、电钟、眼镜、光学制品、珠宝首

华开业，首设驻华销售公司于汉

饰、银器及自来水笔等，代理英美

口英界精衔，西名称 "Niel皿n&.

及瑞士几家厂商公司.其后合伙

Winther China Engineering Co. ,

人屡易，华洋行名依旧。 1940 等代

Ltd. ".经营机器进口业务.代理

后期尚见于记载，伙东骨特雷彭

哥本哈根母公司及其它丹、英厂

豪尔 (C. Treppenhauer) 及铃哈勒

商公司数家.嗣销售公司停办，先

(Paul Halle)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

后于汉口、北京、上海、天津、沈阳

"和嘀"及"上海商业储蓄气孙定

诸埠设分号。进口本厂所产兵工

奎尝充是行买办.

厂设备、水压机、铁路机械、造币

厂设备、机械工具及其它成套设

双隆洋行

Shalom &. Co.

备，兼营丹麦它厂及英美所产电

美国贸易商行，本部纽约.

厂设备、制冷设备、电机、汽泵、锋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设分

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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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先后在圆明园路、九江路及仁

设大连代理店于山县通，嗣沈阳、

记路营业.经营花边、绣货加工织

北京、"新京"、哈尔滨、台北各分

造及出口业务，兼一般迸出口贸

支店相继开业.经营总迸出口贸

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伙东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亨宝"

骨哈英威 (EJias Hamowy) 主其

及"美国太平洋"等几家德、美轮

事•

船公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洋行

华名别称"义利斯".
以必珍兄弟有限公司 F 意必祥洋
行

lpekàjian Bros.

, Ltd.

香港雪厂街英印贸易商行.
•

孔士洋行

Kunst &. Albers

德国迸出口贸易商行. 1864

1931 年以必珍 0. B. lpekàjian)

年汉堡商人铃阿尔贝斯 (G.

兄弟与天利洋行主人赞格雷戈里

bers) 与孔士 (G. Kunst) 合伙创办

(T. M. Gregory) 等就比国安特

于海参巅，分支机构遍及东西伯

里曾以必珍且弟公司 (Ipekdjian

利亚及我国东北诸埠，为远东最

Br，臼. )改组开办.上海、大连及安

大商号之一.所营商品，小如别

特卫普、槟梆屿、新加坡、曼谷、马

针，大至电厂成套设备，兼营土建

尼拉诸埠设分号.经营钻石批发

工程承包及航运、保险等业务.代

及总进出口贸易.华行进口经销

理或代表德国及其它欧美厂商公

比利时钻石、手表及珠宝首饰.

司十数家至数十家. 1914 年成立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汉堡总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

为"汇丰"及"和嘴".公司华名，护

月革命后西伯利亚方面商务中

行别称"意必祥".

止，中国方面得以加强.东北以哈

Al-

尔滨为主行，沈阳、大黑河、绥芬
以利斯洋行

Illies &. Co. , C.

河辅之 F 内地则以沪行为主行，辅

德国贸易商行. 1859 年以利

之以南京、汉口、太原、广州、香

斯 (C. Illies) 家开创于日本，本部

港、天津诸分号.稍后将参麟、梅

汉堡.柏林、东京、大阪、神户、横

兰泡、 f自力、庙街及双城子诸埠业

滨设分号 .1920 年代来华开业，首

务渐次恢复.且在上海、南京、广

•

.1L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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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地经营有多家工厂. 1944 年

"花旗".

尚见于记载，其时业主为铃小阿
尔贝斯(Dr.

A. Albers) 及骨达垣

巴西畸啡公司

(G. von Datt~n) ，往来银行先后

Brasileira de Ca fe

有"汇丰"及"麦加利"等.严家淦、

fee Emporium

毕鸣岐等尝充是行华经理.

Co.

,

, E.

Empreza
Brazilian CofB. C. Coffee

上海巳西商咖啡贸易行.

Peac'∞k Motion

1927 年海通轮埠公司洋经理得利

Picture Corp.
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 • Inc.

民 (M. Dietrich) 等发起开办，西

孔雀电影公司

,

美囡影业公司. 1922 年铃钱
伯林 (Frank

V.

Chamberlin) 等主

名 "Empreza

Brasileira de Cafe" ,

华名别称巴西咖啡公司.初设于
法界爱多亚路，嗣迁霞飞路营业.

Motion Pic-

加工厂设于霞飞路.旋注册为英

ture Co rp. " ，本部纽约市.旋即来

国公司.进口巴西、阿拉比亚、中

华开业，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新

美洲及爪哇所产咖啡、可可及杂

闸路及博物院路营业.经营工商

货. 1930 年代后期更西名为 "E.

及教育影片制作、发行及放映业

B. C. Coffee Co."，华名依旧.

务，进口推销实验室成套设备、电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经理骨

影设备及相关零配件.在法界霞

佩雷拉 (C.

飞路开办有东华大戏院. 1932 年

银行为"大陆"及"汇丰飞

持开办，西名 "Peacock

A.

s.

Pereira). 往来

前后改组，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
为私有有限公司，启用 "p回C∞K

'

巴达洋行

Patak.

O.

Motion Picture Co., Inc." 新西

天津匈牙利商(或作捷商〉贸

名.添香港、广州、天津、哈尔滨及

易行. 1932 年原稿祥洋行〈臼ten

北京诸分号.在天津经营有接蝶

tal Trading &. Engineering Co. )职

电影院.其后迁北苏州路营业.

员巴达 (0. Patak) 个人开办.初设

1939 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铸布

于英界宝士徒道，嗣先后迁博罗

里顿 (Leon Britton) ，往来银行为

斯道及法界领事馆路营业.进口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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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专卖药品及各国食品、杂

办，西名 "Mai阳
sωon 由
d e Parfume
m川
衍
rie"

货，兼营一般出口及厂家代表业

经营香水、香皂、玲霜、美容液、香

务.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粉等法国化妆品及玩具、服饰、袜

类、针线杂货。 1934 年前迂使馆界
巴伦治洋行，加华治巳伦治洋行，

台基厂营业，更西名为 "Maison de

广昌洋行

Pa由"。添营花式货品及妇女时装

Cawasjee PalIanjee &

等，代理几家法国厂商公司.

Co. , Pallanjee & Co. , Cawasjee
印度帕栖商贸易行，加华治

1943

年前后易主，由原通济隆有限公

(Pestonjee Cawasjee) 创办，本部孟

司京号职员幡佩胡罗夫 (G.

买，西名 "Curset如Bomanjee

&

Perhurov) 夫妇主持接办，启用

Co. ".东印度公司时代即来华开

"Marcella "新西名.经营服装、鞋

此，在广州经营中国丝绸出口及

帽、皮包、香料及玩具、服饰等.

印度鸦片、棉纱进口贸易，兼营杂

1944 年后渐无所闻.

V.

货迸出口及佣金代理业务.鸦片
战争时迁香港.华名"巳伦治"或
"加华治巴伦治". 1851 年设上海

巴剌架印字馆

Braga , ]. P.

香港西商印刷出版行.

1914

分号，华名"广昌飞 1920 年代后期

年前原士蔑新同纸馆经理巴刺架

尚见于记载.上海"借用鸦片货

。. P. Braga)个人开办，先后在必

钱"、"顺记"轮船及"新沙逊土钱"

打山、德辅迫中、皇后大道中及车

均其产业.衷承斋、胡耀廷、李兰

打道蕾业.经营印刷、装订、制本

谷等尝究是行沪庄买办。

及出版发行业务. 1940 年代尚见
于记载.

巴利商行

Maison de

Parfumerie

,

Maison

de

Paris

,

巴厘洋行

Birley

&Co.

, Birley ,

Dalrymple & Co.

Marcel1a
北京王府井大街法商祥行.

香港皇后大道英商贸易行.

1924 年前旅华商务代理人铃巳加

开埠初期巳厘氏 (Birley) 创办，西

利尼 (E.

名 "Birley &. Co.飞广州及福州设

M. pasqualini) 个人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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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华名别称"福兴".经营茶叶

振华、孟觉三、吴顺福、社问楼等

及杂货贸易，代理英美保险及其

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它公司厂商多家. 1870 年代后福
州分号经理铃达尔林普尔 (H.

L.

Dalryrnple) 入伙，遂变更西名为

巴勒保险公司

North British &.

Mercant i1e Insurance Co. , Ltd.

"Birley , Dalryrnple &. Co. ". 1891

英国保险公司. 1809 年创办

年前分号相继关闭，达民主其事.

于爱丁堡， 1862 年启用现名. 1867

1899 年后渐无所闻.

年前来华开业，香港、上海、汉口、'
厦门、汕头、福州、烟台、天津、广

巳恒洋持

州、北京、杭州、沈阳、哈尔滨诸埠

Boon , P. C.

上海比商贸易行. 1921 年巴
恒 (P.

相继设分号或代理处。"太平"、

Boon) 个人开办.初设于

"德记"、"天裕"、"滋大"、"仁记"、

静安寺路，嗣迁九江路营业.经营

"旗昌"、"新沙逊"、"华记"、"公

雪茄及烟叶进口贸易，代理比、

理"、"海满"、"义德"、"宝倍"、"士

德、荷及巴西、古巴、菲律宾几家

美"、"顺泰"、"司马武德"、"霞拔颠

烟业公司 .1936 年尚见于记载，往

地"诸洋行及"旗昌吟、"万泰"、"中

来银行为"汇丰"及"华比气

英"等保险公司先后充其地方代

C.

理行.公司华名即源于上海代理

巴特司兄第洋行

Bros.

, Boutr侧 Br'ω.

Boutross

&. Co.

行"巴勒 "C Bal1ard ，

J.

A.). 经营

水火、人寿、伤害、行李、盗难、汽

美国贸易商行. 1900 年巳特

车及其它保险业务. 1930 年代中

司 (Peter Boutross) 兄弟合伙开

核定资本为 600 万英镑，已认购

办，本部纽约市 .1924 年前来华开

450 万英镑，实收 243 万英镑.

业，先后子上梅徐家汇、汕头、温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远东经

州、烟台等地设加工厂及分号.进

理赞伯恩 (A.

口亚麻布及纱线原料，加工生产

银行为"汇丰飞顾重庆尝充公司

并出口绣货、花边、手帕等 o 1940

沪行买办。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刘兆骤、徐

M.

Bourne). 往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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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事读洋行

Potter &. Co. ,

N , Pavlovsky). 其在香港地区业
务，委托新志利洋行代理.往来银

Cameron
上海英商会汁师事务所.

行为"东方汇理".

1925 年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商
业学会及皇家经济学会会员已嘉

巴噜土火险公司

于仁记路，嗣先后迁博物院路、九

Baloise Fire
Insuranω Co. of Basel
Baloise
Fire Insumnce Co. , Ltd.

江路及四川路营业.伦敦东部中

瑞士保险公司，本部巴塞尔.

央邮区设办事处.承办审计、会

189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计、文案代理及经理事务，兼会计

港、天津、汉口、沈阳诸埠先后以

函授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顺发"、"告老纱"、"礼和"等洋行

载.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漠 (S.

C. Potter) 个人开办.初设

,

1920 年代于北京及上海设营业
巴黎工业电机厂

Materiel Tech-

处，并以保慎水火保险公司及"安

旗"、"罗德"、"礼和"、"百利"诸洋

mque
法国工业材料公司， 1926 年
开办，本部巴黎，为在法国注册之

行为代理行，继续对华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私有有限公司，资本 100 万法郎。

旋即来华开业，子上海、天津、忧

巳噜士水险公司

阳、哈尔滨设分号.进口经营法、

Baloise Marine Insurance Co. , Ltd.

英、德所产铁路设备、纺织机械、

瑞士保险公司，本部巳塞尔.

铸铁管材、五金、皮带、皮管、橡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设营

胶、自来水厂及其它公用事业设.

业所，先后以保慎水火保险公司

备等.代理法、英、德厂商公司数

及"安旗"、"百利"等洋行为总代

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理行，以荷商上海保险行为索赔

记载，董事长椅马塞 (G.

代理，经营海难保险业务 .1940 年

Mace) ,

常务董事怜弗雷森【M. Fresse时，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驻华总经理铃帕弗洛夫斯基 (M.

•

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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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C07 , H.

水陆洋行
队，

闻。战后复见于香港，在德记拉街

Brown &. Co.

营业.进口檀香木、檀香木泊、棉

厦门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纱、人造丝纱、鱼翅、象牙稽及杂

D.

货 F 出口绸缎、棉布、瓷器、搪瓷

原宝顺洋行代理人铃布朗(H.

&.

器、电器、雨伞、豆类及大蒜等 Q

D." ，嗣于淡水及台商设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分号.经营茶叶贸易，为厦门五大

资本 30 万港元，往来银行为"汇

茶叶出口行之一，代理欧美及印

丰".

Brown) 主持开办，西名 "Brown

Co. , H.

度几家保险公司. 1870 年代布民
返英，原意大利及瑞挪联盟驻香

打笠 i台面包公司

港领事，后任日本驻厦门代理领

Nowroj钩， Nowroj回&.

事，伙东崇利 (F. Chomley) 出主

Dorabjee &. Son

行务，更西名为 "Brown &.

ery

Co. ".

1899 年前见于记载，经理铃鲍威
尔 (C.

Dorabjee

,

,

Co. , D.
Hongkong Bak-

香港英印商面包房. 1858 年
打笠治(Dorabjee ~ovvrojee) 发起

S. Powell).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皇

打哗地亚洋行

Tavadia , B. C.

,

灵顿街等处营业.称打笠治面包

Tavadia &.'Futakea
广州沙面英界西商牙行.
1923 年前后打哗地亚 (B.

后大道中，嗣先后在卑梨街及威
铺。日本设联号。经营面包制作经

C.

销及杂货贸易. 1908 年前改组为

Tavadia)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父子公 fj ，更西名为"Dorabjee &.

名.经营票据、金银、证券、股票及

Son". 至 1910 年代中，开始启用

一般经纪业务. 1925 年法打记亚

"Hongkong Bakery"新西名.生产

(N. B. Futakea) 入伙，改组为私

经销商包及糖果糕点，承包驻港

有合伙行号，启用 "Tavadia &. Fu-

英国皇家海军伙食供应，经理铸

takea" 新西名，先后添营汇兑经

拉赫曼 (A.

纪、房地产代理业务及杂货贸易.

前后出盘，由华商接办，华洋行名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渐无所

依旧.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哉。

•

K. Rahman).1918 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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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冈贞商店

Hiraoka Bros.

纽约。 1930 年代来华开业，于大连

香港德记拉街日商贸易行。

山县通、天津英界领事遣、香港永

1907 年平冈贞兄弟合伙开办。广

乐街及北京设分号.经营皮货及

州设分号。经营欧洲及日本机器、

呢绒迸出口贸易。华行由副总裁

纸张、油墨、化妆品等进口贸易。

怜莱文 (Nathan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1.

Levine) 主持.

行为"台湾"及"横滨正金".
平奇洋行
平回洋行

Bijou Perfumery

上海南京路英商贸易行.

Hirata Yoko

大连浪速町日商贸易行.

1922 年侨商幡所罗门口.

H.

1914 年前平田家开办.经营钟表、

Solomon) 个人开办. 1925 年前后

珠宝首饰、银器、眼镜及其它光学

一度与新泰隆洋行 (Shanghai

í!ilj 品等进口贸易. 1938 年尚见于

Stores Co.)联营.经营化妆品、香

记载.

水及玩具、服饰等新颖小商品.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平固商行

No配Dragon

&. Co.

"汇丰".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钟表首饰

,

店. 1912 年(或作 1914 年〉开办.

平和洋行

江湾及武昌设支店，华德路设工

场.经营钟表、珠宝首饰、金银吉普

Liddell Bros. &. Co., Liddell
Bros. &. Co. • Ltd.
、

及美术细工品等，兼相关加工制

上海英商贸易行 01870 年〈或

Birt &. Co. • W.

作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

作 1863 年〉原和记洋行(Dow

有资本 20 万日元，业主平回祯助，

Co. )职员骨伯特 <W. Birt}立起创

往来银行为"住友"及"和嘀"。

办于河南路，西名"四川&.

&.

Co. •

W. 飞经营丝业及毛皮出口贸易，

Industrial Export
Corp. • Inc. • U. S. A.

兼保险及其他佣金代理业务，所

美国进出口贸易公司，总号

务，为协平和码头及货品保管清

平安公司

•

属机器打包厂承接棉花打包业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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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公司 (Birt' s

Wh arf. Hide Curing &. W∞1 Clearing Co. )全权
经理. 1890 年由黎德尔 (C. 0 5-

天津、重庆及哈尔滨设分号. 1948

v:ald Liddell) 及常立达尔 Oohn

来银行为"汇丰气朱碟三及杜克

Oswald Liddel1)兄弟合伙接办，更

臣、刘子兰等尝充是行买办.

西名为 "Liddell Bros.

•

四川路营业。 1898 年在天津开业，

平治明洋行

1903 年于汉口设分号.经营代办

D.

贸易业，承办羊毛、生皮、一般产

且，

物经纪及检验业务 .1919 年改组，

Ltd.

•

『

H.

I

&.

Be njamin

Benjamin

Benjamin

&.

&.

Co. •

So ns. D.

So ns Storage ,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上海江西路英商房地产代理

&.

行. 1923 年原新康洋行职员平治

"新西名.核定资本规银

明 CD. H. Benjamin) 主持开办，因

Co. • Ltd.

•

尔 0. H. Liddel1)任常务董事.往

&. Co. " .迁

有限公司，启用"Liddell Bros.

V岛、

年资本为 345.750 英镑。特小立达

&. Co. , D.

300 万两.嗣先后迁北京路及黄浦

名"Benjamin

滩路营业.天津、汉口及沈阳、哈

营地产及房地产代理业务 o 1935

尔滨、长春、重庆设分号或代理

年前改组为父子行号，更西名为

处.经营代办贸易业，出口山羊

"Benjamin

皮、鹿皮、羊毛、驼毛、原楠、猪票、

治明与其子平治民 CB.

羽毛、肠衣、蛋白、皮货、芝麻、黄

jamin) 等合伙经营. 1941 年前后

麻、地毯、胶合板及其它中国产

再度改组，启用"Benjamin

物 F 进口防火器材、机器、五金、皮

Storage , Ltd." 新西名，转营堆横

件、呢缄、黄麻织物、塑料、药品、

及打包运输业，兼报关、保险及运

化学品、胶合板等.代表麦德激兰

输经纪事务，专设航运部司理有

厂等几家欧美公司.在天津及汉

关运输业务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口设有机器抒包厂，在哈尔滨设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花

有胶合板厂，此外，经营有若干堆

旗".孟焕章尝充是行买办及华经

拽及酒精厂、机器厂等 .1940 年代

理。

后期迁总号子香港.上海、汉口、

&. Sons ,

H.". 经

D. H." ，由平

F. Ben-

&. Sons

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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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野洋行

尔"等洋行及保险公司先后充其

Hirano Yoko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文化用品

地方代理行. 1940 年代后期尚且

店。 1901 年平野氏及字治氏等合

于记载，驻华经理骨阿诺德 (E.

伙开办.经营文具、纸张及体育用

Lester Arnold).

•

品等. 1930 年代一度涅没无闻.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字治丰.

正广和洋行

Caldbeck ,

&. Co. I Caldbeck ,
Ocean Accident &.. Macgregor &. Co. .Ltd.
Macgregor

平澜保险公司

Guarantee Corporation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71 年创办，
西名原称"Oc回n ， Railway

英国酒业公司 .1864 年创办，
总号伦敦.上海、香港、天津、北

&. Gen-

京、威海卫、福州、汉口、烟台、广

eral Traveller' s Assurance co叩0-

州、旅顺、胶州、澳门、营口、大连、

ration". 1875 年更西名为"Ocean ，

沈阳、台湾及格拉斯哥、新加坡、

& Ge neral

Accident As-

槟梅、吉隆坡、怡保诸埠先后设分

surance Cor阳rati侃 ".1890 年启用

号或代理处 .1892 年在沪建"泌乐

Railway

现名，本部伦敦 .1899 年前来华开

水厂 "(The Aquarius

业，于上海黄埔滩路设东方分号，

生产餐用矿泉水、汽水及纯净蒸

美商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铸

馈水.嗣转以上海福州路为总号.

汉密尔顿(J. T. Hamilton) 任经

1929 年改组为公众性有限公司，

理.经营意外事故、伤害及其它保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或称

险业务.嗣天津、香港、汉口、广

为正广和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

州、大连、青岛、哈尔滨、北京、福

银 300 万两，实收 220 万两.进口

州、南京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理

经销欧洲及英国名酒、餐用矿泉

处."美最时'、"茂生"、"旗昌〈新

水等.代理英、法、意、德、荷洒业

旗昌)"、"仁记"、"德隆"、"锦隆"、

厂商公司十数家，产品包括香槟、

"华隆"、"永年"、"其来"、"太平"、

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苦艾

"赖安仁"、"和记"、"中 J 11 "、"亨

酒、雪利帽、葡萄酒、甜露酒及啤

利"、"茂泰"、"开明"、"金康"、"赫

酒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Co.

)，专门.

".

.~-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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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由

"Bouhoutsos Bros.

东方制冰株式会社受托经营，总

依旧 01940 年代后期添营咖啡馆、

经理回口幸作.战后恢复 .1940 年

餐馆、冷饮小卖部及摩却咖啡进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口经销业务，更名"正昌糖果面包

丰飞港行华名别称"广和"或"广

饭店 "(Karatzas) •

"新西名，华名

和洋酒行".何景秀尝充是行买
办.

正昌烟公司

Karatzas Bros. &.

Co.
Tientsin Ba kery ,

天津希腊烟业公司. 1902 年

Karatzas Confectionery &. Bak-

铃卡拉察斯兄弟 (5. G. Karatzas

正昌面包房

,

Brω.

及 M. G. Karatzas) 合伙开办.法

天津希脂商食品店 o 1902 年

界巴黎路葛公使路角设卷烟厂，

正昌烟公司主人·卡拉察斯兄弟

英界中街、法界大法国路、日租界

ery Bouhoutsos

G.

及北京、沈阳、青岛、大连先后设

Karatzas) 合伙开办，定西名为

批发零售店.生产土耳其、埃及、

"Tientsin Bakery" ，或径以正昌烟

弗吉尼亚卷烟，经营烟草迸出口

公司百名称.先后在英界中街及

及一般烟业贸易 o 1910 年代末由

法界大法国路营业.天津英、法市

铃坎内拉基斯 (S.

( S.
一‘

G.

Karatzas

及

K.

场及北京崇内大街设分号.生产

家族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01930 年

经销商包及糖果钱点 o 1910 年代

代后期一度在美国注册，旋即沦

末由传坎内拉基斯 (s. C. Canel-

为日商满洲烟草株式会社及北支

lakis) 家族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子公司.

1930 年代中铸小坎内拉基斯 (M.

1940 年代渐无所闻.

c.

Canellakis) 父子接办本店后更

西名为 "Karatzas Conf昭ionery

-

C. Canellakis)

ßr.

正谊汽车有限公司

Jenny' 5 Ser-

Bakery飞北京分号由天津协和烟

vice &. Auto Supply Co. , Jenny' 5

公司北京分号经理铃武胡佐斯

Motors ，

(C. Bouhoutsos) 兄弟接办，启用

Ltd.

Jenny' s Motors Co.,

、

正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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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希腊商汽车行。

1930年婆耶哪佛家族 (E.
Buianover 及 L.

M.

..

1 ， 200 万日元， 1930 年代初实收

M.

560 余万日元，资产负债总额为

Buianover) 开

11 ， 260 万余日元.营口、沈阳、四

办，西名" J enny' 8 Service

&. Auto

平街、旅顺、鞍山、"新京"、哈尔

Supply Co. " .初设于亚尔倍路，嗣

滨、青岛、天津、抚顺、开原、锦州

迁古拔路营业.经营汽车轮胎、汽

诸埠设支行或代理处，总裁安回

车零件、润滑油、油漆、上光剂等，

善四郎. 1937 年底与满洲银行等

兼理相关维修业务. 1930 年代末

合并，是为满洲兴业银行.

,

更西名为 "Jenny' 8 Motors气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1 亿元.进口经销

玉田公司

Gyokuen &. Co.

卡车、卧车、轮胎、管带、电池及其

汉口日商进出口贸易行.

它汽车零件，代理几家欧美厂商

1910 年五圆家开办.初设于俄界，

公司.嗣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增

嗣迁日界西小路及中街营业.进

资至 10 亿元，启用" Jenny , s .Mo-

口经销日本缝针、镜子、钮扣及钟

to叫Co. , Ltd. "新西名，婆氏 (E.

等杂货，出口竹籍、软木等，销往‘

M. Buianover) 任董事长兼总经

日本 .193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载.

•

'

'

理。往来银行为"大通"、"中商"及
圣的葛剌公司

"华比飞

Gotla &. Co. , P.

D.
正隆银行

Shoryu Bank

Chenglung Bank J

, Chenglung

Bank ,

印度英国贸易商行. 1865 年
前后巫的葛剌 (P.

D.

Gotla) 创

, Shoryu Bank , Ltd. , Seir归
Ba nk , Seíryu Bank , Ltd.

进口印、法、荷、 B 所产鱼翅、鱼

大连大山通日商银行. 1906

肚、檀香木、檀香木粉、五倍子、牛

年开办于营口，名为中日合办，实

黄、象牙糖、商香子、词黎子、杏

则仅归日人。 1908 年改组为股份

仁、葡萄干、虫脏、甘泊、原棉、原

有限公司， 1910 年迁本行于大连。

纱、麻袋、枫香脂桐、藏红花、丁香

初办资本 600 万日元，阁累增至

花、神香、酥油、谷类、芥子泊、植

Ltd.

办，本部孟买，香港设分号.华行

•

4

•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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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泊，出口糖果、良姜、密钱、水

欧美厂商公司.太平洋战争期间

银、爆竹、薄荷油、梅脑泊、棒脑、

一度以华商李厚雄为经理. 1947

朱砂、桐油、矿锦、丝绸、电器、绣

年资本为法币 6.15 亿元，总经理

货、五金工具、瓷器及其它中国产

幡穗比 (Paul

物，销往印度，兼营佣金代理业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间

有"汇丰"、"德华"、"大通"、"花

虽数易其主，华洋行名依旧.往来

旗".

E. Derby). 1940 年

银行先后为"汇卒"、"有利"、"麦
古亚洋行

加利"及"和嘀".

lacohson &

,

Kupitsky East West Fur Trading
古龙照相馆

Crown Photo Co.,

Corporation
美国皮货贸易行. 1920 年亩

Crown - Rembrandt Photo Co. ,
氏

Crown Photo Studio

、.

(A.

Kupitsky)

与亚.氏

上海日商照相馆. 1925 年前

(Jacohson)合伙发起开办，本部纽

铃木家族开办.初设于静安寺路，

约市.哈尔滨、天津、张家口、洗阳

嗣先后迁北苏州路及文监师路营

及库伦设分号，海拉尔，满洲里及

业.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铃木

中蒙备贸易中心设代理处.华行

贞吉，往来银行为"汉口气

经营皮货、兽皮、地毯采购及对美
出口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古司马洋行

C但m铺 Paper

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及"花

Co. ,

旗".所属哈尔渎道里汽车经销行

Fed. Inc. , U. S. A.

•

-

华名别称"华隆祥行".

上海江西路美商纸业贸易

行. 1925 年开办，翌年按美国在华
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古河公司

司.华盛顿设分号.进口及批发经

rukawa Kogyo Kaisha

销欧美新闻纸、泊光纸、牛皮纸、

Kogyo Kabushiki Kaisha

Furukawa &. Co. , Fu-

, Furukawa"

写字纸、印书纸、包装纸、玻璃纸、

日本矿产开发公司. 1870 年

花纸及纸浆、硬纸板等.代理几家

代古河市兵 E 发起创办，日文原

•

•
、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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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古何矿业会社，本社东京.拥有

后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经销所

"足尾"、"阿仁"、"院内"等 20 余座

产电线、电缆、绝缘材料、合金制

矿山，生产铜、银、金、铅及煤炭，

品、铜铝制品、蓄电池及日本电

经营有炼铜厂，铜线厂等相关加

器、电机、橡胶制品、泊漆、农药、

工企业.本世纪初来华开业，上

化工品等，出口金属原料及矿砂 F

海、汉口、大连、香港诸埠先后设

代理几家日本厂商公司 o 1940 年

支店或营业所.经营相关进出口

前核定资本累增至 5.000 万日元，

贸易. 1918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实收 2.948.8 万日元.社长中川末

司，核定资本 1 ， 000 万日元，收足，

育，专务杉本五十铃，常务铃木

大阪及神户设支店，为日本最大

元 01944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

的矿业公司之一 o 1940 年代尚见

先后有"横滨正金"、"三井"、"住

于记载.

友"及"汇丰"等.

古河公司，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

古宝财利记洋行

社

Co. , Grigory

Ltd.

Furukawa

,

Electric Co.,

Furukawa Denki Kogyo

Kahushiki Kaisha

.~

Gutbezahl &.

天津俄商(或作苏联商〉出口

~-

贸易行 o 1923 年侨商古宝财兄弟

日本电气工业公司 o 1896 年

(Grigory Gutbezahl 及 M. Gut-

(或作 1900 年〉古凋家族开办，称

bezahl)合伙开办，华名初称"古宝

古河本所熔铜所.嗣在日本注册

财兄弟洋行..

为私有有限公司，启用现名.核定

1920 年代末改组，增加合伙人，启

资本 2.000 万日元，实收 1.250 万

用现名.初设于法界古拔路，嗣迁

日元.大阪、门司、名古屋、仙台、

英界海大道蕾业.上海、哈尔滨、

札幌、京城〈汉城〉设支店，日光、

沈阳、张家口及内蒙各主要城镇

横滨、尼崎、大阪、门司、九州等地

设分号.出口毛皮、兽皮、皮货、核

设制造厂 o 1920 年来华开业，上

桃、肠衣及其它粗加工中国土产.

海、天津、大连、香港、台北、汉口、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青岛、沈阳、北京、"新京"诸埠先

行为"上海商业储蓄"等.

(Gutbezahl

Br倒.λ

,

4

·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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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宝财洋行

"花旗"、"汇丰"及"麦加利".

Gutbezahl Trading
Co. ,Alexander Gutbezahl Trading Corp. , Alexander , Federal

古德立橡皮公司

lnc. , .U. S. A.

The B. F.

,

~

.

天津商商皮货贸易行 o 1919
年(或作 1915 年及 1912 年)俄商
古宝财 <Alexander Gutbezahl) 个
人开办，西名 "Gutbezahl

‘·

'‘

Trading

, G∞drich InternationThe B. F. , Goodrich

Rubber Co. , The B. F.
美国橡胶工业公司 o 1870 年
硫化橡胶发明人古德立(B.

F.

G∞d对ch) 发起开办，本部俄亥俄

街，嗣迁法界大沽路营业.上海、

州阿克伦 o 1896 年首先在美国生

哈尔滨、沈阳、张家口、顺德府(邢

产轮胎 01916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台〉、汉口、满洲里、海参威及伊尔

海以平治门洋行为代理行，进口

库茨克、雅库茨克、库伦、横滨诸

经销所产轮胎.嗣先后子上海、广

埠设分号，代理处遍及西伯利亚.

州、香港、青岛、汉口、南京、天津、

经营中国、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

北京、太原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

皮货采购业务 o 1931 年改组，根据

进口经销所产轮胎、工业橡胶制

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美

品、传送带、橡皮管及医用橡胶制

商私有有限责任公司， øp 更西名

品等。德商礼和洋行长期充其在

为 "Gutbezahl

华经销行 o 1940 年代初为中美工

Trading Corp. ,
Alexander , Federal Inc. , U. S.

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之一，其时

A. "0 壁利洋行主人壁和U (David

在美国及加拿大设有十八厂，产

Brenner) 任总裁，古宝财任副总裁

品达三万余种 o 1940 年代末尚见

兼总经理.进口毛皮、皮货、生皮，

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有"花旗"、

出口毛皮、生皮、皮货，销往纽约、

"汇丰"及"德华"。

年

ng

由前

m

Hl
,,
ERV
冒

贸

hm 行

阳易

nm
商

berg)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大通"、

口H

S. G<lld-

行港
洋、 h香

签有效人怜戈德堡 <R.

田 G
本&

整加工厂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代

、、

Co. ,

Co. , Alexander飞初设于英界中

巴黎等地.在天津经营有毛皮染

』

al.Co rp. ,

G∞drich

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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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家开办。初设于海旁东约，

化学品、染料、纺织品、生l、线、五金

1930 年代后期迁庄士敦道(日占

及杂货，出口生丝、丝头、绸缎、烟

时期称八幡道〉营业.广州、l 设支

叶、棉妙、棉布、手工绣货、花边、

店。经营啤酒、葡萄酒、烈酒、食

女衬衣、羊毛、猪累、其它动物毛、

品、木炭及杂货迸出口贸易.所营

头发、发网、茶叶、泊菜籽、植物

火腿及腊肉尤为著名. 1944 年尚

泊、草编制品、皮件、礼品及杂货.

见于记载，井村千里主其事。

其时有资本法币 25.000 万元.

•

-禽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
本特兄弟公司;边特兄弟洋行

世发，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

Bent Bros , &. Co.

"有利"。

哈尔滨道里俄商贸易行.
1918 年本特(].

M.

Bent) 及安凯

第本特 (A. M. Bent) 兄弟合伙创

世光洋朽

Shluger. Jacob H.

,

Shluger Bros.
张家口大兴园巷俄商贸易

办。沈阳及上海先后设分号.进口

呢绒、棉布、男女服饰用品、反货、

行 o 1928 年骨世卢格(Jacob

皮革等，出口毛反及猪察等.

1940

Shluger) 主持开办. BP 以姓字为行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业主兼总经

名。天津法界杜总领事路设分号.

理本待，往来银行为"花旗"、"大

经营毛皮及皮货贸易 o 1940 年代

通"及"有利"。徐杏苏尝充是行沪

初改组为兄弟合伙商号，启用

庄买办及华经理.

"Shluger Br'臼·"新西名 o 1940 年

H.

,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世发洋行

Sbath

&. Co. • N. J.

上海四川路法商贸易行.

世昌洋行

1938 年原祥利祥行经理世发 (N.

Stammann.

J. Sbath) 与华商某合股开办.经

Eduard

营进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先后于

天津德商贸易行。 1864 年前

香港、广州、天津设分号，纽约、东

后原香港禅亘洋行职员、德国驻

京及天津设亲缘公司.进口工业

天津领事(代表三汉谢城〉斯丹文

•
中一

,

Stammann &. Co.
臼car ， Meyer &. Co. •

,

‘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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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Stammann) 与铃帕里措特

找等业务及煤炭贸易。克马来吉

(L. Parizot) 合伙开办，西名为

打两家橡胶种植公司全权经理及

"Stammann & Co. " .经营贸易

文案。 1920 年前停办。经理邦宁

业，兼佣金代理业务， 1872 年前帕

(T. E. Poignand) ，买办孙子泉。

氏退出，由斯丹文独力维持，更西

1929 年前恢复，启用"Schiller' 5"

名为 "Stammann ， Oscar 飞嗣由资

新西名，华名别称"新世和"。初设

深职员咪地 (E. Meyer) 主持接

于北京路，嗣迁九江路营业， 1934

办，启用 "Me)哑&.

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骨帕尔默

..

Co. , E. "新西

名， 1891 年前主要伙东为汉堡眯
地洋行主人梅雅德 (H.

‘·

~

(F. R. Palmer).

C. Ed.

Meyer) ，朝鲜济物浦设分号。本世

世界保险公司

纪初添营口、安东、青岛诸分号.

Insurance Corporation , Ltd.

W orld Auxiliary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

英国保险公司， 1919 年开办，

1920 年代初恢复，先后增设济南、

本部伦敦。旋即来华开业，在上

北京、沈阳及汉堡诸分号，经营进

海、天津、广州、北京诸埠，分别以

出口及杂货贸易，代理德、英几家

"望费"、"德隆"、"兔那"等公司祥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34 年尚

行为代理行，经营水火及其它保

见于记载.

险业务， 1930 年代中于上海九江
路设驻华分号，克鲁伦〈克罗伦，

世和洋行

Sch il1er &. Co.

Sch il1er &. Olsen J
I

Schiller 气，

Inc.

R. A. Kreulen) 任总经理.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上海九江路美商洋行. 1891

年前骨世勒 (E.

G.

Schil1er) 与铸

甘蜡雷洋行

Keijola , Hannes

和尔森 (A. Olsen) 合伙开办，西名

上海华德路芬兰商贸易行.

"Sch il1er &. Olsen". 1895 年前改

1928 年前甘耀霄(H. Keijola) 个

组，更西名为"Schil1er

&. Co. " ，嗣

入开办.一度迁广东路营业.经营

先后迁汉口路及四川路营业，茂

胶合板贸易，代表及代理十数家

海路设找房.经营报关、转运、堆

芬兰厂商公司.商品包括胶合板、

•

点

,

176

'

黄油、干院、刀片、墨带、果酱果

东方汇理银行

汁、衅鱼、信封纸袋、纱管、硬纸板

-Chine

及摩托车、飞机等，出口皮张及大
豆。 1940 年代初尚且子记载.

Banque de l' Indo

法国银行. 1875 年法国社会
实业银行(Banque de l' lndustric

•

•

Sociale de France) 、巴黎商业银行
东大陆银公司，汇众银公司

Chi-

(Ba nque Cornmeriale de Paris) 及

Corporation ,

Fed.

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na

Finance

lnc. • U. S. A.

des Pays- Bas) 等发起开办，旨在

上海美商商业银行. 1925 年

促进法属印度支那的开发，资本

中国营业公司总裁铃萨特莱 (F.

800 万法郎，本部巴黎.嗣据 1888

W. Sutterle) 等发起开办，按美国

年法政府令，业务范围扩展至中

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

国、日本及太平洋各地 .1899 年来

公司.核定资本纹银 500 万两，至

华开业，首设分行子上海法界法

1934 年底实收 302 万余两〈合规

兰西外滩，初称"法兰西银行气经

银 423 万余元).初设于四川路，嗣

理铃奥古斯坦 (f. Augustin). 嗣

先后迁汉口路及法界爱多亚路营

改"东方汇理银行". 1900 年增资

业.除存款、放款等一般银行业务

为 2 ， 400万法郎. 1902 年设汉口分

外，经营范围尚包括地产、保险、

行及广州代办处，其后云南府、天

汽车、投资等方面.太平洋战争爆

津、香港、北京、蒙自、湛江诸埠相

发后停业，战后恢复，迁江西路营

继设分支机构.西贡、现港、马德

业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总

望、海防、曼谷、河内、百囊奔〈金

裁铃帕克 (R. H. Pllrker)，副总裁

边〉、努美阿、帕皮提、新加坡、伦

樊克令 (G. S. Franklin) ，往来银

敦、本地治里、青布提等地设分行

行为"汇丰气公司华名初称"东大

或代理处.除经营纸币发行、进出

陆"，为汇众银公司( Co nsolidated

口押款、存款、放款、汇兑等一般

Finance Cornpanies) 之组成部分。

银行业务外，华行代表法国势力，

1934 年前原"汇众"停办，遂袭其

在争夺矿权、路权及其他特权方

华名而改称"汇众".

面，表现尤为突出. 1910 年代中核

J

,

卢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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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为 4.800 万法郎，实收仅

汝龄〈霖〉尝充是行买办.

1.200万法郎，准备金 5.000 万法

4

郎.至 1933 年，实收资本已达

东方地产有限公司

12 ， 000万法郎，准备金 12.200万法

tate &. Land Co.

Eastem Es卢

, Ltd.

,

郎 F 资产负债总额为 254 ， 667 万余

上海南京路英商房地产公

法郎.太平祥战争爆发后，英美银

司. 1920 年代后期新沙逊洋行开

行在华分行陆续撤退，"汇理"营

办.经营地产及房地产开发业务。

业反趋发达，核定资本复增至

1941 年所有地产值 967.2 万元，

15.000 万法郎. 1940 年代末尚见

房产值 65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于记载.朱云祖、朱忘尧、顾重庆、

2701.4 万元.董事长沙逊 (R. E.

王蓉卿、王肇元及范竹斋、郭赞、

sa臼∞n) •

刘入祥、曾质甫等尝充是行买办
或华经理.其香港及广州等分行，

东方机器厂，东方铁厂有限公司，

华名习称"佛兰西银行"、"法兰西

东方机器工厂有限公司

银行"或"法国银行" •

Engineering Works

•

girl臼ring

东方皮毛公司 p 东方皮毛有限公

, Eastem

En-

Works. Ltd.

天津英界英商机械铁工厂.

&. Skin Co.,
Eastem Fur &. Skin Co.. Ltd.

1916 年前骨特纳(Jam臼 Turner)

Soci垂t垂Orientale de Fo白ηures et

(Adair , Graham &. Co. )并入，按

Peaux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司Eastern Fur

•

Eastem

,

主持开办. 1922 年津京机器厂

上海法界法兰西外滩法商反

限公司.上海、哈尔滨、北京设分

货贸易行. 1916 年前元利洋行主

号或代理处.核定资本规银 50 万

人骨夏波 (A. Chapeaux) 等合伙

两，实收 24 万两.制造锅炉、铸件，

开办.经营毛皮、兽皮出口及杂货

修造船筋，承包供暖、铅管卫生、

进口贸易，代理瑞士苏黎世一家

喷水井、供水、建筑及一般工程业

贸易公司。 1927 年前后改组为有

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限责任公司，不数年即无所闻。严

银行为"麦加利"。特纳任常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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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怜凯尔西 (N. F. Kelsey) 任董

海、香港、天津、广州、汉口及西

事.

贡、海防、新加坡、曼谷先后设分
号.华行生产及进口经销氧气、乙

东方机器造冰公司$东方制'*株

快、碳酸气、氢气、氮气、氨气、氧

式会社

缺焊及电焊器具装备、电焊条及

ing Co.

Eastern Ice Manufactur-

蜘...，

电石等等 .1930 年代中，资本总额

, Ltd‘

上海济宁路日商制冰饮料

为 1 ， 000万法国法郎 .1947 年在华

厂 .1922 年开办，虹口密勒路设冷

注册，资本为 21 ， 052 ， 250 法国法

库及发行所。资本 20 万日元。生

郎，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沪行

产经销人造冰及清凉饮料，经营

经理商旦尔 (Pierre Sante口的，买

鱼、肉、果品、蔬菜及其它食品，兼

办史瑞棠.往来银行为"东方汇

营冷冻加工、拎藏业务及相关事

理"及"中法工商".公司华名，香

业投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

港别称"焊铁厂".

占领当局对英商正广和有限公司
实行"军管理"，公司为受托管理

东方染房弹染油溃公司

人.其时有资本 100 万日元 .1944

Dyeing &. Dry Cleaning Co.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木村政司，专

Eastem

,

香港西商洗染店. 1914 年前

务小久保三九郎.往来银行为"上

利亨洋行 (Fl吨uet

海"及"住友".

办，广州|设分店. 1917 年前后出

&.

Knoth) 开

盘，由保阿约克 <Paul Ay但U 承顶

东方修焊有限公司

Far East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洗染房先后

,

设于坚弥地城祖比和j 街及盐船

Oxygen &. Acetylene Co. , Ltd.
Sociét垂 d'Oxygene

et d' Acetylene

湾.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d'Extrême- Orient S. O. A. E.
东方烟广，东方烟草有限公司

O.
法国焊业公司 .1911 年〈或作
1910 年〉开办，本部巳黎，按照法

国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上

Orient

Tobacco

Manufactory

,

lngenohl , Ltd. , C.
香港九龙弥敦道比利时烟业

.脚'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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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908 年前安特卫普涌入殷

社东亚公司.经营出版发行、书刊

琴娜 (C. IngenohD 发起开办，母

文具、医药品及化妆品等 .1920 年

公司设于马尼拉，西名 "EIOriente

代添药丸配制业务.嗣先后于南

Fabrica de Tabacos , S. A. " .泊麻

京及大阪、东京设支店或营业所.

地烟厂设于芒角嘴.生产经销老

经营药品、化学品、五金、洋纸、透

美女牌雪茄烟及纸烟. 1930 年代

明纸、纺织机械及零配件、酒精、

中于上海南京路及香港、九龙设

染料、人造草、除虫菊、陶器、植物

零售店，代理英法几家烟业厂商.

泊、工业原料、杂货迸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骨夏富瓦也. de Chaf{oy) •

20 万日元，常务增固和雄，经理

上野正文.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东方澳训轮船公司

Eastem &.

金"、"台湾"、"三菱"及"住友".

Australian Steamship Co. • Ltd.
英国轮船公司，本部墨尔本.
、.

‘

东亚公司

To-a Co.

经营墨尔本一一香港一一上海

北京日商洋行 .1912 年开办.

一一日本航线. 1908 年前来华开

先后在崇文门大街及东单大街营

业，在上海、香港、大连、天津诸

业.东京设办事处.经营书刊杂

埠，先后以"仁记， (HP 香港之"劫

志、文具、办公用品、运动器具、化

行勺、"和记"等洋行及大英火轮

妆品、家用品、玩具、度量衡器、靴

船公司行〈铁行火船公司〉为代理

鞋、家具、陶署E 器、漆器及杂货.

行，开展相关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山崎羡

见于记载.

三，经理内之宫卓郎.

东亚公司

Tω&.

Co.

, T.倒&

Co. , Ltd.

东亚兴业公司

trial Co.

East Asia Indus-

, Ltd.

上海南京路日商洋行. 1905

日本工业投资公司. 1909 年

年开办. 1913 年前改组为股份有

开办，臼文原称东亚兴业株式会

限公司，迁河南路营业，称株式会

社，本性东京。 1919 年来华开业，

.•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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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口、北京、南京、"新京"及

蚌三、宫岛清次郎及莺尾勇平。往

天津诸埠先后设支店或事务所。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飞

经营企业投资、贷款及工程承包

等项业务。 1940 年核定资本额为

东亚烟公司

2 ， 000 万日元，实收 1 ， 320 万日

Ltd.

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门野

重九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飞

Toa Tobacco Co. ,

-^,

日本烟业公司. 1906 年就 23

家小烟草公司合组开办，资本 100
万日元，日文原称东亚烟草株式

T佣

会社，本部东京，营口、大连、沈阳

Jute Milh Toa Se ima Kaisha ,

及朝鲜设卷烟厂.旨在与 1902 年

Ltd.

成立之英美烟公司竞争。 1917 年

东亚制麻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日商麻纺织工业公司。

增资为 300 万日元，先后增设天

1916 年日本绵花株式会社及日清

津、上海、青岛诸厂. 1930 年代初

纺绩株式会社发起开办.日文原

核定资本为 1 ， 150 万日元，实收

称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初设于江

730 万日元.上海、天津、青岛、北

西路，嗣先后迁福州路及汉口路

京、汉口、南京诸埠相继设支店、

营业.工厂设于劳勃生路，拥有纺

工场及营业所。华名别称"华卒烟

键 3 ， 040 枚，线绽 128 枚，麻袋织

公司".经营烟草贸易，生产"金

机 85 台、麻布织机 63 台.大阪设

枪"、"金大楼"、"自玫瑰"、"红玫

办事处.进口印度黄麻，生产经销

瑰"等牌号卷烟 .1937 年关东各分

并出口打包麻布、麻袋及麻线.太

号独立，称满洲东亚烟草株式会

平祥战争爆发后印麻来源断绝，

社. 1940 年本社核定资本累增至

遂改用杭州络麻及天津麻为原

3 ， 000 万日元，实 l陀 1612 ， 5 万日

料，并于杭州设络麻浸洗如工工

元，社长金光庸夫，专务金光秀

场及合拢。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文。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沪店代表

时资本为 250 万日元，共有职工

前川力太郎。

1 ， 300 人，社长潮崎喜八郎，专务

山臼五郎，董事饭田二三男、永井

>-

东华纱厂

Tokwa Cotton Sp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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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Co.. Ltd.
Kabushiki

'

I

Tokwa

B创eki

Kaisha

Co.

I

Towa &. Co. • Ltd.
营口日商洋行. 1912 年前三

上海华德路日商纺织公司。

宅踵七等合伙开办. 1914 年设青

1920 年开办，日文原称东华纺绩

岛支店，嗣博山、济南及神户相继

株式会社，为在日本注册之私有

开业.经营总迸出口贸易及航运、

有限公司。初办资本 240 万日元，

保险代理业，开设有煤矿、泊坊及

发行所先后设于汉口路及四川

仓横.进口日本硝酸、硫化元、硫

路.大阪设办事处.生产棉纱及纤

酸钱、棉布、服装、五金机械、石

维，向印度及大洋洲出口.兼及相

油、海产物、面粉、大米、砂糖、 l日

关附带事业 .1937 年投资额为 367

轮胎、麻袋、旧皮管、胡椒、淀粉、

万余元。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

纸及杂货 F 出口花生汹哩花生饼、

有资本 500 万日元.社长石因秀

煤炭、焦炭、花生、猪巍、兽脂、豆

二，常务檀宗三郎，大螺武夫、小

类、杂谷及华北土产，销往日本及

谷一郎为董事.往来银行为"横槟

美国. 1930 年代后期迁本店于青

正金".

岛，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株式
会社东和公司，资本 300 万日元.

‘

东孚洋行

Tofu

&. Co.

博山、济南、营口及神户设支店或

汉口日商贸易行. 1909 年开

营业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

办。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日本泊

三宅踵七，专务那波治郎.往来银

墨、泊墨材料、纸、文具、化学原料

行为"横滨正金"及"中国气

及杂货，出口贝壳、钮扣材料、水
银、猪察、兽皮、谷物及杂货，销往

东肥号

Tohi &. Co.

日本 .1943 年尚见于记载，上海捆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靴鞋店.

泾路设支店，泽井慎思及宫崎完

1926 年前开办.南京太平路设支

治分别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横滨

店.制作经销靴鞋 .1940 年代初本

正金" •

店店主为浦不二次，往来银行为
"上海".旋即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

东和公司

Towa Koshi I Towa &.

司，称东肥号商事株式会社，资本

t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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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万日元，改以南京支店为本

实收 6 ， 952.2 万日元。原东京电气

店。制作经销被服、靴鞋、革具、军

有限公司社长山口喜三郎出任新

装及相关军需品。 1944 年尚且子

社长.在华各分支店随之更名，继

记载，代表丰臼爱之助，常务掘江

续营业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在

泰二.

华各分支店所关闭，由中国政府
派员接收。

东京电气有限公司

Tokyo Elec-

日本电气公司 .1896 年创办，

T okio Marine &. Fire Insurance

, Tokio Kaijo Kasai Ho阳
Kwaisha , Tokyo Marine &.

称东京白热灯球株式会社， 1899

Co., Ltd.

年改称东京电气株式会社，本社

ken

神奈川县川崎市. 1905 年与美国

Fire Insurance Co. , K. K

奇异电器公司合作，获其电灯泡

日本保险公司 o 1878 年益田

制造特许权，美国人骨吉尔里。

克德及涩泽荣一发起创办，翌年 8

R. Geary) 出任副社民.东京、大

月开业，称东京海上保险会社

阪、名古屋、仙台、门司、札幌先后

(Tokio Marine lnsurance Co. ) ，资

设分支店.小仓、大井设制造厂。

本 60 万日元. 1891 年前来华开

1918 年来华开业，上海、汉口、香

业，在上海、香港、烟台、汉口、青

港、天津、北京、大连等地先后设

岛、天津诸埠，先后以"三井"、"和

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经销所产灯

记"、"礼和"等洋行为代理行，拓

泡、电料、电机等. 1930 年代初实

展在华业务. 1918 年前后启用现

收资本近 2 ， 9QO 万日元 .1939 年 7

名.核定资本 3 ， 000 万日元，收足、

月与始建于 1904 年的株式会社芝

大阪、横槟设支店 01920 年代后期

浦制造所 (Shibaura Engineering

子上海黄浦滩路设分支店，称"康

Works , Ltd.) 合并，变更行名为

泰保险公司"或"东京保险公司".

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 (Tokyo

经营水火、运输、汽车、伤害、航

Kabushiki

空、盗难、玻璃及其官保险业务.

Kaisha) ，核定资本 8 ， 700 万日元，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菱"

Denki

,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tric Co. , Ltd.

Shibau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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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麦加利". 1930 年代中增资至

日本殖民开发公司. 1908 年

7 ， 500 万日元，实收 5 ， 500 万日

创办，本社朝鲜京城.资本总额为

元。嗣子神户、名古屋、福冈、京

1 ， 000 万日元，朝鲜政府出资 300

部、京城及台北、"新京"、天津、汉

万日元，为官商合办之"特殊会

口各地添设支店或营业所。 1940

社"。经营朝鲜、中国、南洋殖民开

年准备金为 11 ， 278 万日元，社长

发业务，包括资金供给、水利灌

铃木祥枝. 1944 年 3 月与三菱海

溉、土地经营、移民募集分配、房

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及明治火灾

地产及其它相关事业.嗣迁本社

保险株式会社合并，资本总额达

于东京，京城设支社，釜山、大邱、

8 ， 000 万日元.翌年 8 月日本战

檀里、木浦、大田、京城、元山、罗

败，在华各分支机构停业.

津、沙里院、平壤、间岛相继设支
店. 1910 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

‘

东京鸿基煤矿公司

nages
du
Française d臼

Tonkin

Charbon-

即开始向我国东北掺透.从 1917

Soci矗怡

年开始，大连、沈阳、哈尔滨、长

,

Charbonnages

du

春、青岛、北京、天津、上海、张家

口等地先后设支店或办事处.

Tonkin
法国煤矿公司.总号巴黎，矿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5.000 万

山在法属安商之鸿基.鸿基及海

日元，实收资本 3.500 万日元.

防设分号.本世纪初来华开业，在

1936 年在华资产(包括借款〉达

香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行，拓展

1869.6 万日元 o 1941 年核定资本

对华贸易，称"东京煤炭公司飞嗣

累增至 1 亿日元，实收 6.250 万日

先后于香港及上海设分号，进口

元 01945 年 9 月停办.历任总裁为

推销所产煤炭. 1940 年代尚且子

字佐美一正、吉原三郎、石摞英

记载.

藏、宫尾舜治、久保回政周、渡边
胜三郎、营原通敬、高山长幸、安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Development Co., Ltd.

Oriental

,

Takushoku Kabushiki Kaisha

Toyo

川雄之肋、佐佐木驹之助及池边

龙一.往来银行有"朝鲜"、"台湾"
等.

J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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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轮'告公司

Toyo Kisen
Kaisha ，臼iental Steamship Co. ,

分支店所，华名别称"华生烟草公

Toyo Kisen Kabushiki Kaisha

卷烟纸、制烟机械及其它制烟材

司".进口日、美、英、朝所产烟叶、

日本轮船公司 .1896 年开办，

料，出口西洋烟叶及纸烟，销往日

日文原称东洋汽船株式会社，资

本内地.代理几家日本厂商公司.

本 650 万日元，本社东京，社长满

1930 年代末先后于上海昆明路、

野总一郎 .1898 年即来华开业，经

塘山路及汉口设卷烟厂，生产?将

营香港-一一旧金山航线， 1909 年

军、"全禄"、"指南"、"吉祥"、"百

前后增开香港一一南美洲航线.

花"、"挺寿"各牌号卷烟. 1940 年

香港及上海、天津、汉口、大连诸

代初尚见于记载，专务松崎渐育，

海设支店或代理处."协隆"、"茂

常务上田和，董事兼上海支店长

生"、"太平"、"平和"等洋行及大

前回昌孝.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连汽船株式会社先后充其地方代

金"、"台湾"、"三井'、"三菱"、"汉

理行. 1920 年代末核定资本增至

口"、"朝鲜"及"上海".

812 万余曰元，实收 568 万余日

元. 1938 年有船 15 艘，共 78 ， 709

东省铁路公司

吨， 1940 年核定资本为 1 ， 500 万

Railway Co.

日元，实收 1 ， 100 万日元，社长高

Chinese Eastern

俄国铁路公司. 1896 年俄国

政府通过华俄遭胜银行诱遁清政

桥勇.

府合资开办，资本总额为 500 万卢
东洋烟叶公司

Lea f Co.

Toyo Tobacco

, Ltd.

布.华名别称"中国东省铁路公

司"、"大清东省铁路公司"、"东清

日本烟业公司 .1910 年开办，

铁路公司"及"中东铁路公司".北

日文原称东样叶烟草株式会社，

京及彼得堡设董事局，总理一切

本社东京，资本 100 万日元。 1920

事务. 1897 年开始修筑，至 1903

年代来华开业，先后子上海、台

年完工.铁路西起满洲里，经哈尔

湾、沈阳、青岛及南京、汉口、杭

滨，东至绥芬河，南抵大连湾.哈

州、苏州、安庆、丸江、广州诸埠设

尔滨及上海、天津、营口、大连、汉

川一一

t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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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诸埠设总分支局及办事机构。

杭州、南通、海门、嘉定、海州、烟

经营中东铁路运营建设事，兼营

台、徐州、张店、商邱、宿县、黯县、

商务、矿务、航运、码头、保险代理

I脑清及新加坡、孟买、三宝垄、泪

及文教、卫生各业.实权操诸俄人

水、卡拉奇、加尔各答、神户、门

之手.日俄战争俄国战败，长春以

司、东京、横滨诸埠先后设支店或

南段为日本占据，由新设立之南

营业所.经营棉花、棉布、棉纱、棉

满铁路公司经营. .1924 年苏联与

制品、人造丝绸、人造丝绸制品、

中国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

呢绒、皮革制品、橡胶制品迸出口

定》后，改由中苏合办，设理事会、

贸易，旁及食品、药材、玻璃、涂

监事会、管理局及稽核局，各司其

料、肥料、陶瓷器、机械、工具、纸

职.资产总值达 45.495 万余金卢

类、石棉等.开办有棉花加工及纺

布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

织厂。兼营相关批发、经纪及保

东路为日本强占，公司即无所闻.

险、运输代理业务 .1940 年前后核
定资本 2.500 万日元收足.

Toyo Menka Kaisha.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3.500

Oriental Cotton Trading

万日元.董事会会长权野健三、社

东棉洋行

Ltd.

I

1944

Co. • Ltd.

长户川滨男、常务振田公太.往来

日本棉业贸易行. 1920 年就

银行先后为"三井"、"横滨正金"、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棉业部改组开

"住友"、"朝鲜"、"台湾"、"麦加

办，日文原称东洋绵花株式会社，

利"、"汇丰"、"中国"、"华比"、"花

本社大阪.核定资本为 2.500 万日

旗"、"中央"及"满洲兴业"等。

元，实收 1.500 万日元.上海、安

东、青岛、济南、汉口、郑州、天津、

东福洋行

香港、广州、大连、营口、拉阳、长

Tofuku Sa ngyo Kabushiki Kaisha

Tofuku Trading Co.

I

春、哈尔漠、北京、唐山、保定、石

日本贸易商行 01884 年创办，

家庄、彰德、张家口、太原、临汾、

本店东京.福冈设支店.日文原称

汕头、九江、镇江、沙市、南京、芜

东福产业株式会社 o 1926 年来华

湖、扬州、无锡、苏州、常州、蚌埠、

开业，于上海设支店.先后在四川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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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九江路营业.经营总进出口

布女民洋行，导铃洋行

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南市机

Bell Gift Shop , Cam e1' s BeIl,

厂街开设有东福面粉厂，吴淤路

Camel Bell

Came1 's

开设有东福精米所，加工生产面

北京西商洋行. 1924 年前布

粉及糯米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

女氏〈士> (Miss Helen B. Burton)

时资本为 100 万日元，苏州设营业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池子，嗣迁东

所，代表衣斐申造，往来银行为

长安街北京大饭店内营业，西名

"横滨正金"及"三井飞

"Camel' s Bel1 Gift Shop" ，华名
"布女氏"，经营礼品，兼营糖果.

布士兜公司，鲁麟洋行

Pustau

&. Co. , Wm. , Pustau &. Co.

1920 年代末更西名为"Camel' s
Bell" ， 1934 年前启用"Camel

Be11"

香港德商贸易行. 1855 年汉

新西名，同时定华名为"导铃飞经

堡商人，后任德国驻香港领事布

营古玩、皮货、珠宝首饰、礼品等

士兜 (WiIliam Pustau) 发起开办.

零售及出口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上海及广州设分号.经营迸出口

见于记载.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

布好文洋行 F 卡和莫而洋行

家.公司华名，香港及广州称"布

h∞mull Brc路.

PC•

士兜"，上海称"鲁麟气 1891 年前

印度贸易商行. 1858 年布好

上海分号即已裁撤，其时原荷兰

文〈卡和英而， Poh∞mull) 兄弟发

驻广州领事布士兜 (Th. von Pus-

起创办，本店倍德省海得拉巴，分

tau) 主其事.来几重心移至广州，

支店遍及全世界，为无限合伙商

铃小布士兜 (A. Puatau) 主持行

号 .1899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香

务 .1908 年广州本行尚见于记载，

港、广州、上海设分号.经销印度、

Smith) 主其事.

中国、日本所产绸缎、绣货、抽纱

1910 年代初公司在青岛业务由地

品、花式货品、各式衣料及迫地披

亚士洋行代理.嗣渐无所闻.

斯地毯、罗宋毯子，出口茧绸、夏

骨史密斯 (C.

W.

布、绣货、玉器、古玩、珠宝、丝及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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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制品等.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布律吉洋行

::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Br∞kett

Brockett , G. T.

,

&. Co.

行为"花旗"及"汇丰飞是行华名，

福州英商洋行.十九世纪后

香港及广州称"布好文"，上海称

期布律吉 (G. T. Brockett) 个人

"卡和莫而"。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上海九江

路设分号.经营水陆运输及佣金

布林兄弟洋行

Brimberg Bros. ,

代理业 o 1895 年前布律吉归驻伦
敦，撑行改组为家族行号，更西名

Inc.
美国反货贸易行.布林 Oacob

为 "Brωkett

&. Co.

"，经营百货、拍

Brimberg) 兄弟合伙开办，本部纽

卖、总进口贸易、水陆运输及其它

约市，伦敦及来比锡诸埠设分号.

佣金代理业务.所办家庭公寓先

1925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于天

后称英国公寓 (Foc比how

津及上海.经营皮货、兽皮出口贸

Boarding House) 及布律育客寓
( Brockett' s Farnily Boarding

易.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Family

House).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布罗德有限公司

Brotherton &.

合伙人赞约翰逊。. Johnson) 主

其事.

Co. • Ltd.
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本部未
详 .1920 年代中来华开业，以卡内

布铠洋行

Breier. J.

门洋碱有限公司为代理行，进口

天津德商时装店 o 1912 年前

经销所产颜料及化学品. 1940 年

原上海景昌洋行职员布艳。

代末尚见于记载.

Breier) 个人开办.初设于英界中

街，嗣迁德界一号路(后为特一区
布部夫 i曼洋行

Bronfman. Z. S.

天津特一区无锡路西商贸易
行 o 1927 年前布郎夫漫 (Z. S.

威尔逊街〉营业.承做男服西装，
经营服饰用品 o 1930 年代中尚见

于记载.

Bronfman) 个人开办.经营总迸出

口贸易 o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叫

布路洋行

Indian Silk Trading

/石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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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chand , N.

(A. A. Shriro. , G. A.

天津英界中街印商贸易行.

J. A.

Shriro 及

Shriro) 合伙开办，西名为

1934 年前布路的. Boolchand) 个

"S}Brim Brothers ，

人开办。沈阳浪速通、大连浪速町

市.伦敦设分号。 1925 年前来华开

及"新京"设丝绸店，由布路父子

业，先后于哈尔滨及上海设分号，

合伙经营，西名别作"Boolchand

&.

经营棉布、呢绒批发及一般进出

&. Sons ,

口贸易. 1932 年于上海广东路设

N." 及"胁。Ichand

Son ,

Im-" ，本部纽约

N. 气经营丝业迸出口贸易及高档

驻华子公司，西名 "Shriro

印度丝绸。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China) , Ltd. " .1937 年在美国注
册，启用 "Shriro Bros. ( China ) ,

记载。

Bros.

Federal Inc. , U. S. A." 新西名，
石井洋行 F 合名会社石井洋行

石和j 洛(J.

A. Shrire) 任总经理。

Ishii &. Co. , K.

嗣于威妥玛路设石利洛毛织厂，

沈阳小西关日商贸易行。

增设天津分号.太平洋战争爆发

1921 年 5 月原藤团洋行职员石井

后迁总号于华盛顿。战后恢复对

芳个人开办。经营迸出口贸易.

华业务，上海、天津、汉口设分号。

1936 年 5 月改组为家族合伙商

进口呢绒、皮件、机器、无线电机

号，称合名会社石井洋行，资本 10

部件、工具、染料、化学品及棉纱

万元。经营商粉、砂糖、延头、五

等 z 出口羊毛、皮货、兽皮、猪察及

金、度量衡器、肥皂、罐头及其它

其它中国产物. 1940 年代末消见

杂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于记载，其时总公司资本总额为

行为"满洲兴业".

1 ， 000 万美元，沪行经理克洛克

(E. L.
石利洛洋行

Inc.
Ltd.

,

Shriro

Krouk) ，汉口行经理史邱

Shriro Brothers ,

(S. A. Scher) ，津号经理铃弗赖

( China ),

曼 (R. Freiman). 往来银行为"大

(China) , Fed-

通"、"麦加利"及"浙江实业"。张

Bros.

, Shriro Bros.

eral Inc. , U. S. A.
美国贸易商行。石利洛兄弟

国威及孙渭 JII 、柳中道、戴信章、

王耀卿等尝克是行买办、华经理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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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t高级华职员.

Hor回 Bazaar

&. Motor Co. , Ltd. "

新西名，称龙飞马车汽车公司或

Ishizuka &. Co.

龙飞汽车公司.开办有拍卖行、马

汉口日商贸易行. 1923 年石

房、马车车厢及汽车车厢制造厂、

螺家开办.初设于后花楼，嗣迁统

鞍碍马具制造厂、汽车修理厂及

一街营业.湘潭、重庆及上海设支

兽医院.经营谷物、饲料、马匹、牲

店.出口牛皮、猪累、竹军事及其它

畜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中国产物，销往日本.兼营烟草及

代理英美几家汽车、汹漆等厂商

杂货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石

公司.总经理柏烈 (5. W. Pratt).

探匡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台湾"

1930 年前后成为利喊机汽车行产

及"汉口气

业，在香港注册，改以汽车经营为

石琢洋行

主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张传楚
龙飞洋行

Ba zaar

,

Shanghai Horse
Shanghai Horse Ba zaar

Co. , Ltd.
Co. ,

, Hor回 Bazaar &. Motor

Ltd.

I

Shanghai

Horse

Bazaar &. Motor Co. , Ltd.

龙东公司

Rondon , L.

&. Co., Ltd. , L.

I

, Rondon

Rondon &.

、Co. , L. (H. K.) , Ltd.

上海新跑马场(静安寺路〉英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08 年原

商洋行. 1867 年前铃帕兰特 (B.

大昌洋行朝鲜济物浦分号经理及

Pallant) 个人创办，西名 "Shanghai

京城(汉城〉泰昌洋行 (Rondon ，

Horse Bazaar" .经营马房，出租马

Plaisant &. Co.)伙东龙东 (L.

匹. 1891 年前改组为公众性有限

Rondon)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

责任公司，遂更西名为 "Shanghai

名.初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迁北京

Horse Ba zaar Co. , Ltd. "，添蕾马

路及法界爱多亚路营业.江西路

车厂、马具厂及兽医院， 1903 年有

恒业里设楼房。经营总迸出口贸

资本银 37.8 万元. 1910 年代中随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28 年前改

业务扩大而启用 UHorse Bazaar

组为私有有限公司，遂更西名为

&.

Motor Co., Ltd." 或.. Shanghai

~

尝充是行早期买办.

.. Rondon &. Co.,

Ltd. , L.".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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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银 5 万两。

发起开办，西名"Basel

沈阳、香港、天津、昆明、重庆及巳

W. "。初设于北总布胡同，嗣迁大

黎、西贡、海防、河内、百囊奔〈金

方家胡同营业.承包建筑设计及

边〉、纽约诸埠先后设分号.进口

土木工程。 1927 年前与傅赖义

葡、西、法、比、英、美及印度支那

CW. Frey) 合伙经营，更西名为

所产葡萄酒、雪利酒、化妆品、药

"Basel &. Frey" 。添二部，承办装饰

品、炼乳、饼干、壁纸、食品及米

及家具陈设业务，兼理营造咨询

谷、木材、枕木、精肉、鳝、轮胎、橡

事. 1930 年代中傅氏退伙，由柏瑞

胶制品、卷烟纸、窗玻璃、五金、五

尔独力维持，华洋行名依旧.一度

金工具、棉线等，代理欧美厂商公

于太原设分支机构 o 1941 年前原

司数家至数十家。 1940 年代添营

职员，华人工程师某入伙，始启用

桐泊、猪臻、矿砂、茶叶、发网、籽

"Ba回1 &. Chung"新西名。 1944 年

仁、猪肠衣、豆类、棉纱、棉布、王

尚见于记载.

&. Co. • F.

金等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末尚见

Lo ngfeIlow &.

于记载，港行西名别称" Rondon

龙和洋行

&. Co. , L. CH. K.) , Ltd. " ，其时

Adams , Inc. , Adams &. Co.,

注册资本为 25 ， 000 美元，常务董

William A.

事毕仪篱 CPaul Pinierλ 往来银行

上海黄浦滩路美商贸易行.

先后为"汇丰"、"东方汇理"、"中

1927 年前大来洋行木材部经理龙

法工商"、"华比"及"中国农工"

氏 CH. B. LongfeIlow) 与大美保

等.玄荷潭、凌守一、余渭滨及李

险公司主人铃亚当斯 CWilliam

翰章等尝充公司买办或高级华职

Adams)等合伙开办，即定西名为

员.

"Longfellow &Aaams ， Inc.". 经

A.

营汽车及总进口贸易，兼保险代
龙虎公司

Basel &. Co. , P. W. ,

场及陈列所.嗣龙氏退伙，由亚当

Basel &. Frey , Basel &. Chung
北京德商建筑工程行 o

年前建筑师柏瑞尔 CF.

W.

理业务.法界福照路设汽车修理

1923

Basel)

斯独力接办，更西名为 "Adams

&.

Co. , W il1iam A. .. 01930 年代初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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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洋行原副总裁铃布林 (C.

可旧

J.

年〉开办。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Breen) 等入伙，复为合伙行号.先

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

后迁南京路中央房子、四川路、广

本银 10 万两，实收 8. 9 万余两 p 发

东路及中央路营业.经营烟、酒、

行 7 厘公司债券银 10 万两。 1930

杂货进口贸易及保险代理业务。

年中核定资本累增至 40 万两，分

代理或代表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4 万普通股，每股 10 两，全数发售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毕.经营一家模范牛奶场，生产经

行为"花旗"及"大通"。

销鲜奶及各种奶制品。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

可佩制车公司

Koppel lndustrial

行"军管理"，战后恢复。 1949 年底
自估资产为旧人民币 29 亿元。往

Ca r &. Equipment Co.
美国铁路车辆工业公司，本

来银行为"汇卒".王文彬、戴桐

部宾夕法尼亚州科主自尔。 1910 年

君、柯模范等先后充公司买办及

代来华开业，以赞库踊 (H.

华经理.

R.

Cooper) 为总经理，怜皮奇 (Wm.

M. P回ch.) 为总工程颅，设驻华总

旧金山人寿保险公司

号于上海.北京镇江胡同设分号，

Coast Life Insurance Co.

精法克森 (Harold

West

Cushing Faxon)

美国保险公司 .1906 年创办，

主其事.进口经销所产工业铁路

按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注册，本部

蒸汽机车及狭轨铁路设备. 1920

旧金山 .1915 年更西名为 "West

年代末华行停业，对华业务改由

Coast San Francisco Life Insurance

慎昌洋行代理. 1930 年代中尚见

Co.

于记载.

西雅图、达拉斯、洛杉矶、盐湖城、

".1920 年启用现名.波特兰、

丹佛、檀香山及马尼拉诸埠设分
可的牛奶有限公司

Culty Dairy

Co. • Ltd

号. 1923 年来华开业，在上海、哈

尔滨、天津、广州、烟台、汉口、香

上海法界宝昌路(霞飞路〉英

港、北京等地先后设分号或代理

商奶品公司. 1912 年(或作 1911

处，经营人寿保险业务. 1930 年代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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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本为 300 万美元。(或记其资

(China). Ltd.

本额为 75 万美元，公积金为 1.886

英国贸易商行，本部伦敦.

万余美元，资产 2.149 万美元 λ

1925 年前东来，首设远东分号于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驻华经

天津旧俄界倭嘎嘎路，张家口、沈

理特啤尤尔 (Arnold

阳、哈尔滨、海拉尔、黑河、乌里雅

Dewar) •

苏台及库伦诸地设次分号.经营
北力乞洋行

Blackhead &. Co. •

毛皮及羊毛出口贸易.远东分号
经理铃拉斯金(Jacob

F.
香港德商洋行 .1854 年〈或作

Raskin).

1930 年代初远东分号改组，启用

1855 年〉铸施瓦茨科普夫(B.

"Fur &.

Schwarzkopf)创办于黄埔. 1861

Ltd. "新西名，行址在英界海大

.年前迁香港皇后大道西，由北力

道，哈尔提道里设分号.业务由安

乞 (F. Blackhead )等接办，西名

利洋行全权经理. 1930 年代中渐

"Blackhead 8，ι Co. , F. 飞嗣设分

无所闰.

W∞，1

Co.

( China ) •

号于广州及澳门.经营船具、索具

装备、缝帆、煤炭、杂货及迸出口

北极公司

贸易 .1896 年设筒笑湾肥皂厂，生

ing Corporation (China) I Ameri-

产肥皂、苏打及除虫剂.代理英、

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 Fed-

德、比、法、美及瑞士等国厂商公

eral Inc. , U. S. A.

American Engineer-

司多家. 1901 年前于青岛、济南、

上海静安寺路美商电气公

上海、天津、汉口、北京诸埠设子

司. 1923 年始建 .1927 年按美国

公司，西名"Schwarzkopf

&. Co. •

特拉华州法律注册，西名 "Amed

F. " .华名称顺利洋行. 1915 年前

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i-

后清理.其间伙东屡易，华祥行名

m户，华名别称北极电器冰箱公

依旧.

司.核定资本规银 20 万商，至

1935 年实收 17. 1 万两，年营业额
北记洋行

Co.. Ltd.

Trading

约墨洋 100 万元.南京设分号。进

Fur &. W∞1 Co.

口美国电冰箱、制冰机、冷藏设

Fur &.
I

W∞1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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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空调设备、柴油机、电动机、船

北京大饭店，北京饭店，西宾馆

舶马达、科学仪器、收音机、真空

Hôt e1 de Peking Grand Hotel de

管、防护设备等，兼相关安装维修

Pekin

,

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

北京西商饭店. 1891 年前百

十数家 .1940 年在华盛顿注册，开

货店东骨塔利厄 (L. Tallieu) 发起

始启用 "American Engineering

开办，西名 "Hôtel de Peking 飞称

s.

西宾馆 .1900 年由总经理，瑞士人

A. "新西名，迁本部子华盛顿，上

沙孟 (Auguste F. Chamot) 受盘接

海及香港设分号，业务范围相对

办.翩定名北京饭店 .1906 年前由

扩大. 1947 年资本记为法币 4 亿

意商陆溪 0. Lucchi)及卢苏 (B.

元. 1948 年记为 12 万美元.往来

Russo) 合伙接办，在东单营业，与

银行为"中国"、"大通"、"花旗"及

"大奥国钦差衙门"隔路相望.

"新华信托"等.铸扬民 (c.

K.

1915 年东长安街新楼落成，更名

Young) 及铃沮恃沃思 (C.

M.

北京大饭店，西名 "Grand

Corporation , Federal Inc. , U.

Hotel de

Wentworth) 先后任总裁，陈三术、

Pekin飞客房 60 套，均有冷热水供

黄宣平先后任副总裁兼总经理.

应及现代卫生设备之洗澡间，备·
有宽敞的散步场地、客厅、阅览

北极电器冰箱厂

Frigidaire Cor-

室、弹子房及其它公共活动去处.
前上海密采里饭店经理麦义 (L.

porat lOn
美国制冷工业公司，本部纽

M.

Maille) 及铸蒂利特 (A.

约 .1927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

Tillett) 、铃鲁斯唐(]. Roustan) 先

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漠、北京诸

后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

埠，先后以恒敦洋行、北极公司及

度自日人接管，称"北平旅馆"，柑

英商泰孚机器有限公司等为代理

桥渡主其事.战后复归原主 .1940

行，进口经销所产电冰箱及其它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邵宝元尝充

制冷系列产品，兼相关维修服务

饭店高级华职员.

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北泽洋行

q附

J.

•

Kitazawa Yoko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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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商行，北择家开办，

郎.往来银行为"横滨王金"、"三

本店东京 .1920 年代来华开业，于

井"、"台湾"及"满洲兴业".子公

天津日界曙街宫岛街口及北京设

司有柳井工业株式会社等数家。

支店。经营鲜果、籽仁、花生、米
谷、食品、砂糖等出进口贸易，嗣

北洋印字馆

陆续在济南、青岛、上海、大连、沈

Peiyang Press , A. G.

阳、"新京"、鞍山、承德及平壤、京

Press , Ltd.

Peiyang
I

Pr臼SI

Peiyang

城(仅城〉诸埠开业. 1944 年资本

天津德商印刷公司. 1903 年

为 10 万日元，北浑千代藏主其事.

创办 .1920 年代初始见于记载，威
尔逊街克立洋行主人克立(Otto

北泽洋行，北泽商店

Kitazawa
Shoten I Kitazawa &. Co. , Ltd.

Kleemann) 主其事.总号设于特一
区无锡路，北京设分号.经营活

1919 年北浮

版、铜版、石版及胶版印刷，兼营

三郎个人开办. 1936 年改组为股

装订、雕板、照相雕版、帐簿制作

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北择商

及其它书商业务. 1945 年后克立

店.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分 2 万

退出，改由华商张某与铃许贝尔

股，每股 50 元，收足.本店大阪，大

。. F. Huebel)主持经营. 1947 年

连、沈阳及东京、名古屋设支店，

尚见于记载.

日本贸易商行。

上海、天津及京城(汉城〉、小梅、

柳井、若松设营业所.华行进口经

北美洲保险公司

销化学药品、动物油脂、植物泊、

of North America

Insurance Co.

矿物油、染料、涂料、矿产物、机械

美国保险公司. 1792 年创办

工具、人造纤维、棉布、人造丝绸、

于费城，按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注

杂谷、砂糖、面粉、海昧、食品、汽

册 .1919 年来华开业，为美国保险

车及杂货$出口桐泊、猪察、肥料、

公会组成公司之一.嗣于上海四

饲料、牛骨及其它中国土产. 1944

川路设驻华分公司.天津、北京、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北泽三郎，董

香港诸埠设分号.经营水、火、汽

事北泽四郎、北泽五郎、北泽六

车、风暴、爆炸及一般保险业务。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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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公司. 1930 年

北满电力公司

代中核定资本 1 ， 500 万美元，分

Electric Power Co. , Ltd.

I

Hoku-

150 万股，每股 10 美元，实收 1.

man Electric Co. , K. K.

I

Hoku-

200 万美元.公司渐次发展为包括

man De nki Kabushiki Kaisha

North Manchuria

"北美洲"、"北美意外"、"爱伦斯"

哈尔滨道里日商电力电灯公

及"费城"等 8 家公司的集团公司.

司。 1918 年开办，资本 120 万日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元，日文原称北满电气株式会社.

会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经营发电及电力供应业务.嗣资
本增至 800 万日元. 1934 年 11 月

北聂尔洋行

Beiner , W.

I

Beiner

营东北除满铁之外的火力发电事

&. Co. • W.
天津俄商贸易行. 1920 年代

原福利倍祥行 (Friedman
Beiner) 伙东北聂尔 (W.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统一经
业，北满电力公司随即并入.

&.

M. Bein-

北福洋行

Kitafuku Yoko

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衍名.初

上海日商玻璃公司. 1904 年

设于法界巴斯德路，嗣先后迁英

开办.先后在泪泾路、南京路、福

界达文波道及海大道营业.经蕾

州路、广东路及闵行路营业，厂设

毛皮、生皮、反革贸易. 1945 年前

于闸北颐家湾.南京及大阪设支

后改组为合伙商号，更西名为

店，大阪支店别称角回祥行.经营

M

Beiner &. Co. • W. "，北聂尔任主

玻璃制造业，进口经销臼本玻璃

管伙东 .1946 年注册资本为法币 1

器皿、陶磁器、化学药品、食品、建

亿元.进口反革、化学品、染料、泊

材及杂货，代理大连商满玻璃公

类、药品、服装等，出口皮货、炀

司。 1942 年资本为日金 10 万元.

衣、猪皇后、核桃、生丝、山羊皮及其

业主角田芳太郎，经理锺昌恒太

它中国产物.代理几家美国公司.

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井"。横滨路宝山玻璃厂为洋行产.

行为"中国"及"花旗".

业，生产各种日用及化学玻璃器
皿，据称为上海日商玻璃厂中规

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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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者.或记其实收资本为 50

及保险公司为代理行，经营水火

万美元.

保险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北德轮船公司

N orddeutscher

,

L1oyd Imperial Ge rman Mail Lin-

卡天洋行

,

Shanghai General

Store Shanghai General Stores
上海百老汇路希腊商祥行.

le

德国轮船公司 .1857 年创办，

1913 年前旅沪侨商卡天(D.

本部不来梅 01885 年来华开业，首

Katemopoul佣〉主持开办，西名

启事欧洲至香港航线，其时资本已

"Shanghai General Store" 0 进口经

累增至 2 ， 000 万马克.在华业务由

销土耳其及埃及纸烟、雪茄、烟

美最时洋行总代理.华名别称"北

叶、咖啡、葡萄酒、俄国食品、调料

德邮船公司".嗣渐加入长江及中

及杂货，兼营卷烟制造反一般出

国沿海的航运竞争.上海、汉口、

口贸易. 1920 年代后期由义科卡

天津、汕头、琼州、福州、忧阳、营

夭 (N. Katem) 接办，华名别称义

口、烟台、大连、青岛、北京诸埠先

(仪〉科卡天洋行.法界霞飞路设

后设分号或代理处，"太古"、"禅

分号. 1938 年前后迁本店于霞飞

臣"、"礼和"、"德茂"、"盎斯"、"新

赂，旋即启用 "Shanghai

昌"诸洋行尝充其地方代理行.

Stores"新西名.经营食品及咖啡 e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General

•

北德商保险公司

Insurance Co.

Nord De utsche

卡梅而洋行 F 卡梅而安利泰洋行

, Norddeutsche Ver-

Palestine Wine Co., Ca rmel

189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港、天津、汉口、沈阳、营口诸埠，

上海峨山路犹太贸易商行.

德国保险公司，本部汉堡。

Oriental

, Société Carmel

Oriental Carmel Or ientaI Wine &. Fruit
Co. of Palestine

sicherungs G臼ellschaft

,

先后以"禅臣"、"礼和"、"爱礼司"、

1923 年侨商卡梅而 (M.

"德茂"、"顺发"及"上海"等洋行

Carme!) 主持开办.嗣由传卡萨诺

L. K.

白吃F

出.-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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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夫斯基兄弟也. Kasarnovsky 及

电机用品及烟草、杂货 .1944 年尚

M. Kasarnovsky) 合伙接办，先后

见于记载，常务田中忠育、下回丰

迁四川路及靶子路营业.进口经

平、山田孝介.往来银行为"横滨

销巴勒斯坦葡萄酒、自兰地、饮料

正金"、"朝鲜"、"台湾"、"上海"及

及水果、烟草等。 1937 年尚见于记

"汉口"。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业f 有限公司

出光商会 F 美利火油公司

,

Idemitsu Shokai IdemÎt su &. Co.

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 Shanghai La nd
Investment Co. • Ltd.

日本贸易商行. 1910 年 6 月

上海英商房地产投资公司.

出光氏发起开办，本店门司，名古

1888 年原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

屋等地设支店. 1925 年前来华开

总董，同珍洋行主人自敦(J.

业，先后于大连、台北、基隆、上
海、青岛、广州及沈阳、厦门、福

Purdon) • ~I;丰洋行主人骨霍爱德
(E. Jenner Hogg) 及仨记祥行伙

州、苏州、镇江、商京、双口、徐州、

东，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芜

济南、海州、北京、秦皇岛、唐山、

得 (A. George Wooà) 等发起开

张家口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进

办，资本规银 100 万商，按香港公

口经销石油、挥发泊、汽泊、煤油、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

柴油、机泊、石油孔剂、植物泊、涂

司.臼敦首任总经理，华股代表徐

料、酒精、肥皂、蜡烛、电工绝缘材

兰斋.经营"置产、押地、造屋"及

料及化学品等，兼营佣金代理业

融资、投资诸业务.仁记洋行总代

务.商会华名，沪店别称"美利火

理.华名划称"业广公司'或"业广

汹公司飞 1939 年由出光佐三领衔

地产有限公司 ".1908 年实收资本

特设驻华子公司，称"中华出光兴

为规银 390 万两，发行公司债券

产株式会社"或"出光洋行"，西名

600 万两.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 Co. ( China ) ,

累增至规银 702 万两，收足 F 发行

Ltd.". 有资本 1 ， 000 万日元.添

公司债券总计 1.295 万余两 F 安和j

营钢铁、建材、机器、车辆、船舶、

洋行执行董事安拿(H.

则作.. Idemitsu

G.

E. Arn‘

业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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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任董事板，陈炳谦、虞洽卿为

且士宝公司

华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ufacturing Co. • Cons'd.

Chesebrough Man-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由

美国化学工业公司，本部纽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受托经营.战

约。伦敦、蒙特利尔及哥本哈根诸

后恢复。 1949 年拥有土地 648 亩，

埠设分号 .1919 年前来华开业，以

房屋 3.201 幢，约 485.116 平方

晋隆洋行为代理行，拓展对华贸

米.董事长嘉道理(H. Kad∞，rie)

•

易。 1920 年代初设分号于上海广

何世俭 (E. S. K. Ho-tung) 、约

东路，进口经销独家生产之"凡士

翰盖西克(]. H. K四wick) 、徐士林".沪行经理幡詹森(A. K.
浩、李铭、邬藩回(L. Ovadia) 及原

Jensen) .买办陈明德，嗣妒行关

买办叶启字等为董事，经理海克

闭，上海及港澳等地业务改由英

马德 (A. J. Hickmott). 协理胡德

商"老晋隆"及"怡和"诸洋行代

戴.

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业井广洋行

Eitingon- Schild

申报馆

,

Shen - Pao Shun - Pao

上海英商中文报馆. 1872 年

Co. • lnc.
美国皮货贸易行，本部纽约

美查 (F.

Major) 与伍瓦德 (L.

市.世界各地设分号十余处. 1924

w∞dward )、蒲赖尔 (W.

年前来华开业，于天津法界古拨

Pryer) 及瓦基洛(J. Wachillop) 等

路设驻华总号，张家口、库伦、汉

集资开办，资本银 1.600 商.出版

口、上海、沈阳、哈尔滨、海拉尔先

中文《申报川别称 f 申江新报)).

后设次分号或代理处，天津 l日俄

初隔日出报一张，以中国毛太纸

界尼各来路设加工厂.经营毛皮、

印刷.自第五号起始改日报，星期

兽皮、反货出口贸易 .1930 年代在

日休刊.为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

华各分号陆续关闭，业务改由瑞

中文报馆之一.创刊号载该馆告

洛夫洋行 (Riloff.

N. P.) 代理.

白云产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

1943 年其厄各来路工厂尚见于记

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

载。

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

B.

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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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

蕴和、王仲麟、刘师培等，赵逸如、

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

席子眉、席裕福尝充报馆买办。

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
4

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

申享洋行

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

Shinkyo Y oko Go shi Kaisha

Shinkyo Yokol

受其欺.此新闰之作，固大有益于

上海江西路日商贸易行。

天下飞 1882 年开始运用电报传递

1914 年前开办，为私有合伙商号。

新闻 .1889 年美查兄弟添细外股，

一度迁洒泾路及广东路营业，经

组成美查有限公司，而后收回原

营麻袋、棉纱、棉布、帽类、面粉、

本航海返国.报馆即为公司事业

杂谷、肥料及杂货迸出口贸易，兼

之一，其时公司董事为英商履泰

营航运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1930

洋行经理挨波诺脱 (E.

O. Ar-

年代中实收资本为 4 万日元 .1940

buthnot) 、麦边洋行主人麦边

年尚见于记载，主管业主兼经理

(George McBain) 、隆茂洋行主人

铃木钢作.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麦根治 (Robert Mackenzie) 及梁金

金"、"朝鲜"及"汉口"。

池四人. 1909 年因营业不振.由买
力席格福(子佩〉以银 75 ， 000 元盘

四海保险公司

接，名义仍属外商.同年始用报纸. surance

.嗣

1nternational A s-

Co. , Ltd.

两面印刷. 1912 年史量才购得报

上海英商保险公司. 1931 年

馆全部产权后， (.申报》即完全归

(或作 1930 年〉和记津行及新瑞和

于华人。嗣按中国法律注册为私

公司常务董事铃史密斯 (F.

有有限公司，资本为墨洋 100 万

Smith) 、祥兴洋行总经理马锡尔

元.报馆营业日避， 1930 年代中销

(R. Calder- Marshall) 、美商盘根

15 万份，隐然为上海报界之领袖.

(R. Buchan) 及华商香港东亚银

1949 年 5 月停办.英商经营期间，

行董事妖周寿臣、浙江兴业银行

先后主笔政或襄理笔政者有蒋芷

总经理徐新六等发起开办.核定

湘、钱昕伯、黄协坝、金剑华及何

资本规银 1 ， 000 万两，实收 300 万

桂笙、吴子让、赵孟逃、雷君耀、张

两，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R.

~

、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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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性有限公司，资产总额达 600

天生电气公司。 1930 年代初改营

万元.初设于黄浦滩路，嗣迁法界

进出口贸易，更西名为 "Stimp回n

爱多亚路营业。香港、广州、天津、

Supply Co. "或 "Stimpson &. Co. •

北京、重庆、烟台、厦门、福州、西

W.

安及新加坡、槟椰屿、吉隆坡先后

内大街营业.东帅府胡同改分号。

设分号或代理处.承办人寿、水、

出口银器、中国文物、铁画、铜器、

火、汽车、行李、灾害、健康、家庭

锡器、景泰蓝、料器及玩具娃娃

及其它保险业务.往来银行为"汇

等，销往英美，进口电话及电报机

丰"、"有利"、"花旗"、"大迪"、"友

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邦"、"东方汇理"及"浙江实业"、

银行为"花旗".

E. 飞嗣先后迁东交民巷及崇

•

"交通"、"广东.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

史奎雅洋行

管理"，委托清算公司为日商三井

change Tables Co.

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Far Eastern Ex-

上海西商出版公司. 1913 年

前原德商顺金隆洋行资深职员史
支天生洋行

Stimpson , W. E. ,

奎雅(F. X. C. N. Sequira) 主持

Supply Co.,

开办。初设于斐伦蹄，嗣先后迁赫

, Stimp-

司克而路、法界辣斐德路及南京

Stimpson Electric
Stim严on
回n

&. Co. , W. E.

和

路营业.出版发行远东汇兑换算

Supply Co.
北京东帅府胡同美商洋行.

表. 193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

1923 年原中国电气般份有限公司

电报工程师及美国开洛电话机椿

史密芝公司

公司华北分号经理史天生 (w.

L. , A. S.

E.

Smidth &. Co. , F.

Stimpso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丹麦机器工业公司，本部哥

行名.经营电.话、电报及无线电器

本哈根.伦敦、巴黎、纽约、旧金

材. 1927 年前后接办开洛公司在

山、都灵、悉尼、卢贝克、东京诸埠

华北业务，启用 "Stimp四n

设分号. 1924 年前来华开业，首于

Electric

•

A

Supply Co."新西名，华名别称史

北京设分号，先后在羊肉胡同及

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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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总布胡同营业。进口所产水泥

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生产机械，兼相关工程业务。 1931

年添上海分号，先后在福州路及
'

生达洋行

Sator , A.

黄浦滩路营业。 1940 年代后期尚

上海博物院路匈牙利商贸易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行。 1925 年原德商禅臣洋行职员

"麦加利".

生达 (A. Sator) 个人开办。香港及
广州|设分号.进口德、英、法、匈、

奥蒂芬邮票公司

Stephens

品及烟草等，出口皮货、兽皮、猪

Stamp CQ.

..

A

美所产油墨、机器、印刷材料、药

上海希腊商集邮公司。 1926
年前怜帕帕佐普洛 (S.

A. Pap-

肠衣、羊毛、花生、大黄、腐香及蛋

品等，兼制造厂商代表业务.

padopu!o)个人开办.华名别称史

年注册资本为法币 5 亿元. 194υ

蒂芬司邮票公司.初设于文监师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业主生达，华

路，嗣迁静安寺路营业.经营新旧

经理赵佩之〈芝).往来银行为"汇

邮票批发及零售业务. 1940 年代

丰"及"麦加利".

初尚见于记载.
生利洋行

史德匿古玩行

•

、-

1947

缸
S
trehl
过巾
lneek ， E.

Independent Trading

臼
Co.

A. , Strehln回k' s Chinese Art

上海江西路美商贸易行.

Studio , Strehlneek' s Gal1ery oI

1933 年开办，香港德辅道中及广

Chinese Art

州设分号.进口西药、稍反材料、

上海拉脱维亚商古玩店.

外科材料、反件颜料、瓷器工业化

1910 年原江海北关二等验货、中

学品、橡肢杂货等 z 出口脑鼠皮、

国美术品鉴赏家及收藏家史德匿

山羊皮、瓷器、芝麻、牙雕、芝麻、

(E. A. Strehln四U个人创办.初

猪鬓、植物泊、桐泊、法器及其它

设于赫司克而路，嗣先后迁宁波

中国产物.代理美国及南非德班

路及江西路营业.经营中国古玩、

几家厂商公司. 1946 年 7 月在华

字画及美术品等，兼相关鉴定业

注册，资本为法币 1.2 亿元.

1940

、

‘·

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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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金、工业钢、润滑油、化学品、药品

"大通"、"浙江实业"及"聚兴诚".

等，出口桐泊、五倍子、山羊皮。

德太洋行经理铃奈尔斯(H.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裁冯

B.

Niles) 及华商王戴帽、谢均如、周

梅尔，经理罗伯昭及骨弗赖伊(E.

炳耀先后主其事.

C. Fry) ，往来银行为"花旗"、"金

•

•

城"、"聚兴诚"、"和成"及"四川盐
生利洋行

Vongehr , O. E. ,

Fed. Inc. , U. S. A.

I Vongehr 一

业"。张希贤、罗仲舍、陆胜漠、陆
胜超等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Lo w China Co. , Inc.
汉口美商贸易行. 1926 年原

慎昌洋行汉口分号职员铃冯格尔

自末实业公司

Nippon Commer-

.‘

cial U nion , Ltd.

(0. E. Vongehr) 发起主办，即以

上海吴淤路日商百货公司.

姓字为行名. 1933 年按美国在华

1933 年开办，在日本注册为私有

商务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墨

有限公司，日文原称株式会社臼

哈 13 万元，收足.上海、重庆、万

木实业公司，华名别称"实业百货

县、青岛设分号，华名别称麦克生

店"或"九华公司".杭州、商昌、汉

样行.进口美、德所产药材、化学

口、南京、九江、南昌、芜湖、镇江、

药品、外科器械、包扎用品、硬橡

蚌埠、苏州及嘉兴、松江、潮州、绍

胶制品、油漆、清漆及杂货，出口

兴、金华、定海、北京、天津、青岛、

桐泊、五倍子、矿镑等，销往美国

济南、汕头、厦门、广州、香港、三

及欧洲.代理欧美航运、保险及其

亚港、河内、西贯、曼谷、仰光诸埠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抗日

先后设分支店所，进口经销服装、

战争爆发后，日占区分号相继去

食品、毛线、呢绒、办公用品、床上

闭.嗣迁总号于洛杉矶贝弗利希

用品、鞋袜、旅行用品、手工艺品、

尔斯，更西名为 "Vongehr - Low

药品、照明器具、体育用品、化妆

China Co. , lnc.". 战后在华有重
庆、万县、宜昌、上海四分号. 1947

品、服饰用品、儿童用品、美术装
饰品及家具等，出口海产品、植物

年注册资本为 20 万美元.进口五

捕、禽毛、蛋类、蛋制品及其它土

-

J

•

.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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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兼营军费用品及广告设计等

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

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军管理"，受托经营眷为日本泊

本为 100 万日元，社妖山田忍，专

脂株式会社，厂长白石春雄，职工

务中村四郎及岩田节雄，常务黑

100 λ. 其后渐无所闻 •

川健良.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上海"、"汉口"、"台湾"及"三井气

白兰洋行

M.
自礼氏洋烛公司

Candle Co.,

•

• .‘

美国贸易商行，自兰 (Max

Price' s Patent

Ltd.

,

Price' s

,

Brand &. Sons , Inc. ,
Brand Bros. , Inc.

Brand) 父子开办，西名 "Brand

&.

Sons , Inc. , M. "，本部纽约. 1924

(China) , Ltd.
英国化学工业公司.份自礼

年前来华开业，天津、上海、北京

氏 (Price) 发起创办，具体年代朱

诺埠先后设分号.经营腊肠肠衣

详，西名.. Price' s Pa tent Candle

加工出口及杂货贸易，故华名俗

Co."，本部伦敦，利物浦及开普敦

称自兰肠厂. 1930 年代中改组，由

设分号.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总经理势小白兰(Je蜘Brand) 见

海设驻华子公司，西名"Price' s

弟在天津接办，更西名为 "Brand

(China) , Ltd. 飞主厂设干罗别生

Bros. , Inc.". 1947 年尚见于记

路〈劳勃生路) ，秘考尔德伍德(W.

载.

N. Calderwood) 首任经理.生产
"自告牌"、"紫薇星"、"水牛"、"百合

自林趣商店

花"等商标蜡烛、通夜蜡烛、徽形

Hats Blanche Shop

蜡烛及香皂、肥皂、甘泊、硬脂精、

上海美商衣帽庄. 1927 年自

羊毛泊、润滑油等 .1918 年前归属

林趣夫人 CMrs. Blanche 1.

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肥皂矿烛公司

阳〉个人主持开办，西名作

S侃p

Hap-

&. Candle Co..

"Blanche"或 "Blanche Hats飞韧设

Ltd. )，为联合利华公司子公司.

于南京路沙逊大厦，嗣迁法界迈

1923 年转由亚细亚火泊公司经

商西爱路营业.资本墨洋 2 万元.

理，专事蜡烛生产.太平洋战争爆

进口经销女帽头饰、女服童装、玩

(China

-

,

B1anche I B1anche

•

白色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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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饰及其它新颖小商品 z 承做

前上海天祥洋行入股，改组为有

女服童装. 1938 年前后由普帕金

限责任公司，更百名为"Ba町&

夫人 (Mrs.

Parkin) 及镰布

Dod well. Ltd. .. .实为旷天祥"之西

罗克夫人 CMrs. Helen Brock) 合

南联号，自理任常务董事.进口英

伙接办，即变更西名为"B1anche

国机器、管材、电线?电器及香精

Shop". 添营提包、皮带及花状装

等 F 出口土产及杂货.代理欧美保

饰品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Edith

~

...

十数家，兼营船、货检验公证业
自勃虚洋行

Ba rbash. B. S.

,

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华名别

称自理有限公司.往来银行为"中

Barbash ßι Co. • B. S.
上海俄商贸易行. 1921 年原

h

国".

美商纶达洋行职员自勃虚 CB. S.
Barbash)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包内锦建造工程师行

名，来几更西名为" Ba rbash

P.

&.

Co. • B. S. 飞初设于仁记路，帽先

Bonetti.

天津义界大马路意商建筑工

后迁北京路、四川路、江西路及法

程行. 1928 年前原柏乐厄欧工程

界亨利路营业.经营毛皮、呢绒、

司行建筑师包内佛 (P. Bonetti)个

镶面板、雪茄、烟草等进出口贸

人开办.承包建筑设计及土木工

易，兼佣金代理业务。 1943 年尚见

程事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信济飞
鸟羽洋行

Barry &. Co. • B.

自理洋行

M.

, Barry &. Dod well. Ltd.

,

Toba Yoko Toba

Yoko. Ltd.
大连近江町日商贸易行.

重庆英商贸易行. 1915 年原

1905 年鸟羽家开办.沈阳、长春、

隆茂洋行重庆分号职员自理由.

哈尔滨及大阪诸埠先后设分支店

M. Ba町〉个人开办，西名 "Barry

所.经营钢铁、机器、五金工具、电

"0 经营总迸出口

工测量仪表等. 1938 年东北各分

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18 年

号独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均

&. Co. • B. M.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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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称株式会社鸟羽洋行.增设天津

L∞h) 个人开办.初设于仁记路，

联号，北京、青岛、济南设支店或

翩先后迁九江路、黄浦滩路及法

营业所.大连总本店资本为 100 万

界公馆马路营业.进口德国医院

日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用品、医院材料、理化实验仪器、

乐利工程司行

1反)UP

&. Lee

,

Loup &. Young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建筑工程

爱克斯光机、电疗器械等，代理几

家德国厂商公司.一度开设假肢

装配2斤。 193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
载，往来银行为"上海商业储蓄飞

行 .1908 年前瑞士建筑师(后兼挪
4

威驻天津副领事〉乐氏 (Albert

汇广公司

Loup) 与和j 氏 (J.

Building • Loan &. Investment

办，西名"工.oup

E.

Lee) 合伙开

&. Lee 飞

1914 年前

拆伙，改由乐民与英国建筑师骨

C仇.

•• •

&. Young". 华名依

J

Shanghai Building &.

Investment Co. • Ltd.

扬氏 (E. C. Young) 合伙接办，更
西名为"Loup

Ltd.

Shanghai-Hongkong

上海四川路西商营造及投资
公司. 1901 年前原公共租界工部

旧.嗣先后迁备狄更生会堂 CDick-

局董事赫司克而(F.

inson HalD及法界巳黎路营业.承

及德商瑞生洋行资深董事史谛法

接建筑设计及相关工程业务，兼

(C. Stepharius)等发起开办，百名

蕾地产、房产及房地产代理业 •

U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天津"国民

Loan &. Investment Co. • Ltd.".

饭店"、"中国大戏院"、"陆安大

经营营造、放款及房地产投资等

楼"、"仁记洋行"、"马场看台"、"法

业务. 1906 年前改组，更西名为

英学校"及"天津卷烟厂"等建筑

U

均其杰作.

Co. • Ltd. " .瑞生祥行沪庄代签有

E. Haskell)

Shanghai - Hongkong Building.

Shanghai Building &. lnvestment

效入骨勒莱因(HansL δhlein) 任
乐赫洋行

Loch. J.

董事长，朱藻三等为董事.迁广东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8 年原

路营业. 1913 年前史谛法出任董

美狄根有限公司总经理乐赫 0.

事长，汇通洋行全权经理兼代办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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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达洋转

则商

a

P口

出路

Shahm∞n ，

Ezra

上海九江路西商牙行。 1925
年前上海汇票经纪公所会员铃埃

兹拉斯文 (Ezra Shahm∞n) 个人开
胃ι

路

浦

阳卢M

m

川滩

C

饭
l 上

中优

汇Hm

店脯

文案。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办.初营汇兑经纪业务，嗣转营栗

饭店。 1875 年创办，西名 "Central

据及金银经纪业。 1943 年尚见于

Hotel 飞 1891 年前后业主为骨赖

记载，华商陆世德主其事，经营地

利 (F.

产经租业务.

E.

Reilly). 汇中洋行成立

~付他

后即为汇中洋行产业. 1908 年前

Whitamore &.

扩建，更西名为 "Palace Hotel" ，有

汇克大洋行

客房 120 套，均附卫生间. 1917 年

Commons Whitamore &. Co.

前后易主，由英商铃上海饭店公

,

天津英界英商牙行. 1917 年

Hotels. Ltd. )接办.

原太古洋行津庄职员惠达模(R.

1920 年代初转归上海香港饭店有

A. Whitamore) 与骨克芒斯 (A.

限公司所有. 1940 年代末尚且于

Commons) 合伙开办，定四名为

记载.陈锦华尝充饭店华经理，

"Wh itamore &. Commons飞初设于

司 (Shanghai

、

中、街，嗣迁领事道营业.经营海陆
汇中洋行

Central Stores , Ltd.

运输经纪业，兼营航运及保险代

上海黄浦滩路西商洋行.

理业务~ 1920 年代中克氏退伙，由

1895 年创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

惠达模家合伙接办，更西名为

公司.进口经销外国名酒，兼营杂

"Whitamore &. Co. " • 1930 年代初

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沪上著

复迁至中街营业，添营证券、股票

名西饭店"汇中"、"札查"、"巴利"

及汇兑经纪业务 o 1930 年代末兼

等均曾为其产业.核定资本银 37

并美经纪洋行(Donnell

万余元，实收 26 万余元，发行 8 厘

BieHeld).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店

公司债券银 25 万两，发行札查饭

主为骨小惠达模 (F. H. Whita-

店 7 厘债券银 75 万两. 1916 年后

rnore) •

渐无所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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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芳公司

亨、.

Shanghai Building

Co.,

Inc. ,

Shanghai

Building

工程事务. 1928 年前烟台行改由

Co.,

Ltd. , Shanghai

Building

开商独资经营，更西名为"Casey

Co. ".进口贝尔法斯特亚麻布及

Be11 Lumber Co. , Federal Inc. ,

加尔各答祖麻布 F 出口丝、茧绸及

U. S. A.

其它中国产物.青岛行袭用原西

上海美商营造公司. 1908 年

名，但实为利德个人所有。两行华

前汇广公司职员倍尔(Edward

名均称"汇昌". 1943 年尚见于记

Bell) 兄弟等发起开办，定西名名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 Inc. " .华

名别称汇芳锯木公司。初设于广

••

汇泰洋行

Breen &. Co. , C.

J.

东路，旋迁汤恩路营业.承包营造

上海四川路美商贸易行.

业务，所营锯木厂建于 1912 年，有

1930 年原摩斯洋行副总裁幡布林

资本银 100 万元.生产门窗及箱

(C. J. Br.础。主持开办.进口马

盒，兼营木材贸易 .1930 年代中侨

尼拉酒精及杂货，出口中国产物，

小倍尔 (Grace Be11)出任总裁，旋

销往美国.兼保险代理业务.

更西名为"Be11

Lumber Co. , Fed-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eral Inc. , U. S. A.". 1940 年代

"花旗"及"汇丰气汪紫若尝充是

初尚见于记载.

行买办.

汇昌洋行

Ca sey &. Lyttle ,

Ca sey &. Co.

•

&.

I

Co., Federal Inc. , U. S. A.

"Shanghai Building Co.

,

营进出口贸易，兼营保险代理及

汇通洋行

1940

Wattie &. Co. , Ltd. ,

J. A.

烟台及青岛英商贸易行.

上海英商贷款及管理公司.

1924 年前原集昌洋行烟台分号代

1907 年原通济洋行 (Wattie &. Co.

签有效入开西 (Ernest Harry

J. A.) 主人赞沃蒂(Jam回 A.

Casey) 与原仁德洋行董事利德

Wattie) 与原美商茂生祥行上海分

(Wm. Lyttle) 等合伙开办，西名

号代理人赞克莱顿 (W. B. Clay-

"Casey &. Lyttle" 。济南设分号.经

ton)等发起开办.初设子广东路，

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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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迁四川路营业.伦敦及泪水、巴

代表处，初称汇源信托银行，嗣改

达维亚先后设分号.经营投资、贷

称汇源银行.经营股票及债券承

款、公司管理及佣金代理业务。代

销业务。 1930 年代中资本累增至

理橡胶地产、保险及其它公司数

墨洋 200 万元，准备金近银 30 万

家至数十家，先后充永年保寿公

两，资产负债总额为墨洋 356 万余

司、汇源银行 (Cathay Trust ,

元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董事长晓

Ltd. )、汇广公司、达昌橡皮有限

维，常务董事步维贤 (Felix. Bou-

公司等十数行号全权经理，兼理

vier) 0 刘登及施家清等尝充是行

文案 .1920 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

买办(总务〉或高级华职员.

~

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银 50 万两，
实收 20 万两，惠而司 (A.

J.

、

汉士洋行

Welch) 等任董事 o 1940 年代初尚

CoI1泊ration.

且子记载，往来银行为"汇卒"及

u. s.

"麦加利".罗亮生及彭幼云等尝
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Hayes Engineering

J. E. , Fed. Inc. ,

A.

天津美商工程行. 1920 年前

原茂生洋行驻北京工程师兼代表
汉士(J. E. Hayes) 发起开办.初

Union- Mobili社e ，

设于英界博罗斯道，嗣先后迁海

Française de Ba ngue et de

大道及都伯林路营业.上海设分

French Banking&.

号。 1920 年代中一度以上海为总

汇源银行
soci垂té

Placements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号.承包营造工程，尤以现代耐火

上海法界西门路法商投资银

建筑为长 z 进口工程材料及建筑

行. 1921 年有馀洋行主人晓绽。

材料，设计装配商用冷藏及制冰

Sauvayre) 等合伙开办，称汇源信

设备.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

托银公司，在法国驻沪领事署注

十数家.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册为合资公司，资本银 2. 5 万元.

载.汉士及骨戴维森(J.

1925 年改组，钱法国法律注册为

剖n) 先后任总裁，李家凤尝克是行

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迁爱

买办及华经理.

多亚路及天主堂街营业.天津设

4

,

K. Davi-

"

/

·、

现口化验所

Hankow Chemical

次兼并安利洋行后，公司遂成为
沙逊集团投资关系公司. 1940 年

Laboratory
汉口西商公共化验所. 1922

••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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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尚见于记载.

年前，原美商科发大药房汉口分
号经理善宾培(J.

H. Buenter) 与

丹商宝隆洋行汉口分号职员、后

任芬兰驻汉口领事詹逊 (S.

汉口电灯公司

Hankow

Light &.

Power Co. , Ltd.

J. F.

汉口英商电灯电力公司.

Jensen) 合伙开办。嗣改由詹逊独

1905 年(或作 1906 年〉开办，资本

力经营。初设于法界河街，嗣先后

银 18. 2 万元，在英格兰注册.电厂

迁吕钦使街及德领事街营业，四

设于俄界，先后在英界都阳街、怡

川万县设分所.承办公共化学分

和街及俄界俄英街、风阳街营业.

析及细菌学实验等业务，兼营成

1930 年代中资本累增至 136 万

药、针剂、麻醉剂及化学品，代理

元，发电能力为 590 万千瓦。 1940

德国及丹麦几家制药及精密仪器

年代尚见于记载。钟戴维斯 (R.

厂商。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P. H.

Davis) 、警塔克 (Valentine

Tucker) 及快吉尔 (G. B. Gill) 先

自

现口打包股份有限英国公司

后主其事.

Hankow Press Packing Co. , Ltd.
汉口英界英商机器压力打包

、.

句盹咱

汉口银行

Hankow Ba nk , Ltd.

公司 .1919 年华商刘季五、程栋臣

汉口日商银行. 1920 年 12 月

等与英商安利洋行合股开办，按

开办，日文原称汉口银行株式会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有限责

社，初设于法界德领事街及日界

任公司。核定资本银 100 万两，分

成忠路，嗣迁特三区江汉路洞庭

10 万股，发行 5 万股，实收 50 万

街角营业。实收资本 25 万日元.上

两。沙市设分号，华名别称"沙市

海及南京先后设支店。经营一般

汉口打包公司".英商安利洋行汉

银行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口分号金权经理并代办文书事

时有资本 100 万日元.董事长入江

宜。 1920 年代后期新沙逊洋行渐

凑，总董金原敏雄，专务矶田虎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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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往来银行为"十八"、"济南"及

出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天津"等.

载.冯祖培尝充是行华经理及董
事.

汉口贯育大药房
pen国 ry

Hankow Dis-

Co. , Ltd.

汉文洋行

汉口英商药业公司. 1910 年
原上海屈臣氏大药房职员，英国
皇家地理学会、化学学会及制药

学会会员铃林氏(H.

J.

Ling) 等

发起开办，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

Gennan Machine

Co., German Machine &.
Co.

'

1m阳rt

上海德商机械工程行. 1928
年前原汉运洋行机器工程部署主
任，工程师铸朔伊内曼 (E.

F.

.定资本银 10 万元，收足.先后在英

Scheunemann) 个人开办.初设于

界阜昌街、法界吕钦使街及坷内

汉口路，嗣先后迁泪泾路及广东

街营业.经营商药、药材、烟酒及

路营业.天津旧俄界设分号.进口

照像用品等.开办有汽水厂，生产

机器、钢铁器具、电器用品及其它

汽水、矿泉水及饮料.代理数家至

机械材料，经营相关承包商及工

十数家欧美厂商公司. 1920 年代

程咨询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

初英国制药学会会员、药剂师警

迪尤斯伯里 (H. Dewsbury) 出而

主其事.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

泯记洋行

Hoehnke , Frithjof

上海挪威贸易商行. 1916 年
(或作 1917 年〉汉记 (Frithjof

泯中有限公司

8torage Co.

Cathay Cold

, Ltd.

Hoehnke) 家族开办.初设于博物
院路，嗣迁四川路营业.青岛一度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工贸公

设分号.尝充上海啤酒公司金权

1935 年魏克 (8. Zwick) 等发

经理.进口经销欧洲纸张、啤酒及

起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

杂货等 F 出口一般产物.兼营佣金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杨树浦路设

代理业务.先后代理挪、捷、英、

厂.经营制冰、冷藏及蛋类、冰蛋

荷、比诸国几家厂商公司.太平洋

司.

产品、冰块出口业务，兼营杂货进

战争爆发后湿没无闰. 1946 年 11

•

•

、

·一‘

一

月在华注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3.543.900 商.经营抵押放款、转

记载。汉记始终主其事，俞志青及

借款项、房地产及企业投资等业

周乾康尝充是行买办.往来银行

务.江西路汉弥登大厦即其产业.

为"和嘴"、"大通"及"荷国安达飞

抗日战争胜利后停业，其资产负
债全部并入上海地产银公司。

汉时洋行

Heinzel , Arthur W. 事

Arthur W. ( Nflg.) ,
Heinzel. Ltd. • Arthur W.
Heinzel.

幡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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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弥敦英行

Ha milton , Ltd. •

James

德商贸易行. 1900 年韩此尔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5 年汉

(Arthur W. Heinzel)创办于青岛，

弥敦(Jam臼 Hami1ton) 发起开办

BP 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拍卖及运

先后在广东路、四川路、法界爱多

输业. 1914 年日军占领胶州后渐

亚路及北京路营业. 1921 年按照

涅没无闻. 1920 年代初续办于青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岛之湖南路，百名为 "Heinzel.

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5 万元，分

Arthur W. (Nßg.)". 1927 年前

5 千股，每股 10 元.至 1930 年代

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中全部发出，收足，董事长为薛迈

迁上海.先后在广东路及法界公

罗洋行伙东谭氏(J.

馆马路营业.经营总进出口贸易

进口经销美、英、德、澳新特产品、

及制造厂商代表业务.不数年即

外科帮械、橡胶制品、医疗用品、

无所闰.

实验室器材、医院设备材料、卫生

A. T田ner).

用品、化学品、药材、药品、寒暑

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

Hamil-

ton Trust Co. • Ltd.

表、化妆品及奶粉等，出口石膏，
销往英国及印度.代理英美及澳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信托公

洲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3

司 01929 年新沙逊洋行发起开办.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

核定资本规银 1.000 万两，共分

利"及"华侨气经理贾瑞生.

10 万股，每股银 100 两.迄 1934

年共发行 35 ， 439 股，实收资本为

汉诺威保险公司

Hanover Fire

汉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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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

Ltd.

美国保险公司 .1852 年开办，

德国贸易公司 o 1923 年前开

本部纽约。核定资本 400 万美元，

办，本部汉堡.上海、汉口、香港、

收足。 1930 年前后来华开业，在上

广州及东京、大阪设分号.经营机

海、天津、汉口、杭州、沈阳、香港

器、机器零配件、工具、五金迸出

诸埠，以美亚保险总公司为东方

口贸易及相关工程承包业务。代

经理，以"万泰"及"百利"等洋行

理德国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为地方代理行，经营水火、汽车、

193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飞机、风暴、地震等项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礼中洋行

Lee Chung &. Co.
·、，

上海日商贸易行 o 1932 年 9
汉璧滕公司

Huepeden &. Co.

月开办.初设于四川蹄，嗣迂博物

德国贸易商行。 1918 年汉肇

院路营业.进口经营日本工业原

滕(]. Huepeden) 家族发起开办，

料、药品、机器、机器零配件、木

本部汉堡，为私有合伙商号.曼谷

材、油墨、泊墨原料及杂货，出口

设分店 01930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

杂货，销往日本.代理一家日本泊

阎明园路设分号，四川路设钱房。

墨厂商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

经营厂家代理业务，进口经销欧

林武，往来银行为"朝鲜飞

'

洲棉纱、毛纱、棉布、机器、机械材
料、工业原料、药品、矿物及杂货。

*L昌洋行

Bryant &. Ryde

附设"德商汉壁膝出口行 "(Hue

上海北京路英商贸易行。

peden Export Co. ) .专营中国手工

1913 年前伦敦商人铃布赖恩特

艺品出口业务 o 1943 年尚见于记

(Wm. Bryant)与原泰隆洋行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德华"及

(Barlow

"麦加利"等。胡时修及何普康等

赖德 (C. H. Ryde)合伙开办.经

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营茶叶出口贸易，乍浦路设专用

&. Co.

)上海分号经理骨

钱房 0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蔡
礼丰洋行

Leyseco China Co. •

少然尝充是行买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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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

礼吕洋仔

Richarcls &. Co. ,

John , Rícharcls &. Co., Ltcl. ,
lohn , Richards ,

1. H.

商威麟洋行文案礼昌 Oohn.

德国贸易商行. 1845 年后任

H.

von

Carlowitz) 与来比锡商人铃哈尔科
特(B. Harkort) 合伙创办于广州，

Ríchards} 与华商某发起开办，茵

茵名 "Carlowi钮，

名 "Richalcls

John". 未几

1855 年哈氏退伙，由甲罗威独力

收并威麟洋行，改组为私有有限

接办，更西名为 "Carlowítz &.

责任公司，即更西名为 "Richarcls

Co." ，其后数十年恳伙东屡易，行

John". 原威麟洋行

名依旧. 1866 年辟香港分号， 1877

经理福赐德 0. Fro创为董事。先

年上海分号成立.嗣随业务发展，

后在四川路及新康路营业，厦门

沪行先后改为远东总号及总号.

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兼营电

至 1930 年代，先后设分号者有汉

气及机械工程承包业务.独家代

口、天津、青岛、北京、济南、大连、

理英美厂商公司十数家. 1928 年

哈尔滨、沈阳、民春、太原、重庆、

前后公司解散，由常务董事礼昌

长沙、南京等十余埠.经营综合贸

个人接办，启用 U Richards , J. H."

易，承包营造工程，代理欧美轮

新西名.先后在北京路及抢州路

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营业.进口欧美煤矿机械、矿山水

数十家.进口德国及欧美五金、呢

泵、矿用轻便铁路设备及零件、无

绒延头、纱线、机器、光学制品、染

盖货车、面粉厂包装印制机、冰箱

料、电器、照相材料、药品、杂货 F

等，出口无烟煤、烟煤及中国土

出口猪臻、桐油及其它中国产物，

产，销往美国及加拿大，代理欧美

销往欧、美、澳、非. 1944 年尚见于

几家厂商公司，承包煤炭供应业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麦加

务 • 194Q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利"、"德华"及"浙江实业".是行

银行为"有利飞

华名，广州!及香港早期先后称"架

&. Co. ,

&. Co. , Ltd. ,

~β

Co. , Carlowitz &. Co.
德国驻广州领事甲罗威 (R.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8 年英

b

求，

Harkort &. Co.飞

、飞

庐滑"、"加路滑"、"加路威士"及

,

礼和洋行

Carlowitz , Harkort &.

"加刺威治"等，实皆创办人甲罗

‘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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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之别称.冯商盘、雍剑秋、韩登

客人同时进餐 .1920 年代初易主，

堂、胡苞水、朱仲星、周吉甫、朱子

由英商香港上海饭店有限公司接

昭、项少芝、董芳高、赵雨亭、赵竹

办。 1930 年代末成为日人深水孝

林及黄季才等尝充是行买办.

产业，日本投降后物归原主。 1940

-~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礼荣洋行

Azadian , Leon

上海叙利亚商(或作法商)贸
易行.

1926 年 3 月礼荣 (Leon

Azadian) 个入开办.初设于仁记

礼惠洋行，利百文洋行

Liebermann , WaeIchli &. Co.
瑞士贸易商行 01912 年(或作

路，嗣先后迁法界公馆马路及广

1913 年)利百文也.

E. Lieb缸

东路营业.出口丝、茧绸、绸缎、茶

mann} 等合伙开办，本部苏黎世.

叶及杂货，销往埃及、叙利亚、法

神户、大阪、东京、横滨先后设分

国勒旺岛及红海诸口. 1947 年前

号 01930 年代来华开业，于上海法

后改组，更名为礼策生记洋行

界公馆马路、香港干诺迫中、天津

(Azadian F rèr臼).往来银行为"和

法界大沽路〈嗣迁英界中街〉及北

嘀"及"有利"。

京东长安街设分号.进口化学品、

'
b

机器、马达、机械工具、药品、电
礼董饭店

Richards' Hoteh As-

tor House Hot eI

器、五金、五金工具、手表、纸、皮
件、蜡、泊脂、纺织品、食品及杂

上海虹口商商饭店. 1846 年

货，出口驼毛、山羊毛、杂毛、草帽

前开办，西名 "Richards' Hotel" 0

绩、草帽、羽毛、发网、绣货、漆糖、

1861 年前更西名为 "Astor House

瓷器、景泰蓝、铜糖、地毯、珠宝首

Hotel" ，业主为铃史密斯 (Henry

饰、铸件、生药、蛋制品、籽仁、坚

Smith) 0 为上海开埠后第一家新

果、大豆、杏仁、干枣、蔓荆、骨胶、

式旅馆. 1915 年前后成为汇中洋

服装、棉布、棉制品、丝、纽扣、花

行产业，其时饭店为六层楼房，有

式货品及其它中国产物，兼营制

客房 250 套，均附卫生间，另有当

造业.天津华士洋行、亚细亚水酒

时东方最大的正餐厅，可容 600 名

洋行及"阿育利一阿克他"电气焊

,

、

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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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棍厂均为公司产业.代理几家

立发洋行

欧美厂商公司. 1947 年 12 月在华

Raphael , R. S.

上海西商贸易行. 1869 年前

注册，添纽约、巴黎、名古屋、巴达

立发 (R.

维亚诸分号。往来银行为"汇丰"、

先后在江西路、广东路及四 J iI路

"花旗"、"大通"、"华比"、"东方汇

营业.经营杂货贸易 .1901 年尚见

理"、"麦加利"、"和嚼"及"荷国安

于记载，小立发 CE. Raphael , Jr. )

达"。主管伙东普温克勒尔 (E.

主其事。俞一尝充是行早期买办.

S.

Raphael) 个人开办。

Winkler) ，沪行经理穆勒 (Harold

Mueller). 杨季良、陈绪宪先后充

立发洋行

Reynell , Harold

上海西商牙行. 1926 年前铸

沪行买办。公司华名，内地称"礼

立内尔 CHarold Reynell) 个人开

惠"，港行称"和j 百文".

办.初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迁北京
礼福公司

路及黄浦滩路营业.经营票据、汇

Nivea Co.

汉口英商贸易行. 1924 年开
办.初设于英界洞庭街，嗣迁宝善

兑及金银经纪业务. 1940 年代初
尚见于记载.

路营业.经营主麻、猪鬓及纤维制
品出口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铃伯恩 CP.

L.

立发铁广

B归ne) 主其事.往

天津英界海大道德商机器铁
工厂. 1912 年前侨商骨梅尔曼

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飞

(Richard
立大洋行

Lifa 一 Eisenwerke

Gehrrnan) 家族开办.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一度涅

Birchal &.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 • 1906 年前

没元闯 .1920 年代初复见，先后在

F.

特一区威尔逊街、汉口路及塘沽

BirchaD 家人合伙开办.初设于南

路营业.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京路，嗣迁汩泾路营业.经营迸出

载.

原协泰洋行主人铃伯查尔也.

•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几
家英国厂商公司。 1920 年代后期

立兴洋行

尚见于记载。

&. Cie I Racine &. Cie I Racine &.

Racine , Ackel lIl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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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Ci e ,

S. A.

祥、严蕉铭、谢街窗、余子成、黄可

上海法商贸易行. 1893 年原

方、吴锡卿、虞秉荣及沈静轩等尝

法商永兴洋行主管职员立兴 (G.
Racine) 及费阿克芒 (G.

充是行买办-

AckerTientsin Heating &.

mann) 合伙开办，西名 "Racine ，

立宏公司

Ackermann &. Cie". 初设于九江

Sanitary Works

赂、嗣先后迁法界洋泾泯及爱多

天津德商工程行. 1927 年前

亚路营业.天津及汉口设分号.经

原德商宏济洋行 (Hoentsch China

营进出口贸易，兼营煤炭及航运、

Co. )协理姊立斯克 (G. Art hur

保险代理业务，一度为东方轮船

Lisske)个人开办.初设于旧俄界

公司(Compagnie

Asiatique de

倭嘎嘎路，嗣先后迁特一区无锡

Navigation)全权经理. 1910 年代

路、浙江路及墙子河路营业.承办

1923

供暖、卫生、电气设备安装及总承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 Up 启用

包商业务，兼相关代理事 .1940 年

"Racine &. Cie. S. A."新西名，迁

代初尚见于记载.

末更西名为 "RacÎne

&.

Ci♂.

北京路营业.核定资本规银 60 万
两，收足.进口法、比、英、德、意反

立信洋行

Allan回>n.

法属印度支那所产药品、纸烟、

A11anson Brothers

William ,

纸、精泊、五金、化学品、玻璃、水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90 年原

泥、木材、食品、足头、人造丝、毛

停信洋行职员曾阿立信 (Wi1lian

钱、毛条及染料、工业原料、机帮、

A1Ianso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卡车等，出口蛋制品、帽类、肠衣、

行名.初设于泪泾路，嗣先后迁广

茶叶、头发、籽仁、生反反杂货.代

东路、海宁路及法界马斯南路、亚

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尔倍路、迈而西爱路及辣斐德路

商数家至数十家. 1938 年尚见于

营业.经营贸易及总佣金代理业

记载，其时常务董事为唐纳(J.

务. 1930 年代中份小阿立信兄弟

Donne).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Willian AIlan回n. Jr.. A.].

"华比"、"汇丰"及"麦加利"。刘人

Ianson 及 c. J. AJJanson)入伙，改

AJ-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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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私有合伙商号，启用.. Allan-

son

丰"。

Brothers" 新西名，经营厂商

代表业务.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

立新建筑材料公司

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SuppJy Co.

Builder's

天津德商建筑材料行. 1926
立基洋行

Knispchildt. C. J.

Knispchildt &. Eskelund

,

,

Knis-

年普德特曼 (0.

Dettrnann) 及奥

律志 (H. H. Eulitz) 合伙开办.初
设于英界中衔，嗣迁法界大法国

pchildt &. Eskelund. Ltd.
上海丹商贸易行. 1927 年前

路营业.上海福州路设分号.进口

〈或作 1922 年〉原宝隆洋行沪号经

经销现代建筑材料及机械设备，

理铃克尼斯普基尔特 <C.

J.

Knis-

承包建材供应业务.代理德国建

pchi1dt) 个人开办. RP 以姓字为行

材厂商公司十数家. 1930 年代初

名.初设于仁记路，嗣先后迁北京

迁本店于上海，由奥律志独资经

路及四川路营业.经营进出口贸

营，先后在四川路及北京路营业.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32 年(或作

所营染织工厂设于林肯路.资本

1931 年〉与克伦洋行主人铃厄斯

为墨洋 25.000 元，年营业额约 30

克伦(A.

万元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H. ESkelund) 合伙，主运变

更其西名为 "Knispchildt

&. Es-

行为"华义"。

kelund" .沈阳设代理处. 1930 年
代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启用

立德油广

.. KnispchiJdt &.

Co. • Ltd.

Eskelu时.

Ltd."

Lih - Teh 0iI M iIl

新西名.经营总进出口贸易，代理

上海北苏州河滨英商泊厂.

英国几家厂商公司，产品包括香

1907 年(或作 1906 年)华商刘长

精、香料油、饼干、拧穰汁、浴盐、

荫与英商祥茂洋行发起开办，为

汽水机器及食品等. 1946 年 6 月

公众性有限公司 .1909 年核定资

在华注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本为银 75 万再，实收 26 万两，先

载，华名别称"立基股份有限公

后由祥茂洋行代理及全权经理.

司飞往来银行为"花旗"及"汇

加工生产豆泊、椰泊、菜油、棉籽

牛"

立主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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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等，兼产油饼、油枯粉. 1930 年

年立德返英后新无所闻.

改组，由华经理刘长荫个人接办，
更西名为 "Lih

Teh Oil Mil1" ，华名

依旧，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

主利大药房
银ry ，

Central ÐispenWhitfield &. Co. , C.

厦门莺江道英商药房。 1898
立德洋行

,

Litt1e &. Co. , Litt1e ,
Little , R. W. Little

,

Archd. J.
&. Co. ,Archd.

, Chungking Trad-

ing Co.
上海四川路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前原德商摔臣洋行职员立

年原德建药房 (Dakin Bros. of

China ,
(C.

Ltd.) 职员骨惠特菲尔德

Whitfield) 个人开办，西名

"Central Dispen副ry飞其后于鼓浪
屿增设主店，西名.. Whitfield &.
Co. ， C." ，莺江道店改分店.经营

德(Archibald

J.

Litt1e) 及其弟立

药房，兼营烟、酒贸易及百货，承

德禄 (Ro恼t

W. Litt1e) 合伙创

办佣金代理业务. 1920 年代中尚

办，西名 "Little

&. Co. " .经营贸易

业.嗣兄弟各立一行，均以姓字为

见于记载，其时传小惠特菲尔德

(Thomas Whitfield) 主其事.

行名，华名同称"立德".立德经营
贸易业，设宜昌分号 F 立德禄经营

兰心戏院，~乐戏园

地产及房产代理业，一度代理

Theatre

Lyceum

"Brush" 电气公司. 1890 年代立德

.上海西侨戏院. 1867 年上海

禄弃商从文，立德则转向宜昌、重

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出资于圆明

庆发展，经营杂货贸易，兼营轮船

园上路及圆明园下路角兴建，木

及保险代理业务，启用 "Little

&.

结梅 .1871 年 3 月 2 日毁于大火.

Archd." 及" Chungking

1872 年大英戏院〈商人爱美剧社，

Trading Co. "新西名.上海仅设代

Amateur Dramatic Club)) 发起募

理处.先后开办经营有利川保险

捐，以图重建，得上海纳税商人会

Co. ,

议支持 .1874 年元月于博物院路

Ltd) 、溥安轮船公司 (Yantsze

落成，砖石结构.大英戏院在此演

Trading Co. • Ltd. )等企业. 1907

出近 200 场. 1929 年 1 月"兰心"

Co.,

公司 (Chungking Transport

•

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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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主以规银 17.5 万两出盘.同年

永丰洋行

12 月由新瑞和洋行设计，于法界

Fairchild &. Co. , Ltd.

F airchild , F. A.

,

迈而西爱路营建新"兰心"， 723

天津英界海大道英商总出口

座， 1931 年 2 月 5 日由"兰心"董

贸易行. 1915 年原北洋普业公司

事、英国驻沪总领事璧约翰(J. F.

(North China Produce Co. , Ltd. )

Brenan) 剪彩开业. 1940 年代尚见

职员费尔卡〈费巧尔， F. Albert

于记载，经理为骨斯派尔 (C. S.

Fairchild)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SI陪yer).

行名. 1920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

司，更西名为 "Fairchild
兰格志公司

Mijn -

Bωch

&. Co. ,

tot

Ltd.". 青岛、沈阳及汉口设分号，

- en Landbouwex-

费氏任常务董事.出口猪巅、羊

Maat配happij

ploitatie in Langkat

, Maatschap-

毛、驼毛、马毛马熏、蛋制品、大

pij tot Mijn - Bosch - en Land-

麻、黄麻、棉花、皮货、兽皮、地毯

bouwexploitatie in La ngkat , N.

及华北其它产物，销往欧美及澳

v.

大利亚、新西兰各地.全权经理天

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发公司，

津一家羽毛公司，代理"远东"、

本部苏门答腊兰陶潜美 d 经营林

"永平"、"爱尔曼'等几家欧美保

木、橡胶种植，石汹开采及相关贸

险及轮船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

易业. 1903 年来华开业，在福州以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太兴洋行为代理行. 1908 年前更

"麦加利".王品(聘〉南、王义范、

改以上海英商麦边洋行为总代理

车春卿、罗秉毅及王复生、陈德

行，经营木材贸易.华德路设贮木

培、陈连献等先后充是行买办或

场、锯木厂及烘干窑.华名"兰格

高级华职员.

木行"或"兰格志木行 ".1910 年代
中实收资本为 250 万荷兰盾，合规
银 255 万余元. 1940 年代初尚且
子记载，往来银行为"和嘀"及"汇

丰".

永丰洋行

Russian Asiatic Co.
Ibsen of Copenhagen , Thor

,

哈尔漠道里西商贸易行.
1924 年前开办，西名作 "Russ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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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毛

Asia tic Co. ".经营迸出口贸易及

本部伦敦。 1867 年前来华开业，在

批发零售业务，兼佣金代理事-

香港、上海、厦门、汕头、福州、宁

1930 年代初与宝倍洋行合并，迂

波、汉口、烟台诸埠，以"劫行(仁

总号于丹京哥本哈根，更西名为

记户、"怡记"、"德记"、"太平"诸洋

"lbsen of Copenhagen , Thor" .大

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连加贺町设分号.添营酒类及保

嗣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险代理业，承包机械及铁路工程.

全部保险基金超过 150 万英镑。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1895 年前于上海北京路设中、日

及海峡殖民地总号，华名"永平"。
永丰洋行

Reiber , Fr.

未几，"中、目及海峡殖民地总号"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97 年份

相继改称东亚分号及远东分号，

赖贝尔 (Fr. Reiber)个人开办.初

充其代理行者先后有"美查"、"惠

设于宁波路，翩先后迁江西路及

大"、"天祥"、"咪地"、"怡和"、"泰

四川路营业.相继在汉壁礼路及

隆"、"永丰"及"新康"等洋行.

周家嘴路设厂.经营鸭毛、鹅毛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采购加工及出口业务。 1917 年中
国对德奥宣战后一度歇业， 1920

永发洋行

年代初恢复.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Gershevich , 1. N.

Gershevich Bros.

,

规银 25 万两.进口德国钢铁，出口

天津英界威德大院犹太商皮

鸭毛及羽绒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货贸易行 o 1924 年前铃格舍维奇

赞同斯特尔(]. von Aster) 主其

兄弟也.

事.往来银行为"德华飞邵志生尝

Gershevich) 合伙开办.上海、张家

充是行买办.

口、沈阳、顺德府〈邢台〉、库伦及

1. Gershevich 及 M. 1.

纽约、伦敦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
永平保险公司

surance Co.

I

1rnperial Fire ln-

皮货、兽皮、羊毛、皮革进出口贸

lrnperial Fire 1n-

易。 1936 年后渐无所同. 1940 年

surance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03 年创办，

代复见于上海法界爱多亚路，业

主为原上海分号经理铃小格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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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1.

N.

Gershevich) ，即以姓字

7Jι

100 两，实收 5 万两.香港、天津、

北京、汉口、苏州、杭州、汕头、福

为西文行名。买办高永康.

州、重庆、厦门、广州、温州、宁波、
永光油漆公司

臼ient

Paint ,

Co lour &. Varnish Co. , Ltd.

芜湖、南京、九江、镇江、青岛、烟
台、威海卫、沈阳、大连、营口、哈

上海法界法兰西外摊英商化

尔滨、宜昌、澳门、长沙、枯岭、昆

学工业公司. 1934 年开办，资本

明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末

180 万港元.平凉路设制造厂，太

任经理兼书记倪安 (S. B. Nei1l) ,

古洋行总代理。进口泊漆工业原

经理杜维德(J. K.Tw臼d). 1920

料，兼及轮船构件、合成漆、真漆

年代中并入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等，生产出口泊漆、干颜料、清漆
及相关产品.代理英、美、印度几

永安保人险公司

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添香港办

Assurance Society of The United

事处. 1949 年资产总值为 27 万英

States

镑.往来银行为"麦坷利飞马存彝
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Equitable Li fe

美国保险公司，本部未详.
1891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以旗

昌洋行为代理行，拓展对华业务.
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

1895 年前于上海黄浦滩路设远东

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I China Mu-

总号，李儒医(Dr. L. S. Little>任

tual Life Imsurance Co. , Ltd.

医务主任，铃汉密尔顿(].

T.

上海广东路英商人寿保险公

Hamilton) 首任总经理.香港、天

司. 1898 年通济洋行主人曾沃蒂

津、厦门、广州、烟台、镇江、福州、

(J. A. Wattie) 、汇广公司董事骨

汉口、九江、澳门、南京、营口、宁

罗斯 (A. B. R侧〉及祥茂洋行伙

波、北京、汕头、青岛、威海卫、芜

东骨伯基尔 (C.

BurkilD 等发

湖及神户、长崎、横滨、曼谷、仁

起开办.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川、新加坡、槟掷屿诸埠先后设分

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

号或代理处."巴勒"及"太古"、

本银 50 万两，共分 5 ， 000 股，每股

"旗昌(新旗昌)"、"和记"、 s 泰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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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一

"华昌"、"霞拨颠地"、"远东"、"祁

1869 年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宁

罗弗"、"盎斯"等洋行尝充其总代

波、汉口、天津诸埠设分号，经营

理行或地方代理行. 1920 年代末

总进出口贸易，在汉口及上掷开

尚见于记载.

办有猪累、籽仁加工及机器打包

等工厂 .1890 年代西名一度作"0永兴公司

Paradissis Frères &.

livier , de La ngenhagen &. Co.".
1918 年更西名为"Compagnie 0-

Cie
烟台希腊商贸易行。 1911 年
铃帕拉季西斯 (Alex.

E. Paradis-

sis )发起开办，称永和有限公司

livier' • 1920 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
任公司，启用 "Olivier - Chine , S.

A. ..新西名，资本为规银

50 万两，

E.). 威

相继添青岛及香港分号。英、美、

海卫及天津设分号.经营茧绸、花

加、意及摩洛哥等地设亲缘公司.

边、发网加工制作及出口批发业

进口欧、美、爪哇等地所产纸张、

务。 1919 年前后改组，在法国注册

五金、西药、沙糖、玻璃、卷烟纸、

为兄弟合伙公司，启用现名.资本

呢缄、毛钱、化学品、染料、精泊、

墨撑 20 万元.添伦敦分号.出口

缝纫机、电动机、仪表、管材及杂

茧绸、发网、花边、绣货、销往里

货 z 出口草帽、湖丝、府绸、蛋类、

昂、伦敦、澳洲、南美、南非、英属

蜡、花生、鱼肚、滑石粉、桐泊、莱

西印度及纽约、埃及等地.代理欧

予泊、丝头、纱头、肠衣、牛羊皮、

美几家保险公司。 1943 年淌见于

皮货、猪熏、头发、茶叶、发网、五

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汇

倍子、籽仁、麟香及其它中国产

丰"及"中国"等.

物，销往欧美.代理亲缘公司及其

(Paradissis &. Co.

, Alex.

官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

Olivier et Cie Olivier

1940 年代末调整资本为 150 万美

&. Co. I Compagnie Olivier I Olivier
-Chine , S. A.

元，驻华总经理萨道克 (A.

法国贸易商行 .1847 年开办，

百二理"、"中法工商"及"花旗"、"中

西名 "Olivier et Cie 气本部巴黎。

国"。杨少莲、沈静轩、程秘卿、吴

永兴洋轩

Sad∞)，往来银行为"汇卒"、"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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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伟臣、郑钟汉、汤拱裳、朱藻元及

天津意商贸易行. 1921 年前

严梅东、沈瑞安、王敬铭、叶星海、

原亘必利诺洋行 (Tientsin Toilet

叶方庸、安紫庚、李绍曾、由擎钟、

Club) 主人莫必利诺 (P. Caprino)

陈仲生、倪云卿、袁瑞章、严逸文

个人开办。初设于法界大法国河

等尝充是行买办、副买办或华经

坝，嗣先后迁义界南西马路及大

理.

马路、法界巴斯德路，英界威德大
院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织造发

永兴洋行

Pemot , Louis I Pernot

et Cie , L.

I

Pernot ( Chef，∞)

&.

网，备办头发、猪鬓、马尾. 1940 年

代初尚且于记载.

Ci e
烟台法商贸易行 .1922 年〈或
作 1920 年〉原永兴洋行 (Olivier

Co.

&.

)上海分号代签有效人赞佩尔

诺(L. Pemot) 个人开办，即以姓

永利洋行

Moses

&. Co. , N.

S. , Moses &. Co. , Ltd. , N. S.

香港商商贸易行. 1914 年前
铃摩西 (N.

S. Mωes) 等合伙开

&. Co. ,

字为行名.嗣改组为合伙商号，启

办，西名 "Mo配5

用 "Pernot et Cie , L." 或 "Per-

初设于德辅遭中，嗣迁皇后大道

not (Chef，∞) &. Cie"新西名. 1929

中营业.上海一度设分号，由伙东

年设上海分号，实有资本为墨洋

高天宝 (H. Goldenberg) 主其事，

15 ， 000 元.出口生丝、丝头、作丝、

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茧绸、烟叶、草帽坯等，销往法、

务.代理英、美、加、印及日本几家

英、美诸国.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厂商公司 o 1925 年前改组为股份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伙东为

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Moses

佩氏及铸博诺 (Albert Bono) ，往

Co. • Ltd. , N. S."

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中法工

尚见于记载，经理铸小高天宝 (W.

商".

GG1denberg〉，郭子寿尝充是行沪

永利洋行

Ca prino. P.

Ca prino &. Co. • P.

,

0

N. S."

Naorosji

&.

1940 年代初

庄买办.
永利洋行

0

&. Co.

• P.

•

湾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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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界公馆马路英印商贸

年始启用现名 .1891 年来华开业，

易行 o 1929 年前开办.经营棉花、

在上海、香港、烟台、镇江、福州、

生丝、茧绸、绸缎足头选出口贸易

汉口、九江、营口、旅顺口、威海

及佣金代理业务 o 1943 年尚见于

卫、青岛、济南、天津、北京、重庆、

记载，前元兴洋行伙东铃卡伦吉

苏州、扬州、沈阳、哈尔槟诸埠，先

亚 (P.

后分别以"老公茂"、"得忌利士"、

N.

Karanjia) 长期担任是行

"和记"、"怡和"、"远来"、"礼和"、

经理 •

"拔维晏"、"天祥"、"旗昌〈新旗
永亨洋行
•

China

Cl∞:k

Co.

昌沪、"隆茂"及"德亨"诸洋行为

上海德商钟表行. 1919 年阙

代理行，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嗣于

荣高 (M. Kattwinkel)个人开办.

上海及香港设分号，厦门、广州、

初设于南京路，嗣迁搏物院路营

杭州、云南府、汕头、南京、枯怜、

业.进口经销钟表及钟表零件，兼

宜昌等地添代理处."(厦门〉和

营杂货贸易.代理德国及瑞士几

记"、"纪利臣"、"打哗地亚"、"祥

家钟表厂商 o 1920 年代添设重庆

茂"、"华隆"、"赖安仁"、"永年"、

分号 .193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往

"富威"、"亨利"及"自理"等洋行

来银行为"德华气与天津永亨洋

公司先后充其地方代理行.

行 (Tientsin

年前收并上海英商永年人寿保险

China C1∞k C<l. )为

兄弟行.

1928

公司及华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坎祥 200 万

永明人寿公司

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anada

元，基金已逾 8.000 万英镑，资产

加拿大保险公司 o 1865 年铃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徐维绘尝

高尔特 (Mathew

H. Gault) 发起
创办，百名 "Sun Insurance Co. of
Montr，ω1" ，本部蒙特利尔. 1871
年变更西名为 "Sun Mutual Li fe
Insurance Co. of Montreal" , 1882

负责总额为 66.537 万余元.

1940

充沪号华经理.
永明大药房

Union Pharmacy

上海北四川路俄商西药房.
1922 年骨利奥斯诺夫 (A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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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Liosnoff) 个人开办.经营西药及药

货等.代理英、法、瑞士及其它欧

材、药剂。 1928 年迁本店于法界霞

西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天津

飞路，北四川路及法界海格路先

有威洋行(J uvet

后设分店 o 1930 年代中有资本墨

勒里耶势有威兄弟公司(Juvet

洋 2 万元，年营业额约 7 万元。

Fr是res) 均为其关系公司 o 1940 年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遂更

行为"信济"等.朱学修尝克是行

其西名为 "Hirsbrunner

药剂师.

Ltd. "0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 Co.

)及瑞士弗

&. Co. •

载.铃齐恩 (Paul Zurn) 、有威 (A.
永昌洋行 F 合资会社永昌洋行

Juvet) 及有威夫人 (Mrs.

Eisho &. Co.

Juvet)先后主其事，往来银行为

汉口日商贸易行 o 1916 年开

A.

"汇丰"等.与津京地区之增茂洋

办.神户设事务所.进口经销纸

行 (Hirsbrunner

类、人造丝绸、纺织品、自行车、建

考.

&. Co.

)关系待

材及杂货，出口谷肥、泊脂、贝扣

原料、禽毛、猪鬓、羊毛及山货.

永昌洋行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洋行有

Talati &. Co.. 1am出， Talati &.

资本 7.5 万日元，杉中政雄主其

Co. • James M

事.

Talati Br<ω. &. Co. ,

北京崇文门大街英印商行.
1914 年前，原孟买到刺地祥行

永昌洋行

Hirsbrunner &. Co. ,

Hirsbrunner &. Co. • Ltd.

'可W

(Talati. P. F.) 香港分号职员到
剌地兄弟 (A.

B.

Talati 及 B.

B.

上海瑞士贸易商行 o 1870 年

Talati) 发起开办，西名" Talati

开办.先后在南京路、江西路及四

Bros. &. Co. " 0 经营百货店.嗣改

川路营业.兆丰路设楼房.经营钟

营杂货贸易、服饰用品、拍卖及家

表、珠宝首饰、雪茄、酒类、眼镜及

具制造业，销售铜、铁床具.代理

其它光学制品、打字机、打字机零

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o 1923 年前改

件、航海科学仪器仪表及美术杂

组，由份小到刺地(James M.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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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ti)主持接办，启用" Talati

Co.

.James" 或 "Talati

&.

&. Co. • J.

M. "新西名. 1937 年前后迁东交

&. Tuckey, Adams &. Knowles
C∞k

,

&.ShawI C∞k &. Anderson

天津 w 商建筑工程公司.

Bros.

1906 年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

&. Co. "西名旧称.添营印度棕垫.

员、原北洋大学堂土木工程教习

太平祥战争爆发后一度涅没无

普亚当斯 CE.

民巷营业.来几恢复 "Talati

G. Adams) ，英国机

罔.战后复见. 1947 年尚见于记

械工程师学会准会员、原关内外

载，小到刺地夫妇主其事.与天津

铁路总局山海关桥梁工厂助理机

永昌泰洋行关系至密.

械工程司骨诺尔斯 CG.

S.

Knowles) 及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永昌泰洋行

Talati

Bros. &. Co.

天津英界英印商行. 1908 年

准会员、工学士铸塔基 CW.

R. T.

Tuckey)合伙开办，即以三人姓氏

B. Talati)兄弟开

为行名.承揽建筑设计及土木工

办.初设于中街，·经营烟、酒、茶、

程业务 01908 年前塔基退伙，英国

罐头、饮料、奶制品、肉制品、面包

建筑师学会会员可克(Edwin

及食品杂货，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Cook) 加入，更西名为 "Adams

北京设分号，称永昌洋行 01920 年

Knowles" 0 嗣由可克与英国及美

代改营迸出口贸易，嗣先后迁董

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警肖民

事遭及博目哩道营业 o 1940 年代

(A. J. N. Shaw) 合伙接办，启用

初尚见于记载.关系行号有经营

"口>ok

房地产经租的永昌泰有限公司

旧.未几拆伙，由可克与安德森

CTalati Estates. Ltd.) ，经营旅馆

CH. M. Ander四川合伙接办，更

业的泰来饭店 C Talati House

西名为 "C∞，k &. Anderson". 华名

Hotel).以及大光明电影院 CGrand

通称"永固工程司".添测绘、检

Theatre) 、大明电影院等.与北京

验、估价核价等业务. 1930 年代中

永昌洋行关系至密.

尚见于记载.

永固工程公司

永和洋行

前后泰莱佛 (S.

Adams , Knowles

&.

&. Shaw" 新西名，华名依

Eiwa Y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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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2 年永

被、海防、巴黎、纽约等地先后设

野郁四郎个人开办.初设于广东

分号或代理处.天津设船坞.承包

路，嗣迁博物院路营业.台北、南

土木、建筑设计、测绘、钢筋混凝

京、芜湖、蚌埠、大通、无锡、平湖、

土、造船及各种公共·工程，经营通

游县、庐州及神户、东京设支店或

用铁工机械业务，兼营工程材料

营业所。进口经销呢绒、布延、火

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美厂商

柴、烟叶、海产物、砂糖、泊类、肥

公司 .1920 年代初迁总号子巳黎，

皂及杂货，出口谷类、肥料、饲料、

启用"Soci垂t垂 d'

麻、泊腊、制泊原料、蛋、蛋制品、

Etablis自ments

禽毛、大豆及其它农产品. 1944 年

新西名，香港、天津及西贡、新加

有资本 36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横

坡等地设代理处.华名别称永和

滨正金"、"台湾"及"住友"

营造管理公司. 1920 年代末总号

Exploitation d t:S

Brossard - Mopin ..

迁回西贾，天津、沈阳、哈尔滨及
永和营造公司

Mopin

Bro且ard gι

, Brossard.

Mopin &. Cie

,

Brossa时，

Mopin &. Co., Sociét岳
d' Exploitation des Etablissements

巴黎、新加坡、百囊奔〈金边〉等地
设代理处.天津劝业场即"永和"
建筑师慕乐 (P. MUller) 的杰作。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b曲目rd-Mopin

法商营造公司. 1915 年前幡

永祥洋行

Framjee

&. Co. • S.

波罗沙 0. 勤部副rd) 及麽便(E.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34 年原

Mopin) 合伙开办，本部西贡，西名

美德洋行合伙人，印商骨什罗夫

"Brossard &. Mopin" .香港、北京、

(Soli

天津、上海及新加坡诸埠设分号

法界公馆马路，嗣迁圆明园路营

或代理处. 1918 年前后改组，更西

业.经营丝绸、棉布、杂货出口贸

名为"勤恒阻rd.

Ci♂，迁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往来银行为

总号于天津，华名永和营造公司，

"有利"、"大英"及"东方汇理"，

资本 90 万元.香港、北京、上海、广

1946 年注册为印商行号。1. 948 年

州、云南府、海参殷及西贡、新加

资本为国币 1 亿元。进口麻袋、粗

Mopin &.

F.

Shroff) 个人开办。初设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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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麻布、虫胶片、檀香木、檀香木泊

(Ch. J. Paizis) 接办，先后更商名

等，出口丝绸、布廷、生丝及杂货.

为 "Paizis ， Ch. J." 及 "Paizis

往来银行为"有利"、"麦加利"及

Co. , Ch. J.". 添营文具、糖果糕

"和嘴".

点及总进口贸易. 1920 年代中改

&.

组，由铃小佩齐斯兄弟 CAlex. D.

永盛洋行

Doney &. MoJIer

,

Paizis 及 George D. Paizis) 合伙接
办，先后启用 "Pahis-A.D." 及

Doney &. Co.
天津英商洋行。 1899 年前原
集盛洋行 (Ash ，

Doney &. Co. )主

管伙东铸多尼(L.

与赞奠勒 (C.

H.

办，西名为"Doney

"Paizis

&. Co. , Alex.

D.." 新西

名. 1936 年尚见于记载.

Watts Doney)
Moller) 合伙创

&.

MolIer" ，经

永隆公司

A Liu Kc眉hi

青岛博兴路日商贸易行.

营汇兑、股票及海运经纪业，承办

1921 年开办，博山及张店设支店.奋

会计师事务，兼理房地产. 1906 年

进口日本食品及布足等，出口红

前英民退伙，遂更西名为" Doney

泥及烟叶、煤炭，销往日本及朝

&. Co. "，添营证券经纪业务. 1940

鲜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其间伙东虽

来银行为"朝鲜"及"正隆".

屡经变易，华洋行名依旧.
永隆保险公司

永盛洋行

Scottish Union &.

&. Co. , J. National Insurance Co.
英国保险公司 .1824 年开办，
G. , Paizis , Ch. J. , Paizis &. Co. ,
Ch. J. Paizis , A. D. Paizis &. 西名原称.. Scottish Union Insurance Co.气本部爱丁堡 o 1878
Co. , Alex. D.
Myrciades

,

,

烟台海岸街希腊商洋行.

年启用现名，分支机构遍及全世

1914 年前铃米尔基阿泽斯(]. G.

界 .1884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以

Myrciades) 主持开办，西名 "My宜'

公倍洋行为代理行，拓展对华业

ciades

&. Co. • J. G. " 0

经营烟业，

务 .1890 年代推广至香港诸埠，先

兼售名倍片.未几由骨佩齐斯后委托希士洋行 (Stolterfoht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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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Hagen) 及劫行代理。 1913 年前设

永福人寿保险公司

远东分号于上海，铃劳森 (H. F.

Lile Assurance Co.

Standard

Lawson) 首任经理，称"士葛治佑

英国保险公司 .1825 年创办，

宁火险公司". 1920 年代中定名

本部爱丁堡.西名原称"Scottish

"永隆".经营火、水、人寿、行李、

Life Assurance Co. ,. ， 1832 年￡用

伤害、盗难、孩璃及其他保险业

现名 .1853 年来华开业，在上将首

务.上海、香港、天津、汉口、沈阳、

以指望洋行 (Moncreif{，

福州、烟台诸埠业务先后由"礼

Co. )为驻华总代理行.经营人寿

和"、"汇逼"、"连纳"、"安利"、"太

保险业务. 1870 年代初即在上海

平 "f 裕昌"、"怡昌"、"兴盛"、"泰

成立常设地方董事会，其后"利

孚"及"宁安水险"等洋行公司代

杭"、"复界"、"公裕"诸号相到1 为

理. 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为 30 万

其代理. 1900 年于上海成立交二东

英镑.损益总额为 1 ， 581 万余英

分号，厦门、广州、香港、福州、汉

镑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港行

口、烟台、营口、宁波、北京、汕尖、

华名别称"士葛治於仁保险公

天津、胶州、威海卫及神户、长崎、

司".

横滨、济物浦诸埠委托代理 ?-1.

Grove &.

1908 年即有基金 1 ， 200 万英镑，

永裕洋行

Harper &. Co. , R a1ph

总收入 150 万英镑，偿付保险费逾

天津英商贸易行. 1912 年前

2.600 万英镑. 1940 年代尚见子

骨哈南 0. Ralph Harpec) 等合伙

记载.先后充其地方代理行者有

开办.初设于英界中街，嗣先后迁

"水陆"、"和记"、"天祥"、"华昌"、

法界狄总领事路及巴斯德路营

"美益"、"德记"、"新泰兴"、"禅

业.经营迸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

臣"、"泰茂"、"得忌利士"、"的近"

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商品包

等十数家.

括肥皂、香皂、香水、清漆、电机、
电料、机械材料及酒类等 01940 年
代中尚见于记载.

永福和洋行

&. Son. G. E.

Bell. G. E.

, Be11
、

广东北海西商贸易行. 1916
•

降唰

-

永必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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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赞贝尔 (G.

E.

Bell) 个人开

•

.'

办庄。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杂货贸
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嗣改组为
父子商行，遂更西名为"Bell

Son. , G. E.".

必素定牙膏公司

Pepsodent Co.

&.

美国牙膏公司，本部芝加哥。

1920 年代后期尚

1925 年前来华开业，设驻华分号

见于记载.

子上海黄浦滩路，骨希尔 (A.

S.

Hill) 首任经理.进口经销所产必
永福洋行.

Crofts

&. Co. , Geo.

素定牙膏.嗣改沪行为东方分号，

天津法界水师营路英商贸易

霍保士洋行主人霍保士(H.

1912 年前原德商瑞记洋行

Hodges) 任东方经理.香港方面业

<Arnhold , Karberg &. Co. )职员

务委托些厘洋行代理.太平洋战

普克罗夫茨 (Geo. Crofts) 主持开

争爆发后沪行JlP 无所同.香港方

办.北京及纽约、伦敦、巴黎设分

商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号或办事处.经营总出口贸易，兼

记载.本部与利华公司关系至密.

行.

M.

毛皮及中国古玩鉴定业务.代理

几家英国保险公司. 1920 年代中

半回绵行 F 东兴洋行，半回绵行株

尚见于记载.

式会社

Handa Menko gι Co，

Handa Menko , Ltd.
必达洋行

Bayer , Bitzer

日本纺织工业公司.半回家

&. Co. ,

族开办，本店大阪市西区，东京设

Bitzer &.Co.
香港雪厂街德商贸易行.

支店，玉岛设纱厂 .1908 年前来华

1925 年前祷拜尔 (M. Bayer)及铸

开业，设支店于上海及汉口，华名

必特策 (c. Bitzer)合伙开办，西名

"东兴'.经营棉纱、棉织品及杂货

"Ba yer , Bitzer &. Co" .经营迸出口

选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未几拜尔

1944 年尚且于记载.

退伙，由必特策与其家人合伙接
办，更西名为 "Bitzer
孔士洋行 (Kunst

&.

&. Co. ., ，汉堡
Albers) 为其

加兰治洋行

c.

M.

Karanjia

&. Co. ,

'阳
同，

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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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l 沙面法界英印商贸易

布、服饰用品、陈设织物及一般贸

行 .1921 年毕爹利祥行穗行经理

易，兼营总佣金代理业务 .1941 年

加兰治(高令其 .C.

尚见于记载.

M. Karanjia)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1930
年前后改组为合伙商号，启用现

加时洋行

名.嗣迁总号子香港，先后在云咸

Co.

街及德辅道中营业.广州沙面法

Cardzu Brothers &.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4 年铃

界、上海法界公馆马路及神户、加

加氏 (H.

尔各答、卡拉奇设分号或联号.九

合伙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迁汉

龙深水埔设手电筒厂.经营丝业

口路营业.出口古董、绣货、青铜

及总进出口贸易，兼营制造业及

器、黄铜器、瓷器、地毯、漆器、宝

佣金代理业务.进口人造丝绸、棉

石器及茶叶等，销往加、美、墨、乌

布、绸缎、树胶、生药、犀角、干果、

拉圭、阿根廷、澳、比、法、意、埃及

蜡及杂货 F 出口手电筒、干电池、

诸国。 1936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Cadokura

Cardzu) 兄弟

电珠、矿产物、调料、针织品、成行为"横滨正金"。
衣、爆竹、豆类及其它华南土产.
1940 年有资本 50 万港元.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迁总号于加尔各答，
战后恢复对华贸易.港行由铸伊

德国五金机器厂. 1863 年开

面则由伊朗商克昌洋行代理。

办，本部汉堡一雷姆沙伊德。柏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林、布雷斯劳、克姆尼茨、哈根、汉

R.

堡、汉诺威、科隆、曼海姆、斯图加
加任亚厘公司

Kayamally &.

特、苏黎世、布拉格、布鲁塞尔、巴
黎、鹿特丹先后设分号 .1920 年代

Co.

h

Klingelnberg
&. Wieda , Klingelnberg S倪hne.
G. m. b. 且， W. Fred.

Iran优〉主持，上海方

兰尼 (R.

•

加林保五金钢广

香港西商贸易行. 1885 年开

初来华开业，在上海、汉口、天津、

办.先后在德记拉街及皇后大道

香港诸埠，以汉运洋行、瑞昌机器

中营业.经营女帽杂货、呢绒绸

陈列所及元昌公司等为代理行，

、

加台

232

进口经销所产机器、小工具及刀

品及杂货 F 出口棉布、面粉及谷

具. 1929 年始于上海圆明园路设

物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分号，总揽东方业务.华名别称加

先后为"横滨正金"、"花旗"及"满

林保五金机器厂.香港、广州、汕

洲兴业"等.

头、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及神

户、横滨、东京设代理处.伙东加
林保(Dr.

加藤洋行

Kato &. Co. , S.

e. h. G. Adolf Klin-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贸易行.

gelnberg) 驻雷姆沙伊德，铸维达

1912 年前加藤民等合伙开办，母

(Hermann Wieda) 初驻汉堡，嗣转

店大阪.大连、长春、营口、北京、

上海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西名为

哈尔漠、张家口及东京、大阪、汉

"Klingelnberg S优hne ， G. m. b.
且， W. Fred." ，经理铃舒尔茨

城设支店.经营百货店、进出口贸

(M. H. Schulz) ，华经理〈买办〉凌

业.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易及承包商业务，兼营佣金代理

长华.往来银行为"德华".
加E事洋行

加赢物产株式会社

Kato Bussan

Kaisha , Ltd.

Kato &. Co. ,

s.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03 年 2
月开办〈或作 1911 年〉开办.初设

日本贸易商行. 1936 年加藤

于德辅道中，嗣迁皇后大道中营

源 lX 等就加藤合名会社改组开

业.经营延头、卫生陶瓷器、电器

办，本社神户.核定资本 300 万日

材料、机械器具、化学药品、法琅

元，分 6 万股，每股 50 元，收足。天

器、获瑞椿皿及杂货迸出口贸易，

津、青岛、上海、哈尔滨、沈阳及济

代理制造厂商. 1930 年代子广州

南、"新京"、营口、四平、大连、北

长堤大马路设支店. 1944 年尚见

京、汉口、芜湖、南京、南通、张家

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20 万日元，店

口、石家应、徐州、香港设支店或

主中尾梅育，穗行华经理陈正文.

营业所，进口人造丝绸、真丝绸、

毛纱、毛织物纤维原料、海产物、
肥皂、食品、五金机械、纸类、畜产

•

•

台湾电力株式会社

Taiwan
Electric Power Co.. Ltd. I Ta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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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De nryoku Co. • Ltd.

，飞

口

糖"、"怡记和l 糖气"浦里社伽l 糖"、

台湾台北市日本电力工业公

"台北制糖"及"加禄堂制糖"等会

司。 1919 年台湾总督府发起创办，

社，实力大增 .1920 年实收资本已

核定资本 3.000 万日元，总督府出

逾 2.000 万日元.经营甘燕种植及

资 1.200 万日元，民间募集 1.800

~糖生产加工业务，兼营航运及

万日元。经营台湾西区电力供应

相关生产投资事. 1930 年代初核

业务.东京及台中、打狗等地设分

定资本 6.300 万日元，实收 4.308

支机构.所属日月潭发电工程两

万日元.东京设支店，神户、九州、

厂，相继于 1934 年及 1937 年并网

台北等十余处设糖厂. 1940 年社

友电。

1940 年核定资本额累增至

长为武智直道，专务益回太郎.

7.000 万日元，实收 5.18 1. 2 万日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由中国政

元，社长加藤恭平.嗣先后兼并

府接收，其时有 12 厂，帐面实收资

"台湾合同电气"、"南庄电气"、

本为 6 ， 361 万余日元.

'

"恒春电气"及"台湾电灯"诸会

•

社 .1944 年更收买东台电力会社，

台湾银行

形成统一台湾电力工业的局面.

Ltd.

Bank of Taiwan.

, Taiwan Ginko , K.

K.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由中国政

台北日本银行. 1899 年官商

府接收，其时有 34 厂，帐面实收资

合资创办，旨在开发台湾富源，促

本为 9.675 万日元.

进产业发展.资本 500 万日元，为
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台

台湾制糖株式会社

ar Mfg. Co. • Ltd.

Taiwan Sug-

, Taiwan Seito

Kabushiki Kaisha

"-

f

中、淡水、基隆、新竹、厦门、香港、
福州、汕头、广州、上海、汉口、九

江、大连及东京、横滨、大阪、神

台湾阿猴日商制糖工业公

户、门司、新加坡、巴达维亚、三宝

司。 1900 年 12 月开办，资本 100

垄、泪水、孟买、曼谷、伦敦、纽约

万日元，首任社长铃木藤三郎.属

诸埠先后设立支店或营业所.

三井系。 1910 年代兼并"大东制

1910 年代中增核定资本为 2 ， 000

糖"、"王希星主制糖场"、"台商制

万日元，实收 1 ， 250 万日元。 1920

•

圣弗发

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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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6 ， 000 万

开办，本部伦敦.制造厂设于肯特

日元，实收 3.750 万日元. 1927 年

郡伊里斯，按英国法律注册为私

铃木商店势款纠纷案发后锐减为

有有限公司，系伦敦英国通用电

1 ， 500 万日元，资产负债总额为

器公司产业 01910 年代来华开业，

42 ， 456 万余日元.经营贷押、汇兑

以上海英商通用电器公司为经理

及一般银行业务. 1945 年 9 月关

行，进口销售所产汽轮机、鼓风

闭.添回寿一、柳生一义、樱井铁

机、材料搬运机械设备、矿山机械

太郎、中川小十郎、森广藏、岛田

设备及电厂设备等.嗣子上海、香

茂、保四次郎、水津弥育及上山英

港、大连及青岛、汉口设分号或代

三先后任总董。叶子衡、武橡森、

理处.除经销自 y字机械设备外，兼

周文瑞及陈开三、施范其、施笃其

营英国钢制品、锅炉及美国皮带

等尝充是行买办.

装置进口业务，代理几家英美厂

4

‘一

商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圣乔其大药房

St. Grerge' s

行为"汇丰".

Pharmacy
上海静安寺路俄商药房.

发物力食品公司

Favorit Prod.-

1929 年原汇山药房 (Wayside

ucts Di stributors. Ltd.

Pharmacy) 主人每高斯坦 0.

Prod.ucts Distritutors

S.

I

Favorit

Gohstand)个人开办.愚园路设分

上海康脑脱路德商食品行.

店.配 #J 及经售西药 01940 年代初

1934 年前德国饭店主人赞迪特里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希(Otto Dietrich) 与原德华洋行经
理骨霍兰德 (H.

W. HoIland) 等

弗来索秦设机器厂 F 法累瑞嘉曼

发起开办，西名 "Favorit Prod. ucts

斯机器厂

Distritutors , Ltd. 飞来几出盘，由

Engineering
Chalmers

Fraser &. Chaln,ers
Works I
Engineering

Fraser

,

&.薛鲁敦药行主人薛鲁敦 (H.

Works ,

Schloten) 个人出面承顶接办，变
更其商名为 "Favorit

Ltd.
英国机器工业公司. 1854 年

Prod. ucts Dis-

tributors" ，华名依旧。经营食品贸

.<

,

发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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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易，代理上海及北京等埠几家德

主持开办.广州设分号.进口铜

商酿酒厂 o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丝、铁丝、铁钉、五金、 JE 头及人参

载.

等，出口桂皮、香泊、大米、花生、

.<.

,

发施登汽车胎公司

藤器、矿锦、锡器、斑瓷、酱油、桐

Firestone

泊及其它中国产品.兼营佣金代

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Tire &. Rubber Export Co.
美国汽车轮胎工业公司.
1900 年发施登 (Harvey

•

…飞

司马武德洋行

Firestone) 创办，本部俄亥俄州阿

St. Clair

克伦.为在美国注册之私有有限

St. Clair

Smallwood. H.

, Smallwα对&. Co. • H.

公司 01910 年代来华开业，以上海

北京东交民巷英商牙行.

仁记路中央汽车有限公司为代理

1922 年原伦敦铃佩奇飞机公司

行，进口经销所产橡皮轮胎、内

(Handley Page. Ltd) 代表及中国

胎、牺圈、电池、火花塞、制动怨气

政府名誉航空顾问司马武德(H.

套及相关零件 o 1930 年代改以老

St. Clair Smallw但对〉个人开办，

公茂洋行、正谊汽车公司及华商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债券、金

三大胎行等为批发庄及经销行，

银、股票、汇兑及保险经纪业务，

H. Rudeberg) 为

兼营房屋、地产及一般代理业，代

特派代表 o 1940 年代初为中美工

理欧美保险、航运及其它公司厂

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之一.重庆

商数家至十数家. 1925 年前改组

及上海卫利韩公司充其在华独家

为合伙行号，更西名为 "Small-

销售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wood &. Co. • H. St. Clair". 迁台

往来银行为"花旗".

基厂营业.一度充英商图书有限

警鲁德伯格 O.

4

Samuel

•

公司 CChina B∞k民llers. Ltd. )全
尼都洋行

Silva -

Netto &. Co.

香港商商贸易行. 1915 年前
原葡商佐治洋行(Jorge

&. Co.

)职

员尼都 CA. F. B. Silva - Netto)

权经理兼办文案 o 1930 年前后司

马武德退伙，由伙东#穆尔豪斯

0. S.

M∞，rhou国〉等接办，华洋

行名依旧.专营保险、房屋、地产

•

一…ι 司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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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般代理业. 1938 年尚见于记

纸制品及印刷材料，代理几家美

载.

国纸业厂商公司.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改由职员张端婆经理。 1940

司拜耳洋行

年代未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Li ndsay , Jean

上海南京路西商洋行. 1928

~4

"大通"、"花旗"及"汇丰飞

年前原英法贸易公司职员钟林赛

(J ean Lindsay) 个人开办。因代理

协平洋行Sobbe ，

H.

Co.

叹口德商洋行. 1924 年前原

of Great Britian , Ltd. )而得名。初

美国纽约宏基公司 (Gray Asia

营"司拜耳"所产女服、胸衣、腰

Corporation , P. N.) 汉口分号经

带、皮带、苏格兰丝毛针织品，嗣

理善索比(H. Sobbe) 个人开办.

改营中国古玩、古器、葛制品及地

初设于英界太平街，嗣迁 f可街营

毯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其

业.经营保险、航运及一般佣金代

间一度代理北京美商费特地毯公

理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胡文

司.

生及吴国雄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英国司拜耳有限公司 (Spirella

员。
协丰洋行

Fed. Inc. ,

China Paper Co. ,

u.

S. A.

上海圆明园路美商纸业批发

协成洋行

China Hide &.

Produce Co. , Inc.

庄. 1928 年〈或作 1927 年〉原美国

美国总迸出口贸易行，本部

造纸出口联合公司沪行经理葛禄

纽约. 1921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

普 (H. B. Gallop) 与华商协慎行

汉口、天津、上海设分号。出口皮

经理张丽云等发起开办，按美国

货、生皮、羊毛、棉花、马察、草帽

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缎、地毯、核桃及其它中国产物，

限公司.核定资本墨洋 139 ， 860

进口杂货. 1930 年代初尚且于记

元. 1930 年代中实收 35 ， 840 元，

载，副总裁铃利德斯 (H.

年营业额约 20 万元.嗣于香港德

主其事 •

辅道中设分号.进口批发欧美纸、

•

Lueders)

•

•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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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协助会洋行

Centrosojus CEng-

济南.

Iand). Ltd.
俄英贸易商行. 1917 年创办
-‘

,

协和洋行

于俄国 o 1918 年在英国改组并重

Robert

新注册，启用现名，设总号于伦

Robert

Anderson &. Co. •

, Anderson

&. Co., Ltd.

敦 .1921 年改变资本构成，核定资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70 年份

本 25 万英镑，收足，系私有有限公

安德森 (Robert Anderson) 个人开

司.上海、汉口、天津、哈尔滨及张

办.汉口、福州、九江设分号 .1916

家口、满洲里设分号或代理处。进

年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口苏俄生铁、机械工具、药品、木

本初为 3 万英镑，嗣减为 6.000 英

材、布足、化学品、卷烟、白蜡、淀

镑，收足.先后添香港、台北及伦

粉‘新闻纸及泊漆、黄泊、乳赂、蜂

敦、纽约诸分号.出口茶叶，销往

蜜、鱼制品等，出口茶叶、大豆、猪

德、美、英等国及非洲，兼营五金、

章、皮货‘兽皮、牛腊、猪泊等，销

五金工具、油漆、木材等进口业

往苏联.代理俄商中央联合商会

务.代理英美几家厂商公司. 1940

(All - Russian Central Union of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Consumers

Sωieties) 0 1936 年后渐

"汇丰".黄务生尝充是行买办.

无所周.
协和洋行

协利洋行

Far Eastern Textile

Corporation
上海犹太商贸易行. 1937 年

Berbom &. Thow盹n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美商贸易
行 o 1934 年原瑞威商业公司洋经
理传贝尔博姆(Capt.

R. B.

前旅沪侨商传图卡钦斯基 (Ch.

Berbom) 及原顺亨洋行职员铃陶

Toukatchínsky) 等合伙开办.初设

森 (T. Thowsen)合伙开办.经营

于法界爱多亚路，嗣迁仁记路营

船舶用杂货，进口食品、五金工

业.进口纺织品、呢绒、延头及纸

具、油类、抽漆 F 出口丝绸、绣货及

类，兼营厂家代表业务 .1940 年代

古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注册为

末尚见于记载，买办(华经理〉王

挪威商行 .1943 年尚且于记载，往

•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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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银行为"大通飞应书义、汪亦平

司 (TientsÎn Tobacco

尝充是行华经理。

号经理骨武胡佐斯 (c.

Co. )北京分
Bo uhout-

回s) 兄弟就原店改组开办.进口雪

协和烟公司

Tientsin Tobacco

茄和纸烟，自制高级埃及纸烟，经

>‘

营综合烟业贸易. 1940 年代中尚

Co.
天津英界希腊商烟业公司.
1903 年备安德鲁佐 (A.

P.

见于记载.

An-

droutso) 及铃安纳斯堵塞利斯 (c.

协泰洋行

Muller , E. J.

Anastassellis) 合伙创办.北京及上

上海挪威商工程行. 1903 年

海设分号，华名别称"协和烟草公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挪威
'

司"、"协和卷烟公司"或"天津烟

土木工程师传穆勒(E.

公司"。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

发起开办.初设于博物院路，嗣先

济南、汉口、香港、海参战及汉城、

后迁福州路、北京路及法界善钟

新加坡诸埠设代理处，经营卷烟

路营业，汉口英界一度设分号.承

制造业及综合烟业贸易.生产高

办营造及土木工程咨询业务，兼

级埃及纸烟.先后代理亚丁、马德

火灾保险代理事. 1940 年代初尚

拉斯、马尼拉及屈伦博赫等地儿

见于记载，其时伙东有美国土木

家烟业公司. 1930 年代中原任北

工程师学会准会员曾贝奇曼 (U.

京分号经理怜武胡佐斯 (c.

F.. Beichman川等.顾怡庭尝充是

Bouhoutsos )兄弟就分店改组，成

行高级华职员.

]. MuJJer)

立北京协和烟草公司(Bouhoutsos

Bros. Tientisn Tobacco Co. ) .本

协祥烟叶公司

店依旧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Co. • Inc. , Jas. 1.

M iIler Tobacco

美国烟业公司 .1927 年开办，
协和烟草公司

Bouhoutsos Br.饵

Tientsin Tobacco Co.
北京崇内大街希腊商烟业贸

易行. 1930 年代中天津协和烟公

按美国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司，本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逊市.
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以美勒洋
行 (May

Luck Lea f Tobacco Co. )

•

、

为代理行，经营烟叶选口贸易。

隆纺纱厂全权经理，承包相关工

1931 年于上海九江路设分号，骨

程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

B.

沃迪尔 (W.
‘

E

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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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

Waddill)任经理。

至数十家。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载。陈可良及吴善庆、汪金生等尝

行为"花旗".朱祥符、俞竹亭、朱

充是行买办。

志仁、傅其经等尝充公司买办或
高级华职员.

地亚土洋行

协隆洋行

&. Co., Ferdinand , Müller &.
Co., J. W. , Schultz &. Co., H.

Fearon , Low &. Co.,

Fearon , Daniel &. Co., Fearon ,

‘

•

I

Di ers

M.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62 年地

Daniel &. Co. , Inc

"

Diers , Ferd.

上海福州路美商贸易行。

亚士 (Ferdinand Diers) 个人创办

1876 年原琼记洋行伙东及公共租

于河南路，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

界董事会总董费隆 (Robert 1.

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为最

F回ron) ，原琼记洋行职员、后任公

早向中国输入军火的商号之一.

共租界董事会董事罗氏 (E. G.

嗣改组合伙商号，更西名为"Diers

Low) 及斐伦(James S Fearon) 等

&. Co. , Ferdinand".

合伙开办，西名 "Fearon , Low

盘，由传米勒(J. W. Mül1er) 爱盘

&.

1872 年前出

Co.飞厦门设分号。经营贸易业，

接办，启用" M iiller

代理英美几家轮船及保险公司。

W. "新西名，华名依旧 .1884 年前

1890 年代初罗氏退伙，职员骨丹

由铃舒尔茨(H.

尼尔 (H. W. Daniel) 加入，遂更西

办，更商名为"Schultz

名为 "F earon , Daniel &. Co. " .嗣

M." ，天津及汉堡设分号，青岛、南

先后迁四川路、江西路及广东路

京设营业所，营口设榨油厂. 1898

营业.天津、汉口、北京、哈尔滨、

年天津分号收并老牌洋行"信远"

镇江、芜湖及纽约、旧金山诸埠相

(Cord臼&. Co. • A. )，其进出口部

继设分号或代理处.自运美国著

仍以"信远"名义营业."地亚士"

名商品进口，出口中国产物，充协

经营广泛，其营业品种，小如发

M.

&. Co., J.
Schu\tz) 等接

&. Co. , H ,

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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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棉纱、颜料，大至枪炮、战舰、

"连纳"、"的近"、"兴隆"、"怡和"诸

工厂成套设备.且多年充中国政

洋行及"中华火烛"、"利兴"、"保

府采办承包商，曾负责供应江南

定"等保险公司为代理行，经营水

造船厂大部分机器，以及钢厂、造

火保险业务. 1920 年代中先后于

币厂、纺织厂等成套设备。承建有

上海九江路设远东代表处及分

锯木厂、油坊、兵工厂、发电厂及

号，铃阿特金斯 (A.

自来水厂。一度包办华北德军伙

其事.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H.

•

•

Atkins) 主

食供应 .1917 年中国政府对德、奥
宣战后即无所闻.

机地士印字馆

Guedes &. Co.

Guedes &. Co., Ltd.

&.

香港皇后大道中西商洋行.

Co. &. Eastern Printing Office
香港葡商印刷出版行. 1884
年侨商机地士 (Florindo Duarte

1915 年前咕巴 (D. H. C∞per) 个

Guedes) 主持开办，即定西名为

人开办.经营票据、金银及一般经

"Gued四&.

纪业务，兼营佣金代理事. 1934 年

嗣先后迁威灵顿街及都爹厘街蕾

前迁德辅道中营业，改营杂货贸

业.经营总印刷及总出版业务，先

易及房地产代理业，仍兼佣金代

后出版发行葡文报刊《铸中国回

理事.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声 )(0

地咽厨咕巴公司

Cooper &.

, Guedes

I

Co. , D. H.

地球火险公司

Atlas Assurance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08 年创办，

Co. ".初设于云咸街，

Echo da China) 及《骨远东》
(0 Extremo Oriente). 1908 年前
铸席尔瓦 (P. M. Nolasco da

Silva) 出主行务.翩改组为有限责

任公司，启用 "Guedes

J

&. Co. ,

本部伦敦 .1895 年前来华开业，在

Ltd. "新西名，警哈维尔 σ. M. S.

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宁

Xavier) 任总经理. 1916 年前后与

波、烟台、福州诸埠，先后分别以

东兴印字馆合并，变更百名为

"些刺士(元亨)"、"太古"、"茂生"、

"Guedes &. Co. &. Eastem Printing

"德记"、"敦和"、"义记"、"锦隆"、

•

Office" .华名依旧。 1919 年前后再

、

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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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迁至云咸街营业，恢复 "Guedes

姓字为行名。初设于仁记路，嗣迁

&. Co. "西名旧称，份小席尔瓦
CA. M. C. da Silva) 任经理。 1920

北京路营业。经营罐头食品及制

年代尚见于记载.

食品厂商，怜伍尔 (C.

造厂家代表业务.代理几家美国

S. Wω1)、

林乐生、施星黎先后任经理或买
机昌洋行

办。 1930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

Worksl

"Gil1espie Co. • A. T.... 总号设于

New Engine &. Iron
Hülsemann New En-

旧金山，上海北京路及马尼拉、新

gineering Iron W orks
汉口德界暗街及后街德商机

加坡、加尔各答诸埠设分号.华行

器铁工厂. 1903 年铃许尔泽曼

经营美国罐头、食品及食品杂货

(Gustav Hülsemann) 主持开办，西

进口经销业务. 1940 年代初尚且

名 "New Engine & Iron Works 飞

于记载，总经理育贝，经理施墨

承揽铸造及通用机械工程业务，

蔡，往来银行为"大通气

修理内何轮船，代理几家德国厂

'.

商公司 .1908 年雇工 200 人 .1917

吉回号

年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后歇业.

Yoshida Yoko

1920 年代初恢复，在特一区营业，

Yoshida &. Co.

I

上海日商贸易行. 1885 年创

New En-

办，先后在法界洋泾滨、爱多亚路

gineering Iron Works" 新西名.

及江西路、泪泾路、广东路营业.

1920 年代末复见旧称. 1930 年代

日本大阪、东京及汉口、青岛、天

末尚见于记载，铃小许尔泽曼

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

(Carl Hu]semann) 任经理.

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

一度启用 "Hülsemann

郎、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
吉贝洋行

Gil1espie , A. T.

G ilIespie Co. , A. T.

I

I

GilIespie &.

Co. , A. T.
叶，

先后设分支店所，华名别称育因
洋行，上海、浦东、芜湖、杭州、汉
口、天津、沙市分别设有榨泊、棉

上海美商洋行. 1919 年吉贝

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

CA. T. Gil1espie) 个人开办，即以

及ititJ 粉等工厂.进口棉纱、棉制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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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毛纱、呢绒、人造丝纱、人造丝
绸、五金、王金工具、化学药品、食

'

Getz Bros

&. Co. , Ltd.

美国贸易公司. 1871 年青时

品、砂糖、罐头、面粉、泊类、染料、

兄弟(Louis Getz 及 M.

涂料、麻袋、麻线、电料、建材、化

合伙开办，本部旧金山 o 1900 年

E. Getz)

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磁器

(或作 1905 年〉来华开业，先后于

及杂货，出口谷物、肥料、泊柏、棉

上海、香港、天津、广州、哈尔滨、

花、羊毛、反革、制泊原料、饲料、

沈阳设分号或代理处，为来华先

泊脂、麻、麻制品、猪票、蛋类、禽

驱美商之一.进口经销食品、奶

毛、兽肠、茧、矿物、中药材、棕榈、

粉、纸类、五金、五金工具、建材、

竹皮、生丝、绸缎及四川土产.

染料、化学品、药品、机器、纺织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品、反件及杂货，出口猪羊肠衣、

150 万日元，业主代表育田久太

毛毯及其它中国产物 o 1915 年前

郎，经理儿王长次郎.往来银行为

按加州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横滨正金"、"台湾"、"住友"、"三

司 o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50 万美

菱"、"朝鲜"、"汉口"及"三井气

元，实收 10 万美元.其时设分号之

处尚有东京、横滨、神户、马尼拉、
吉固洋行纸店

Yoshida

&. Co. ,

Yoshida Yoko , Y，值hida Kamiten

•

•

•

,

新加坡、孟买、西贡诸埠 o 1940 年
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

青岛日商纸店 o 1915 年青田

新辟加尔各答、巴达维亚、曼谷、

文三郎主持开办.先后在泰山路、

墨西哥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诸

中山路、德县路及山东路营业.济

分号.总公司资本为 100 万美元.

南、海州、开封相继设支店或营业

在华营业近半个世纪，各年代理

所.进口经营日本及欧美纸张、印

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不

刷材料、纸加工品、文具及杂货。

等.往来银行为"汇丰"、"花旗"及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大通气曹昌献尝充是行买办.

30 万日元，业主代表春日泰昌.
吉利洋行

言时洋行

Getz Bros.

&. Co.,

,

Grill Warenhaus ,

Max Grill , Max

、.-

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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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岛德商百货商店 o 1902 年

aux Chiris"新西名 o 1927 年前改

马吉利 (Max Grill)个人开办，西

组，按法国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

名原称.. Grill Warenhaus , Max" 0

公司，更西名为"Sociét垂 Française

1914 年日军占领胶州后渐无所

du Haut Yang-Tze" ，以重庆为总

闻 01920 年代初复见于广西路，嗣

号，上海、宜昌、扭口设分号.进口

先后设分号子上海及济南，且一

法国香精、香水、钟表、肥皂等，出

度以上海为主店 o 1930 年代进口

口'居香、猪肠衣、猪祟、头发、鸭毛

经销德、捷、美、法、意、菲诸国所

及兔皮等，销往法国.代理巴黎

产玻璃、陶瓷器、家庭用品、摩托

一一格拉斯母公司及聚福洋行-

车、自行车、五金工具、皮鞋、呢绒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JE 头、厨房用具、无线电机、花种、

行为"东方汇理"及"中法工商".

菜种、酒类、雪茄及玩具、服饰等

鲍和卿、史润斋尝充是行沪庄买

新颖小商品.代理捷克拔佳皮鞋

办.

公司等几家欧西厂商 o 1943 年尚

•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

吉昌公司，吉昌洋行

"交通" •

Co.

Dau&.

, Hugo
德国工业公司.本部巴门，制

Comptoirs

,

造厂设子鲁尔之韦尔登 o 1924 年

Chiris ,

前来华开业，于天津义界二马路

du Haut Yang-

设分号.进口经销所产矿山机械、

Chiris , Antoine

吉利洋行

Coloniaux

Sociét岳 Fran♀aise

铁路机械设备、机械工具、石油引

Tze
法国贸易商行. 1910 年育和J

擎、仪表仪器及其它五金机械产

(Antoine Chiris) 个人开办，即以

品.代理德国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姓字为行名，本部巴黎 .1919 年前

数家 0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业主善

来华开业，先后子上海、汉口及重

尼姆茨 (C.

Nimz).

庆设分号.经营总迸出口贸易，兼
,

Yωhizawa Yok~

营航运业务. 1920 年代中别设驻

吉泽洋行

华子公司，启用"Cornptoirs Coloni-

Yoshizawa &. Co., Yoshizawa &.

•

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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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 T. , Yoshizawa , T.

'

桐泊，销往英国。代理"红手"等几

青岛日商贸易行. 1915 年吉

家厂商公司. 1938 年前后华行停

泽干城家开办，经营进出口贸易

办，往来银行为"汇丰"，胡鸿兆尝

及袖坊.进口美、加、日所产面粉、

充是行买办.其后对华贸易改由

咸鱼及旧报纸等，出口花生、花生

英商太古洋行及永光油漆公司代

泊、花生饼、籽仁、谷物、款、棉籽、

理。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

"

M麻子及其官土产，销往日本、美
国、加拿大及欧洲、非洲。代理几

吉美洋行

家日本厂商公司.所属吉泽油坊，

Dm itrovsky Bros. , Inc.

资本 5 万日元(或记为 10 万元} ,

Dmitrovsky , Samuel ,

天津波兰犹太商贸易行.、

1930 年前后日产粘泊 6 万斤.

1918 年吉美 (S. Dmitrovsky) 个人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法

界古拨路，嗣迁英界海大道营业.

Wilkinson , Heyw侃ld

上海、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沈

&. Clark , Ltd. , Wilkinson , Hey-

阳、张家口、顺德府〈邢台〉、蒙古

wα对&.

地区及纽约先后设分号.经营皮

吉星洋行

Clark

英国油漆工业公司. 1770 年

货及毛皮、兽皮出口贸易 .1930 年

创办，本部伦敦 .1895 年前来华开

代中改组为兄弟有限责任公司，

业，首于香港之海傍中约设分号，

遂更西名为.. Dmitrovsky

拓展对华贸易. 1913 年前建远东

Inc. ，育美担任总裁，铃小吉美

分号于上海，先后在九江路及四

(T. Dmitrovsky) 为副总裁. 1944

川路营业.天津、汉口、青岛、北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京、营口、宜昌及威海卫诸埠相继

旗"等.

'

Bros.

增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推销本

厂及其它名厂所产袖漆、清漆、磁

老三记洋行

漆、船漆、红丹、铅粉、油画颜料、

]. V.

F emandes

&. Co. ,

染料，兼营真擦、胡麻子泊、铸字

澳门葡商贸易行. 1908 年前

铅、肥皂水、杀虫剂、油墨等，出口

餐费尔南德斯(]. V. Fernandes)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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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肉

主持开办.初设于议事亭前地，嗣

售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迁新马路营业.经营综合贸易，兼

铃若瑟鹊格利( Joseph

营保险等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

Tchakalian) 主其事.

代初尚见于记载。
老中庸洋行
老太昌洋行

Magasin Fran但is

d' Alimelltaton
Ciel

,

Tchak串lian

Tchakalian et
Bros.'

French

, White Brothers

I

Wh ite &.

Co.
上海四川路英商牙行。 1899

年前原英商中庸洋行(White

Bakery

&.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法商食品

Mil1er) 伙东幡怀特 (Augustus

店. 1913 年前开办，即定百名为

White) 就原行政组开办，西名作

Magasin Français d' Alimenta-

"White &. Co. , Aug. 气经营票据、

tiorL 母公司设于巴黎及伦敦，西

证券及金银经纪业务. 1906 年前

名原称"Com归gnie Commeriale d'

改由伙东骨小怀特兄弟 CHar巧

Extrême Orient气经营食品、酒类

Owen

及小百货，承办海军伙食供应.

White) 合伙接办，遂变更西名为

1920 年前后由原法商立兴洋行职

"White Brothe四". 1916 年改由小

员鹊格和~ (P. Tchakalian) 受盘接

怀特(H. O. White) 家族合伙经

办，更西名为 "Tchakalian et Cie".

营，启用 "White

嗣迁霞飞路营业.西爱咸斯路设

汇兑及股票经纪业务. 1920 年代

糖果面包厂.华名别称"鹊格利面

初迁九江路营业.嗣渐渗入外姓

包糖果公司". 1930 年代后期改

股份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徐宝裕

组，启用..

尝充是行买办.

U

•

Aug.

White &. Co. ,

Tchakalian

Bros.'

White 及 Augustus Harold

&. Co.

>>新西名.添

French Bakery' 新西名，称"老大

臼织

g

纺

工

-m 棉

臼商

英

.可

W

蛋糕及各式糖果，自营批发及零

Laou Kung Mow

&路
噶浦
-m 树
·咽扬

院路设分店.生产法式商包、西点

nUM

句海

环龙路、静安寺路、靶子路、圣母

老公茂纱广

侃上

昌法国面包厂".霞飞路、愚园路、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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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 1895 年老公茂洋行发起

Ltd. " ，先后在江西路、黄浦滩路

开办，为公众性有限公司.资本银

及广东路营业.南市外马路设技

80 万两，分 8 千股，每股百两，收

房.全权经理杨树浦老公茂纱厂

足。 1897 年 3 月 22 日正式建成投

及闸北华纯织造厂.安徒生 (F.

产，雇工 800

Anderson) 、庇亚士 (Edward

900 人.使用英国

•

C.

曼彻斯特卡斯尔顿所产纺织机

Pearce) 尝主其事，严锦春充买办。

器.初有纱键 2.5 万枚，每月出纱

1931 年再度改组，启用 "Dbert

1， 200 包。 1914 年纱键增至 4 万余

Co.

枚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洋经

英、美、加拿大及安商呢绒延头、

理幡基尔斯利 (C. K回rsley) .华经

羊毛、自铁、自铅、紫锅、五金、机

理周庆生.

器、面粉、大米、爱克斯光机、透热

&.

(1 93 1), Ltd. "新西名.进口

医疗设备，厨具、柴油机、家庭用

老公茂洋行 F 公茂洋行

品、复印机、建材、橡胶制品、石棉

I1 bert.
A. , Ilbert &. Co. , Ilbert &. Co. ,
Ltd. , 1比ert &. Co. (1 93 1), Ltd.

制品及杂货 F 出口绣货、花边、葛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纱、棉布、丝、绸缎、长筒袜及其它

铸伊尔伯特(Arthur Ilbert)个人

中国产物.代理或代表欧美保险

创办于圆明园路，初以姓字称，华

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名"公茂". 1872 年前迁南京路营

1940 年代中一度设总号子香港皇

业，更西名为， Ilbert

&. Co. " • 1875

后大道中. 1948 年资本为规银 40

年成为合伙行号，丽定名"老公

万两〈或作纹银 400 万两) ，董事司

茂飞为第一家以期货方式与华商

蒂文生 CK.

贸易的洋行，也是第一家在华从

事，华经理李贻绅.往来银行为

事棉纺织业的英国商号.经营范

"汇丰"及"有利".

布、北京珠宝首饰、草帽、藤器、棉

G.

Stephenson) 主其

围极其广泛.伙东中多人担任公
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副总董及总

老巴夺烟公司

董职 o 1911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Ltà. , A.

司，更西名为 U Ilbert

&. Co. ,

Lopato &. So ns ,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14 年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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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烟公司收并哈尔滨俄商老巳

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初添上海分

夺烟厂改组开办.初设于博物院

号，于天渲路设工厂.来几即无所

路，嗣先后迁黄浦滩路及苏州|路

闻.往来银行为"天津商业放款"

营业。哈尔滨南岗设卷烟厂，大黑

等。

河设分号.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老美女雪茄烟公司

限公司成立后附属于"颐中飞开

EI Oriente
Fabrica de Tabacos , "El Orierite"
Fabrica de Tabacos. Inc.
菲律宾比商烟业公司. 1883
年殷琴娜 (c. lngenohl )发起开
办，西名 "El Oriente Fabrica de
Tabacos" .本部马尼拉.四24 年在

姆夫( E. Kempffer) 、骨米勒德

菲律宾注册为美商私有有限公

本 100 万卢布，分 l 万股，每股

100 卢布，收足.经营弗吉尼亚、士

耳其、罗宋高级卷烟制造业及烟
草、卷烟批发贸易.代表各雪茄制
造厂家。 1934 年颐中烟草股份有

(P. H.
Robert

M i11ard) 及裴磊(培霄，

Bai1ey) 先后任董事长，书

记牛臣也.

司，启用们 El

Tabacos.

Oriente' Fabrica de

Inc." 新百名.资本为 30

Newson) 。往来银

万菲律宾比索.上海、新加坡及伦

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1949 年 9

敦、纽约、旧金山设分号或代理

月统计，其资产净值为 185.884 港

处.副总裁、德高洋行主人谭伯根

元.

(1. Delbourgo) 驻沪，进口经销马

C.

尼拉本厂所产老美女牌雪茄及烟

老克麟洋行

Rocklin. B. , Rock-

lin &. Co. , B.

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银行为"麦加利气

天津美商贸易行. 1921 年老
克麟 (B. Rocklin)个人开办.初设

老球牌烟公司，因苏贫富茄及香

于法界领事馆路、嗣先后迁狄总

领事路、宝总领事路、英界广东

La Insular Cigar &.
Cigarette F actory. Inc.

道、法界威尔顿路及英界达文波

菲律宾烟业公司. 1870 年代

道营业.经营反货、兽皮、肠衣等

开办，本部马尼拉.生产老球牌吕

烟厂

去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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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茄及纸烟 o 1920 年前后来华

上海广东路西班牙贸易商

开业，于上海汉口路设分号.华名

行 01937 年考老麦(J. Colomer) 与

老球牌烟公司，铃卡里翁。. Car-

原九江路鑫康猝行 (North China

rion) 任经理。嗣先后以"泰茂"、

Import Co.)主人葛慎庭 (u.

"龙和"、"巳笛"、"元亨"诸洋行为

Gertsenstein) 合伙开办.经营迸出

代理行，经营对华贸易，华名因苏

口贸易.嗣葛氏退出，独立开业.

费雪茄及香烟厂 o 1940 年代初尚

洋行由考老麦个人维持，迁新康

见于记载.

路营业.进口毛纱、毛条、呢绒及

机器等 F 出口中国产物 01940 年代
老德记药房

J.

,

Llewellyn &. Co. ,
Llewellyn &. Co. , Ltd. , J.
上海南京路英商药房 o 1853

末尚见于记载.
西川商店

,

Nishikawa &. Co. ,

年旅南外科医师幡卢埃林 0.

K.

L1ewellyn) 发起开办.经营药品、

Nishikawa &. Co.

Nishikawa &. Co., Ltd.

,

化妆品及汽水制造业，所属汽水

大连纪井町日商贸易行.

厂称老德记嘀嘀水厂 o 1889 年改

1924 年(或作 1916 年)西川高岭

组为公众性有限责任公司，资本

发起开办.经营手表、建材、机械、

银 12 万元.嗣于沈阳及大连诸埠

钢铁及酒炎、食品进出口贸易.未

设分号或代理处，批发零售西药，

几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日文称

兼相关手术、化验分析及照相业

株式会社西川商店，核定资本 50

务 0 1933 年所属汽水厂出盘，专营

万日元，实收 30 万日元.沈阳、妖

药房.代理几家英国厂商公司.

春("新京")等地先后设支店.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

1939 年再次改组，更名为西川商

铃奠蒂默。. F. Mortimer) 0 沈永

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百川高岭，专

祥及魏有恒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

务西川不二雄，常务西川樱 o 1944

经理.

年尚见于记载.

考老麦洋行

Colomer &. Co. , J.

西门子电气公司

Siemens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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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ske , A. G. J Siemens Schuckertwerke , G. m. b. H. , Siemens
China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 ,

五金机械等，承办及承包相关电

Siemens China Co.

代理德国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

德国电气工业公司. 1847 年
著名发明家西门子 (Wemer von

话设备、电报设备、无线电设备及
气、机械、土建工程业务。代表或
家.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为"德华"及"和嘀".

Siemens) 与机械师哈尔斯克。

G. Halske) 合伙创办，西名作

西门蒲橡树地产有限公司

"Siemens &. Halske" ，本部柏林.

mambu Rubber Estates , Ltd.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天

马来英商橡胶种植园. 1911

&.

年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

H.) 为代理行，经营对华业

本部彭亨.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

津诸埠以信义洋行 (Mandle

Co. ,

Se-

务。 1903 年著名的西门子一一舒

以德隆洋行 (Troman

克特股份有限公司 (Siemens

N. )为全权经理，开展对华贸易.

H.) 成

1913 年改组，核定资本银 30 万

立.翌年即在上海、青岛等埠设分

两，实收 19.5 万两. 1920 年代改

支机构。 1906 年(或作 1908 年〉西

以汇通祥行全权经理，兼代办文

门子集团五家公司于上海设驻华

案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汇通

子公司，西名初作 "Siemens China

洋行董事惠而商 (A.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 " ，嗣改

嘉道理父子公司伙东铃小禀道理

"Siemens China Co. " .华名别称西

(Horace Kadoorie) 及大英自来水

门子电机厂.天津、汉口、香港、广

有限公司董事长得坎宁也.

州、北京及云南府、*沙等地先后

Canning) 任公司董事，往来银行为

设分号或代理处.第一次世界大

"汇丰".

Schuckertwerke , G. m. b.

&. Co. , R.

J. Welch) ,

E.

战后一度停业。 1920 年代初恢复，

业务迅速发展，增设哈尔滨、忧

西比利亚皮店

阳、济南、重庆、南京诸分号。进口

Store

母公司及其它各厂所产电机、电

'费.

Siberian Fur

上海静安寺路俄商 JSl 货店.

←一

西

吁~

'-----..'''---~-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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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曾克到班诺夫 (H. Kle-

西方电气公司

banoff) 个人开办.经营毛皮及反

Co.

货，承做女服及外套，毛皮专家铃

I

W estem Electric

Western Electric Co. , Inc.
美国电信器材工业公司.

埃利希 (H. Erlich). 1930 年代末

1869 年创办， 1872 年改组为股份

于法界霞飞路设支店。服装加工

有限公司，称"西方电气制造公

部分设于静安寺路、法界迈而西

司"， 1882 年启用现名，本部纽约.

爱路及西摩路. 1940 年代后期尚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北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美国信

京以德商瑞记洋行为代理行，推

济"等.

销所产电话设备.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瑞记"停办后，一度在上

西比利亚首饰公司

Siberian

海南京路及黄浦滩路设分号，原

,

瑞记洋行电机部职员铃费尔曼

. Jewellery Store I Lipkovsky
A.

Brω.

&. s.

(F.

上海南京路俄商首饰店。

F.

Fairman) 任经理.进口供

应所产电话通讯窑材，兼相关工

Lip-

程业务. 1918 年前后沪行停办，改

kovsky) 家开办，西名" Siberian

由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J ewellery Store" ，哈尔滨道里设分

营业地区包括上海、天津、沈阳、

号.进口经营钻石、宝石、钟表、首

北京及香港、汉口诸埠.太平洋战

饰、金银器，兼相关修造业务。

争爆发后对华业务中断.战后恢

1930 年代中资本为鹰洋 5 万元。

复，改以西也股份有限公司为代

嗣由哈尔滨分号经理骨小李不过

理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1905 年李不过失四克 (M.

夫四克 (A. Lipkovsky) 兄弟接办，

迁总号子汉口法界吕钦使衔，更
西名为"Lipkovsky Bros. , A.

西电公司

Western Elect此Co.

&. of Asi'-

S. "，上海设分号. 1940 年代尚见

美国电影机件公司. 1929 年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和

开办，本部纽约.上海、香港、天津

嘀飞

及马尼拉、新加坡先后设分号.华
行进口经销美国有声电影设备，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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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电力及通信设备等.代理美

K. "0 旋迁本部于天津，启用 "Ka

国相关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P‘皿in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名别

哈尔滨、大连、北京、沈阳及纽约、

称西电股份有限公司，其时有资

温尼伯、伦敦、巴黎、汉堡、旧金

本 5 万美元.沪行设于虎丘路〈博

山、洛杉矶、西雅图、塔科马先后

D.

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毛皮及皮

Wight) ，往来银行为"大通气莫瑜

革进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初迁总

新、张敏成、李乾禄及文克礼、用

号子上海四川路 o 1948 年 1 月注

妙端等尝充公司沪行总工程师、

册资本为法币 5 ， 000 万元.进口皮

工程师或高级华职员.

货、皮革、汽车配件、延头、毛纱、

物院路) ，经理魏大卫(D.

&. Co. ,

G."新西名.上海、

文具、木材、食品、糖精、化学品、
西亚洋行

染料、铁器、电器等，出口毛皮及

Shiya Yoko

南京太平路日商贸易行.

皮货.代理纽约一家公司.往来银

1908 年〈或作 1905 年及 1907 年〉

行先后有"华义"、"大通"、"中国"

开办.上海一度设支店.进口日本

及"聚兴诚"等.

棉布、棉纱及杂货，出口牛骨、桑

木及柳编制品等，销往日本 o 1944

西合洋酒公司

年尚见于记载，堂山龟松主其事，

S∞iét是 Vini∞，le

华经理王家有.往来银行为"中

Concordia ,

天津英界威德大院俄商酒业
公司 o 1936 年前西成洋行主人铃

国"，

卡普斯京 (G. Kapustin) 主持开
西成洋行

&. K.

J

Kapustin &. Co. , G.

Kapustin &. Co.

, G.

天津英界威德大院俄商贸易

办。酒厂设于老西开。生产经销葡

萄酒、白兰地及伏特加。 1947 年尚
见于记载.

行 o 1924 年(或作 1925 年川卡普
斯京家族 (G. I. Kapustin 及 K.

西苏格兰保险公司

1. Kapustin) 创办于哈尔滨道里，

Scotland Insurance Office , Ltd.

西名 "Kap飞lstin

~，

& Co., G. &.

West of

英国保险公司 o 1886 年成立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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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格拉斯哥，原称"西部苏格兰火

开办，本店纽约.上海中央路设分

险社"，嗣改现名. 1913 年前来华

号。进口入造丝纱、化学品、染料、

开业，在上海及福州、哈尔滨诸

皮仲、呢缄、棉布等，出口绣货、猪

埠，先后以"长安"、"久大"、"保

察、棉布、生丝、皮货及其它中国

定"、"裕昌飞"德利"及"开宜"、"卡

产物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内门"等洋行公司为代理行，经营

来银行为"汇丰"、"大通"、"有利"

火灾及伤害等保险业务. 1920 年

及"麦加利飞 1 洪剑云、林光纶及盛

代末于上海广东路设驻华分号，

日界、王隙麟等尝充是行华经理

骨戴维斯 (Wm.

H. Trenchard

或高级华职员.

Davis) 首任驻华经理. 1940 年代

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骨阿诺德

亚力山打咖啡馆

(E. Lester Arnold) 。

Caf垂Co.

Al exandra

香港德辅道中西商食品公
西洋食品号

Foreign

F∞d

Store

司.

1914 年前侨商骨霍华德 (R.

烟台东马路德商食品洋行。

Howard) 等合伙开办.嗣改由霍氏

1927 年前怜特伦德夫人 (Mrs. El-

独资经营。经营商包、糖果糕点铺

la TrendeD 主持开办。经营腊肠及

及餐馆 .1920 年代中由华商接办，

其它美味食品加工作坊，兼营德

迁雪厂街营业. 1930 年代中尚见

式餐馆及船具业.代理天津"起士

于记载，店铺仍在德辅道中.

林"及上海"买爱"等著名食品厂

家在烟台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

亚尔西爱胜利公司

记载，经理骨小特伦德 (Fritz

Co. , Inc.

TrendeD.

China

, RCA

RCA Victor
Victor Co. of

美国无线电工业公司. 1920
E 力山大洋行

Alexandria Mer-

αntile Co.

年代美国无线电公司 <Radio

Cor-

poration of America) 开~\ ，西名

美国叙利亚贸易商行。 1939

"RCA Victor Co. , Inc.". 本部新

年骨哈赞 (Murad Hazan) 等发起

泽西州坎登，分支机掏遍及世界.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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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来华开业，设驻华子公司

号于天津，由原津号经理出面接

于上海，西名 "RCA

Victor Co. of
China" .恰刘易斯 (W. R. Lewis)

办，更西名为 "Ja∞b回hn.

首任总经理。平凉路设制造厂，香

活路及英界博罗斯道、达文波道

港及大连设分号.别称"胜利唱机

营业.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B. S.".

添营毛发贸易.嗣先后迁法界大

有限公司" (Victor Talking Ma-

chine Co. of China). 生产制造留
声机唱片、唱针及唱机，进口英、

亚芝意昔洋行

Ellias. M. H. E.

印度英商贸易行.铃伊莱亚

美留声机、收音机、无线电发报

斯 (Mahomed

机、商业广播装置、飞机仪器设

个人开办，本部孟买 .1891 年前来

备、电影器材、留声机唱片及相关

华开业，于香港云咸窃设分号，经

零配件，独家经销"亚尔西爱"产

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嗣

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日商接

先后迁结志街及澳老傅厘街营

办，董事长伊东秃，工场长上井俊

业. 1924 年尚见于记载.

Ha jee Essack Ellias)

二。日本投降后物阳原主 .1940 年
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50

31!细亚火油公司

万美元，副总裁兼经理铃琼斯

Petroleum Co.,

(Fredk. G. Jones). 往来银行为

( North China) ,
Ltd.
Asiatic Petroleum Co.
(South China) , Ltd.

"花旗".蒲美仲尝充公司华经理.
亚发双洋行

s. , Jacobsohn.

Jacobsohn. Lev.

哈尔滨道里西商皮货贸易

v

,

Asiatic

Petroleum Co.

,

英国石油贸易公司. 1903 年
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及英国壳牌运

B. S.

行。 1926 年前亚发双(Lev.

Ltd.

Asiatic

输贸易公司合资创办. 1907 年来

S. Ja-

华开业，先后在上海、天津、营口、

cobsoh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汉口、镇江、广州、香港、福州、九

名。天津英界设分号，先后在广东

江、南京、青岛、芜湖诸埠设分号

道、威德大院及巳克斯道营业.经

或营业所，进口经销壳牌火泊、汽

营皮货及兽皮. 1930 年代中迁总

油、蜡、滑油、洋烛及其它石油产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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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908 年华行分立为北南两公

上海美商玻璃行。 1923 年原

司。北华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先后

慎昌洋行进口部职员铃格雷格

在九江路及黄浦滩路营业，核定

(R. W.

资本 50 万英镑。按香港公司注册

广东路，嗣先后迁四川路及香港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天津、

路营业。进口经销平板玻璃、镜

汉口、南京、青岛、重庆、济南、烟

面、窗玻璃、店面玻璃，承制金属

台、长沙、镇江、杭州、沈阳、宜昌、

框玻璃柜台.代理美国几家玻璃

九江、营口、沙市、苏州、芜湖、安

厂商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往

东、哈尔滨、温州、岳州、龙口诸埠

来银行为"大通".

Gregg) 个人开办。初设于

设分号或代理处.总号下设营业、

总务、工程、采办、船务等十余部，

亚柯司洋行

各司其职.所属轮船部 1930 年代

Arcus , S. G.

Arkus &. Co.

,

有船 61 艘，合计万余吨.南部公司

哈尔滨道里及南岗立陶宛药

资本为 100 万英镑，在英格兰注

品商行. 1910 年亚柯司 (S. G.

册，总部香港，广州、汕头、厦门、

Arcus) 家开办.经营药品、药材，兼

福州、梧州、江门、北海、海口、山

相关批发贸易，西名"Arkus

都澳、南宁诸埠及贵州之一部设
分号或代理处.进口运销壳牌汽

Co. ". 1920 年代在哈尔滨办广济
大药房 CFirst Private Pharmacy).

油、煤油、机油、柴池、太阳池、沥

1931 年前启用" Arcus. S. G." 新

青、白蜡及蜡烛等.太平洋战争爆

西名. 1930 年代中迁上海法界公

发后，日占区总分号被日本接收.

馆马路营业.进口欧美名厂药品、

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专利成药、化学品、医疗器械、玻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

璃器皿，兼五金工具及纺织品等 F

利"。陶秉钧、陶庭瑶及涂望山、黄

出口药品.代表欧美厂商公司数

颂判、李盘璜等尝充公司买办，郑

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康琪尝任华经理.
亚洛叫卖行

亚细亚玻璃公司

Asia Glass Co.

Adler , D.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西商拍卖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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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912 年前亚洛(D. Adler) 个

海及天诸埠以文德公司为代理

人开办。经营拍卖、佣金代理及评

行，进口推销所产冷冻设备、电厂

估等业务。未几即无所阁。 1920 年

设备、汽轮机、水压机、蒸汽机及

代末复见，在英界海大道及博目

人造黄泊机具等。 1937 年前于上

哩道口营业，添营杂货贸易及家

海南京路设技术代表处，骨尼霍

具制造业。 1938 年尚见于记载。

尔姆 (s.

H. Nyholrn) 主其事。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亚美洋行

H臼cock

&. Cheek

,
亚斯盘钢铁有限公司

Heacock &. Cheek Co.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20 年椅

Osborn &.

Co. , Ltd. , Sa rnuel

希科克(H. E. H臼cock) 与铃奇克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 1852 年

(M. C. Cheek) 合伙开办，西名

(或作 1864 年〉亚斯盘 (Samuel

"H回cock

Cheek 飞初设于四)1\

Osbom) 发起创办，本部谢菲尔德，

路，嗣迁九江路营业。 1922 年按照

为私有有限公司。分支机构遍及

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注册为私有有

世界各大都市。 1913 年前来华开

限公司，更西名为 "Heacock

业，以骨威尔逊 (E.

&.

&.

S.

Wilson) 为

Cheek Co. " 0 东京设代表处.核定

代表，设代表处于上海汇中饭店，

资本 10 万美元，分 1 ， 000 股，每股

拓展对华业务。 1928 年即于上海

100 美元， 1930 年代中实收 4 万美

设远东分号，先后在九江路、圆明

元.进口批发美国、瑞士、德国珠

园路及中山东一路〈黄浦摊路〉营

宝首饰、钟表、眼镜及其它光学

业。香港、哈尔滨诸埠委托代理

品，兼钟表修理业务.代表相关欧

行.进口本厂及它厂所产锋钢、碳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往来

钢、锺钢、弹簧钢、特种钢、铸件、

银行为"汇丰"及"大通".

锻钢、锥刀、工具、铁丝索、金属
棒、滚筒、火车车轮及车轴、研磨

A t1as , Ltd.

机、采矿机械、减摩材料、电炉、滚

丹麦机器工业公司，本部哥

压机、辗压设备及传动皮带等.代

本哈根。 1924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亚特拉公司

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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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

行为"麦加利"、"中国"及"有利".

天津法商洋行 .1904 年开办.
先后在法界圣鲁易路、水师营路、
英界马场道及法界大法国路营

亚德洋行

Hartzenbusch Motor

业.法国及意大利设分支机构.经

Hartzenbusch Motors , Fed.
Inc. , U. S. A.

营保险、地产房地产代理、进出口

上海法界福照路德商汽车

尚见于记载，其时业主兼总经理

Co.

J

行. 1924 年前原龙飞洋行汽车修

理厂资深职员赫亚德(].

H.

贸易及抵押银行业务. 1930 年代

为华法银行总裁费德本(J.

P.

Ferrer).

Hartzenbusch) 个人开办.经营汽

车修理业务，独家经销"雪弗来"

有利银行

等几家欧美汽车厂商所产卧车及
商公司，更西名为 "Hartzenbu配h

lndia , London &. China J Chart酣睡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
London , &. China J M自由ntile

Motors , Fed. Inc.. U. S. A.".

Ba nk of India , Ltd.

卡车. 1930 年代初一度注册为美

1943 年尚且于记载.业主赫氏为

美商赫金公司主要股东之一.

Mercant i1 e Bank of

英国海外银行.成立年代未
详，总行伦数. 1854 年来华开业，
先后子上海、广州及香港设分号，

共丰洋行

Kiyoho Yoko

西名 "Mercantile

Barik of India ,

青岛市场一路日商贸易行.

London &. China" ，经营一般银行

1918 年开办.进口经销日本饼干、

业务. 1857 年与亚细亚特许银行

糖果、糕点及商粉、砂糖、煤油等，

(Chartered Bank of

出口花生、花生仁、花生油及花生

更西名为 "Chartered Mercantile

饼，销往日本及欧美. 1930 年代中

Ba nk

尚且子记载.往来银行为"朝鲜"、

China" ，港行别称"角士顿新银行"

"济南"及"正隆".

或"新银行飞 1860 年总行资本为

of

India ,

Asia) 合并，变

London ,

&.

75 万英镑.嗣先后于汉口、福州及
共益公司

La Mutuelle

日本横滨等埠添设分行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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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处。 1892 年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

瑞士钟表行. 1861 年前有威

限责任公司，启用" Mercant i1e

(F. Louis Juvet) 创办于香港皇后

Ba nk of lndia , Ltd. "新西名，在伦

大道，即以姓字为行名.上海设分

敦注册. 1894 年沪行停办，改以

号.嗣改上海福州路为本店，更西

"怡和"、"和记"等洋行为代理行，

名为 "Juvet.

继续沪上业务。 1910 年代初核定

渐无所闻. 1891 年前设店于天津，

资本为 150 万英镑，实收 56 万余

西名 "]uvet. Leo". 上海设分号.

镑.除印度、缅甸、锡兰、马来亚、

进口经销钟表及八音盒等，兼相

追罗、毛里求斯各主要城市设有

关修造业务. 1912 年前由有威夫

分行外，香港皇后大道中及上海

人接办，更西名为" Juvet.

南京路(旋迁外滩〉亦设有分行，

Vve. Leo". 添营金银器皿及杂货

汉口、烟台、天津诸埠设代理处.

迸出口贸易. 1919 年前改组为家

经营国际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

族合伙行号，启用" J uvet

1922 年前增核定资本为 300 万英

新西名，先后在法界古拔路、水师

镑，实收 105 万英镑，添旅行支票

蕾路、巴斯德路及大沽路营业.一

发行等项业务. 1930 年代中资产

度增开沈阳营业所. 1939 年尚且

负债总额为 10529 万余英镑 .1940

于记载，与上海永昌洋行〈阻卧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brunner &. Co. )关系至密.

Ec:! ward". 1867 年后

Mme.

&. Co. "

"英格兰"及"密特兰"等.韦玉、何
颖生、席缮华、胡寄梅、龚子渔、龙

叔康、凌鹏基、孙伯绳、席聚墨、虞
鲁伯、潘橙放等先后充是行买办

或华经理.

有恒洋行

Wh itfield &.
Kingsmill
Kingsmill. Thomas
W. I Kingsmill. G目'ald

,

上海英商建筑工程行.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初骨惠特菲尔德

有威洋行

}uvet. F. Louis

, Juvet. Leo, JuVve. Leo , Juvet &.

(Whitefield) 与汉口执业建筑师金

Juvet , Ed ward

斯密<Thomas W. Kingsmil1)合伙

vet. Mme.

开办，定西名为 "Whitefield

&.

Kingsm iII". 1868 年由金氏独力接

Co.

啊

,

•

,

有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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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llP 改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

棉、蛋品、羊炀衣、宁波草帽、羽

西路，嗣先后迁四川路、香港路、

毛、廊香、芝麻、大黄、)1\羊毛、五

北京路、汉口路营业。承办建筑设

倍子、鱼肚、茶叶、烟草、牛肉及杂

计及土术工程业务. 1908 年前白

货，销往欧美. 1946 年在华注册，

骨金杰若(Gerald Kingsmill) 接办，

资本为法币 1 ， 000万元，添杂货进

遂更西名为 "KingsmHI ， Gerald" ,

口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华名依旧，迁有恒路营业. 1913 年

百名"Sauvayre

后渐无所同.

尔 (H.

&. Co.飞经理铃居

B. Guhl) ，往来银行为"东

方汇理"、"中法工商"、"汇源"、"大
有源洋行

Mouriliyan &. Samsl

培卿及孙尔源等尝充是行买办或

Bea n , William
镇江西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开办，西名 "Mouriliyan

通"及"汇丰飞丁汝霖、倪庆云、庄
高级华职员.

&. Sams".

经营杂货贸易，兼营航运及保险

有馀洋行

代理业务. 1872 年前由经理赞比

Asiatique

恩 (William Bean) 承顶接办，遂更

岛d锚Commereiale

广州沙西法商贸易行. 1924

西名为"Bean ， William" 0 1895 年

年前巴黎商人赞西雷若尔 (F.

后渐无所闻，

Sireyjol)与华商陈某发起开办，香

港及巴黎设分号.经营华南产品
有鲸洋行

Sauvayre , J , Sa uva-

yre &. Co.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15 年原

出口及一般进口贸易. 1940 年代
末尚见于记载，本店设于香港皇
后大道中，经营总迸出口贸易，赞

大昌洋行代签有效人兼验丝师晓

西雷若尔夫人 (Madame

维(]. Sauvayre) 个人开办，即以姓

Sireyjol) 、华商陈某及铃弗朗索瓦

字为行名.初设于九江路，嗣迂法

<A. François) 为董事.

F.

界公馆马路营业.广州沙面设分
号.经营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资

本为银 5 万两。出口生丝、作丝、原

这丰洋行

Da飞耐，

A. E.

上海四川路英商贸易行.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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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原英商合盛洋行(David

&.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Co. , Sa rnuel )职员达氏 (A. E.

私有有限公司。工厂设于罗别生

David) 个人开办。选口经销烟叶、

路。经营机器制造、五金加工、翻

虫胶片、麻袋、粗麻布、硝石、化肥砂制造及其它机械工程业务。
及木棉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1930 年代核定资本为规银 5 万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浙江实

元，实收 4. 1 万元。 1939 年老晋隆

业"及"荷国安达".

洋行结束后渐无所闻。或记其

•

1947 年尝在香港注册.

达丰洋行

Fumaga11i, C. , Fu-

rnagalli ßιGironi ， C.

达孚洋行，利丰洋行

上海江西路意商贸易行.

Dreyfus

&.

Cie , Louis

1930 年原和兴祥行 (China Silk

法国公司 .1850 年(或作 1863

Co., Ltd.) 常务董事骑马加礼

年〉创办，本部巴黎.伦敦、墨尔

(C. Fumagal1i)个人开办，即以姓

本、纽约、波特兰、温哥华、悉尼、

字为行名.嗣与兴利洋行(La G臼1-

东京及世界其它重要商埠设分

erale Soies) 沪行经理铃吉罗尼

号.经营谷物贸易及航运、银行业

(V. Gironi)合伙，启用 "Fumaga11i

务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先后于哈

&. Gironi , C. ，.新百名.出口生丝、

尔滨、上海、天津、大连诸埠设分

样丝及丝头，销往里昂、伦敦、非

号。华名通称"达孚"，哈行别称

洲、印度及意大利各地 .1943 年尚

"利丰飞进口阿根廷、美国、加拿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

大及印度支那、缅甸、退罗所产小

理"、"中法工商"及"华义".谈润

麦及大米，出口胡麻、花生、桐汹、

卿尝充是行买办.

芝麻，销往欧美加澳.兼营麻袋、
商粉、杂谷贸易 .1940 年代 Ef 明尚

达利铁厂有限公司

Acme

Foundery , Ltd.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铁工机械

工业公司. 1926 年老晋隆洋行开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及"花旗".金韵笙尝充是行沪庄
买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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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昌洋行

Sulzer , Rudolph &.

Co., Rudolph &. Co., Charl目，

"华比"、"汇丰"、"大通"及"东方汇
理"。陆瑞苏尝是行买办.

De Schulthess &. Co.
瑞士贸易商行。 1889 年骨絮
尔札 (Ed.

5ulzer -

Frizzoni)与唱

达商银行

Finance Ba nking

Corporation , Ltd.
上海英商银行. 1931 年薛迈

目多夫 C Ed. Rudolph) 合伙开办，

本部苏黎世，西名作" 5ulzer ,

罗会计师事务所(Seth ， Mancell

R飞ldolph

Mc1ure) 合伙人谭会计师。. A.

&.

Co.飞 1896 年来华开

&.

业，子上海设分号，先后在南京

Turner>、薛会计师 (5.

路、汉口路及北京路营业.华名初

与美商东大陆银公司职员骨雷梅

称"同昌"，嗣定名"达昌".经营生

迪奥 (V.

丝、丝头、茧绸出口贸易，销往欧

开办.资本为鹰祥 200 万元，按香

美. 1928 年前后改组，由絮、吕两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

家后辈出面合伙接办，更百名为

公司.初设于汉口赂，嗣迁法界爱

"Rudolph &. Co. , Charles" .横滨、

多亚路营业.经营融资、抵押、放

纽约、里昂相继设分号.沪号先后

款、理财及一般银行业务 .1940 年

迁香港路及法界法兰西外滩营

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业 .1940 年代中精德舒尔泰斯 (F.

旗"、"汇丰"、"麦加利"

A. Seth)

O. dos Remedio) 等发起

de. Schulthess) 出主行务，启用

"De Sc hulthess &. Co. "新西名.上

成记洋行

海、香港及纽约、里昂、横族设分

A.

Petersen &. Co, H.

号。华行进口钟表、电话设备、合

厦门英商贸易行 .1872 年前，

成芳香化学晶、五金、延头等，出

后任丹麦驻厦门领事庇特森(H.

口生丝、丝头、茧绸、延头及一般

A. Petersen) 等合伙开办，经营贸

中国产物。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几

载，其时有资本 156 万瑞士法郎，

家保险、轮船公司及船级社. 1891

P.

年前庇氏归驻欧洲，伙东兼瑞挪

沪行经理铃普法内尔(

Pfanner)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联盟驻厦门副领事美氏 (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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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sen) 主其事 .1899 年前后清

1934 年前后关闭。巴黎本部产品

理.

改由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
代理，直至 1940 年代初。张长福及

百代公司

Pathé Frères I Pathé 一

Phono -

Cinema 一 Chinel

Orient I

Path垂-Orient. Ltd.

周访朔尝充公司买办或华经理.

Path垂

法国唱片电影公司. 1896 年

$

百立泰保险公司

Palatine In-

surance Co. • Ltd.

百代兄弟 (Charles Pathé 及 Emile

英国保险公司. 1886 年创办

Pathé) 合伙创办，西名" Pathé

于曼彻斯特，嗣设本部于伦敦.

Frèr届"，本部巳黎.英、美、印度、

189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日本等国设分公司. 1908 年前来

港、宁波、镇江、汉口、天津、烟台、

华开业，先后在香港、上海、天津

南京、九江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

诸埠设销售行，西名" Pathé 一

理处."长利"、"广利"、"太古"、

Phono 一 Cinema -Chine" .进口经

"泰昌"、"华昌"、"平和"、"锦隆"、

销所产唱片、留芦机、电影摄影

"永年"、"新泰兴"、"克隆"、"赖安

机、放映机、影片、照相机及照相

仁"等洋行公司先后充其地方代

机零件等. 1921 年前华行改组，启

理行. 1940 年资本为 20 万美镑.

用 "Pathé 一臼ient"新西名，华名别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驻华

称百代总公司.于上海徐家汇路

经理为伶阿诺德 (E.

设制造厂，生产留声机及影戏机

Arnold) 。

L部ter

片.东方常务董事铃拉邦萨 (E.

$

Labansat). 嗣增开广州及西贡分

百老汇大厦饭店

号，添蕾影片交换、影剧院及制片

Mansions

Broadway

厂设备、影片显影及复制等业务.

上海北苏州路百老汇路口英

1931 年前华行再度改组，更西名

商旅店公司 .1937 年前开办，英商

为 "Path垂一Orient ， Ltd." ，按香港

业广有限公司经理.经营饭店及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资本银 50 万

公寓，兼租赁业务. .1 941 年太平洋

两，华名别称东方百代有限公司。

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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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军管理"，由日商上海恒产

敦。 1923 年前来华开业，在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经营，冈准充

上海、广州、香港、营口、汉口诸

总经理.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

埠，先后分别以"荷兰"、"上海"、

见于记载。

"安利"、"禅臣"、"好时"、"德茂"、
"义卒"及"丹隆"等保险公司或洋

百达洋行

Btesh

Co.

Btesh , Ed ward I

&, Btesh ,

Adjmi

I

行为代理行，经营水火、疾病、意
外伤害、人寿等项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Dunne Brothers
上海四川路西商贸易行。
1935 年百达也. Btesh) 个人开办，

百多洋行

即以姓字为行名。进口亚麻布、棉

Marthoud &. Cie

Marthoud Fr位臼 F

布及杂货，加工制作并出口亚麻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13 年原

制品、花边、绣花子帕、台布及锦

韬司洋行 (T∞he &. Cie , J.) 伙东

绣衬衫等。 1940 年代中改组为合

麦多兄弟 (1ρuis Marthoud 及

伙商号，更西名为 ù Adjmi &.

Pierre Marthoud) 合伙开办，西名

Btesh" .嗣由经理邓志鸿 (Mayer

uMar眈thoωou
叫
dF
阮rξ
祉r臼"飞.初设于法界法

Du飞
unneω) 兄弟接办，启用 U Dunn
时
E随
e

兰西外滩，嗣迁汉口路营业.烟台

酝rO
B
侃th阳s矿"新西名。 IS47 年在华注

设分号.经营生丝、茧绸及杂货出

册，资本为法币 1 亿元。 1凹940 年代

口贸易. 四
1 92
刽5 年前改组为私有有

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

限公司'更西名为 "Ma
盯rthou
叫
d&.

通"及"中商飞

Cie" ，先后迁福州路，博物院路及
四川路营业。添广州及天津分号，

百年水火保险公司

Ce ntury In-

伦敦、里昂设代理处 .1930 年代中
资本为银 4 万两.进口法国精泊、

surance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85 年成立

生发水、埃维昂矿泉水、汽泊、王

子爱丁堡，西名原称 "Sickness &.

业原料、棉纱、毛纱、棉布、呢绒、

As四cia-

生毛毛条、化学品、染料、五金工

tion". 1901 年启用现名，本部伦

具、纸、纸浆、纸烟纸、制造品及杂

Accidental

Assurance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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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p 出口生丝、丝头、茧绸、草帽

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0 万

缎、绿茶、草帽、肠衣、蛋制品、烟

瑞士法郎。往来银行为"花旗"及

叶、头发、瓷器、花生、绸缎、棉布

苏黎士之"瑞士信托"( Credit Su-

及其它土产，销往欧美及非洲。

i岱.e) 0

194ι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行为"东方汇政"及"有利".陈额

百利洋行

泉、尹文潦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

Inc

Morris Ca sing Co. •

美国肠衣贸易行。 1928 年养

理。

莫里斯 0. Morris) 家发起开办，本
百利洋行

部纽约市。 1936 年前来华开业，天

Bryner &. Co.

1880
Bryner ,

津义界大马路及北京东便门外砖

Bryner 及 F elix Bryner) 开

易，主要销往美国及德国.阳津号

办，伦敦设分号 .1925 年前来华开

先后迁英界中街及约克道营业。

业，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天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海参威瑞士贸易商行 o
年百利家族 (Leonide

Boris

句'

津、北京、上海及北戴河诸埠先后
设分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报

,,

....

厂设分号，经营腊肠、肠衣出口贸

百利洋行

Paturel , C.

关、冷藏、水陆运输、保险代理等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02 年原

业务.开办有电力及水压打包厂，

笔喇洋行职员百氏 CC. Pature\) 个

并涉足房地产及矿业.代理欧美

人开办.初设于法界洋泾洪，嗣先

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

后迁爱多亚赂、广东路、九江路及

至十数家. 1940 年后改组为有限

公馆马路营业。经营迸出口贸易，

责任公司，华行南北分立，天津方

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出口生丝、丝

面更西名为 "Bryner

&. Co.

头、茶叶及杂货，销往美、法、非洲

(North China). Ltd. "，上海方面

及埃及各地.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先后启用 "Bryner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东方汇

hai ), Ltd." 及

理气吴成和尝充是行买办。

&. Co. (Shang"Bryner &. Co. ,

Ltd.. L. G." 新西名. 1940 年代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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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洋行Baranovsky.

L.

F.

, Popoff Fr.社臼. C. &. s.

上海法界霞飞路西商服饰用

汉口俄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品店 .1928 年前牌拉纳夫司开 (L.

铃百波夫兄弟 (C. Popoff 及 F.

Baranovsky) 个人开办.静安寺路

Popoff) 合伙开办，西名 "Popoff

设分店。经营呢绒绸布、男女服饰

Frères. C.

用品及新颖小商品 o 1940 年代初

世纪初改组，更西名为 "Popoff

尚见于记载.

Fr社出.

&.F.". 经营贸易业.本

C. &. s. ".上海圆明园路

一度设行.嗣迁本部于莫斯科，汉
百蝴洋行Bernardi

Brothers

上海南京路意商食品行.
1899 年前百纳兄弟 (G. Bernardi

口改设分号，先后在英界河街、怡
和街及洞庭街营业.经营茶叶出

口贸易. 192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及 J. Bernardi)合伙开办.经营商
包、糖果糕点，法国蜜饶、罐头，意

百顺洋行

Robertson.

Horatio

大利、西班牙葡萄酒，以及食油贸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06 年前

易.代理法、意几家食品公司.

后原华俄道胜银行职员骨罗百顺

191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经理骨

(H.

福图里尼 (G.

黄浦滩路，嗣先后迁四川路及法

VenturinD.

Robertson) 个人开办.初设于

-

界杜美路营业.经营贸易及佣金
百纶公司

Grands Magasins du
Printemps. Paris

代理业务，兼经纪及运输承包事.
192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法国百货公司，总号巴黎.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以龙

百部洋行

东公司 (Rondon.

Beboud. Mary &. Cie

L.

)为远东代理

.行，经营女帽杂货、化妆品及己黎
华美新颖小商品，承做女衣童装.

Cie.

Baboud. Charles

, Mary

,

&.

Gilb缸t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法商贸易
行. 1924 年前原法商龙东公司代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签有效人百部 CCharl田Baboud) 个

百昌洋行

Popo{f

Frèr白.

‘民

C. &.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酒
a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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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药品、照相材料、化妆品、纸烟

设分号于上海，先后在四川路及

纸、铝制品、实验室器材等进口贸

黄浦滩营业，伙东钝麦肯齐 CDon

易。代理多家法国厂商公司在中

ald

国及菲律宾群岛业务 o 1930 年与

缎、丝货、丝衬衫、葛制品、绣货、

原北京路立兴洋行职员铸马里

手帕、地板材料、毛地毯、草地毯、

Mary) 联合，改组为私有

竹器、古玩及陶瓷器、铜器、青铜

有限公司，遂更西名为"Ba boud ，

器、紫铜器、锡器、景泰蓝、乌木家

Mary &. Cie" ，迁广东路营业.核定

具、灯罩、象牙器、玉、漆器、滑石

资本墨洋 10 万元，收足 o 1930 年

器及珠宝首饰等，销往各国 o 1943

代中年营业额约 75 万元.进口药

年尚见于记载，沪行经理铸伯恩

品、化学品、精泊、纸烟纸、化妆

(s. J.

品、窗玻璃、葡萄酒、食品及杂货，

丰气

(Gilbert

,

Mackenzie) 首任经理.出口绸

Burn) ，往来银行为"汇

出口大豆、泊类、籽仁、杂货。 1940
年前马里出主行务，一度并用

晴'

John

美国百货公司. 1869 年铸沃

总号子巴黎，上海及香港设分号.

纳梅克 Oohn Wanamaker) 个人开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办，本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为美

本为 10 万法国法郎。除进出口业

国早期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以

务外，代理近 10 家欧美厂商公司.

成功地运用广告而著称.纽约及

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东方汇

巴黎设分公司 o 1924 年前来华开

理"及"大通".诸宏钊等尝充是行

业，于上海设东方分号，先后在四

高级华职员.

川路及黄浦滩路营业，伪托布勒

J 开

MA

。山功咔ι

·幽办

阳创山华

本

J

-mh

时年金来
M
冶旧前

呻阳店年

mdl
副行

p
易号
:贸商号

行国伙分

洋美合设

祥·有户

百臼私神

~

Wanamaker ，

Gilbert"西名.嗣迂

"Mary &. Cie ,
·、

百祥洋行

(G咽.

F.

Tobler)首任东方部主

任.经营中国制品出口贸易。嗣添

日本神户分号 o 1930 年代中东方

部重心移至神户，上海改为次分
号.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百夫
百资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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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gnie Pahlay

,

、

年百禄(B öhler) 兄弟发起开办，为

私有有限公司，本部维也纳.分支

Pasquier , J. P.
上梅法界爱多亚路法商贸易

机构遍及全世界. 1907 年来华开

行. 1924 年前原百司洋行(Com-

业，上海、沈阳、哈尔滨及南京先

pagnie Gén垂rale d' Extrême- Ori-

后设分号.华名别称盲禄钢厂.进

ent) 驻华总经理百司(J.

P.

口经销本厂所产工具钢、铸钢、钢

Pasquier) 及原百代公司沪行经理

钻、钢丝绳、空气动力机械、磁铁、

骨勒巴里斯 (P.

Le Baris) 等发起

镰刀、烟刀、刃具、钢丝及其它优

开办，西名"Compagnie Pahlay".

质钢材. 1943 年尚见于记载，驻华

进口经销汽车、消防车、铁路机械

经理祷穆克(E. Muck). 往来银行

设备、蒸汽压路机及照相材料等，

先后有"花旗"、"汇丰"及"德华"

代理几家法国厂商公司. 1930 年

等.张经贯尝充是行买办及华经

改组，由百司个人承顶接 :J]， ， 更西

理。

••

•

名为 "Pa吨uier ， J.P.". 进口法国

丝绸、呢绒、棉布，兼营佣金代理

百福洋行

Ba yrhammer &. Co.

业务. 1930 年代末迁法兰西外摊

大连纪伊町德日合办贸易商

营业.嗣添营丝花边、针织品、尼

行。 1931 年德商百氏 (Wi1helm

龙、薄轩纱布、绣品进口及绸缎、

Ba yrhammer )与日商生形岩合股

麟香、棉制品出口业务 .1947 年注

开办.资本 3 万日元.沈阳及日本

册资本为法币 100 万元〈或记为

大阪设支店，大阪支店别称合资

10 亿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会社百福商会(Goshi Kaisha

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汇

Ba yrhammer ShokaD 。天津设代理

卒".

处。进口经销欧洲及日本所产呢

'

、

•

缄布廷、美术品、丝线等，出口中
百禄洋行

Ltd.

, Gebr.

B öhler Bros. &. Co. ,

Boehler &. Co. , A.

国杂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生形

岩主其事.

G.

,

奥地利钢铁工业公司。 1870

夹巴司订迸出口商行

Kapustin

'

j毛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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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成药及香料等. 1936 年前后

Bros.
上海四川路俄商贸易行。

-‘

由铃赖赫尔 (N.

RaiheD 个人接

1937 年原哈尔滨俄侨夹巳司汀兄

办，迁法界公馆马路营业.太平祥

弟 (Alexander

Kapustin 及

战争中或记为俄商. 1940 年代后

Kapustin) 合伙开办。

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为

进口呢绒、毛条、五金工具、药材、

"德华"、"东方汇理"及"浙江实

皮件、纸、化学品及杂货，出口猪

业"等.

Abraham T.

T.

察、顾绣及杂货.兼营佣金代理业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职

‘

员用行芳.

托勒勒洋行

Tobler ，

Emil A.

上海瑞士商行. 1934 年前托

Yangtsze lnsurance Association I Yangtsze Insurance Association , Ltd.
上海美商保险公司. 1862 年
旗昌洋行伙东金能亨(Edward

A. Tobler) 个人开办.

Cunningham) 发起创办，旨在为旗

初设于四川路，嗣迁南京路营业.

昌轮船公司所属轮船提供船、货

进口经销钟表、珠宝首饰、次宝石

保险，兼顾其它.简称"扬子公

等，兼营照相用品、石印美术画等

司"。初办资本为银 40 万两(分

批发代表及钟表修理业务.未几，

400 般，每股千两)，实收 20 万两.

根营一般进出口贸易. 1940 年代

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九

后期尚见于记载，华职员焦秋英.

江、汉口、烟台、天津、镇江、营口

勃勒(Emil
·、

扬子保险公司

诸埠设代理处，"旗昌"、"水陆"、

,

扬子进口行

Yangtsze

1m阳rt

1883 年改组，在伦敦注册为英商

Co.
上海博物院路拉脱维亚贸易
行. 1933 年铃海曼 (M. I.

-

"和记"等洋行分别充其代理行.
有限公司、核定资本增至 80 万两。
1889 年再度改组，按香港公司注

Heymann) 与赞海赫克 (1. P.

册章程注册为公从性有限责任公

Chaichek) 合伙开办.华名别称扬

司 .1891 年旗昌洋行倒闭，公司完

子洋行.进口经销化学品、药材、

全独立.本世纪初名义资本为银

•

扬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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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万元，实收 72 万元 z 准备金为

人平治门 (M. Benjarnin) 等与华

100 万元.总号设于上海黄浦滩

商陈光甫、徐新六、陈炳谦、李铭、

路.伦敦、神户、悉尼设分号.中、

张学溥等发起开办，在香港注册

日、印、澳、加、美共有 70 余埠设代

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理处.其后陆续于香港及横滨、马

2.000 万两，实收 517.5 万两.经

尼拉、巴达维亚、泪水、新加坡、加

营有价证券承销业务，兼营企业、

尔各答、孟买、西雅图、纽约、 1 日金

银行及地产投资等.为沙逊集团

山添设分号.经营水、火、汽车、伤

投资关系公司. 1941 年中国国际

害、家庭及一般保险业务，兼相关

投资信托公司宣布清理，其大部

保险代理业."旗昌阜新旗昌)"、

分产业转归扬子银公司，其时董

"慎昌"、"华昌"、"仁记"、"平和"、

事长为茂泰洋行有限公司总董赞

"太平"、"安利"、"汇克大"、"和

茂登 (G.

记"、"泰茂"诸洋行先后为其地方

为"汇丰气未几太平洋战争爆发，

代理行.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公司渐无所闻.

••

-

E. Marden). 往来银行

银 250 万元，实收 150 万元，资产

总值1， 571 万余元，公积金 252 万

毕尔照洋行

余元.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经理为骨威尔逊 (A.

R. D. Wil-

Pilcher. H. W.

币'

上海仁记路英商祥行. 1913

Lewis &
W. Pilcher)

年前原公信洋行 (Welch.

son). 祝兰肪及潘倡彬、罗湘源尝

Co.

充公司买办.

个人开办.经营商事代理业务，代

)经理毕尔照(H.

表曼彻斯特、布雷德福及约克郡
扬子银公司

Yangtsze Finance

诸埠几家厂商公司. 1920 年代末

、

尚且于记载.

Co. • Ltd.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英商投资
银行. 1930 年〈或作 1931 年〉新沙
逊洋衍董事兼经理骨达维 (F.

R.

毕克斯洋得

Ltd.

,

Becos Traders.
Good man. R. C.

Davey) 、安利洋行主管董事安拿

英国工贸公司.开办年代末

(H. E. Arnhold) 、平治门洋行主

详，本部伦敦。西伯利亚及波罗的

J

'

,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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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诸国设分号. 1925 年前来华开

汉口法界西商佣金代理行.

'业，设分号于哈尔滨，因名 "Becos

1917 年前原棵记药房伙东毕格亚

Traders , Ltd." ，先后在南岗及道

(A. Picca) 主持开办.华名别称璧

里营业.经营机器及工程树料进

架洋行.初设于坷内街，嗣迁河街

口贸易，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1937

营业. 1938 年尚且于记载.

年前晗行由经理，英国机械工程

C.

毕爹利洋行

G∞dman) 个人受盘接办，启用

Patell &. Co.

师学会准会员铸古德曼(R.

"Go<对man ， R. G." 新西名，华名
•

Patel1, M. ].,

香港英印商贸易行. 1891 年

J.

依旧.添相关工程承包及评估业

前毕爹和~

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麟擞

(M.

Patell) 主持开

士街，嗣先后迁荷李活道及云咸
毕利洋行

Tientsin Ex阳t Co. ,

年前改组为合伙行号，更西名为

Barkovith &. Co. , H.
天津法界美商贸易行 o 1913
『

街营业.经营花纱经纪业务. 1908

"Patel1 &. Co. " ，先后迂必打街、于

Barkovith)

诺道中及德辅遭中营业.上海及

拿起并主持开办，西名" Tientsin

广州、汉口设分号.经营洒类、食

Expo此Co.

" 0 经营皮货及生皮出

品直接进口贸易，兼营酒食杂货

口贸易 a 1927 年前变更西名为

零售及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

年铸毕科维特 (Harry

"Barkovith &.

co‘,

H. "，一度迁

初尚见于记载.

英界营业.海拉尔、哈尔滨2王洛杉
矶、旧金山设分号或代理处.出口

毕第兰公司

地毯、皮货、生皮、铜器、古玩等，

Works , Ltd.

ButIer Cement Tile

,

A.

进口面粉.独家代理英国一家衣

上海德商砖瓦公司.本世纪

橱衣箱制造厂商在中国及日本业

初原信义洋行沪庄经理毕第兰

务.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Count von Butler) 创办，为公众
性有限公司.砖瓦厂设于苏州河

『

毕格亚洋行

Picca , A.

泯 .1904 年毕氏病故，由骨施诺尔

•

毕尧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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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r. E. Sc hnorr) 接办，资本为银原"狄近、陆贾及狄近律师馆"
8.4 万元.日产八英寸铺地用方砖

(Deacon , Looker &. Deacon) 职员

1 ， 200 块，瓦 200 块，普通砖 600

尧林珍 (U.

块.上海"大英总领事衙门"、汇丰

办。初设于德辅道中，嗣迁皇后大

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

道中营业.英格兰设联号。进口杂

麦加利银行及仁济医馆、大德总

货;出口锡砂、辉铝矿、矿锡、铅

会、跑马场内抛球场等建筑物，均

砂、鸽砂、铸砂及华南土产，经销

采用"毕第兰"砖瓦. 1913 年前改

自制水草绳椅及水泥地板砖等，

由英商志大洋行代理及全权经

兼营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理，厂监骨格雷纳 (G. Greiner).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Rumjahn) 等合伙开

.,.

~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先华电影院

毕得洛夫洋行

Petroff &. Co. ,

Majestic Theatre

天津特一区威尔逊街美商影
戏院. 1929 年前哈尔滨易固洋行

N. S.
哈尔滨道里依商服装绸布

开办。经营有影戏院、弹子房及屋

店. 1927 年前毕得洛夫 CN. S.

顶花园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

Petroff)发起开办。嗣先后子上海

度被日人强占。战后恢复 .1947 年

法界霞飞路、百老汇路及长春、齐

尚见于记载.

f

齐哈尔设分店.经营英国呢绒、布
足、绸缎及男女服装、儿童服装。

光来公司

Kong Lai &. C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合伙

日本工贸公司.日文原称东

人为毕得洛夫及铃马斯将夫 (A.

洋机械商事株式会社，本店大阪。

A. Masloff) ，总经理份洛帕京 (V.

东京及京都设支店 o 1930 年代来

N.

华开业，于上海及天津设支店或

Lopatin) 。

营业所。进口经销纺织印染机械、
尧林珍洋行

Rumjahn &. Co. ,

制草制靴机械、矿山机械、工业五
金、自动加煤锅炉、电机、汽机汽

U.
香港西商贸易行。 1914 年前

罐及相关零配件.上海南市斜徐

卢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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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设铁工部专营机械制作及修理

尚见于记载。

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上海营

,•

4一.

业所主任松井雄次。往来银行为

光裕机器油行

"朝鲜"、"上海"、"野村"、"第百飞

Vacuum Oil Co. , Ltd.

"十五"及"爱知气

Vacuum

Oil Co.

,

美国石油工业公司，本部纽
约州·罗彻斯特. 1895 年前来华开

光孚机器油公司

Sun Oil Co. of

Philadelp}由

业，先后在香港、上海、汉口、广

州、天津及青岛、大连、哈尔滨、沈

美国石油工业公司。 1886 年

阳、北京、南京、福州、汕头诸埠设

始建。 1901 年按新泽西州法律注

分号或销售代理行.迸口推销所

册. 1922 年启用现名，本部费城.

产石油润滑油、滑脂及可视给油

公司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阿

润滑器等."和记"、"慎昌"、"祥

肯色、路易斯安那、堪萨斯及新墨

茂"、"福昌"、"兴裕"、"顺泰"及"柏

西哥诸州租有 23 ， 000 英亩泊田，

耐敦"等洋行公司尝充其地方代

约有 800 余口油井，日产油 2. 1 万

理行 .1931 年本部与美孚行合并，

桶左右.此外，在上数各州及俄亥

遂更西名为"岛cony

俄、加利福利亚、密执安尚拥有

co叩·"，在华各分支机构亦随之并

200 万英窗未开发地的租用权.资

入"美孚气是行华名，香港及广州

本为 1 亿美元. 1929 年来华开业，

等地别称"域甘油公司"或"域琴

在上海四川路设代表处，骨法纳

泊公司".

- Vacuum

姆 (w. C. Farnham) 首任代表.进
口推销所产煤油、机器泊及其它

光耀有限公司副 tmar ，

石油产品，德商孔士洋行总代理，

Br但.

Brünner

,Ltd. , R.

1940

奥地利灯具炉具公司，本部

年代中孔土洋行在华业务结束，

维也纳.维也纳、米兰、华沙设制

上海方面改由美商捷益洋行代

造厂，巳黎、柏林、里昂、米兰、罗

理，天津方面则由华商隆悠企业

马、布达佩斯、格拉茨、伦贝格、布

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1940 年代末

拉格、汉堡、盖布隆丧、华沙、孟

广州拜思孔士洋行分代理.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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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加尔各答诸埠设分号。 1913 年

株式会社.先后设戈壁路第一厂、

前来华开业，设驻华总号于上海

杨树浦路第二厂、闸北潘家湾路

汉口路，进口经销所产灯具、炉

"大丰工场"、杨树浦杭州路印染

具，代理荷、德几家保险公司及厂

工场及青岛汾阳路青岛工场，大

商。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沪

阪设办事处。生产经销"喜鹊飞

行关闭。 1920 年代来华复业，以铃

"梅鹤"、"阳鹤"诸商标棉纱、染色

福恩内(]. A. Vorner) 为驻华代

布及印花布 .1944 年有资本 1.500

袭，在上海、哈尔滨等埠，分别以

万日元，社长立川团三，副社长鸟

"天成"及"亨德"等样行为代理

羽智加造，专务平井晴雄，常务三

行，进口经销所产灯泡、提灯、电

岛祯三郎及江岛良雄.往来银行

气设备、电器零件及搪瓷器皿等.

为"三井"、"有利"、"三菱气 z 汇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代理行

丰"、"横滨正金"及"朝鲜".

为亚洲出口公司.
同发洋行

同天洋待Doten

Yoko

沈阳大和区琴平町日商贸易

Rafeek &. Johnstone
Rafeek &. Co.

'比

,

广州|沙商英商贸易行. 1918

行. 1922 年原藤田洋行伙东藤田

年赞拉菲克 (E.

养个人开办.经营机械、铜铁、石

约翰斯通 (P. H. Johnstone) 合伙

油、保险箱柜、衡器、肥皂、橡肢产

开办，即定西名为 "Rafeek

品等批发及零售业务.代理神户、

Johnstone 飞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

东京、大阪几家商社及美国一家

金代理业务. 1920 年代中约翰斯

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通退伙，由拉氏独资经营，启用

行为"满洲兴业"等.

"Raf，回k

M.

'‘

r

Rafeek) 与铸

&.

&. Co."新西名，添香港分

号.进口英、德、美、司、比、瑞士所
同兴纱厂

Dong Shing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产药品制剂、化学品、外科器械、
精泊、香料、橡胶制品、五金工具

上海日商棉纺织工业公司.

及紫铜钱、镑块、石墨、铸片、自铁

1920 年开办，日文原称同兴纺绩

皮、黑铅片、铜板、玻璃、棉货、毛

'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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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呢绒、香水、化妆品、钟表、新

业，柯利努〈阿立芬， R.

同珉及电器等，出口桐泊、鸽、矶、

Olyphant)等主其事，相继增设广

矿锦及其它华南产物。代理英美

州、福州、九江诸分支号，西名

及日本几家厂商公司。兼营轮船

"Olyphant

运输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力贸易，代理英美几家保险公司，

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为较早参与长江航运竞争的洋行

M.

&. Co.气经营丝荼及苦

之一， 1864 年即有"那阳"、"大

同利有限公司，英商罔利有限公

江"、"九江"等三艘轮船航行于长

司Caravan

Commercial Co.,

江 o 1872 年在上海与颐泰码头合

Ca ravan Commercial Co.

组公和祥码头公司，是时邓端甫

Ltd.

I

(1 923)

及陆富成任洋行买办.其后由沪

, Ltd.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贸易行.

庄职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

1914 年开办，资本银 10 万元，西

事会董事魏士率。. H. Wisner)

名.. Caravan

主持接办，更西名为 "Wisner

Commercial

Co.,

&.

Ltd. " .经营蒙古地区出口贸易。Co."，注册为英商，本店上海，先
咽'

1923 年改组，更西名为 "Caravan

后在九江赂、北京路、圆明园路及

Commercial Co. ( 1923) , Ltd.".

悔物院路营业.经营茶叶出口及

嗣先后迁黄浦滩路及苏州路蕾

杂货贸易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业 0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与英

记载，经理为传肖普 (C.

美烟公司及驻华英美姻公司关系

Shop阳λ 陈宜商尝充是行买办.

L.

至密.
同亨洋行

同孚洋行

Wisner

Olyphant

&. Co.

I

&. Co.

福州观井路德商贸易行.
1930 年原美商美亚洋行协理铃海

&. Co•

美商贸易行.十九世纪初老

因左恩 (Otto Heinsohn) 个人开

D. W. C.

办.经营茶叶及杂货出口贸易，销

OlyphanÜ 等合伙创办于广州.嗣

往英、荷、德、意、法诸国。嗣于上

迁本店于香港， 1858 年在上海开

海江西路设分号. 1943 年尚见于

柯利券(奥立芬，
•

Heinsohn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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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等.
同茂洋行

E沁mbey

Dombey &. Son , Ltd.

&. Son

•

1920 年设济南分号.未几增设天

,

, Griffiths

津分号.嗣添设制作工厂，生产发
网、丝光毛毯及地毯等，兼营毡毯

除尘渭清及丝光处理业务，产品
远销欧美. 1930 年代后迂江西路

Stor臼

上海静安寺路英印商酒食杂

营业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货号 .1913 年前开办.经营澳洲产

时资本为国币 450 万元，经理臼赖

物贸易及屠宰房，批发零售牛肉、

德(J. BrighteD ，会计冯世美，往

烟酒及食品杂货，承办海陆军伙

来银行为"大通".

食，兼营船具、冷藏及煤炭供应.
嗣先后由江西路公兴洋行少主人

同和洋行

曾小维卡育 (Rutton Viccaj回〉及

Spalinger &. Co. , U.

洋经理轧来菲 (W. H. Griffiths)

Co., U. , S. A.
Co. , Ltd. , U.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西名别称

,

, Spalinger

&.

广州沙商英界瑞士商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Dombey

行. 1900 年原怡和洋行穗庄职员

&. Son , Ltd. " .华名别称同茂英商

骨施帕林格尔 (U. Spalinger) 个

有限公司，吴士人，金福山及蔡芳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丝

洲等尝充买办或华经理. 1940 年

业及总进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

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理业务 o 1920 年前后资深代签有

丰飞其后身为华商大沪百货股份

效人赞霍夫迈斯特 (A.

有限公司.

ter) 入伙，改组为合伙商号，更商

同昌洋行

Esso Co. of China I

Easo Co.

'

, Spalinger &.

"Griffi ths Stores飞 1920 年改组为

名为 "Spalinger

•

Spalinger , U.

•

Hoffmeis-

&. Co. ,

U." ，嗣

添香港分号。 1930 年代初再度改

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上海南京路美商贸易行.

"Spa1inger &. Co. , U. , S. A." 或

1917 年翁林纳(Saul Oliner) 主持

"Spa1inger &. Co. • Ltd. , U." 新

开办.经营发网花边进出口贸易.

西名.出口生丝、丝头及其它中国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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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物 p 进口机械工具、电器及杂

美国贸易商行。 1914 年贸勒

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杨又

侬、伍缝准等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CV. H. Mu11er}及传菲普斯比.
E. Phipps) 等发起开办，西名作

员。

"Muller

本部纽约市.旋即来华开业，上海

h

Bull &. Co. , Issac M.
don &. Co.

I

及香港先后设分号.华名初称"贸

, Bull , Pur-

勒"，嗣改"同益"，或两者混称.经

Bull , Nye &. Co.

同珍洋行

I

Purdon

营厂家代表业务. 1919 年前沪行

8.ι Co.

香港美商贸易行. 1850 年前
普布尔 (!ssac

经理英商霍保士(H.

M.

Hodg<臼〉

Bull) 与奈伊 (C.

成为常务董事. RP 启用" Muller ,

Nye) 合伙创办，西名 "Bull ，

Phipps &. Hodg邸， Ltd." 新西名.

Nye &. Co. n 0 广州、福州、上海先

1921 年于上海别设驻华子公司，

后设分号 .1856 年改组，更西名为

西名为

"BuIl &. Co. .Issac M. .. 01861 年前

(China) , Ltd. n ， 其后我美国在华

伯顿(J ames Purdon) 等入伙，启用

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有限公司.

"BuIl, Purdon &. Co. "新西名.华

天津、香港设分号，马尼拉、新加

名别称伯顿行.经营杂货及军火

坡、东京、大阪、檀香山、科伦坡、

贸易.嗣由伙东，上海公共租界工

开罗、卡拉奇、仰光、加尔各答、马

部局总董及西商总会会长臼敦

德拉斯、孟买诸埠设联号.华行进

(John G. Purdon) 出面接办，更西

口美、德、英所产五金工具、汽车

名为.. Purdon

零配件、布庭、食品、药品、化妆

D.

..

&. Phipps (Asia) , Ltd. n ,

M.

&. Co. " ，添汉口分

"Muller

&. Phipps

品、纸类及杂货，兼厂商代表业

号. 1890 年代渐无所闻.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
同益洋行，贸勒洋行

MuIler &

有资本 1 万美元，董事板每凯利

Phipps ( Asia ), Ltd.

I

M uIler ,

(W. J. Kel1y) ，往来银行为"花

Phipps &. Hodges , Ltd.

I

MuIler &

旗"及"大通飞叶文奎尝充是行买

Phipps (China) , Ltd. • Fed. Inc. ,
4

U. S. A.

一

办.

•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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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宁洋行

Provision

Shainin' 5 Russian

,

Store Shainin &. Co.

&. CO.

或华经理.

,

I., Shainin &. Co., Inc. , I.,
Shainin

"

( Provisions ),

先农公司

Tientsin Land Invest-

ment Co. , Ltd.

•

天津英商房地产投资公司.

Inc. , 1.
上海美商洋行. 1913 年前先

1901 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办胡

宁(1. Shainin) 个人开办，定西名

华 (H. C. H∞ver) 、怡和洋行津号

为 "Shainin's

Russian Provision

经理康森(Ed. Cousins) 、"天津都

Store" .先后在百老汇路、南京路

统衙门"总文案丁家立 (C. D.

及四川路营业.经营美式及俄式

Tenney) 及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

酒食杂货批发、零售业务。华名

等发起开办.为公众性有限公司，

"显能飞 1918 年前后更西名为

初#].资本仅纹银 4 ， 000 两.当年即

"Shainin &. Co. , 1. ".1920 年定名

发行 7 厘公司债券 50 万两， 1907

"先宁"，添进出口贸易.先后迁本

年又发行 6 厘公司债券 150 万两。

店于九江路及兆车路. 1927 年前

1910 年代初美孚行天津分号经理

于美国旧金山设迸出口总号，未

满乐道 (Robert Coltman , Jr)、平

几迂纽约市。上海、北京、广州、景

和洋行津号经理骨豪厄尔 (w.

德镇及旧金山、伦敦、巴黎设分号

M. Howe1D 、茂隆洋行津号经理

或办庄。经营中国美术品、工艺

侨阿根恃 (w. A. Argent) 、高林

品、地毯及肠衣等出口贸易.原上

洋行资深伙东骨科克尔 (E. L.

海酒食店继续营业. 1931 年前后

Cockell) 、名医师裴志理(Dr. A.

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

P.

•

、

P配k) 及华商某等为董事.华名

司，两行分别启用" Shainin &.别称英商先农有限公司。 1910 年

Co., Inc. I."及.. Shainin &. Co.

代中核定资本银 200 万两，实收

(Provisions) , Inc. , 1."新西名.资

77 万余两，发行公司债券 100 万

本 12 万美元. 1935 年尚见于记

两. 1923 年又发行 7 厘公司债券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气沈鸿卿、

银 200 万元.初设于法界巴黎路，
.♂

郭祖绳、周雨苍等尝充是行买办

嗣迁英界海大道营业.经营房地

•

产投资业，兼相关营造业务 o

1947

-般经纪业务.港行华名"佐什"，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董事长为原

1920 年代渐无所闻.护行称"乔哲

合禄佯行伙东司姿(H.

夫兄弟"，先后在仁记路，南京路

L. N.

及黄浦滩路营业. 1940 年代初尚

Snow).

h

先乔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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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于记载.吴德如尝充是行买办。
先灵洋行Scherings ，

Ltd.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2 年〈或
作 1920 年〉开办.初设于广东路，

Maier , Wilhelm ,
Maier &. Co. , Wilhelm

嗣先后迁江西路、香港路及圆明

上海德商贸易行 o 1931 年前

园路营业.母公司设于德国柏林，

原茵门子电机厂沪行总会计师伟

西名原称"Schering

Kahlbaum ,

茂 (Wilhelm Maier) 个人开办，即

G. 飞广州、香港、汉口、青

以姓字为行名，华名初称"集利"，

岛、济南、天津、北京诸埠设代理

旋定名"伟茂".先后在圆明园路

处.进口德国药品、化学品、照相

及江西路营业 o 1934 年改组为家

器材、光学制品、化妆品及肥皂

族合伙行号，启用 "Maier

等.代表柏林母公司，代理柏林、

Wilhelm" 新西名.天津、香港、广

不伦瑞克及夏洛滕堡几家厂商公

州、北京、哈尔滨、大连及马尼拉

司 .1943 年尚且子记载，经理怜勒

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钟表、

恩 (Kurt Laeuen) ，往来银行为"德

外科器械、医院材料、科学仪器、

华".

乐器、文具、留声机、实验室材料、

A. -

唱

伟茂洋行

&. Co. ,

橡胶制品、纽扣、玻璃、工具、罐头
乔哲夫兄弟洋行，住什洋行

食品及金银器等迸出口贸易.代

Joseph Brothers

理德国几家厂商公司. 1944 年尚

上海及香港德辅道中西商洋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飞

行. 1913 年前香港佐计〈Ed-M.

A

]oseph) 与上海股份公所会员乔哲

伟信洋行

夫(J.

man

M. J臼eph) 兄弟合伙开办.

经营综合贸易、佣金代理、股票及

?咱

Grossman &. Wei S!•

美国贸易商行，本部纽约市。

伏伦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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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22 年起即进口经销中国产

在香港、上海、天津、福州、青岛、

物 .1940 年代初于上海江西路设

烟台诸埠，先后分别以"士也坚你

分号，经营花边、绣货、葛制品、瓷

地〈公易)"、"葛公司(隆顺，琼

器、草帽缎及其它中国产物出口

记)"、"保安飞"仁记"、"德昌"、"泰

贸易.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

森"、"益兴"、"保丰"、"美记"、"泰

协进会会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孚"、"法商永兴"等行号为代理

记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气张公

行，经营水灾及一般保险业务。

翔、罗关泉、王克仁等尝充是行买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办或高级华职员.
伊马地洋行

伏律慢洋行

Froiman Co. •

Froiman. D. A.

年前伊马地(A.

Em δdi)个人开

天津西商皮货贸易行。 1900

办.初设于江西路，嗣先后迁四川

年(?)开办，先后在英界威德大院

路及法界霞飞路营业.进口经销

及达文波道营业.进口经销美国

奥地利、北欧及德国纸张、化学

及德国反革，出口皮革及兽皮.兼

品、五金、羊毛、废羊毛、蛇麻子、

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麦精等，代理德、奥、匈及澳大利

A.

亚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

且于记载，经理伏律慢(D.

Froima时，往来银行为"朝鲜"、"中

、

上海匈牙利贸易商行。 1935

I

D. A.

Emödi. A.

F

见于记载.

国"及"花旗"。
伊文思书馆 z 伊文思图书有限公
伦敦保险公司

Lnnrlon &.

Provincial Marine &- GLll cl ,,1 In-

Evans.

Ed ward I Evans &.

Sons. Ltd. • Edward
上海英商书店. 1891 年原传

surance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o lbnU 斗 if 力、，
西名原称 "London

司

&.

教士伊文思(Edward Evans) 个人

俨
I气
P
rrn
川、V， ifH
川
h

Marine Insurance Co. ".1890 lj: 怡

及文化用品，代理欧美几家出版

启用现名。 1867 年前即来华汗业内

商，称"伊文思书馆， • 1914 年改组

‘·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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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子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

阪、神户设分号。华行经营工程承

册章程注册，西名 "Evans

&. Sons ,

包及机器、仪表、电机等迸出口贸

Ltd. • Edward". 华名称"伊文思

易，代表欧美主要电机仪表机器

图书有限公司".核定资本墨洋 10

厂商公司. 1940 年资本为 60 万日

万元，伊文思任董事长.香港、天

元，东京本部称株式会社喜令商

津、北京、南京、广州、长沙、汉口、

会，董事亦多为日人.

太原、保定、枯岭先后设分号及代
理处.经营书籍、文具、实验室设

伊蓝洋行

备、办公用品及其它文化用品.代

&. Co. , Ltd. , C.

Itoh &. Co. , C.

f

Itoh

理欧美教育、医学、科学出版商及

日本工贸商行 .1825 年(或作

仪器、乐器厂商十数家至数十家.

1865 年〉创办，本店及工场均设于

1930 年代中停办.往来银行为"汇

大阪，是为伊藤系店 .1913 年前来

丰飞原华董孙祥型主持之"伊文

华开业，百名"Itoh

恩书局有限公司" (EvaLs

Book

1914 年本店改组为伊藤忠合名会

Co. • Ltd. )及常务董事伊约瑟 0.

社，资本 200 万只元. 1918 年复改

Evat时主持之"伊文思有限公

组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J.

司 "(Evans

&. Co., Ltd. , J. J.)

似即其后身.

为 "ltoh

&. Co. , C.".

&. Co. , Ltd. , Co. "

，称伊

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东京、神户、

横滨、马尼拉、加尔各答、伦敦、纽
伊陵洋行，喜令洋行

Co.

Healing &.

约、西雅图及上海、叹口、天津、青

岛、沈阳、大连、济南、石家庄、南

, Ltd. , L. J.
英国工程贸易行。 1895 年前

京、广州、香港诸埠先后设支店或

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准会员伊段

营业所.华行进口所产棉纱、棉

(喜令，L.

布、毛纱、呢绒、人造丝纱、人造丝

J.

H回ling) 发起开办于

1907

绸、绸缎及日本棉花、袜类、建材、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现

染料、化学品、机械工具、食品、杂

名.嗣设总号于伦敦及东京，资本

谷、海产及杂货，出口棉花、棉纱、

10 万英镑.大连山县通及横滨、大

棉布、绢丝、丝货、植物油、杂谷、

日本横滨，即以姓字为行名.

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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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及中国土产，销往朝鲜、

支店.经营烟叶、纸类、足头、棉

温罗、缅甸、菲律宾、印度、有属东

纱、羊毛、纸烟、雪茄、化学药品及

印度群岛、埃及、阿拉伯半岛、东

一般进出口贸易. 1929 年 5 月香

非、澳洲、欧洲、南美及日本.兼营

港支店经理目时次郎发起，就商

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中核定

行港、穗两支店改组为香港伊麟

资本为 1.000 万日元，收足。 1940

商行有限公司.其余本、支店渐无

年前后资本增至 2.000 万日元，实

所闻.

收 1.250 万日元。嗣与大阪株式会
社丸红商店合并，是为三兴公司

'伊戴华洋行

D1 ìngworth , L. F.

上海英商样行. 1922 年伊麟

〈三兴株式会社).往来银行先后

有"横滨正金"、"三井"、"三菱"、

华 (L.

E. Illìngworth) 个人开办.

"住友"、"台湾飞"朝鲜"、"花旗"、

初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黄浦滩

"汇丰"、"荷国安达"及"中国"、"中

路及九江路营业.代表布雷德福

南"等.

及贝尔法斯特几家厂商.进口经

销亚麻布、亚麻线、亚麻纱、呢绒、
伊藤商行 p 伊藤洋行，株式会社f尹
鹰商行

Ito. G.

I

Ito

&.

Co. •

西服、毛纱、棉布、棉纱及体育用
品、反件、橡胶、石棉制品等.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Ltd. • G.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3 年前

"汇丰"及"有利".

原东京中井洋行沪店职员伊藤民

个人开办，西名"Ito. G.". 初设于

华义银行

四川路，嗣迁黄浦滩路营业.汉

Ba nca Italo Cinese I Italian Bank

口、九江、香港、广州l 及朝鲜京城

for China I Ba nca Italiana per La

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 1920 年前

Cina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西名

&. Co.

Sino - Italian

Bank 事

上海九江路意商银行. 1919

• Ltd. • G. .. .先后迁

年原意大利驻沪总领事赛尔西

汉口路、博物院路、泪怪路及江西

CLione\lo Scelsi) 及华商许世英等

路营业。汉口、香港、广州、沈用设

发起创办于天津，翌年 5 月获准

为 "I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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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百名 "Sino-ltalian

华

Bank" •

(King Leopold) 发起创办，西名

实收资本华币 125 万元，意币 400

"Banque Sino - Belge" .资本 100

万里拉.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

万法郎。本部布鲁塞尔，上海、天

设分行。嗣经北洋政府批准享有

津、北京、汉口、香港及纽约、伦

钞票发行权. 1924 年华股全部退

敦、巴黎、开罗、亚历山大诸埠相

出，始为纯意商银行，更西名为 "1-

继设分行或办事处. 1913 年与英

talian Ba nk for China 气迁总行子

国国外银行合并，遂变更西名为

上海，在上海意大利总领事馆注

"Ba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100

S. A.

万美元，收足，资产负债总额为

(或记作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578 万余美元.隶属于米兰意大利

本 5.000 万法郎，实收 3.000 万法

信贷银行 (Credito Italiano) 。经营

郎.华行除经营存款、放款、汇兑

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承办各外国

等一般银行业务外，更专注于铁

银行业务，兼买卖汇票及电汇票

路的投资和经营.我国历次所借

据等.意大利及英、美、法、比、加、

比利时铁路贷款均由是行经理.

瑞士、南美有十余家银行为其承

宾后成为比利时通用银行(Sociét岳

兑行 .1943 年尚见于记载，董事长

G是n毒rale de Belgique) 之子公司.

赛尔西，资深总经理怜塔韦拉(U.

在奥、匈、罗、意、南、波、保、捷、埃

M. Tavella). 励树雄、葛书征、席

及有众多同盟银行.及至 1930 年

德茂、谢伯戈、郑彼舟、刘因生等

代中，预定资本已累增至 2 亿法

先后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郎，实收 15.842 万余法郎，资产负

'.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

债总额为 232.499 万余法郎。嗣设

Banque Sino - Belge ,

远东子公司，在华各分行均启用

Ba 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S.
A.
Ba 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Extrême - Orient). S.

"Ba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名. 1936 年华行资产约值 300 万

A.

美元，占其资产总值之 38%. 1940

华比银行

,

比利时银行。 1902 年钦利波

禽'

(Extrême 一Orient).

S.

A." 新西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胡寄梅、胡绪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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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及李致堂、魏采章、丁济谦、索

发药房制药厂职员铃维培和~ (M.

存荫等尝充是行买办及顾问.

E.

Vittaly) 发起开办.翌年按美国

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股份有
华丰洋行

Wolff. Max , Wolff.

限公司.核定资本墨洋 10 万元.经

营化学药品、药材、药剂及医院材

Carl
上海河南路德商贸易行。

料批发零售业务. 1930 年代设上

1896 年布雷斯劳 (Breslau) 商人铃

海分号，重心渐移至上海，其时实

老华沃夫 (Max Wolff) 个人开办，

收资本为墨洋 43.000 元，代理英、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贸易业及

加、日几家厂商公司 01940 年代初

佣金代理业务，铸华沃夫(Carl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Wolff)驻沪主其事.本世纪初迁本
店于天津德界一号路，更商名为

华中印书局

Kachu Inshokyoku

UWolff. Carl". 济南设分号.进口

上海大连湾路日商印务公

批发零售食品、服饰用品及杂货.

司. 1938 年开办，资本 300 万日

1917 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后停业.

元.南京及汉口设文店.印刷发行

1920 年代初恢复，迁英界中街营

汪伪维新政府"国家"教科书及官

业. 1930 年代初添设北京及北戴

方出版物，自篡出版物，日本陆、

坷分号。进口德、捷、英所产妇女

海、外务当局出版物，教育参考书

用品、毛线、文具、纸及足头、纽

等 F 兼营美术、股票、证券印刷及

扣、家用品、玩具、玻璃器皿、绘图

文具类制作经销业务 o 1945 年日

仪器、食品等.兼顾批发及零售业

本投降后由中国政府接收.今井

务.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经理

拍吉、铃木多三郎、菱田逸次、村

骨小华沃夫 CKurt

Wo\ ff) .往来银

上蕃等先后主其事.往来银行为

"住友"、"三井"、"三菱"、"第一"、

行为"麦加利".

"三和"、"上海"、"横滨正金"及"华
华友大药房

Asωciated Drug

兴".

Co. , Fed. Inc. , U. S. A.

汉口美商药房. 1922 年原科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中矿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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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株式会社

为"三井"、"台湾"、"朝鲜"、"华兴"

China

及"横滨正金".

Ge neral Central
Mining Co.

上海北四川路日商矿业公

司 .1938 年开办，为华中振兴株式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

会社子公司。资本 2 ， 000 万日元.

na Development Co. , Ltd.

Central Chi-

南京、汉口、杭州、宁波及东京、八

上海乍浦路阿而盘巷日本投

幡诸地设分支机构.经营安徽马

资公司. 1938 年创办，资本 1 亿

鞍山、桃忡等铁矿及其它相关事

元，日文原称"中支那振兴株式会

业，出口铁砂至日本 .1945 年日本

社飞东京设支店，南京、金华诸埠

投降后由中国当局接管.矶谷光

设代理处.投资范围包括交通运

亭、细木盛枝及室木隆三郎等尝

输、通信、水电、煤气、矿业、水产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及其它事业.所投资的企业计有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水

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Kachu

电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内河轮船

股份有限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

Sanshi Kaisha , Ltd.
上海日商丝业公司. 1938 年

份有限公司、华中蚕丝股份有限

开办，资本 1.000 万日元，为华中

公司、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华

振兴株式会社子公司.无锡、南

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京、苏州、杭州、嘉兴、诸暨、宁波、

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大上海

潮州、镇江、长安、礁石、常州、常

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华中铁道股

熟、吴江、江阴、丹阳、商通、汉口

份有限公司、华中盐业股份有限

及东京设支店或营业所.闸北、杨

公司、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华

树浦、护西设厂.经营养蚕、机械

中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华中运输

制丝及相关投资事业。所产生丝

股份有限公司等十数家.往来银

及屑茧多出口欧美及日本.

1945

行为"横滨正金"及"上海".儿王

年日本投降后由中国政府接收.

谦次及高岛菊次郎等先后任公司

铃木格三郎、田中直义、小林卫、

总裁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机梅

王绍钳等为常务董事.往来银行

取消，所属企业由中国政府接收.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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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铁路有限公司

Chine自

Central Railways Co. • Ltd.

会会员骨巴特 (R. Bate) 及总经理

铃费希尔(T.

G. Fisher) 等主持

北京东交民巷英商铁路贷款

创办。初设于英界中街，嗣迁法界

公司 .1904 年中英银公司开办，本

大法国路营业。出版英文插图晚

部伦敦，专理浦倍铁路事。 1930 年

报《华北日报) CNorth China Daily

前后迁上海黄浦滩路办公。 1940

Mail)及周刊《华北星期报以 North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中英银公司

China Sunday Times) .兼营出版、

驻华代表梅尔思 (Sydney F. May-

印刷、文具、装订及广告承包业

ers) 、蒲素臼(B. T. B. B∞thby) 、

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费希

戴维生 (Alec

尔主其事.

L10yd

Davidson) 及

备毛里逊(Ian Morrison) 先后主其

事.

华北东亚烟草公司

Kahoku Toa

Tobacco Co. • Ltd.
华东药房

American Dispensary.

北京王府井大街日商卷烟工
业公司 01937 年开办，共计有资本

Federal Inc. • U. S. A.
上海南京路美商药房. 1934

6.700万日元.北京、天津、济南、

年前科发大药房开办，实为"科

青岛、开封、徐州设卷烟厂，张家

发"之零售店.核定资本墨银 50 万

口及东京设营业所.经营卷烟制

元，实收 30 万元，均为科发大药房

造业，兼及烟草种植，相关材料及

所有.经营药材、化学药品、照相

机械制造，以及仓储、运输、印刷

材料及香水等化妆品. 1940 年代

业.社长江川恒雄，专务光山盛

初尚且于记载，董事长为名律师

贞，常务菊池寿夫 .1945 年日本投

樊克令 (C. S. Franklin)

降后停办.

华北日报馆

0

North China Daily

华北明星报馆

North China Star

Co. • Inc.

Mail
天津英商报馆 o 1915 年原益

天津法界美商报馆. 1918 年

同西报馆主笔，英国皇家地理学

北洋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克斯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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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James Fox) 发起创办，在

Vassos Co.

, Vassc陆&. Co.

美国内华达州注册.初设于狄总

上海法界霞飞路希腊商店.

领事路，嗣迁巳斯德路营业.北京

1928 年前后铃卡拉格里戈里斯

设分馆，华盛顿设记者站.出版发

(B. S. Karagrigoris) 与铃泽利扬

行英文日刊《华北明星报) (North

尼斯 (P. Ch. Deliyannis) 合伙开

China Star)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6

办.经营食品及葡萄洒、咖啡批发

万美元，销售 3 ， 000 份。 1940 年代

零售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初尚见于记载，社长兼总主笔法

记载.

克斯.
华亨洋行

华伦公司

E.

天津俄商贸易行. 1920 年著

Warren &. Co. , C.

, Warren &. Co. , Ltd. • C.

Asia Export Co.

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1srael

E.

E p-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建筑材料

stein) 之父，波兰犹太人老爱泼斯

行 .1908 年前原港府工务暑监工，

坦 (L. Epstein) 开办.初设于英界

开业建筑师华伦 (C. E. Warren)

海大道，嗣先后迁广东道及威德

与铃奥尔森(John Olson) 合伙开

大院营业.进口经销英、美、苏联

办.经营花岗石、大理石及其它建

牙科材料、罗宋毯、文舆装订材料

材贸易.承包卫生热力工程，兼营

等，出口反货、兽皮、地毯.代理几

相关佣金代理业务.大坑设厂，生

家欧美保险公司。 1940 年代初出

产花砖，雕琢纪念碑石 .1918 年前

倒，由原代签有效人赞希什金(1.

·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嗣先后

H.

Shishkin) 受盘接办，华洋行名

迁湾仔道、云咸街及皇后大道中

依旧.添报关及货运经纪业务.

营业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英国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记为苏

皇家环境卫生学会会员及卫生工

联商号.其时资本为国币 1. 1 亿

程师学会准会员铸小华伦(Leslie

元，进口货物则以自行车、冰箱、

B. Warren) 主其事.

亚麻布及橡胶轮船等为大宗，同
时代理几家英美厂商公司.往来

华苏公司

叫

Vassos Store Co.

-……嗣·

,

银行为"中国"、"汇丰"及"合通"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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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Brothers First National Pictures.
Inc.

华纳公司

Willam R.

Wamer

&. Co.

, Warner -

• Inc. •

Hudnut

&.

,

美国电影制片公司. 1923 年
旅美波兰侨民华纳兄弟 (Harry

B.

Co.. Federal Inc.. U. S. A.
Hudn川&. Co. • Fed. Inc. • U. S.

Warner 及 Jack

L. Warner) 合伙

A. • Warner

1933 年〉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及

创办，本部纽约市。 1932 年(或作

美国药业公司. 1856 年始创。

香港设发行所，进口发行所产影

1920 年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西

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退，战后

名作 U Warner

&.

Co.. Inc..

恢复。上海博物院路设驻华发行

William R. " .本部纽约 .1930 年来

总号，重庆、天津、广州、香港及台

华开业，于上海四川路设分号，骨

北设分号.注册资本为 3 万美元，

克利里 (Frank C. Cleary) 首任经

总经理善卡普兰 (A.

理。进口本厂及其它名厂所产药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品，代理美、德几家厂商公司.

行为"花旗"及"上海商业储蓄气

L. Ca plan).

1930 年代中上海分号与沪上之赫

德纳公司企ichard HudìlUt) 联营，

华纶洋行

Wallem

&. Co.

改组为两公司的总发行所，启用

挪威商行 .1820 年创办，本部

"Wamer - Hudnut Co.. Federal

卑尔根. 1903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

Inc. • U. S. A." 新西名，华名依

汉口路设分号.经营航运、航运代

旧。代理"华纳"、"赫德纳"本部及

理、总经纪及煤炭承包商业务，兼

其它几家厂商公司.太平洋战争

营进出口贸易 o 1927 年添香港分

爆发后华行停办，战后恢复. 1940

号.华名别称"华林"。代理挪威、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沪庄经理骨

英国、荷兰、菲律宾几家轮船及其

克拉克(J. S. Clark). 往来银行为

它公司厂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花旗".

于记载，合伙人兼经理祷弗罗兰

(Sv. Froland). 往来银行为"汇
华约第-国家影片公司

Warner

丰"。何惜玉及丁荣胜、高文义、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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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英等尝充是行沪庄买办或高级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北京王府井

华职员。

大街设分号.承做男女服装，经营
服饰用品 .1917 年前后改缆，启用

Li ttle Brothers.

"Sligh &. Co. • J ames" 新西名，迁

Hawkings. Reed &. Co. •

中街营业.北京分号更华名为麓

华茂公司

Ltd.

I

记洋行. 1920 年代中北京分号停

Ltd.
上海广东路英商洋行.

1919

业，本店继续营业至 1940 年代初.

年前后原卡内门公司职员郝经士

(w. J.

Hawkings) 等发起开办。

华英东方贸易公司

"，华名

Anglo-Chinese Eastern Trading Co. , Ltd.

别称华茂洋行。一度迁法界法兰

英国工贸公司 o 1909 年骨卡

西外滩营业.汉口英界洞庭街设

巳尔金 (R. M. Kabalkinn) 家族发

分号. 1923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

起开办，本部伦敦.大连、哈尔滨、

"Hawkings. Reed &. Co. • Ltd....

上海及海参藏、神户、西雅图先后

湖北、湖南、商南、陕西、江西及伦

设分号.经营泊坊及植物泊精炼

敦设代理处.经营总进出口贸易.

厂，出口大亘、豆泊、生菜油、色拉

代理英、美几家保险及其它公司

泊、豆饼粉、小麦及其它谷物.

厂商，产品包括鞋泊、威士忌、咖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公司华

啡过滤器、油墨、皮件、能青、麻

名，大连分号特称"英支东洋贸易

袋、纸及延头等.其在北京业务尝

株式会社".

西名 "Li t t1 e

Brothers. Ltd.

由蓝慕山祥行 (Ramsay ， Al四.

)

华英会通报馆

代理.

Mesny' s Chinese

Miscellany Officel Mesny's Anglo
华茂洋行

Sligh.

Jam恼 I

Sligh

&. Co. • James

- Chinese Miscellany
上海英商杂志社 o 1895 年英

天津英界领事道西商服装

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左宗棠部

店 o 1914 年前原增茂洋行裁缝部

名誉提督衔及巴图鲁称号获封者

经理铸斯莱(James Sligh) 个人开

麦士尼 (Wi1liam Mesny) 创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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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百老汇路，嗣迁南京路营业.

上海，先后在博物院路、江西路及

出版发行《华英会通 HMesay' s

广东路营业.进口经销美国烟叶、

Chinese Miscellany) ，代理美国华

烟茎及烟末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盛顿一家相关公司 o 1913 年前《华

记载，其时有资本 100 万美元，沪

英会通》更西名为 "Meany' s Anglo

行经理费蒙乔治(George V ‘

一 CHnese Miscellany 飞 1916 年前

Monk) ，华经理潘梓彝。往来银行

迁汉口法界巴黎街出版。 1919 年

为"大通"、"上海商业储蓄"及"花

麦士尼去世后停办。

旗".

华英商业银公司

Anglo-Chi-

Greav，臼&.

Co.

J

Ged-

d臼&.

Ltd.

Geddes Trading &. Dairy Farm

Co.

J

Geddes &. Co. , Ltd.

,

nese Finance &. Trade Corp. ,
英国抵押放款及贸易公司 o
,

华昌洋行

Co., Ltd.

1926 年前中英合办中华矿业有限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92 年原

A. Bar-

旗昌洋行汉口分号职员铃格里夫

公司英方董事骨巴森(T.

R.

son) 等发起开办，嗣在英格兰注

斯 (A.

册，北京、上海及焦作设代表处.

西名 "Gr，回Vω&. Co.".汉口设分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其驻华代表

号，芜湖设代理处.经营进出口贸

J.

易、轮船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为

为福公司总经理铃贝尔 (A.

BeI1)

Greaves) 等合伙开办，

上海华昌造冰厂经理. 1906 年前

0

改组，由驻汉资深伙东·格迪斯
华明烟叶公司

Inc.

Monk &.Co.,

(Charl四 E. Gedd臼〉接办，更西名

, A. C.

为"Geddes

美国烟公司 o 1926 年(或作

上海改分店，九江设代理处. 1913

,

1927 年〉椅蒙克 (A.

C. Monk) 发

&. Co. " ，汉口为本店，

年前沪行别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起开办，按美国法律注册为私有

启用"Geddes

有限公司，本部北卡罗来纳州法

专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姆维尔.旋即来华开业，设分号于

务 o 1917 年前后汉口本店停办.

&. Co. ,

Ltd."西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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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自董事祷萨姆森〈巳 Sam

维赞斯基 (A. M. Wizanski)，往来

四川等发起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

银行为"花旗"及"大通"。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
名为 U Geddes

Trading &. Dairy

Farm Co. , Ltd.

"，华名依旧.核定

上海日商总进出口贸易行。

资本规银 50 7Î 两.天津马厂道设

1913 年前开办，母号为名古屋柿

分号，汉口及香港设代理处。进口

部商会.初设于狄思威路，嗣迁百

批发澳、美、英、加、新诸国食品及

老汇路营业.进口经销电料、纺织

奶制品 s 出口茶叶、野味及冻制

机械用品、铁路矿山用品、工业用

品，兼营煤梭，冷库及制冰业.代

陶器、机械工具、电机、通讯器材、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建材、皮带、皮革、木管、化学品，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

出口电机、电料、玻璃制品等，承 1

费亨符 (Geo. Hunter). 往来银行

包相关电气及工厂材料供应业

为"汇丰"及"麦加利".郑藻记尝

务. 1930 年代北京、天津、沈阳相

充是行买办.

继开业，天津南门设工厂 .1944 年

华南洋行

Kanan

&. Co.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正金"、
华波公司

Polish 一 Chinese

"住友"及"台湾飞柿部英敏、柿部

伴柿尝主其事.

Trading Corporation , Ltd.
上海波商贸易行. 1922 年俄

商海满洋行创办入海满 (S.

S.

华革和Da蛙行

Walk •Ov er

Heimann) 等发起开办，为私有有

Shoe Store , Alexander Sh伺Co. •

限公司。初设于广东路，嗣先后迁

Hammond Sh伺 Store

江西路及九江路营业.天津英界
广东道设分号.进口经销波兰及

上海南京路西商就鞋店.
1915 年前亚伦 (E.

C.

Allan) 主持

英国呢绒、延头、罗宋毯等，代理开办，西名 "Walk 一Over Shoe
波兰罗草一家绣织品出口公司.

Store 飞进口经销男女鞋袜，代理

1930 年代中有资本银 97 ， 902 元.

几家欧美鞋厂 .1924 年出倒，由经

1937 年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铃

理亚力山大 (E.

D. Alexander) 受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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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接办，遂更百名为" Al exander

国政府出资库平银 350 万两，公积

Co.".迁江西路营业.

1920

金 175 万两.经营汇兑押汇、抵押

年代末重返南京路. 1935 年由美

放款、贴现放款、活定存款等普通

商骨哈蒙德 (H.

B. Hammond) 接
办，启用 "Hammond Shoe Store"新

银行业务，在华发行纸币，参加对

西名。零售鞋袜及鞋油等.嗣渐无

筑路、开矿等多项权利.十月革命

所闻.应兴华尝充是行买办.

后改巴黎分行为总行，在法国注

Shoe

华贷款，并获得代收关税、盐税及

册. 1926 年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

Russo-China
Ba nk Russo- Asiatic Bank

失败清理，在华各分行相继倒闭.

,

胡寄梅、宋仲莲、虞洽卿、席绪华、

俄国银行。 1895 年圣彼得堡

席锡蕃、李朝娃、惠雨亭、袁之璋

万国商务银行联合几家法国银行

及罗道生、王铭槐、孙仲英、刘义

创办，资本 600 万卢布，总行彼得

方等先后充是行买办.

华俄道胜银行

堡.旨在扩展在华经济势力，以与
清政府投资库平银 500 万两，借中

Bilger &. GaI1us配rl
Gallusser &. Co. • A.

俄合办之名，行经济掠夺之实.上

天津西商迸出口贸易行.

英国既得优势抗衡.翌年IlP 诱使

华顺洋行

海、天津、北京、汉口、营口、旅顺、

1905 年德商赞比尔格 (A.

哈尔滨、吉林、烟台诸埠先后设分

与瑞士商架路沙 (A.、 GaI1u蹄。合

行或代理处，西名 "Russo -

伙开办，定西名为 "Bilger

China

Bilger)

&. Gal-

Bank".1910 年，与俄国另一法资银

lusser飞初设于法界水师营路，嗣

行合并，更西名为 "Russo-Asiatic

迁德界营业. 1912 年前后比氏退

Ba nk" .华名依旧.大连、长春、香

伙，由架路沙与代签有效人布老

港、青岛、海拉尔、满洲里、迫化、

庶威刺 (A. Brtischweiler) 合伙接

伊犁、喀什噶尔及福州、厦门、广

办，更西名为 "Gallusser

州、镇江、汕头等地陆续开业.

A. ".在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注

1917 年前实收资本已达 5 .500 万

册.营口、长春、张家口、哈尔滨设

卢布，公积金为 2.696 万卢布 F 中

分号或代理处.出口毛皮、兽皮、

&.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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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察、马毛、籽仁、五谷、油类、蛋

办，华名"华美木行".经营木材进

品、牲口、牛羊肉、油脂、棉、麻及

口及一般出口贸易. 1910 年代中

其它华北土产，进口运头。经营有

渐无所阔 .1938 年重建，以阮渭泾

毛发、皮革、蛋品加工制作所及籽

任经理.设专用木材堆找及电动

仁清洁所多处，开办有屠宰场及

锯木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

肉食罐头加工厂，自有轮船多艘

战后恢复。 1947 年注册资本为法

经营航运及航运代理业务，兼及

币 1 亿元，代理旧金山大来公司。

木材贸易.代理法、英、瑞士几家

往来银行为"中商"、"交通"、"浙

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总代理海

江兴业"、"金城"及"上海商业储

林一家森林公司. 1920 年代初尚

蓄飞

见于记载.陈宜苏尝充是行买办.
华顺洋行

Wadman &. Co.
Wadman &. Co. , E.

,

宁波西商贸易行. 1872 年前

华美公司

American Sales Corpo-

ration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18 年前
原贸泰洋行主人贸氏 (G.

S.

骨华德曼 (E. Wadman) 主持开

Morse) 等发起开办.初设于四川

办.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

路雹嗣先后迁九江路、北京路、广

理英商"永平"等几家保险、航运

东路及静安寺路营业，宁波设分

及其它公司厂商. 1891 年后渐无

号.经营五金杂货迸出口贸易，承

所阔.

包中国政府采办业务，充美华地
毯厂陈列所，代理美国厂商公司

华美木行，大来木持股份有限公

数家至十数家. 1920 年代末尚见

司

China

于记载，总经理骨里德 (Vaughan

Co.,

Ltd. 事

Americ且 n
China

Lumber
American

Read). 徐逸苏尝充公司买办.

Lumber Co.. Fed. Inc.. U. S.

A.

华美公司

天撑法界美商木材贸易行.

本世纪初美国旧金山大来公司开

Cathay American Co.

上梅美商贸易行. 1933 年份
帕克斯 (Henry

Frallcis

Parks) 主

华

292

持开办.初设子圆明园路，嗣先后

尚见于记载.

迁闵行路及江西路营业.进口经

销美国照相设备，照相材料、照相

华泰洋行

机、纸及乐谱等，经营无线电广告

&. Co. , Walter

Dunn , Walteq Du nn

及综合保险代理业务.代理美国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59 年(或

几家厂商公司. 1942 年尚见于记

作 1867 年及 1870 年)华泰 (Wal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气

ter Dun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行名.经营葡萄酒贸易、百货、书

华美洋行

Co., Ltd.
Co.

I

Oppenheimer Casing
Oppenheimer Casing

刊及联合王国快递业务.代理欧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13

年前由洋行经理华商王某及原天

美国肠衣公司. 1914 年开办，

祥洋行职员肯自而 (W.

S. Camp-

&.

本部芝加哥。纽约、伦敦、多伦多、

belI)承顶接办，更西名为"Dunn

惠林顿、布宜诺斯艾利斯及汉堡

Co. , Walter 气成为华洋合办商

设分号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

号。添营船具及营造业，经营烟

于天津及上海设分号，经营猪、羊

酒、科学书籍、仪器仪表、海图、文

肠衣出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

具、运动器械及照相材料等.

于记载，驻远东总经理姊贝林

年代后期华商陈宝书出主行务，

(Alexander G. Bayli时，往来银行

华洋行名依旧. 1930 年代中资本

为"花旗"及"大通".

为墨洋 7.5 万元，年营业额约 30

1920

万元.嗣设广州分号，添迸出口业
华泰洋行Berger ，

Walter G.

美国贸易商行. 1930 年铸自
华泰 (Walter

G.

Berger)个人开

办，本部纽约市.加拿大蒙特利尔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

王菊生.往来银行先后为"汇丰"、
"麦加利"及"和泰商业"。
•

及上海设分号，沪行初设于九江

华泰洋行

路，嗣迁仁记路营业.经营绣货及

Thc陪. I

手工花边出口贸易 • 1940 年代初

Ltd. , Walter

Hamilton
Hardy ,

W.

I

&. Co. ,
Hardy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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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津法界石教士路英商贸易

具、乌木家具、袖木家具、藤器、发

1906 年开办，初定西名为

网、石刻品、珠宝、漆器、锡器、黄

&. Co.

, Thos.". 1912

铜器、姿器、滑石器、灯笼及腾香

年前由原任代签有效人特何华泰

等，销往英、美、法、澳及南非 F 进

CWalter Hardy) 个人接办，即改以

口机械材料。沪行经理铃穆比乌

姓字为行名 e 嗣迁狄总领事路营

斯 (W. O. Moebit:时，往来银行为

业。经营皮毛、山货及一般出口贸

"汇丰"、"荷国安 i左"及"东方汇

易。 1920 年前后迁英界海大道，改

理". 1937 年前后改组，迁总公司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香港公

于苏黎世，在瑞士注册为瑞士公

司注册章程注册，遂更其西名为

司，启用"Oversea

"Hardy , Ltd. , Walter" ，华名依

Ltd. "新西名。上海、香港、广州及

旧。 1927 年前后与英界永利洋行

纽约诸埠设分号。上海原西名公

"Hamilton

&. Co.

Trading Co.

R. M.) 合并，是为

司则更华名为"华瑞出口有限公

"华泰永利有限公司" CHardy ,

司"。华行进口机械工具、柴油引

CGa t1 iff
Gatliff

&. Co.

,

Ltd.λ

擎、电话机、农业机器、发电机器，
出口绸缎、布廷、手工绣货及杂

华海洋行

Co.

Oriental Purchasing

, Over田a Trading Co. , Ltd.
荷兰贸易公司。 1927 年〈或作

货。兼营相关工程承包业务.代理
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1928 年)开办，西名"Oriental Pur-

本为 100 万瑞士法郎，沪行经理祷

chasing Co. " ，为私有有限公司.核

吉斯 CH. E. Giesch) ，往来银行为

定资本 10 万荷盾，实收 2.5 万荷

"汇丰"。李国华、庄芹孙、何伟绪、

盾。本部海牙(或作巴黎).神户、

周桂山、莫若睦及郑国棵等尝充

横滨、名古屋、巴黎、纽约及上海、

是行高级华职员.

天津设分号.华行出口地毯、皮
货、料器、手帕、帽子、花边制品、

华铝铜精厂

葛制品、丝货、丝衬衫、绣货及纽

Ro11ing M i11 s , Ltd.

扣、棺木箱盒、景泰蓝器、红木家

Chinese Aluminium

瑞士铝业公司。 1932 年(或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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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1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骨铝业

(E. E. F errari) 0 洗染厂初设于长

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Aluminium

误路、嗣迁法界福照路.南京路及

Union , Ltd. )、瑞士沙夫豪森铸铝

静安寺路设营业所.青岛、天津、

材轧制有限公司 (Aluminium

北京及其它各埠设分号.承接干

Walzwerke , A. G.) 及伦敦赞英

洗、精染、地毯除尘诸业务 o 1920

国铝业公司 (British

Aluminium

年代初由花立内夫人 (Mme Fer-

)合股创办，在瑞士注册，本部

rari) 接办 o 1930 年代初更西名为

巴塞尔.上海眉州路设制造厂及

"Ferrari &. Co. ,. ，华名依旧 o 1938

分号.核定资本 50 万瑞士法郎，收

年尚见于记载.

Co.

足.进口铝镀及砂纸，生产铝宿、
铝平片、铝画片、铝卷片 o 1947 年

华章造纸有限公司

在华注册，增资本为 150 万瑞士法

Pulp &. Paper Co.

郎，本部洛桑一一加雷 01940 年代

hai Paper M il1, Ltd.

Shanghai

,

, Ltd. Shang-

末尚见于记载，骨比尔芬格尔博

上海浦东美商造纸公司-

士(Dr. F. W. Bilfinger) 、普屈佩

1901 年创办，资本银 45 万两，西

尔 (W.

名 "Shanghai

Kuepper) 及莫德明〈且，

Pulp &. Paper Co.

,

A. Edelmann) 先后主持沪行事.

Ltd.". 雇日本技师，生产纸浆、粗

往来银衍为"华义"、"汇丰"、"浙

制祥纸及包装纸等，月约产 65 万

江实业'及"广东"等.郁振德尝充

斤.茂生祥行金权经理，茂生萍行

公司事务主任.

职员警罗奇 (C.

E.

Roach) 韧任公

司文案，嗣任常务董事兼丈案，在

Intemational

法界洋泾泯营业 o 1913 年前慎昌

Dry Cleaning &. Dyeing I Ferrari &.

洋行伙东马易尔 (V. Meyer) 出任

Co.

董事长，营业处迁至圆明园路.未

华章机器染坊公司

上海意商洗染公司 o 1913 年

几华俄道胜银行沪行经理，法租

前就花立内洗刷公司改组开办，

界公董局董事续齐尔斯基伯爵

即定西名为 "Intemati∞al Dry

(Count L. JezierskD 接任董事长

Cleaning &. I加ing" ，业主花立内

职务，启用 "Shanghai Pa阳 Mill ，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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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新西名，马易尔等为董事。

险公司。 1930 年代中由资深代签

1915 年后渐无所闻.

有效人赞布赖奥尔特 (S. L. Briault) 受盘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华隆进出口行

Cathay Import &.

1941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经理兼

咱

代签有效人为铸巳顿 (V.

Export Co.
上海博物院路德商贸易行.

G. F.

Bartonλ

1932 年铃佩斯克 (M. Perske) 个

人开办，资本墨洋 3. 5 万元.经营

华嘉洋行

化学药品进口及一般进出口贸

Co.

I

Siber. Hegner &.

Siber. Hegner &. Co. • Ltd.

易，代理德、荷、比几家药物及化

瑞士贸易商行。 1866 年开办，

工厂商.年营业额约 15 万元 .1943

本部苏黎世 .1909 年来华开业，在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交

上海以南京路华嘉洋行 (Volka口，

通"及"德华".

Adolf) 为代理行，经营进出口贸
易。嗣子上海及横滨、神户、东京、

华隆洋行
-、

,

地

Tipper

Tipper &. Fenton I

大阪诸埠设分号，袭用代理行"华

嘉"之名为华名. 1931 年〈或作

8ι Co.

天津英界中街英商保险行.

1932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按

1905 年铃蒂佩尔 (A. E. Tipper)

瑞士法律注册，核定资本 150 万瑞

与天津印字馆经理骨芬顿(J. W.

士法郎，收足.相继添纽约、伦敦、

Fenton) 发起开办，西名 "Tip阳&

里昂子公司及天津、北京、香港诸

Fenton 飞北京及张家口、济南、青

分号.华行进口瑞士、英、德、法、

岛、太原、烟台、焦作诸埠设分号

美、挪、瑞典所产纺织机械、仪表、

或代理处.经营人寿、水火及其它

仪器、万能材料试验机、电料、电

保险代理业务，为上海永年人寿

器、生橡胶、精泊、制药材料、化学

保险公司华北地区经理. 1918 年

品、油漆、建材、滚珠轴承、钟表、

前后芬顿退伙，由蒂佩尔独力经

JE 头、纸、五金、计算机及杂货，出

营，更西名为 "Tipper

&. Co. " .代

口草帽坯 J 绸缎、桐油、植物泊、主

理"永明"、"南英"、"平澜"几家保

麻、梅脑、薄荷泊、地席、花生、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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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品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洲.代

本部安特卫普.香港、上海、广州、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天津、大连及神户、东京、大阪先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驻华经

后设分号。华行进口比、法、德、波

理协埃格勒<Ed. Egle) 。往来银行

及卢森堡所产钢铁管材、黑白铁

为"汇丰"、"麦加利"、"花旗"、"华

皮、玻璃、铁丝、钢条及水品、胶、

比"、"华义"、"荷国安达"、"上海商

面粉、螺栓螺母、胡钉等，兼航运

业储蓄"及"中国飞戴康蕃、郁藻

及佣金代理业务。 1941 年前后迁

青、张利川及李祖蕉等尝充是行

总号子美国纽约。 1940 年代末尚

买办或华经理。

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国币 1 亿
元。进口五金、化学品、药品、皮

华德贸易公司

Bruesch. Grantz

件、树脂等，出口丝、茶、矿砂、矿
产、电器及五金工具.往来银行为

&. Yuan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德商贸易

"华比"、"汇丰"、"中法工商"及"和

行。 1931 年原任宝丰洋行 (China

嘴"，普罗曼 (G. Romain) 长期任

Trading co叩aration) 代签有效人

公司沪庄经理.

骨布吕施 (w. Bru巴比h) 及职员铃

r

格兰茨 (H. C. Grantz) 与华商寰

华愁工业创造厂

某合伙开办.义租界河沿设肠衣

Pre部works.

Cathay Metal

Ltd.

加工 J ..加工出口猪羊肠衣、兽皮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金属品印

及其它华北产物，销往欧美。 1944

制公司. 1933 年葛来洋行主入葛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

来(John Gray) 及原英商伊文思图

通"及"德华".

书有限公司董事传哈维(Alexan-

'

.民

der Harvey) 等发起开办，为私有
华德隆洋行

Maison F.

Mathieu. S. A.

有限公司，制造厂设于福宁路，进
口五金、软木、化学品、机械设备、

比利时贸易公司. 1923 年怜

工具、墨水、大漆、树脂等 F 加工制

马蒂厄 (F. Mathieu) 等发起开办，

作并出口软木塞、食品盒、泊漆

在比利时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罐、印模罐及其它金属器皿 F 承办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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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平版印刷业务。由泰慎洋行全

1936 年实收 150 万两，按香港公

权经理。 1940 年代中迁总号于香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股份有限

港皇后大道中，资本为 15 万港元。

责任公司.所营饭店及公寓有南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京路华想主饭店 (Cathay HoteD 、江

行为"麦加利".

西路都城饭店 (Metropole
及汉弥登大楼 (The

华怒地产段份有限公司

Cathay

Hotel)

Hamilton

House) 、法租界迈而西爱路蒲石

路口华燃公寓(Cathay Maisions ,

Land Co. Ltd.
上海南京路沙逊大厦英商地

Ltd. )等。一度由安利洋行全权经

产公司 o 1926 年新沙逊洋行发起

理 0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开办，核定资本规银 500 万两，迄

来银行为"汇丰飞

1931 年实收 480 万余两.按香港

、.

•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

华愁洗衣公司

公司。经营房地产及自建公寓经

Ltd.

Cathay Laundry ,

租业务.在四川路、亚尔培路、辣

上海法界迈而西爱路英商洗

斐德路、康脑脱路、愚园路、平凉

染店 o 1933 年前华悠公寓有限公

路各处拥有房产、地产、公寓、花

司开办，核定资本规银 5 千元，收

园十数处，合地 200 余窗.其中有

足.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工

2 层楼房 597 幢、 4 层楼房 35 幢、

场设于平凉路，另设印染修整部.

16 层楼房 6 幢。一度由安利洋行

经营衣物、地毯子洗及布足印染

全权经理.往来银行为"沙逊飞

修整、地毯补旧翻新等业务.先后

1946 年迁香港 •

由华撞地产公司及华撞饭店有限

‘

公司全权经理 .1940 年代后期尚
华~饭店有限公司

Cathay

见于记载.

Hote1 s , Ltd.
上梅南京路沙逊大厦英商旅

-

店公司 o 1928 年新沙逊洋行发起
开办，核定资本规银 500 万两，迄

华悲首饰店

Ca thay Jewellery

上海江西路西商珠宝首饰
店 o 1938 年前椅米罗诺夫 (z.

o.
,

一

延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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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onoff)个人开办。经营珠宝首

上海法商食品号.十九世纪

饰、宝石、准宝石、手表、刻花玻璃

后期全埃 (Gui倒〉兄弟合伙开办，

及银器等 o 1946 年前出倒，由原总

西名 "Guieu Frèr四".香港皇后大

经理普利普科夫斯基 (M. ].

道中设联号.经营小百货、酒食进

Lip-

kovsky) 受盘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口贸易及面包房，包办法国海军

'

伙食供应，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E 丰益寿保障储蓄会社

•

"Lion"

1891 年前由维罗 (G. Girault) 受

Mutual Provident Life Assurance

盘接办，政以姓字为行名.嗣营业

Society

重心渐移至香港 o 1908 年前由原

天津法商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大昌洋行职员仲夏扎隆 (A.

1913 年前华顺洋行伙东架路沙

Chazalon) 主持接办，遂更西名为

(A. Gallusser)与华俄道胜银行沪

"Chazalon &. Co. , A. " 0 经营酒类

行经理铃卡雷尔 (G. Caηère) 等

及杂货，兼营迸出口贸易、运输、

发起开办，在法国驻天津总领事

佣金代理业及面包房 o 1914 年前

馆注册，核定资本银 20 万元，分

出倒，由意商骨索菲耶蒂 (P. Sof-

100 股，每股 2 ， 000 元.初设于德

fietti))接办，启用 "French Store"

界，嗣先后迁法界圣鲁易路及古

新西名.承办海军供应，经营法式

拔路营业.上海、汉口、北京、青

面包、糖果糕点、酒食杂品及日用

岛、营口、广州、福州、烟台、沈阳、

百货，兼营煤炭贸易及佣金代理

保定、吉林、长春、糖沽及南京诸

业务.其后虽屡易其主，华洋行名

埠设分号或代理处 o 1918 年前后

依旧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迁总号子北京东交民巷.收支处

为中法实业银行，董事长椅裴洛

会德丰驳船行

德 (A.

Boat Co.

]. Pernotte)

0

Co.,
全埃洋行

Girault , G.

I

French Store

Guieu Frèr臼'
Chazalon &. Co. , A I

I

Ltd.

Shanghai Cargo

'

Shanghai Cargo Boa t
I

Shanghai Tug &.

Lighter Co. , Ltd.
上海西商驳船行 o 1863 年铃

比尔(H. ]. BiI1)主持开办，西名

-

-

"Shanghai Cargo Boa t Co. "，华名

人接办，更西名为 "Wheelock

初称"公易船单"，嗣改"公顺驳船

Co. "。经营拍卖及经纪业 .1863 年

行飞转会德丰洋行总代理后始称

"公易船单 "(Shanghai Cargo

"会德丰驳船行". 1895 年前启用

Co. )成立，经营小轮拖驳业务.嗣

•

.‘

B但t

&.

Boat

Co. , Ltd. "

改由"会德丰"代理，称会德丰驳

新西名，在法界法兰西外滩营业.

船行。添营煤炭及水陆运输经纪

1903 年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

业务。 1932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

"Shanghai Tug &. Lighter Co. ,

定资本规银 1 ， 000 万两，实收 215

Ltd.". 经营拖轮、驳船运输及海

万余两.经营航运、煤炭及一般经

难营救承包等业务.华名别称"上

纪业，兼营金融、仓钱、房地产及

海驳船拖船公司 ".1910 年代中有

保险代理业务，先后经理上海驳

资本银 100 万两。 1932 年改组，茂

船拖船公司、黄浦拖驳公司、英商

泰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铃茂登 (G.

茂泰有限公司、英商亨茂有限公

E. MardeÌl)出任董事长，成为沙

司及中国拆船公司等几家企业.

逊集团投资关系公司。核定资本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事长

银 150 万两，实收 115 万两.

份茂登 (G.

"Shanghai Cargo

,

dλ.
-川、
hp

299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汇丰飞李丸梅尝充是行华经理.
会德丰洋行

Mel1er

, Wheel∞k

Wheek比k&.

&. Co.

I

Whee-

E.

Marde时，往来银

行为"汇丰飞李九梅尝充公司华

经理.
合义洋行

Bunge

&. Co. , Ltd.

英国贸易商行 .1931 年(或作

1932 年〉开办，本部伦敦.核定资

lock &. Co, Ltd.
上海法租界法兰西外滩英商

本 100 万英镑，收足.在英格兰注

洋行. 1860 年骨会洛克 (T. R.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纽约、巴黎、

Wheelock)) 与赞梅勒 (H.

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墨尔本诸

Meller)
&.

埠设代理处 .1933 年来华开业，上

Meller气嗣梅氏退伙，由会洛克个

海、汉口及天津、青岛、大连先后

合伙开办，西名"Wheelock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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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欧美小麦

办，本部多伦多，分支机构遍及全

及退缅大米，兼及化学品、棉花

世界，为私有公司.资产负债总额

等，出口桐泊、芝麻、青豆、花生、

为 1 亿加元. 1932 年来华开业，先

植物油及矿镑，销往欧美.代理欧

后于上海、香港、广州、汉口、天

美及非洲十数家谷物公司. 1946

津、北京、烟台、福州、济南、青岛、

年改组为美商行号，称合义远东

威海E 及哈尔滨等埠设分号或代

股份有限公司 (Bunge

Far East A-

理处，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美国保

genc邸， Inc. )。往来银行为"麦加

险公会为其总代理行. 1940 年代

利"、"花旗"、"中央"及"中国".

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5牛，-

丰"、"花旗"、"大逼".
合马公司 z 康茂洋行

Komor &.
合众汽车公司

Komor
香港德辅道中匈牙利洋行.
1867 年(或作 1869 年〉始建于日

Triangle Motors.

Federallnc. U. S. A.
上海法界迈而西爱路美商汽

本横滨·.四名前称 "Kuhn &.Co.飞

车行. 1931 年著名律师安敦 (N.

1914 年前合马家族 (Siegfried

K o-

E. Lurton) 及原亚德洋行职员怜

mor 及 George Komor) 接办后启

席轧尔(L. E. ZigaD 等发起开办，

用现名.经营日本美术品及古玩

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

珍品，兼营出口贸易 .1930 年前后

私有有限公司，资本为墨洋 1.4 万

设分号于上海江西路，经营中国

元.南京设分号.进口经销美、德

美术品及古玩，华名别称"康茂飞

所产汽车及汽车零件，兼营汽车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业主兼

修理业务 .1940 年代初改组，是为

大班合马夫人 (Mrs.

Ad è1e

,

~

合众汽车贸易公司 (Triangle

Trading Co.. Fed. Inc. , U. S.

Komor).

A. ).嗣迁总号于华盛顿，上海及
合众人寿保险公司

Confedera-

tion Li fe A SS<lCiation.
加拿大保险公司. 1871 年创

香港、广州设分号 .1940 年代末尚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上海商业
储蓄"、"花旗"、"大通"及"交通".

,

合众轮船公司

China M utual

进口芬兰、瑞典、日本所产印刷用
纸. 1940 年代中由经理祷奇特林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

Ap

301

•

英国轮船公司。 1882 年开办，

(W. J. Citrin) 与‘小齐林斯基

本部伦敦。西名原称 "China Ship-

(V. J. Zirinsky) 合伙接办，复迁

pers I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至四川路营业。未几改组为股份

Co. , Ltd." ，华名"中国各商靠货

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United

轮船公司".核定资本 100 万英镑，

Paper Co. , Ltd." ，称大众纸行有

实收仅 10 余万英翁.在华业务由

限公司，在香港注册为英商，注册

英商义记洋行 (Holliday ， Wise

&.

代表处设于九龙弥敦道，资本近

Co.)代理 .1895 年前启用现名，其

5~ 万港元.进口纸、纸板、纺织品

时有船 14 艘，计登簿吨 24 ， 257

等 F 出口汹渣饼、梅脑、皮件. 1940

吨.本世纪初改由英商太古洋行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总代理.其时航线已延伸至美国

"大英"、"荷国安达"、"麦加利"及

西雅图，有船 12 艘，共计 7 万余

"有利".

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青岛、
、.

-

汕头、福州诸埠相继开通 .1920 年

合众烟公司

代增辟多条国际航线及直达航

Stores

United Tobacco

班 .1930 年代威海卫开通，以福泰

上海南京路希腊商烟业行.

洋行为代理行. 1940 年代尚见于

1921 年原天津协和烟公司上海分

i己载.

号(别称天津烟公司〉经理阿琴特

立(B. A. ArgendelD 主持开办.经
合众洋行

United

Paper Co. , U-

nited Paper Co. , Ltd.
上海俄商纸业贸易行. 1930

营综合烟业贸易.进口经销欧美、
埃及、哈瓦拿及马尼拉所产烟叶、
雪茄、纸烟及烟具等，兼及玩具、

年〈或作 1933 年〉骨齐林斯基 0.

服饰等新颖小商品，出口烟叶。代

Zirinsky) 个人开办。初设于福州

理开罗等地几家烟公司. 1930 年

路，嗣先后迁乍浦路、四川路及圆

代初由铃阿根泰利斯 (P.

明园路营业.东百老汇路设找房.

Arghentellis) 接办，华洋行名依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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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日。 1938 年尚见于记载.
合信洋抒

•

,

&. Co. • Samuel Levy &. Co. • S.
E. Levy 8ι Co. • Ltd. • S. E.

Hohsin &. Co.

,

,

上海四川路英商洋行。

1924

年前骨戴维 (Samuel David) 与赞

Goshin Yoko
日本贸易商行 o 1909 年开办，

利维 (5.

E.

,-

Levy) 合伙开办，因名

本店初设于东京，嗣迁大阪。 1910

"David &. Co. • Samuel 飞经营迸

年代来华开业，汉口、天津及上海

出口贸易，兼营广告代理诸业务。

先后设支店.经营五金、五金工

1930 年由伙东及众业公所会员利

具、足头、机器、染料、涂料及食品

维与安烈斯 (F. S. Elias) 等合伙

杂货等迸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尚

接办，更西名为 "Levy

见于记载。

E. ".迁九江路营业.香港雪厂街

&. Co. • S.

•

及马尼拉、新加坡设分号.初改营
合通银行

Co. • Inc.

Union Credit &. Trust

, Unionbank

证券、股票及商品经纪业，嗣添投
资银行业务.纽约、芝加哥、蒙特

天津西商信托银行 o 1934 年

利尔、伦敦、新加披及香港、天津

铃温艘 (S. L. Wainer) 及拉斯金

往来店家数以十计 o 1940 年代后

(M. M. Raskin) 等发起开办.初

期改组为有限公司，添蕾棉花进

设于法界巴斯德路，嗣先后迁英

口贸易.

,

界海大道及中街营业.上海四川

路设分行.经营一般银行及信托

合禄洋行

业务 01947 年尚见于记载，行长铃

111

Harrold &. Robertson , Ro阳tson
&. Rosier Robertson &. Rozier

行长拉斯金，董事西米林(1. M.

天津英租界中街英商牙行.

万施泰因 (M.

L. Vainstein).

Buck &. Harrold ,

,

Shmerling) .经理兹志尼可夫 (V.

1912 年前原华茂洋行 (Watts

S. ZlotnikofD 0 国翔九、张丰年尝

Buck)伙东怜巴克 (R. S. Buck) 与

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合禄 (F. Percy Harrold) 合伙开
办，西名 "Buck

&.

&. Harrold" .经营
J

合盛洋行，合盛有限公司

••
一一一.

David

汇兑及股票经纪业务。 1914 年前

-.

合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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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退伙，由合禄与普罗勃森 (W.

海、汉口、广州、厦门、汕头、天津、

Ralli Robertson) 合伙接办，更西名

沈阳、江门、福州、哈尔滨诸埠先

为 "Harrold

&. Robertson" .华名别

后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经销所

称"合陆飞 1920 年前后拆伙，由罗

产消毒牛奶、炼乳、奶制品、催乳

勃森与原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天津

索、巧克力、可可粉、糖果糕点及

分行代签有效人赞罗杰(].

儿童食品等。经理飞鹰老牌炼乳。

Rosier , J. Rozier) 合伙受盘接办，

1930 年代中，除沈阳之外，在华各

西名作 "Robertson

分号相继关闭，产品改由雀巢奶

&.

Rosier" 或

<

"Robertson &. Rozier 飞嗣一度迁

品公司 (Nestle' s

领事道营业.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China> , Ltd. )推销。公司华名，

记载，铃赖比 CL. Labille) 及传夸

新加坡、香港及华南各埠通称"企

勒兹 (F. Quarez) 主其事 •

公牛奶公司"，上海及内地初称

Milk Products

"英瑞牛奶公司"， 1920 年代初定
合德洋行

..

名"英瑞炼乳公司飞陆子尊尝充

Arculli Brothers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印商贸易
行. 1908 年前铃夏奥马 (Omar

公司沪庄华总经理及顾问。

d

Arω\li)兄弟合伙开办.经营贸易

兆丰洋行

及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尚见

Ho目，

于记载，与夏高利洋行(Arculli

&.

Sons , A. F. )为兄弟行.

Hogg Brothers

,

E Jenner

上海西商贸易行 .1861 年，后
任意大利驻沪领事及公共租界工
部局董事霍锦士(James Hogg) 兄

目‘

，比一·

企公牛奶公司，英瑞牛奶公司，英

弟合伙创办，定西名为 "Hogg

瑞炼乳公司

Brothers". 初设于南京路.经营综

Nestle &. Anglo-

Swiss Co ndensed Milk Co.

合贸易. 1891 年前即由锋霍爱德

英国瑞士奶品公司. 1866 年

CEdward Jenner Ho昭)个人接办，

始建 .1905 年改组后启用现名，本

更西名为 "Hogg ， E. Jenner". 先

部伦敦及韦维.新加坡设东方总

后在北京路及仁记路营业.

号. 1914 年前来华开业，香港、上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吴一尝充是

•

1910

~t~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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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买办。

'

Hudec) 等发起开办.资本 25 万美
元。开发经营长泯路十层大厦邬

兆祥洋行，震寰织造厂有限公司

Calico Printer' s As回ciation ，

达德公寓 (Hubertus

Court) ，并以

之为公司华名。江西路美益洋行
.~

代收程金冯E 达克打样行经理.

Ltd.
英国纺织印染工业联合公

1940 年代中始见"达华地产公司"

司. 1899 年开办，本部伦敦.分支

华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

机构遍及全世界，为在英格兰注

事长克保罗，经理阿乐满及石爱

册之私有有限公司.经营花布印

兰.

染业务 01914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
号于上海，先后在江西路、汉口路
及法界爱多亚路营业.华名初称

多逸洋行

Toeg ，

S. E.

上海犹太商牙行. 1913 年前

"兆样"，未几改称"震寰"，字罗斯

原壶惟洋行职员多逸 cs.

CM. W. Bruce) 主其事. 1930 年

Toeg) 个人开办.初设于松江路，

代初改由英商纶昌漂染印花有限

嗣先后迁仁记路及九江路营业.

公司代表.其时核定资本为 600 万

经营股票及一般经纪业，兼办佣

英镑，实收 500 余万英镑. 1940 年

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于记载，朱宝琦尝于是行任职.

E.

•

"汇丰"、"麦加利"、"大奖"及"有
利".

多福洋行

Al!f &. Co.

长沙德商洋行. 1914 年前骨
邬达德公寓，达华地产公司

Hu-

bertus Properties , Federal Inc.

u.

,

阿尔夫也.Alff)主持开办.经营

化验及冶炼业务. 1920 年代初迁
本店于汉口，长沙及德国汉堡设

S. A.
上海圆明园路美商房地产投

分号，湖南锡矿山及梆州设代理

资公司. 1933 年旅沪名律师阿乐

处，自费小阿尔夫(Edward

满 (N. F. Allman) 、克保罗 (Paul

等合伙经营，改营进出口贸易.

A!fO

、‘

F.

Kops) 与建筑师邬达克(L.

E.

]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

•
旭解行

Kotewall

&. Co.

• R. H.

香港英商贸易行 o 1920 年昌

-.

旭农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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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利士及啦喋经纪行

Ellis

&.

Edgar

成洋行经理传科特沃尔 (Robert

香港英商牙行 o 1927 年前原

H. KotewaJ1)发起开办.初设于德

衣利士公司少主人衣利士 (Felix

辅道中亚力山打行，嗣迁皇后大

M. Ellis) 与职员啦喋 (A. J.

道中华人行营业。经营总进出口

Edgar) 合伙开办。为香港股份总

及杂货贸易，尝代理美国匹兹堡

会 (Hongkong St∞k Exchange) 会

国家保险公司及英国曼彻斯特一

员.初设于雪厂街，嗣迁皇后大道

家制造厂商 o 1940 年代末尚且于

中营业.经营证券、股票及一般经

记载。

纪业务，兼营房地产代理业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衣士未路经纪行

Esmail. H.
庄生公司

M. H.
香港印商洋行。 1911 年衣士

Johnson

&. Johnson

CGreat Britain). Ltd.

未路 (H. M. Hajee Esmai l)个人

英国医科材料公司，本部英

开办.初设于云咸街，嗣先后迁摩

格兰白金汉郡斯劳 o 1910 年代来

里倍山道及皇后大道中营业。经

华开业，在汉口、香港及上海诸

营运输、股票、一般经纪及佣金代

埠，先后以汉口赞育大药房、美商

理业务 o 1920 年代中添营进出口

同益洋行、慎昌洋行及上海卫德

贸易.进口成药、食品杂货、洋葱

行等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外

及自铁皮等，出口丝货、胶鞋、搪

科包扎用品及医院材料 o 1940 年

瓷器、青豆、爆竹、火炬及电池等，

代末尚见于记载.

销往印度、西印度群岛、美国及非
洲 o 1930 年代后期改组为父子公
司，更西名为 "Esmail

M. .H."

-.

0

&. Sons.

H.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冰厂

Foochow Ice

&.

Aerated

Water Co.
福州英商机器制冰及汽水

厂 01880 年前开办.华名别称福州

冰厂.生产人造冰及汽水，自各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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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数只，经营内河航运业. 1891

其它化工品. 1907 年前后复更西

年业主为铃贝格利夫人 (Mrs. A.

名为 "Kiangsu Chemical Works" ,

lJ. Begley). 1910 年代中尚见于

仍为美查有限公司产业，其时雇

记载.

工约 250 人。后在英国注册为私有
有限公司.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江苏地产公司

Kiangsu Realty

Co. , Federal Inc. , U. S. A.

为规银 12 万两，收足。进口美国及

西西里硫磺，生产硫酸、硝酸、盐

上海广东路美商房地产公

酸，出口自制产品. 1943 年尚见于

司 .1922 年开办，初为美商大来洋

记载.沈格理。. C. Shengle)及铃

行之一部 .1930 年代启用现名，在

费希尔也. E. Fisher) 先后任总经

美国注册，资本为法币 160 万元.

理，祥茂洋行代理文案.往来银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大来祥

为"汇丰".

行营造总监铃德埃卡 (A.

M. d'

Eα 〉及大来洋行总裁欧立华 (W.

s.

.-.

Elliott)先后主其事.华经理朱

江南洋行

Konan &. Co.

日本贸易商行. 1932 年条田

种育家开办，本店大阪.上海、南

孔百.

京、杭州先后设支店，资本 10 万日

Kiangsu Acid ,

元。华行经营文具、工具、电器、五

Chemical &. Soaps Works I Kiang-

金杂货、化妆品、自行车、自行车

四 Chemical

零件、纸类及一般迸出口批发贸

江苏药水厂

W orks

上海小沙渡苏州河滨英商化
工厂. 1875 年前后〈或作 1879 年〉

易。 1944 年尚且子记载.店主代理
集团茂七，沪行经理大岛实.

《申报》创办人美查兄弟 (F. MajOr
及 E. Major) 就立德洋行所办制

江商洋行

酸厂改组开办，西名初作" Major

Kabushiki Kaisha

Acid Works 飞嗣更名 "Kiangsu

日本贸易商行 .1895 年创办.

Works".

1912 年改组为有限合伙商号，称

生产酸碱，熔铸金银，兼制肥皂及

江商合资会社. 1917 年 1 月复改

Acid , Chemical &.

•

Gosho Yoko I Gosho

S侃ps

11>---....

•

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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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称江商株式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台

会社，本社大阪，资本 250 万日元，

北、高雄、"新京"、北京、天津等地

社长阿部市太郎.上海、天津、汉

设分支店所.经营电动机、发电

口、青岛、济南、广州、香港、大连、

机、变压器、配电盘、矿山机械、土

沈阳、北京、保定、石家庄、彰德、

木机械、纺织机械、铁轨、五金工

新乡、开封、张家口、大同、厚和及

具、皮件、橡胶制品、铁丝、麻缆、

东京、神户、横滨、京城、沃思堡、

滑泊等迸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

奥斯汀、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

业务。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100 万

西贡、曼谷、仰光、利物浦、泪水、

日元， 1940 年前增至 150 万日元，

二宝垄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

常务守谷正毅 o 1944 年尚见于记

所 o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载，北京支店长常光仪一.

1 ， 800 万日元，实收 1 ， 550 万日

元。华行进口花、纱、布、人造丝、

•

安大生洋行

人造丝织物、其它纤维工业品、粮

Anderson , A. L.,
An derson &. Co. , A. L.

食、染料、药品、毛织物、纸、机器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牙行.

及杂货 F 出口花、纱、布 F 兼营佣金

1906 年前原黄浦滩路亨利洋行

代理业务 0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专

(Graham , Anderson &. Co. )伙东

务中山秀一，常务育田本二郎及

安大生 (A. L. Anderson) 个人开

中尾优.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证券、

"满洲兴业"及"中国".

股票及一般经纽业务 o 1913 年前
改组，变更西名为 "Anderson

守谷公司

Moritani &. Co. ,

‘

L." ，为众业公所会员.

先后迁松江路、法界爱多亚路及

Ltd.

4

Co. , A.

&.

日本贸易公司 01900 年(或作

中央路营业.添蕾航运经纪及保

1901 年〉创办，日文原称株式会社

险代理业务.设股份处、保险房、

守谷商会.本社东京，大阪、金择、

众业贸易处诸部门，各司其职，安

名古屋、小仓、仙台、札幌及纽约、

大生总其事 o 1930 年代中尚见于

泪水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 o 1919

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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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实业银行

Ba nk

, Anto

Antung lndustrial

]itsugyo Ginko , K.

安记洋行

011ia , N. D.

, Ol1ia

&. Co. , N. D.

K.

,

'

厦门英印商贸易行. 1872 年

安东日商银行 .1919 年〈或作

前帕栖商铃安利亚 (Nusserwanjee

1918 年〉开办。核定资本 50 万日

Dadabhoy 011ia) 主持开办，即以姓

元，实收 12.5 万日元。经营一般商

字为行名。经营鸦片、棉纱及杂货

业银行业务. 1930 年代中尚见于

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899 年

记载，

前改组为家族行号，更西名为 "01-

---.-

lia &. Co. , N. D.". 嗣添香港分
安东窑厂

Antung Ceramics

Co. , K. K.

号 .191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警

小安利亚(Jehangir Nusserwanji

安东日商窑厂 .1912 年开办，
日丈原称安东窑业株式会社.核

Ol1ia) 主其事，港号经理赞培打

(F. K. Tata).

定资本 25 万日元.生产砖、瓦、陶
器、瓷器及E 生问设备 .1940 年代

安宁大药房

Colonial

初尚见于记载，其时实收资本为

DispensaryJ Mackenzie &. Co.,

2 1. 3 万日元，代表董事藤平氏.

Ltd.

,

, Colin
香港英商西药房。 1916 年前

安东锯木厂

Antung Sa wm i1l

, Ltd. , Anto Banzai Kabushiki KaishaJ Antung Hikizai Co. ,

Co.

原中西大药房 (Fletcher

Ltd.

&. Co. ,

)洋经理普麦肯齐(Colin

Mackenzie) 等发起开办，为有限责

任公司.初设于皇后大道中， 1930

Ltd.
安东日商木材厂. 1919 年开

办。日文原称安东板材株式会社。

年代初迁必打街营业. 1940 年代
尚见于记载.

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实收 25 万
安宅洋行

业务及木材贸易。 1940 年代初尚

ShokaiJ Ataka &. Co. , LtdJ Ata-

Ataka &. Co.
俨

见于记载，常务武藤守一.

喃

, Ataka

日元。鞍山设支店.经营木材加工

ka Shokai , K.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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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商行 .1904 年(或作

节吃「

Arnhold &. Co. , Ltd.

1903 年〉安宅家开办，本店大阪，

上海九江路英商贸易行.

日文原称安宅商会.东京及香港、

19 1.5年德商瑞记洋行驻沪伙东安

大连设分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

拿 (H. E. Arnhold) 兄弟合伙开

191百年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

办，西名" Ar nhold ,

司，日文称株式会社安宅商会。资

及汉口设分号，镇江、沙市设代理

本 300 万日元，收足.东京、名古

处.华名别称"安利英行".经营杂

屋、八幡、京城〈汉城)、伦敦、纽约

货迸出口贸易及工程承包业务，

及香港、大连、上海、天津、青岛、

充瑞第机器船厂及东方纺织公司

南京、广州、汉口、张家口、沈阳、

全权经理.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公

"新京"、台北、石家庄、开封诸埠

司. 1917 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华行进口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钢材、木材、药品、肥料、煤炭、造

"Am hold Brothers &. Co. , Ltd. " ,

纸设备、五金工具、毛纱、毛织品

添香港、镇江、重庆、长沙、常德、

等 s 出口桐泊、猪鬓、禽毛、肠衣、

宜昌、万县、北京、营口、沈阳诸分

花生泊、杂谷及其它中国产物。天

支号，伦敦及纽约设办事处.代理

津等地设有肠衣厂及机械厂等企

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由

业.代理日本及欧美厂商公司数

于"经营不善"， 1920 年代初竟至

家至数十家. 1942 年核定资本累

濒临破产. 1923 年 3 月 17 日改

增至 1 ， 000 万日元，实收 850 万日

组，变更西名为 U Amhold

元.社长安宅弥育，专务茶谷保三

Ltd.". 核定资本银 750 万两.股

郎，常务西川与一郎.往来银行为

权渐为新沙逊洋行所控制，成为

"横滨正金"、"朝鲜"及"满洲兴

沙逊集团附属公司.先后添伦敦、

业".其后公司改组，是为安宅产

纽约、巳黎、曼彻斯特、孟买、加尔

业株式会社.

各答诸分号.总号下设机器、通

『

、

'‘~

H. E.". 广州

&. Co. ,

信、汽车、保险等部及电气、机械、

Amhold , H. E.

I

建筑、电报、纺织、泊诸股，各司其

Arnhold Brothers &. Co., Ltd.

I

职。进口英、美、德工厂设备、机

安利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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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纸、棉布、电器、玻璃、建材、汽

'

安昌洋行

Anshoh &. Co.

车、飞机等 s 出口桐泊、肠衣、菜

汉口日商贸易行。 1918 年(或

油、猪察、矿锐、鸽砂等.代理欧美

作 1920 年〉迎英辅主持开办。初设

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先后充

于英界都阳街，嗣迁特三区河街

祥泰木行、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

营业。上海及南通诸埠设支店。进

司、瑞馆机器造船公司、华怒地产

口日本加工糖、海产品、麻袋及化

公司等沙逊集团关系企业之全权

学品、火柴材料、面粉、杂货，出口

经理.太平津战争爆发后迁总号

泊类、芝麻、菜籽、蚕豆、原楠、棉

于曼彻斯待.战后于香港及上海

籽、油桔、牛皮、黄蜡及药材、水

设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银、铁砂、锺砂、蛋品、矿锐、农产

沪行经理邬藩田 CL. Ovadía). 往

品等，销往日本 .1943 年尚见于记

来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及"新

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

抄逊"等.宋措渠、吴登溃、吴申

湾飞"汉口"及"上海商业储蓄"。

-~

E

伯、吴 f中熊、宋立峰及张遐宏、李

鹤亭、韩永清、王建臣、姚慎卿等

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奇异安迪

尝充是行买办。

生电器公司
回n

安住化学工业厂

Azumi Chemi-

cal Factory

China General Edi-

'‘

Co. , Inc.
美国电料公司。 1917 年 2 月

纽约市及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美

上海河间路日商化工厂。

国奇异电器公司( International

1931 年安住伊三郎发起开办，日

General Electric Co. , Inc.) 发起

文原称株式会社安住化学工业

创办于上海，资本 65 万美元，按纽

厂.资本 25 万日元.生产杀虫粉、

约 #1 法律注册，总公司设于纽约

杀虫液、农药及蚊香等。 1944 年尚

市。进口滑油及电料，生产"奇异

见于记载，社长安住伊三郎，专务

安迪生"、"太司林"等多种灯泡及

押柄直一.往来银行为"朝鲜"及

陶瓷绝缘子、敷线材料、电扇、其

"汉口"。

它电器。附设玻璃厂。产品由中和

灯泡公司及慎昌洋行经销.太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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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军尝对之

纺 E 头、茶叶、杂货及其它中国产

实行"军管理"，战后恢复 .1940 年

物.代理加尔各答、孟买及伦敦几

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铃莫克

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里什 0.

J.

Mokrejs)返国后，由叶记载，沪行经理自格 (C.

D.

梅、黄古球、郑良永、朱昌白、傅耀

Ba gai) ，往来银行为"和嘀"、"有

诚、金其章、孙维祖七人主其事.

利"及"麦加利".李邦贤尝充是行

其时资本为 40 万美元.往来银行

买办及茶叶部主任.

为"花旗"、"大通"及"上海商业储
蕾".

安定洋行

A.
安和洋行

Savul &. Co. , Abdul

Aziz
上海四川路英印商贸易行.
1934 年原瑞昌洋行经理萨佛而

, AndreseR

&. Co. , Inc. • J.

美国贸易商行. 1857 年安定
民 (C.

A. Andresen) 创办，本部纽

Savul)个人开办，资本为

约.被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及布

15 万印度卢比.香港及白沙瓦、卡

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安特卫普诸

拉奇、日本静冈设分号.经营茶

埠设分号 .1918 年来华开业，先后

叶、毛皮、兽皮、丝绸出口及波斯、

于上海、汉口、天津设分号.洋行

阿富汗反货、干果等进口贸易.

来华之初，西名 "Andre挺n

1940 年代初迁总号子白粉，、瓦.

C. A. 气嗣改 "Andr倒en &. Son ,

1947 年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之后
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静冈设

lnc. , C. A.". 1924 年前铸小安
定 0. C. Andr甜，n) 出主行务，启
用 U Andresen . &. Co., Inc. , J.

分号.其时华行资本为法币 6 ， 000

C. "新西名.出口牛羊皮、羊毛及

万元.进口原棉、麻袋、粗麻布、檀

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 .1943 年

香木、檀香木泊、精泊、呢缄、棉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布、棉纱、人造丝纱、黄麻线及虫

及"大通气张琴轩、忻礼菜及顾志

胶片等 F 出口生丝、丝线、棉线、混

成等尝充是行华经理.

(A. A.
,

A.
C.

,

Andresen , Inc. , C.
Andre田n &. Son, Inc. , C.

改记为巴基斯坦商.上海、香港及

.Inc. ,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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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美洋行

Elm

&.

Co.

I

Elm

&.

Co; ,Ltd.

安康洋行

Alexander I

上海英商贸易工程行 o

1918

Clark Co. , Ltd. ,
Alexander Clark Co.

(Shanghai), Ltd.

年作为个体商号开办。华名别称

上海南京路英商珠宝首饰

安而美萍行 o 1920 年代中改组，按

行 o 1927 年伦敦英商骨克拉克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10 万两.初

(Alexander Clark) 等发起开办，西
名称
U Clark
Co., Ltd. ,

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迁威海卫路、

Alexander"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倍开尔路及法界霞飞路营业.进

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 o

1934

口建筑材料及建筑设备，承建、维

年变更西名为 U Alexander

Clark

修商业及水暖卫生工程.代理几

Co. (Shangha j), Ltd. " ，定上海为

家欧美厂商公司.经理勒立索尔

本部.经营珠宝首饰、钻石、宝石、

L侃路。e) ，华经理钟达威

美术杂货，出口英国银器、反件，

等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法国、捷克玻璃器皿，瑞士钟表.

为"汇丰".

兼营相关加工制作及佣金代理业

(C. F.

务.代理几家欧洲厂商公司 01940
安泰保险公司

Automobi1 e ln-

surance Co.
美国保险公司，本部康涅狄

格州哈特福德 o 1936 年前来华开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总经理特
韦尔斯 CG. James Wells) ，华经理

蒲和初.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

加利".

业，在上海、天津、北京、香港诸埠

&.

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汽车及水

安慎洋行

火保险业务."金肯思"及"北美

Transportation Co.. Fed. lnc..

洲"等保险公司尝充其代理行.

u.

Akron Mercantile

S. A.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荷商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38 年前

克鲁伦 (R. A. Kreulen) 为理赔总

原世和洋行(Schiller 气， Inc.) 经

代理.

理骨帕尔默 (F. R. Palmer)与华
商周文麟等发起开办.初设于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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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嗣迁四川路营业.进口卡

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车、拖车、汽车零部件、建材、建筑

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机械、驳船、轮船、滑油、食品及杂

往来银行为"汇丰".

货等 F 经营运输、仓储、拖驳、报关
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 1947 年资

安旗洋行

E田ig ，

Emile

本为记法币 5 ， 000 万元. 1940 年

上海广东路瑞士贸易商行.

代末尚见于记载，安慎兴业股份

1924 年前原黄浦滩路连纳洋行

有限公司 (Akron

(Rayner ,

Syndicate ,

Heus民r

&. Co.

)职员安

Ltd. )代理其上海地区业务，经理

旗 (E. Essig) 个人开办.出口生

周文麟.往来银行为"大通"、"浙

丝、丝头、茧绸、锦绣及矿锦等，进

江兴业"、"中国实业"、"中汇"及

口药品.代理瑞士铝业公司、瑞士

"中央信托局".

炼乳公司、瑞士制药厂、好司门制
药厂及几家保险公司. 1930 年代

安福洋行

Elliston &. Co.

I

中淌见于记载.吴松岩尝充是行
买办。

ElIiston , Pugh &. Co.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贸易行.

1926 年新旗昌洋行沪行代签有效

安德洋行

人骨安利斯顿(Eric.

Co., Andrews &. George Co.,

S. EIliston)

承顶"新旗昌"上海分号开办，西
名 "Elliston

&. Co. ".

1920 年代末

泰和祥行走头部主任骨皮尤 (E.

Andrews

&.Gωrge

lnc.
日本美商贸易行。 1918 年前
普小安德 (Richard

M. Andrews)

Pugh) 入伙，更西名为 "ElIiston ,

等就始创于 1894 年之横滨"美丰

Pugh &. Co,". 1930 年代皮氏退

洋行 n(Andrews

出，恢复旧称。进口英、美及香港

办，资本 100 万日元，本店东京，横

火麻绳、水泥、钢丝绳、象牙制品、

滨、大阪、名古屋、札幌、福冈、小

火麻帆布、五金工具及杂货 F 出口

仓及京城(汉城〉、纽约先后设分

草编物品及沙鱼皮等，销往英美.

号 .1925 年前来华开业，于大连山

兼营铁丝网加工制作业务。代理

县通设分号，以日本人为经理.经

&. George) 改组开

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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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机械、工具、采矿设备、工程设

英文周刊 "North

备、科学仪器及保险柜等进口贸

即以之为行名. 1861 年增出中文

易.嗣添台北分号 .1943 年尚见于

《上海新报机 1864 年添英文日币1

记载.

4 字林报)，更四名为"‘North

China Herald" ,

China Herald' &.‘ North China Dai1y

安德森工程司行

Anderson , H.

News' Office" ，在汉口路营业，渐
成沪上报界权威. 1872 年《上海新

如1cClure

1912

报》停刊.越十年，出版中文《沪

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及建筑

报以嗣改名《字林沪报)). 1887 年

M.

迁至九江路营业，报馆之西名为

天津英商建筑工程行.
工程师学会会员安德森 (H.

Anderson)个人开办.初设于法界

"North China Herald &. Supreme

巴黎路，嗣先后迁英界中街、广隆
道及怡和道营业.承办建筑设计、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00 年

测绘及估价业务.业主安德森长

《字林沪报》出倒，由日本东亚同

期为永回工程司行伙东. 1938 年

文会接办，易名《同文沪报).

前接办"永固"业务，改称"永固工

年迁黄浦滩路营业，总经理兼业·

程司".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主代理入骨海德蒙(Drummond

Hay) ，总主笔立德禄 (R.

W. Lit-

"North China Herald"

t1e). 1905 年改组，按香港公司注

"North China Herald" &.

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启

字林洋行
。ffice ，

1901

"North China Da i1 y News"
Officel North China Herald &.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North China Dai1 y News &.
Herald , Ltd.

,

上海英商报馆. 1850 年莫安

用 "North

Herald ,

Ltd." 新西名，资本银 25

万两.出版《字林报 2 、《字林星期
周刊 P 、《字林报行名簿》及《潮水

簿》等，兼营相关印刷出版业务.
1930 年代中日报销售 13 ， 000 份.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事长

门 (H. Shearman) 个人创办，出版马立师(H.

、

China Daily News &.

E. Mo口iss) ，经理骨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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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 (R.

W.

Davis) ，主笔骨佩

兴华公司

顿一格里芬 (R.

T. Peyton - Grif-

Schmidt

伍的，往来银行为"汇丰飞康锡祥
尝充是行华经理.

Schmidt

&. Co.

,

&. Co., Ltd. , Schmidt

Shoten
北京西堂子胡同德商贸易
行 o 1912 年〈或作 1913 年〉原天津

兴大洋行

Kodai Yoko

上海江西路日商贸易行.

顺发洋行代签有效入骨施密特

(Paul

Schmidt) 个人开办.进口经

1930 年代开办.厦门、天津、广州

销德、美、英等国所产医疗器械、

及神户设支店.经营丝、人造丝、

光学仪器、教育用品、医院材料、

棉布、化学药品、食品及杂货迸出

测绘仪器、实验室设备、化学药

口贸易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

品、照相器材及肥皂、香水等.代

谷衬由治.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停业.
兴业洋行

,

China Trading &. In-

1920 年代初恢复，设天津及上海

, Kogyo Yoko

分号 01928 年前后迁总号于东京.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0 年井

西名"Schmidt Shoten" ，华行西名

上民主持开办，为私有合伙商号.

依旧.嗣先后于哈尔滨、香港、广

初设于江西路，嗣先后迁九江路、

州、汉口、沈阳、南京、济南、太原、

汉口路及北京路营业.广州、厦

昆明及大阪、新加坡诸埠设分号.

门、汕头、宁波、杭州、苏州、常州、

193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无锡、南京、九江、芜湖、汉口、长

司，启用"Schmidt

沙、常熟、北京、济南、天津、四川

"Schmidt Shoten , Ltd." 新百名，

及大阪、瑞士设分号或代理处。进

添设大连及"新京"分号 o 1944 年

口日本制烟原料、制烟机器、橡~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

制品、电线及杂货，出口中国产

及"上海商业储蓄".

dustrial Co.

&. Co.

Ltd." 或

物 01936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为"台湾"及"横滨正金".

兴利洋行

Gibb , Jno. M cGre-

gor , Jr.
•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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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商进出口贸易行.

西路及九江路营业.资本 1 万元。

1931 年原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骨

经营建材、船舰材料、电料、电器、

吉约翰(

McGregor Gibb ,

陶磁器及食品等进出口贸易。

Jr. )个人开办.初设于海格路，嗣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森川松

迁高恩路营业。进口经销美国化

雄，往来银行为"朝鲜"及斟往友"

Jno.

学品，出口禽毛、棉丝头、头发、植
物油、棉籽粉及其它中国产物，销

兴泰洋行

往美国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

Co. , M.

Wd , M.

, Weil &.

, Kovar &. Co. , J.

E.

天津西商贸易行. 1914 年前

银行为"花旗".

骨韦尔 (M. Weil)个人开办.西名
兴顺行

Castilho , S. P.

, Castil-

.. Wei!,

M." 或..

Weil &. Co.,

M. "。初设于英界马广道，嗣迁俄

ho &. Co.
上海西华德路葡商洋行.十
九世纪后期骨卡斯蒂赂。.

P.

界阔罗斯多外次路营业。经营进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31

Castilho)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年前由经理骨科瓦(J.

E.

名. 1895 年前改组，变更咽名为

接办，更西名为 "Kovar

&. Co. , J.

"Castilho &. Co. ".经营百货店，兼

E. "，华名依旧.出口经销绵羊肠

营佣金代理业务.世纪之交迁密

衣、山羊肠衣及猪肠衣等. 1940 年

勒路营业. 1913 的能迁海宁路，专

代初尚且子记载.

Kovar)

营佣金代理业.来儿，复更西名为

"Castilho , S. P. 飞 1924 年前后由
骨卡斯蒂略小姐 (Mi回 M.

F.

Castilho)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1927 年后渐无所阁。

兴盛洋行
儿，

Hannibal

&. Co. , W.

Hannibal &. Co. , Ltd. , W.

A.

香港雪厂街英商贸易行。
1914 年怜汉尼巴尔 (W.

A. Han-

Koh Shin &. co

nibal)个人开办。广州沙面英界设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9 年开

分号，纽约及伦敦设代理处. 1919

办.初设于施高塔路，嗣先后迁江

年前后代签有效入骨罗伯逊(John

兴神洋行

•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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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obert回n) 入伙，成为合伙商号。

前铸古兹达尔 (Dhun

嗣先后迁德辅道中及车打道营

主持开办。初设于英界界限衔，嗣

业.进口威士忌酒及杂货，出口靡

迁湖南街营业。经营佣金代理业

杖、藤料、焰火、蜜汁姜、帆布鞋、

务，兼营印度丝绸及古玩贸易.

生皮、棉袜、禽毛、竹片及海草、茵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Guzdar)

香油、桂反油等，销往伦敦及欧

美.代理几家英国保险及其它公

兴隆洋行

司厂商. 1935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

chardi Gipperich &. Co.

,

Gipperich &. Bur-

, E.

责任公司，别称兴盛洋行有限公

天津英界海大道德商贸易

司.日军占领时期撤退，战后恢

行. 1890 年幡吉佩里希(E. Gi p-

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perich) 与姊布尔查迪 (Fr.

A.

Burchardi) 等合伙开办，西名作
兴盛洋行

Vernaudon. E. , Ver-

"Gipperich &. Burchardi". 上海设
分号 .1906 年前布氏退伙，由育佩

naudon &. Cie. E.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法商酒食

里希个人接办，更西名为 "Gip

杂货店. 1930 年骨韦尔诺东 (E.

perich &. Co. , E. " ，华名依旧.第

Vernaudon) 个人开办.进口批发

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 1922

零售法、美、澳、意、德、英、西、荷、

年恢复，由华商高少洲主其事.进

丹、瑞士各国所产食品及酒类，兼

口欧美、澳洲、日本所产小麦、面

及蜜饶、香水等.代理欧美几家厂

粉、肥皂、化妆品、旧报纸、纸张、

商公司. 1940 年代初于上海法界

棉绒、白蜡、足头及罐头、炼乳、燕

金神父路设分号. 1940 年代后期

麦片、自行车零部件、成僻鱼、沙

尚且子记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

丁鱼罐头、金属板、锁、小刀、葡萄

理".陈鸿涛尝充是行沪庄华经

干、反革、油布等，出口羊毛、头

理.

发、蛋品、猪察、反货、生皮、胡麻、
花生、黄麻、火麻、菜籽及其它中

兴隆洋行

国产物，销往德、英、美、奥、荷、瑞

Guzdar &. Co.

汉口英印商贸易行. 1913 年

'

士及澳洲.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

兴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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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翩于北

福州英商佣金代理行。 1895

京前内棋盘街设分号 o 1940 年代

年前原怡和洋行榕庄验茶师铃布

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兰德 (H. Shelley Brand) 个人创

旗"、"大通"、"麦加利"、"德华"及

办。经营总佣金代理及拍卖业务，

"中国"、"交通"等。叶星海尝充是

代理几家欧美金融、保险及其它

行买办.

公司，兼办汇兑及一般经纪事，充
公共验茶师.华名别作"兴豫洋

兴隆洋行

Gittins

&. Co. , John

福州英商贸易行 o 1891 年前

行 "01930 年代中骨小布兰德 (w.

M. S. Brand) 于天津英界威灵顿

骨吉廷斯(John Gittins) 等合伙开

道设子行，西名别作 "Brand

办.经营茶叶出口及杂货进口贸

Co. , William" ，经营进出口贸易

易，代理"保宁"、"公裕"及"老公

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o 1940 年代初

茂康记"等几家英商保险公司.

尚且于记载.

&.

1920 年代尚见于记载，经理铸育
妥玛 (Thomas

Gittins) 0

米那洋行

Garage , L.
兴隆酒饭店

Savoy HoteI, Savoy

Mina , L.
I

I

Mina

Garage Mina , L.

北京意商汽车行. 1921 年米

那 (L. Mina)个人开办。初设于崇

Hotel , Ltd
上海百老汇 n 西商酒饭店.

文门大街，嗣迁东长安街营业.华

1913 年前原金隆饭店公司 (Hotel

名别称米那汽车行.经营汽车、汽

Metropole Co. , Ltd. )总经理兼文

车配件及相关维修业务，兼汽车

案骨比德尔 (G. A. Biddle) 等发

运输业. 1930 年代末先后于天津

起开办，定西名为 "Savoy Hotel" 。

义租界河沿及法界杜总领事路设

1937 年前后改组，在香港注册，启

分号 .1947 年尚见于记载，精小米

用"Savoy Hotel , Ltd."新西名。未

那 (c. Mina) 主其事.

几 ~p 无所闻。

米克公司

兴裕洋行

•

Brand &. Co. , H. S.

Mina , A.

天津义界西马路意商工程贸

米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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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 1930 年原义亚公司 (Pelle

别称美高梅影片公司。上海、天

)协理祷米纳 (A.

津、香港及青岛、北京、大连、广

Mina) 个人开办.进口意大利及德

州、重庆先后设分号或发行所，进

国浴盆、卫生器具、五金、电器、通

口发行所产影片，兼营相关零件

用工程及机械材料等，承包供暖、

杂货.上海大华大戏院一度为公

自来水、机械及电线工程设施，经

司产业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营金属纱网厂. 1947 年尚见于记

其时资本为 5 万美元，沪行总经

载，往来银行为"华义"及"德华"

理恰法雷尔 (T. FarrelD. 往来银

等.

行为"花旗"、"上海商业储蓄"及

grini

&. Co.

"金城".
米高梅影片公司
Goldw归-

Metro 一

Mayer Co.,' Ltd.

Metr'。一Goldwyn

- Mayer , Inc.

,
,

Metro - Goldwyn - Mayer of Chi-

祁罗弗洋行

Kierulff, P.

,

KieruHf &. Co. , P.
北京东交民巷西商样行.
1874 年祁罗弗 (P. Kierulff)个人

na
美国电影制片公司. 1925 年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佣金

Mayer) 就"米特

代理及北京搪瓷器制造业，兼营

罗"、"高德温"及"梅耶"三家影片

百货及古玩，代理德、荷、美几家

公司合并创办，西名作 "Metro

保险公司. 1901 年前后由职员警

特梅耶 (L.

B.

Goldwyn - Mayer Co.
"Metro -

,

Goldwyn 一

Ltd." 或

Mayer ，

克目梅尔 0. Kruger) 受盘接办，

更西名为 "Kierulff

&. Co. , P.".

Inc ，"，本部纽约，一度称雄于世界

转蕾百货、珠宝首饰、绸布、服饰

电影制片界，被誉为好莱坞"明星

用品、鞍具、旅游用品及锢食杂

之家". 1929 年东来，先后设分号

货，代理德、荷、波几家保险公司.

子东京、大阪及京城〈汉城).或记

1910 年代后期渐无所闻，末任经

其资本为 500 万美元. 1930 年特

理铃韦斯特法尔 (H.

Westphal).

设驻华发行公司，西名 "Metro

Goldwyn - Mayer of China飞华名

那世宝印字馆

Imprimerie Na-

/

•

精

………

•

那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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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资本为 110 万英镑，收足.

Che-pao
北京甘雨胡同法商印刷厂.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1910 年代后期法文报馆主人那位
宝 (Albert Nachbaur) 就《北京新那顿火险公司

•

闰》印刷所改组开办。印刷出版法

ance Co.,

文<:lt 京新闻》、《北京英文晚报》

Co. , Ltd.

Northem Assur-

Northem Assurance

(Peking Evening News) 、《广报》

英国保险公司。 1836 年创办

及法文双周(双月〉杂志 "La

于阿伯了 .1867 年前来华开业，本

Chine" ，承接法、英、中文零担印刷

部伦敦。香港、上海、厦门、福州、

业务. 1933 年那世宝去世后由其

汉口、天津、烟台、镇江诸埠相继

子接办.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设代理处或分号.经营水火、人寿

及其它保险业务."华记"、"德
那威佑宁保险公司

Norwich U-

记"、"裕记"、"盎斯"、"新顺昌"、

Nor-

"仁记"、"协隆"、"隆茂"、"洛士

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 i-

利"、"祥兴"、"敦和"、"鲁麟气"恒

ety , Ltd.

丰"等洋行先后充其地方代理行.

nion Fire Insurancee

S∞ietYJ

英国保险公司. 1797 年创办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子诺里奇 .1872 年前来华开业，上

海、香港及福州、烟台、营口、宁

那家立汽水公司

波、威拇卫、汉口、天津、青岛、广

al Water Co.

Niagara Miner-

州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理处.经

汉口法界新街西商汽水公

营水火、意外事故及其它保险业

司。 1914 年前骨巴鲁尼斯 (Nicolás

务."威利臣沙路威"、"太丰"、"万

Barounis) 个人开办.经营汽水酿

兴"、"滋大"、"远来"、"美益"、"沙

造及销售业务.华名别称"哪嘉

逊"、"宝顺"、"协隆"、"新泰兴"、

利".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业

"泰利"、"仁记"、"茂隆"、"敦和"、

主为普巳鲁米斯 (C.

Ba roumis).

"大仓"、"礼和"、"鲁麟"等洋行先
后充其地方代理行. 193{) 年代初

异新公司

Philippidi , Chris.

,

•
呻

嗣.翩翩翩翩-

←一

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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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di , C. M.
M.

I

Ph ilipj) idis

I

Philippidis , C.

Brω.

Co. , Ltd.

I

数家工厂，伦敦、格拉斯哥、和j 兹、
贝尔法斯特、都柏林、阿伯丁设营

Philippidis. Ph. M.
塞浦路斯贸易商行. 1908 年
骨菲利反迫{斯)

好华 CG. C. Haworth) 接办.拥有

CChr. M.

业所. 1893 年东来，孟买、加尔各

Philip-

答、卡拉奇、仰光、曼谷、巴达维

pidi<s>) 主持开办，本部帕福斯，

亚、新加坡、马尼拉、神户、横演及

注册为英商。 1915 年前来华开业，

香港设代理处.为控制对华业务，

即于重庆设分号，西名先后记作

特设上海分号，先后在北京路、仁

Phìlippidi ,

记路、四川路及广东路营业.本世

M. 飞

纪初所属各厂有 20 万纱徒， 3 ， 000

进口瑞士、美、英、日、希腊所产手

架织机， 3 ， 000 工人.所产J:E.头萤

表、自来水笔、毛毯、玩具服饰等

声中、印、菲、日.华行进口经销所

新颖小巧商品及葡萄酒等;出口

产棉布及呢绒，代理英国几家保

蜀锦、绝绸及绣货等，销往德国及

险公司及厂商. 1930 年代尚见于

塞浦路斯. 1936 年前后改组为兄

记载，施才奉尝充是行买力、.

U

Philippidi. Chris" ,

C.

U

M." 及 "Ph i\ippidis ，

C.

弟有限公司，遂启用 "Ph iJippidis

Bros. Co. , Ltd. "新西名 .1940 年

好时洋行

前复归为个体商号，更西名为

Co.

"Philippidis , Ph. M. 气经营总迸

Hol\and China Handels

出口贸易，骨小菲利皮迪斯 (Ph.

nie; Holland Chìna Handels Com-

M. Philippidis) 主其事.往来银行

pagnie , N. V.

为"汇丰"及"中国飞

Trading Co. , Ltd.

Hotz , s' Jacob &.

, Holland China Trading Co. ,

,

Com-归g-

Holland China

荷兰贸易商行.好时 (Hotz)
好华洋行

Haworth &. Co. ,

Ltd. , Richard

等合伙开办，西名 "Hotz ， 5' Ja∞b

&. Co"，本部鹿特丹.

1899 年前来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 1852 年

华开业，于上海福州路设分号.

好华 (Richard Haworth) 创办于曼

1902 年改组，更西名为 "Hol1and

彻斯特。好华退休后由长子侵小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Hol-

好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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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China Trading Co.
,

)。上海、天

会员.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津、香港、广州、汉口等地先后设

海、天津、哈尔滨、大连、广州、汉

分号. 1930 年代初按照荷兰法律

口诸埠，先后分别以美国保险公

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在华

会，上海保险公司、美兴水火保险

各分号相对独立，西名分别标以

公司及"和利"、"安慎"、"志利"、

所在地名(例如上海分号为 "Hol

"大美"、"鼎新"、"兴隆"、"中国营

land

China

Trading

Co.

业"等公司洋行为代理行或总经

(ShanghaD , Ltd. "等) ，沪穗分号

理，经营水火、汽车、地震等项保

华名仍称"好时"，津号别称"恒

险业务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2 ， 400

丰"。进口欧洲人造丝、足头、化学

万美元.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品、纸、淀粉、橡胶、食糖、杂货及

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迪".

南亚产物 z 出口桐泊、猪票、花生、
杏仁、肠衣、蛋品、火麻、黄麻、核

欢迎洋行

桃及其它土产，销往欧、美、澳、新

Co.

Hadjiry' s Tobacco

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代理几家欧

上海四川路及土耳其君士坦

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

丁堡希腊商烟业贸易行. 1923 年

1948 年总公司资本为 100 万荷兰

汉朝 (B. G. Hadjiry) 个人开办.

盾，沪行为 10 万荷兰盾.往来银行

经营土耳其烟草、埃及纸烟、雪

先后有"和嘀"、"麦加利"、"德华"

茄、烟具、一般烟业及咖啡贸易.

及"花旗".顾杏卿及朱圣显等尝

华名初称"汉朝"，旋定名"欢迎".

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1930 年代后期出倒，由骨埃孔诺
穆 (George N. Economou) 受盘接

好望保险公司

Home Insurance

Co. of New York

办，华洋行名依旧 .1943 年尚见于

记载.

美国保险公司 .1853 年开办，

本部纽约市.系在美国注册之私

明

买爱公司

Casa Do Povo

有有限公司，分支机构遍及世界

上海北四川路葡商酒食杂货

各主要城市.嗣为美国保险公会

行. 1914 年前华俄道胜银行上海

每

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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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行职员买爱 CFr.

A. Maher)个

香港英商报馆. 1857 年 10 月

人开办.烟台、北京、澳门及日本

铃赖德 C George

M. Ryder) 发起创

神户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

办，翌年由主笔开剌 CYorick

经销波尔图葡萄酒及印度酒食杂

Murrow) 个人接办，西名 "Daily

货，兼营-般进出口贸易 .1930 年

Prc甜".初设于澳老伴厘街，出版

代初尚见于记载.

发行英文晨刊《存剌报)

J.

(Daily

PJess) 及中文周三刊《香港船头货
芬地洋行

R.

I

Marty

ßι Co.

• A.

价纸)

(Overland Trade Report).

Marty , A. R.

承办 4 中外新报》印务.为港埠最

香港法商洋行. 1872 年前开

早的报馆之二 o 1860 年代起编辑

地 (A.

R. Marty)个人开办.初设

出版工商行名得年刊.嗣业务渐

于皇后大道，经营日本货物及百

次扩大，迁云咸街营业 .1891 年前

货，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嗣迁总号

即已启用 "Hongkong

子海防. 1891 年开始经营香港

新西名.本世纪初迁德辅道营业 a

一一海防闵航运业务，为法国及

1915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西班牙两家轮船公司之东主.香

更西名为 "Hongkong

港、海口、北海、广州湾及河内设

Ltd.". 嗣先后迁车打遭、雪厂街、

分号或代理处. 1910 年代中由普

皇后大道中及海旁东约、轩尼诗

萨莱 CRené SaIl垂〉接办，华洋行名

道营业.陆续出版周刊、月刊、季

依旧.其时拥有"海澜"、"河内"、

刊多种.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Daily Pre.<.s"

Da ily

Pr棚，

"香港"、"爱子"诸轮，约两千余
吨.除航运及航运代理业务外，是

窍梳非劳洋行，忠和洋行

行尚兼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shaIl Field &. Co. of Chicage , TIl. •

务. 1920 年代尚见于记载，

U. S. A.

Mar-

美国贸易公司，本部芝加哥。
芬刺新闻纸馆

Daily Press I

1914 年前即来华开业，以骨赖克

Hongkong Da ily Pre圈， Hongkong . (Chas. Reich) 为代表，设代表处
Daily Pr巳唱， Ltd.

，面

•

于香港必打街，经营总出口贸易，

,

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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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开梳非劳行". 1920 年代转上

海远东分号停办，改设远东代表

海设东方分号，先后在四川路及

处于香港.业务分别由"太古"、

博物院路营业，华名"忠和"，赖克

"天祥"等行号代理. 1940 年代末

首任经理.出口绣货、黄铜器、景

尚见于记载，其时上海代理行为

泰蓝、皂石制品、料器及其它中国

永光油漆有限公司.

产物，销往芝加哥 01938 年尚见于

记载，其时东方经理为骨斯韦林

江鸟书店

根 (R. V. Swearinge时，往来银行

一 Orient

Librairie d' Extrêrne

上海法界环龙路法商书店.

为"大通"及"花旗".

1930 年前后原任法国书本事务所
红孚洋行

positions , Ltd.

I

Françai的经理骨

Red Hand Corn-

(Office du Livre

Red Hand Corn-

卡索博纳德尔 (F.

Cason-

Bonardel) 主持开办.经营法文及

positìons Co.
英国泊漆工业公司 o 1865 年

其它文种书报杂志，兼文具零售

创办，本部伦敦.西名原称 "Suter.

批发业务.嗣添办装汀厂，代理巴

ßιRahtjen'

黎几家出版商及公司. 1930 年代

Hartmann

s Co mposì-

tion Co. Ltd.... 1896 年前来华开

末尚见于记载.

业 .1918 年前启用现名.在上海、

香港、汉口、天津、沈阳诸埠，分别

在星洋行

以"仁记"、"美敦"、"天祥"、"(天

Ltd.

Hall. Law &. Co. •

津〉仁记"诸洋行及扬子机器制造

香港英商贸易行. 1919 年开

有限公司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

办，初设于德辅道中，翩先后迁部

产防腐蚀及防污船体混合漆，船

典乍街及皇后大道中营业.上海

用油漆、普通油漆等. 1928 年前于

博物院路及广州太平南路设分

上海九江路设远东分号，香港、天

号.总经理何永乾.经营照像器

津、大连、沈阳及日本神户、东京、

材、印刷机器、文具及一般进出口

横滨、大阪、门司各埠先后设次分

贸易.代理德国及美国几家厂商

号，经营远东业务. 1938 年前后上

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可‘

•

约 1马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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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银行为"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飞

上海仁记路英甜贸易行.
1910 年〈或作 1913 年)原公共程

约克洋行

I

界工部局福州路老巡捕费总巡，

, F ed. Inc. , U.

苏格兰人玛达生 (G也 MàthesOn)

York Shipley. Inc.

York Ship)ey Co.

发起开办，为私有合伙行号.华名

S. A.
上海美商制冰机器行. 1925

别称玛达生英行。进叮搓辅英医

年宾夕法尼亚州约克之骨约克制

呢绒延头、滋补品、食品‘化学药

冰机器公司(ì{ork Ice ~achinery

品及文具本册等.代理莱茵几家

)发起开办，按特拉华州法律

厂商公司。 1937 年除旦河fië载，往

注册。初设于仁记路，嗣迁法界巨

来银行为"汇丰气莲在排在i寒:慧亮是

籁达路营业.纽约及伦敦设联号，

行买办.

Co rp.

'?川， E l

香港设分号.进口母号及北美、西

t

J

-z

F引，芋，二LhC

T

班牙名厂所产制冰机、制玲设备、

玛德堡火险公司

空调设备及压缩软木板、无水氨、

Fire Insurance Co:; ~:Migdèb\lrlμ

制璐机楞材料、冷冻剂、化学品、

Vers.Ges-

-

i 气 Ma刷品urE
L飞 ET J} 兴川 i J Kl

五金、绝缘材料等.承包相关土木

德国保险公司非本部玛德堡

建筑及制冷、冷藏工程.代理母号

(马格德堡 ).1制E 垠嚼蜡华劈业应

及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

在上海、汉口、天津、s椰舔主替港谱

中母公司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

埠，先后分娜以:-h瑞选民劳地i .il

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名

士"、"盎斯"、"恼好晴雷唱唱啤l浦凹'诸

称约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赞

洋行为代理行 J捶嚣火放魏橙盗

卡尔(John caπ) ，葛学理署经理;

务.第一次在主男齿揽攥置暗中断Z

往来银行为"大通"、"汇丰"及"花

1920 年代恢j(}，满!黠#慎重辑错藉

旗".台湾业务由合众营业股份有

烟台"盎斯"Arl 柑哥 ti 靠打蜡耘及

限公司代理.

上海保险公司口菊和保险公琦碑注
194昌年尚觅亨诏载飞， l快牛气叫

玛达生洋仔

George

Mathe皿，n

&.;..Co.;

二'iH1 订1851LY i:LIJI 飞J

囊加啊锦辛苦斗撞 n银晴tii侣 ':CKakL

J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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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未详其故.韦文圃、席根卿、席锡

China

蕃、王安臣、王叔麟、汪清源及唐

英国商业银行. 1853 年英皇

敷准开办.旨在促进英商对印、澳

郎山、容宪邦、徐朴庵等尝充是行
买办或华经理.

及中国的贸易.预定资本 64.4 万

英镑，实收仅得其半.为公众性股

麦边进口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有皇家特许银行之

Imports. Ltd.

McBa in

称.经营英、印、澳、华间商业汇兑

上海黄浦摊路英商贸易行.

及存款、放款业务.总行设于伦

1932 年麦边家族 (William. R.

敦，分支机掬遍及全世界 .1858 年

McBain. E. B. McBa in. R. F.

〈或作 1857 年〉来华开业，首设分

McBain) 等就麦边萍行进口问改

行子上海、嗣香港、汉口、天津、烟

组开办，在香港注册为私有有限

台、蕾口、广州、汕头、福州、青岛、

公司.经营综合贸易及佣金代理

哈尔滨、大连及威海卫诸埠相继

业务.进口英国、欧洲大陆、印度、

设分行或代理处. 1910 年代中核

荷属东印度及海峡殖民地所产肉

定资本为 120 万英镑，收足 s 准备

汁、钢铁、纸、纸板、婆罗洲硬木、

金 210 万英镑. 1920 年代核定资

铁路枕木、制板木料、地板材料、

本累增至 300 万英镑，收足 s 资产

橡胶、棕片、花式货品及杂货.代

负债总额为 6.029 万余英镑.曾参

理儿家英国厂商公司.嗣于四川

与帝国主义银行团对华贷款，并

路设出口部，添营出口业务. 1940

在香港及上梅等地2t行纸币-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1940 年代末尚且子记载.是行华

"汇丰".

名，上梅及内地通称"麦加利"，掘

'考，其名源于沪行第-任总理麦

麦边洋行

M cBain. G回，rge

加利(John Mackellar) 的姓氏，而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79 年麦

香港及广州、福州等华商城市则

边 (G. McBain)个人开办.初设于

多习用.. Chartered ，.之音译"渣

法界法兰西外摊. 1890 年代麦边

打气早期有称"些活银行"者，则

多次当选为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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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

错‘=

1899 年前迁黄浦滩路营业.经营

建材等，出口棉纱、棉布、桐泊.

杂货贸易、航运、公司代理及经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麦达总

诸业务.镇江、九江、芜湖设代理

其事，华经理李某.往来银行为

处.本世纪初老麦边退休后改组

"汇丰".

为家族私有无限合伙商号，添设

进口间. 1920 年代设北京及天津

分号.代理英、荷等国厂商公司数

麦当路行

Macdonald

&. Co.

香港英商机器工程行. 1903

家至数十家 .1932 年进口间分立，

年海旁京安行 (Kinghorn

是为麦边进口有限公司. 1940 年

donald) 合伙人麦当路(IJona1d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Macdonald) 就原行改组开办.经

"汇丰"及"麦加利".章泉源、陈步

营机器代理，兼相关工程及包工

璜、张少兰等尝充是行买力、 •

业务.在九龙红勘开办有一所机

&. Mac-

械厂.代理格拉斯哥、佩斯利、奥
麦达洋行

Madar &. Co. • C.
Mad町8<. Co. • Ltd. • C.
•

I

克兰、伦敦诸埠厂商公司数家至
十数家，产品包括钢铁、水管、锅

上将英商洋行. 1934 年前原

炉、逆流注水冷凝器、蒸发器、给

祥兴洋行职员麦这也. Madar) 发

水加热器、琉泼机、冷冻设备、排

起开办，西名 "Madar

&. Co. •

水管、砖瓦、卫生设备、枪炮弹药、

C. ".初设于黄浦摊路，经营房地

桥梁码头设备、壁板及船底板等.

产及保险代理业务，称"中南公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其间虽

司".嗣迁在西路营业，添迸出口

屡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

贸易，称"英商麦达" 0 1941 年 5 月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

麦多洋行

Matouk.

Ch.

"Madar &. Co. • Ltd. C. 飞设四川

上海叙利亚商(或作法商〉贸

路分号.未几太平洋战争爆发，迁

易行 o 1933 年原美商巳恃司兄弟

总号于香港，上海江西路设分号.

洋行驻沪代理人麦多 (Chafic

1947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 5 万港

touk)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

元.进口羊毛、原棉、木材、玻璃、

迁中央路营业.进口比、英、法、爱

Ma-

,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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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尔兰及古巴亚麻布、绣花纱线、花

麦离洋行

边、雪茄、烟草等，出口绣花葛制

Co.

Marco. Finkelstein &.

, Mar-Kao. Ltd.

品及手工花边，销往美、法、英及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10 年海

欧洲其它国家. 1940 年代后期尚

参威侨商麦高 (Henry Marco) 与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通".

A

镇芬克尔斯坦 (M. Finkelstein) 舍

伙开办，西名 "Mar，∞. Finkelstein

麦苏洋行

Macksoud Importing

&. Co. " .初设于广东路，嗣迁四川
路营业.经营总迸出口贸易。 1931

Co.
美国贸易公司. 1922 年麦苏

年迁总号子苏黎世，变更西名为

(George S. Macksoud) 个人开办.

"Mar - Kao. Ltd. " .在瑞士注册

本部纽约市. 1925 年来华开业，于

为私有有限公司，原四川路本部

上海设分号，先后在福州路及江

改分号.进口德、波、意、英所产延

西路营业.经营花边、绣货加工及

头、棉纱及杂货.往来银行为"麦

飞口业务. 193Q 年代中尚见于记

加利"、"大英"及"有制".蒋济川

载，护行经理饼马卢夫(James

尝充是行买办. 1938 年前后由德

Mal∞0. 买办沈佩仁.往来银行为

商义泰洋行受盘接办，沪行迁广

"大通".

东路营业，华洋行名依旧，经理铃
弗尔斯特 (F. Foelster) .1940 年代

麦格拉尼洋行

Magnani. A.

初尚见于记载.

上海意商贸易行. 1931 年前

原上海制萃厂经理麦格拉尼 (A.

麦景台民公司

Magnani) 个人开办，华名别称去

Co. • Ltd.

Mackintosh &.

, Mackintosh's. Ltd.

仰义洋行.韧设于江西路，嗣迁博

香港德辅道中西商服装鞋帽

物院路营业.经营拷皮膏及化学

公司. 1914 年前原英商连卡刺佛

品贸易，代理意大利及德国几家

公司职员男子服装专家麦景台氏

相关厂商公司 .1942 年尚见于记

。. A. Mackintc陆川等发起开办，

载.

西名 "Mackintosh

&. Co. • Ltd....

经营男子服装鞋帽、服饰用品及

哥

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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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呢域足头，代理几家欧美服饰用

营所产纺织、印染、防火、水力、电

品公司. 1931 年前变更其西名为

气及通用机械，兼理相关工程及

"Mackintosh气. Ltd. 气 1940 年代

维修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尚见于记载.

载.

麦瑞洋行

Marcel ， Marcel

Esta 1-

lishments

,

Shinwa Shokai Shin-

wa Shokai. Ltd.

上海四川路法商食品行.

大连日商贸易行. 1905 年高

Garnier)

田家族合伙开办，西名 "Shinwa

个人开办，西名 "Marce1" .经营法

Shokai 飞 1919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

式糖果糯点及巧克力等.嗣于南

责任公司，遂更西名为 "Shinwa

京路添设分店. 1926 年易主，由原

Shokai. Ltd.". 日文称进和商会

宁波路饭店经理曾霍森洛夫(L.

株式会社.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

R. H但回nloff) 受盘接办，改以南

收足。大阪、京城及沈阳、"新京劈、

京路为主店，增开法界霞飞路分

哈尔滨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大

店，兼营茶室及餐馆 01930 年代初

连千代回町设工厂.经营钢铁、五

启用 "Marcel Establishments"新西

金、机械工具、矿山机械、建筑机

名.添营商包房，包办伙食。 1937

械、油漆、船舶用品等迸出口贸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中法

易，兼相关工程及佣金代理业务.

工商" •

所营工厂生产铁钉、镀钵铁螺栓

1918 年前份加尼埃 (M.

『

进和商会

及螺母、胡钉等小五金. 1937 年 5

•

麦德旗兰厂

如father

&. Platt •

辖哈尔滨及沈阳两支店. 1930 年

Ltd.

•‘

月于"新京"别设满洲进和商会，

英国机电工业公司，本部曼

代末本店核定资本累增至 200 万

彻斯特.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日元.收足.添北京、天津营业所

海、天津、汉口诸埠，先后以"平

及沈阳、天津两工厂. 1942 年核定

和"及"久胜"、"利华气"安利"、"怡

资本增为 1.000 万日元，社长高囚

和机器"等洋行公司为代理行，经

友育，常务小南夫一. 1944 年尚且

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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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记载.

F

tion Co. • Ltd.

•

上海四川路英商航空材料贸
进顺烟叶公司

Jenkins Tobacco

Co. , Inc. , L. B.

易行。 1929 年开办，在英国注册为

私有有限公司。香港、厦门、广州、

美国烟叶公司. 1930 年铃詹

重庆、青岛诸埠设分号.进口经销

Jenkins) 发起开办，本

英国所产飞机、飞机引擎、飞机零

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旋即来华

件及其它航空器材，独家代理英

开业，设分号子上海，备洛根 (E.

国、加拿大几家飞机及飞机零件

H.

Logan) 首任经理，先后在四川

制造厂商，兼营航空保险代理业

路及北京路营业.经营烟叶及烟

务。 1930 年代迁总号于香港 .1940

茎等进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

年代尚且于记载，董事长为英商

于记载，前买办虞秉铺任经理，往

环球飞机有限公司董事铃廷森

来银行为"大通".

(G. G. N. Tinson). 往来银行为

金斯 (L.

B.

,

"汇丰气香港远东汽车公司为其
进益洋行

Afshar

&.缸，

Mirza

产业.
~

Mohamed Bowker
印度波斯商贸易行.铃阿弗
沙尔 (M. M.

B.

Afshar) 创办，本

远东公司

Far East Superinten-

dence Co. , Ltd.

部孟买 .1897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

日本神户英商管理公司.

于上海，先后在江西路、四川路及

1923 年旅日侨商骨罗森图尔 (5.

仁记路营业.出口茶叶、生丝、 Æ

Rosent∞D 等集股开办，资本为

头，销往印度及波斯，兼营总佣金

10 ， 500 英镑.上海、香港、大连、横

代理业务.为本世纪初促进印、

漠及世界各大城市设分号或代理

中、波斯间贸易交往贡献最大的

处.经营谷类、籽仁、豆类、棉花及

波斯商号，当时颇著声名.第一次

其它船货监督管理业务，代理美、

世界大战爆发后渐元所同.

英、比几家相关公司. 1940 年代初
尚见于记载.

远东飞机公司

A

Far East Avia-

•
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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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火险公司

Eastern Insur-

Gray) 及魏林师 (C. B.

L. W il1en-

sky) 主其事，买办朱祖耀.

Co.. Ltd.

ance

l&.

英国保险公司，本部未详.

....

1899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上

远东时报馆

海、福州、汉口诸埠，以怡和洋行

美国工商杂志社. 1904 年创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办于菲律宾马尼拉，未几迁中国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上海.出版发行英文月刊《远东时
报以Far

远东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Far

东工程、矿务、铁路、造船、商业、

(George Bronson R四〉及名记者端

司. 1918 年前新康洋行主人爱士

纳 (W. H. Donald) 、泼兰脱 (F.

拉 (E.

L.

I.

Ezra) 、安利英行经理安

PratÜ 、龙德 (C.

P. Lunt) 、索

拿 (H. E. Arnhold) 及公安洋行经

克思 (G.

理善伯恩 (E. T. Byrne) 等发起开

(C. J. Laval)先后任主编或副主

办.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编.该刊 1930 年代后即有明显亲

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埠设分号或

日倾向.除《远东时报》外，报馆先

代理处.经营水火、盗难、资产及

后出版发行有《远东机务年刊 B

汽车等保险业务. 1930 年代后期

(Far Eastem ManuaD 等 o 1940 年

尚见子记载.

代尚见于记载.

Co.

a

Review). 刊载远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保险公

远东皮业公司

A

Eastern

贸易信息及评论等.业主李亚

Eastern Insurance Co. • Ltd.

...

Far Eastern Review

Far Eastern Fur

, Far East Fur Co. • Inc.

Sokolsky) 、骨拉瓦尔

E.

远东汽车公司

Far East Motors

香港九龙弥敦道英商汽车

上海俄商皮货贸易行. 1937

行。 1930 年代初上海四川路远东

年前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迁虎

飞机公司开办.进口并经销"雪佛

丘路(博物院路〉营业.经营毛皮、

兰" (Chevrolet) 牌及"标准 "(Stan

皮货、兽皮迸出口贸易 .1940 年代

dard)牌汽车，兼营相关维修保养

末尚见于记载，骨格雷(Larry

业务，代理英、加、印几家汽车厂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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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公司，其营业地域包括港澳、香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子烟台.经

山、海南及广西、贵州. 1940 年代

营发网、花边、绣货、手帕等织选

初尚见于记载，经理铃怀特 (C.

及出口业务，兼营一般进口贸易.

E. White).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m

会员.上海、烟台及伦敦设营业
远东钢丝布厂

German Far East

,

Co.
Far
East Card Manufacturing Co.
Ca rd

Manufacturing

上海河间路德商钢丝布厂.
1929 年开办.西名初作 "German

F ar

East

Card

岛ianufacturing

Co. " ，嗣改 "Far East Card Mallu:acturing Co. "。发行所先后设于

所，总裁普里塞尔 CNorvin H.
Rieser) 。

远东洋行，远东迸出口洋行

Far
Eastern Import &. Export Co. ,
F..r Eastern Import &. Export
Co. , Fed. Inc. , U. S. A.
上海俄国-一-捷克斯格伐克

博物院路及圆明园路。生产经销

(或作白俄)贸易商行。 1929 年赞

纺织厂用于梳棉梳毛、废花刮缄

坎茨勒 (M.

J.

Kantzler) 及备西姆

及制帽刮布之钢丝针布及钢丝

科 (A. A. Simko) 合伙开办，西名

圈. 1930 年代中资本为鹰洋 5 万

"Far Eastem Import &. Export

元，年营业额约 30 万元. 1943 年

Co. " ，有资本 10 万元。初设于黄

尚见于记载.总经理兼工程师铃

浦滩路，嗣先后迁法租界福履理

凯泽尔 (Erich Kayser) ，经理陈纬

路及亚尔培路营业.商行开办经

千.往来银行为"德华"及"上海商

营有远东蒸馆厂 (The Farimex

业储蓄气与"远东钢丝圆厂"为兄

Distrilling Works) 及炼油厂，进口

弟厂.

机器、设备及材料，生产经销并出

"•

口纯谷物酒精、精制纯酒精、无水
远东洋行

&. Co. , Inc.

Rie.~er

,

&. Co.

Rie民r

J

Rieser

Co. , Inc.

酒精、工业酒精、蒸馆水、伏特加

酒、色拉油、碳酸气、干冰、卵磷脑

美国贸易公司 .1906 年开办，

及精炼植物油等.特设技术部，专

本部纽约市. 1919 年(或作 1920

理相关工程及维修业务.代理几

血

•

•
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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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欧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中在美

Far Eastern Bank of Harbin Dal-

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bank

为 "Far
.、

1&

Eastern Import &. Export

哈尔滨道里俄商银行.

1923

"，坎民

年开办.上海、北京、天津、张家

任总裁，西氏为副总裁. 1948 年资

口、海拉尔、满洲里及青岛、汉口、

本为 50 万美元.添工业化学品、糟

广州、罗马设分行或代理处.经营

细化学品、马达、水泵、碳哥厂设

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往来行号遍

备等进口业务。往来银行先后有

及全苏联及中国、蒙古、日本、英、

"美国倍济"、"大通"及"浙江兴

法、德、奥、意、芬、波、拉脱维亚、

业"等.

立陶宛、土耳其、美国各主要汇业

Co. , Fed. lnc. , U. S. A.

金融中心地 .1927 年末停业清理，
远东营业有限公司

Investment Co.

Far Ea stem

, Ltd.

其时资本为鹰洋 500 万元.旋应茶
商吁请，部分恢复营业 .1934 年 11

上海南京路英商投资公司。

月并入莫斯科国民银行.

1928 年新沙逊洋行发起开办，为
唱、

沙逊集团直属公司之一.核定资

远东清洁所

本规银 5 ， 000 万两，实收 2 ， 104 万

tuy Co.

余两.除一般银公司业务之外，主

4

Far Eastern Sani-

上海四川路英商清清公司.

要从事房地产投资事业.拥有 2

1929 年前鲍培德 (P.

层楼房 570 幢、 3 一-16 层楼房 4

主持开办.南京、汉口、武昌、长

幢、楼房 7 处. 1941 年太平洋战爆

沙、南昌、青岛、济南、杭州诸埠先

发后其在沪上产业由日本占领军

后设分号.承包家庭除尘、熏蒸消

接管.战后归还.嗣迁总公司于香

毒、消毒灭菌、整旧刷新、粉刷及

港，上海改分公司.所有房地产经

相关业务.大华卫生公司及国民

租业务由新沙iiJ:洋行代理.

卫生公司均为其亲缘公司.

1940

T. C. Baur)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远东银行

远来洋行BardeI毡， F.

a民

Far Eastem Bank I

•

J.

1940

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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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西商贸易行. 1913 年前
铸巴尔登斯 σ.

•

等发起开办.香港及广州沙面法

J. Bardens) 个人

界设分号.经营丝及古玩出口贸

开办.青岛、哈尔滨及日本东京先

易，兼营总佣金代理业务 .1932 年

后设分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兼

前后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迁总

营轮船租赁及水陆运输代理业

号于香港云威街，在香港注册，核

务.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定资本 30 万港元，收足，上海、广

数家. 1927 年尚见于记载。

州及神户诸埠设分号，代理店遍

~~

及全世界.出口生丝、绸缎、绣货、

Bush , James E.

远来洋行

,

丝绣内衣、绣花葛制品、象牙器、
就葡器、古玩、茧绸、乌木家具、景

Bush Brothers
营口英商贸易行. 1861 年旅

泰蓝、黄铜器、玉器、银器、居住花箱

E.

盒及夏布等，销往西、美、日及直

Bush) 创办，为

布罗陀，进口日本丝织品、丝内衣

营口第一家祥行，亦为关东英商

及欧美杂货. 1940 年代中复迁总

之先驱.初营佣金代理业，嗣添足

号于上海，香港及横滨设分号.

日英商怜布什兄弟 (Henry
Bush 及 James

E.

头贸易.代理欧美日本金融、保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险、轮船、铁路及其它公司厂商数

行为"麦加利"、"和嘀"及"荷国安

家至十数家.老布什兄弟退休返

达气公司华名，上海称"杜茂"，香

英后，由铃小布什 (H.

港称"结都文"，广州则"结都文"、

及其弟 (H.

P.

A. Bush)

Bush) 接办.

1912

,

~

"杜茂"混称.

年尚见于记载.洋行尝投资开办
大豆加工厂及矿山事业.

社康洋行 F 罗麦纳贸易公司

牡茂洋行，结部文洋行

Duca &. Co. , M. P. Rumanian
Trading Corp. , Duca , Ltd. , M.
P.

&.

Waωmull ，

O. K.

,

Gidumal

, Gidumal &.

Watumull , Ltd. , O. K.

、

'‘

上海法界金神父路罗马尼亚

上海汉口路英印商贸易行.

贸易行. 1933 年原幡维耶内腊肠

1926 年结都文〈杜茂 L. GidumaD

厂 (Viener Sausage Factory) 职员

'

•

杜康 (Mihail P. Duca) 主持开办，

&.

元。进口经销美术陶在器、漆器、

P." 或

铜器、珍珠、鳖甲制品、宝石、骨

"Rumanian Trading Corp. "。经营

董、象牙、书画、版画、纺织品、金

棉花、茶叶及调味香料出口贸易，

银器及衬衣等，出口杂谷、肥料、

兼厂商代表及东方贸易代理业

美术杂货、自制衬衫、茶叶、禽毛、

务 o 194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

茧及植物泊等 o 1944 年尚且于记

公司，更百名为"Du饵，

Ltd. , M.

载，其时资本为 20 万日元，村上丰

P. "，迁南昌路〈原法界陶尔斐司

候及村上弘主其事.往来银行为

路及环龙路〉营业.添纸类、食品、

"横滨正金"、"住友"及"汉口气

西名 "Duca

-‘

社衬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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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

建材进口及丝绸、绣货出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极飞洋行

Jaffé

&. Sons , Ltd.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 o 1875 年
社德洋行

Theodor

&. Rawlins

英国贸易商行 .1855 年开办，

斯特，系在英国注册之私有有限

1895

公司 01910 年代来华开业，设代表

年前(或作 1870 年〉来华开业，于

处于上海仁记路，进口经销所产

上海及汉口设分号.经营茶叶出

棉纱、毛纱、棉布、呢镜、亚麻制品

口及杂货贸易 o 1920 年代后增设

及纺织原料等 o 1940 年代尚见于

福州及加尔各答、科伦披、巳达维

记载.传格伦迪 (Reg. Grundy) 及

亚诸分号 o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

德商闵士登 (0. Morgenstern) 先

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后任常驻代表，华经理龚奇.往来

为私有合伙商号，本部伦敦.
、、，

极飞(Jaffé) 家族创办，本部曼彻

银行为"汇丰飞"麦加利"及"有
村上洋行

Murakami , Toyol

利".

Toyo Murakami
上海日商洋行 o 1916 年村上
家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迁江西
4陆

丽华染坊有限公司
Dye邸，

Bradford

Association , Ltd.

路营业.蚌埠及湖州先后设营业

英国染业联合公司，本部布

所 o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10 万

雷德福 01906 年前来华开业，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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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设代理处，先后在黄浦滩路、

虹灯零件、材料及所需其它制品，

广东路、江西路、四川路营业.天

加工生产广告霓虹灯及相关设

津及新加坡相继设分代理处.经

备，销往中国各地及菲律宾、马来

营染料及染色做光业务. 1930 年

半岛、海峡殖民地 .1940 年代初尚

代初尚见于记载.陆庆泉尝充公

鬼子记载，总裁兼总经理铃维塔

司沪庄买办.

和U

'

(M. E. Vittaly). 往来银行为

"大退".韩福源、吴华亭等尝充是
丽安电气有限公司

Claude Neon

行高级华职员.

Li ghts. Fed. Inc.. U. S. A.
上海美商霓虹灯公司. 1929

丽如银行

Oriental Bank , Orien-

年原仅口《自由西报) (Hankow

tal Ba nking

Herald) 主笔费施瓦茨 (Bruno

ζ>riental

Corporation , New
Bank Corporation. Ltd.

Schwartz) 、美倍洋行主人铸盖尔

英国殖民地银行. 1842 年创

(L. E. Gale) 及上海福州l 路高登

办于印度孟买，西名原称"Bank of

洋行主人高登 (Wm. Golding) 等

Western India". 1845 年迁总行于

发起开办，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

伦敦，更西名为 "Oriental Bank 飞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

旋即来华开业，于香港设分号，广

资本 24 万美元，至 1934 年底实收

州设代理处.经营汇兑、存放款等

21 万余美元.初设于黄浦滩路，嗣

一般银行业务，为第一家在中国

先后迁静安寺路、百老汇路及法

发行纸币的外国银行. 1848 年辟

界蒲石路营业.汉口、香港、北京、

上海代理处. 1851 年获英国政府

青岛、烟台、厦门、汕头、天津及马

特许状，启用"Oriental Banking

尼拉、新加坡设分号.为中国、菲

Cor归ration"新西名，实收资本 60

律宾、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半岛地

万英镑。银行华名，广州称"银

区获得法国怜克洛德 (Gωrges

房"，香港因是时驻华经理金布

Claude) 及铃博福尔(J. de Beau-

(Patrick Campbell) 之姓氏而称

fort) 霓虹灯管专利许可之唯一公

"金布"或"金宝勺上海则称"丽

司.进口美国"克洛德"霓虹灯、霓

如"，似与代理人 Wi1liam Lamond

、

,

...

"

•

4

‘

克

337
之姓氏亦有某种关联。 1864 年实

品等。 1940 年代中改组为父子合

收资本累增至 150 万英镑.其后福

伙商号，华洋行名依旧 .1940 年代

州、汉口、厦门相继设分支机构。

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国币

1870 年代达于极盛，除在华各分

5 ， 000 万元。往来银行为"有利"及

支行外，设分支机构处尚有孟买、

"花旗"。

加尔各答、锡兰、马德拉斯、毛里
求斯、新加坡、墨尔本、本地治里、

克立洋行

悉尼及横滨、神户等数十埠. 1884

Otto

Xleemann &. Co. ,

年 5 月终因亏累而宣布停业清

天津英界海大道宝士徒道口

理.来几在原创办人卡基尔 (w.

德商贸易行. 1909 年 8 月原德义

w.

Cargill) 推动下恢复，西名

洋行伙东克立 (0. Kleemann) 个

"New Oriental Bank Cor归ration ，

人开办.经营总迸出口贸易及佣

Ltd." ，或称"新丽如"，港行华名别

金代理业务.代理德、荷、俄几家

称"泰丰"。核定资本 200 万英镑，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o 1917 年中

实收 58 万英镑.嗣增设天津及澳

国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o 1920 年代

门代理处，在华业务迅速回升.无

初恢复，迁特一区威尔逊街营业，

奈伦敦总行亏耗，终于 1892 年 6

蕾口设分号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月 9 日再度倒闭，麦加利银行充

往来银行为"德华".

清理代理人.年底，银行在沪原址
大楼由麦加利银行盘接.

克兰洋行

Sinclair , J. A.

J

Sin-

c1 air Button Co.
克立司洋行

Chry国&. Co. , P.

上海希腊商出口贸易行.

‘

上海英商洋行. 1925 年原震
泰洋行 (North China Hairnet

&.

1936 年原美商怡隆洋行副总裁克

Trading Co. )经理辛克兰(Jnm臼

立司 (P. Chryssanthopoulos) 个人

A. Sinclair) 主持开办。先后在博

开办.初设于北京路，嗣迁黄浦滩

物院路、广东路、北江西路及福州

路营业.出口废棉、羊毛、禽毛、大

路营业.进口钮扣机、传送设备、

黄、薄荷脑、棒脑、头发及花式货

五金工具及电线、化学品等 s 生产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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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出口贝壳钮扣、珍珠钮扣及钮

仁记路营业.承办印刷、出版、广

扣坯，兼营发网、禽毛、刷子、钢

告及推销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

针、草帽、草帽缎、猪肠衣及猪察

尚见于记载，总裁克劳.往来银行

等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为"汇丰飞周开甲尝充公司华经

记载.其时有资本 2 万美元，香港、

理.

,

•

长沙、九江、汉口等地设分号，总
经理辛克兰，往来银行为"有利".

克劳西机器联合公司

Krau田&

Co. , A. - G. , Emst
克在洋行

德国机器公司. 1905 年克劳

Persian Commercial

西(Ernst Krause) 发起开办，本部

Co.
上海波斯商贸易行. 1913 年
前茹发献拉治 (M.

柏林.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在沈

JaHer Shirazi)

阳、上海诸埠先后以"雅和~..及"孔

与原进益洋行沪庄经理善克曼尼

士"洋行为代理行，开拓对华业

(R. S. Kermani)合伙开办.初设

务. 1930 年代中于上海江西路设

于博物院路，嗣先后迁香港路、仁

分号，进口经销德国机器及机械

记路、北京路、法界爱多亚路、九

工具，兼理相关工程事务.代理德

江路及法界公馆马路营业.经营

国厂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家.

丝、茶、五金、呢绒及杂货贸易，兼

1943 年尚见于记载，骨考施 (A.

营佣金代理业务.代理英国几家

Kausch)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德

厂商公司 .1927 年尚见于记载.周

华".

颂京及虞瑞清尝充是行买办.

•

克来孟糖果公司

克劳广告公司

。'OW ，

Inc. , Carl

,

Sw.回t

Kleinermann' s

Shops

上海美商广告公司 o 1918 年

上海法界西商糖果公司.

原《大陆报》广告部主任克劳 (Carl

1920 年代原沙利文糖果行伙东克

Crow) 等就中美新闻社改组开办，

来孟 (A.

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初

办.初设于辣斐德路，嗣迁霞飞路

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

营业.先后经营有霞飞路克来孟

S. Kleinermann) 主持开
'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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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公司一店，静安寺路克来孟

厦、邱焕章、薛凌云、钱道周及邵

公司二店，福履理路巧克力厂，南

永康等尝充是行沪庄高级华职员

京路中央房子小吃店及霞飞路糖

或买办.

果厂等事业.生产经销巧克力、糖
4

果及冰棋淋等. 1930 年代中尚见

克昌洋行

于记载.

KeUllani &. Co.

Kennani , R. S.

I

, R. S.

上海波斯商〈或作印商〉贸易

克佐时洋行 F 核数师行:罗兵咸核

行 .1914 年旅印波斯商人，原进益

数师行

洋行经理铃克曼尼 (R.

Lowe &. Bingham ,

mani)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Lo we , Bingham &. Matthews
香港及上海英商会计师事务

名. 1920 年代初更西名为 "Ker

所. 1906 年前原太古洋行港号职

mani &. Co. , R. S.". 先后在四川

R.

路、汉口路及法界公馆马路营业.

员，英国特许会计师罗氏 (A.

、

Lowe) 与新西兰保险统计学会会

出口生丝、绸缎、茧绸、茶叶、豆

员兵咸(]. E. Bingham) 合伙开

类、猪累、禽毛、电木器皿、薄荷

办，西名"Lowe

&. Bingham". 承办

脑、梅脑、五金工具、电筒、电珠、

各类会计及审计业务. 1910 年前

籽仁、伞料等，销往印度、非洲、波

后原太古洋行职员、特许会计师

斯及欧洲，进口麻袋、黄麻、虫胶

铃马修斯 (F.

N. Matthews) 入

片、橡胶、石棉、原棉、旧报纸、印

&.

刷机、电木粉、日光灯管、冰箱及

Matthews飞伦敦、新加披及天津、

波斯干果、坚果等.代理加尔各

北京先后设营业所，享有"清理中

答、德黑兰及纽约几家公司. 1948

西帐目专家"之美誉 .1940 年代后

年资本为 3 万印度卢比.其时总

期尚见于记载.其间屡易伙东，华

号在德黑兰，上海、台北及孟买设

洋行名依旧.事务所华名，上海及

分号.往来银行为"有利"、"麦加

京、津均称"克佐时"，香港初称

利"、"和嘴"、"荷国安达"、"汇丰"

"核数司"或"核数师"， 1920 年代

及"花旗".王福卿、朱彦卿及朱晋

后期改称"罗兵成核数师"。沈长

励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伙，更西名为"Lowe ， Bingham

吨

•
'^

S. Ker-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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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业.经营批发及零售业务 01931 年
前由本店经理仲阿诺尔德(E.

克资化学公司

Co.

I

Gray Chemical

Arnold) 个人受盘接办，开始启用

" Arn old. E.

Gray Chemical Works

A.

A."新西名.经营珠

上海西商化工公司 o 1934 年

宝、金银首饰及钟表眼镜修造销

前原富润油公司 (Richfield Agen-

售业务。 1941 年前易主，由骨艾勒

cy in

China) 经理铃利瓦伊 (R.

Z.

尔斯夫人 (Mrs.

H.

'

Eilers) 接办，

Levi}主持开办.初设于海州路，嗣

华洋行名依旧 o 1944 年尚且于记

先后迁四川路及法界福履理路营

载。

业.生产经销老美女牌地板蜡、莲

花牌金属上光剂、鞋泊、擦铜水及

克隆洋行

汽车在漆等 o 1943 年尚且于记载.

Clarke. lohn H.

经理善贝辛格 (W.

Beissinger)

Debenham &. Co.

,

英国贸易商行.传德本纳姆

0

(Debenham) 兄弟创办，本部伦敦。

,

克隆洋行

Eilers.

Ruffio &. Eilers
Friedrich North China

,

,

Jewelry Magasin Arnold. E. A.

1916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于烟
台，西名"Debenham

&. Co.

".克氏

(John H. Clarke) 任经理.经营丝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德商钟表

绸、花边、草帽缎出口贸易，兼营

首饰行 o 1908 年前幡吕非奥<E.

佣金代理业务。 1924 年前由经理

Ruffio) 与骨艾勒尔斯 (Friedrich

克氏接办，更西名为 "Clarke. lohn

Eilers) 合伙开办，百名 "Ruffio

&. H." .改烟台为本店、天津法界大

Eilers" 0 经营钟表、珠宝首饰、眼镜

泊路设分号.经营总迸出口贸易，

及相关雕刻业务 o 1912 年前吕氏

出口丝绸、草帽绩及其它中国产

退伙，自文氏个人继续经营，即改

物.开办有一家矿业公司.代理几

以姓字为行名 o 1917 年中国政府

家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对德奥宣战后渐无所闻 o 1920 年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代初复业，更西名为 "North

,

Chína

lewe1ry Magasin". 迁英界中街营

克喊洋行

Clemann. 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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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交民巷法商珠宝首饰

兰"、"恰昌"诸洋行为代理行，经

店。 1917 年前原乌利文洋行京号

营综合保险业务. 1930 年代后期

经理择克莱芒 (Emest Clemann)

设上海及汉口分号. 1940 年代尚

个人开办。经营珠宝、金银首饰、

见于记载，驻华经理侵巴里 (F.

钟表及美术品，兼相关加工修造

R. Ba町〉。

业务 .1944 年尚且于记载，骨克莱
芒夫人 (Mrs Mary Clemann) 主其克福洋行
事。

Kovner &. Co.

,

E.

L.
大连山县通俄商贸易行.

克鲁讷洋行

Crone. Erik , Crone

La nd &. Estate Agency , Erik

1934 年前克福 α.

L. Kovner) 与

他人合伙开办.普兰店设分号.经

上海西商地产及房地产代理

营直接迸出口贸易. 1940 年前后

行. 1927 年前原法商达理会计师

于上海北苏州路河滨大厦设分

事务所房地产部代签有效人克鲁

号，嗣迁四川路营业，青岛设办事

讷 (Erik Crone) 个人开办.初设于

处.进口化工品、食品、面粉、窗玻

黄浦滩路，嗣先后迁法界公馆马

璃，出口发网及花生等 .1940 年代

路、四川路及江西路营业.经营地

末尚见于记载，资深经理小克福

产及房地产代理、经租业务. 1940

(G. E. Kovner). 往来银行为"汇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丰"及"上海商业储蓄飞

克廉保险公司，苏格兰保险公司

壳件转运及拖始有限公司

Caledonian Insurance Co.

K∞hien

英国保险公司. 1805 年创办，

Transportation &. Tow-

本部爱丁堡 .1920 年代来华，先后

Boat Co. , Ltd. I Kochien Tran sportation' &. Tow - Boat Co.

在天津、上海、香港、汉口、哈尔

(1 913) , Ltd.

滨、沈阳、北京诸埠开业，分别以

上海法界捍泾泯英商转运拖

"仁记"、"天津"、"怡德"、"顺全

驳轮船公司， 1903 年开办，西名

隆"、"德利"、"禅臣"、"丹陪"、"毛

"Kochien Transportation &. Tow

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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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勘at Co. • Ltd." 。经营运输及

其它经纪业，兼营拍卖及佣金代

拖驳业务，壳件洋行 (Hopkins.

理业务 .1903 年后，全权经理壳件

Du nn &. Co. )代理及全权经理。

转运及拖轮有限公司. 1913 年前

1913 年改组为公众性有限责任公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词，遂更西名为 "K∞hien Trans-

"Hopkins. D电mn &. Co.. Ltd. ".

portation &. Tow -

Boat Co.

克民任董事.嗣在香港注册。先后

(1 913). Ltd. "。核定资本银 30 万

迁爱多亚路、江西路、四川路及福

两，实收 29 万余两。嗣迁爱多亚路

州路营业.浦东张家泯同春福榄

营业 .191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

为公司产业. 1930 年代初尚见于

理为壳件洋行董事错克拉克(B.

记载，叶鑫斋尝充是行买办.

A. Clarke).

a

志大洋行，英商志大有限公司

壳件洋行

&. Hopkins
Co.,

Lewis &. Co. , Lewis

,

Hopkins. Du nn &.

Hopkins. Dunn &. Co..

Dickeson. Jones &. Co., Middleton &. Co. ( Shanghai ). Ltd.
Middleton &. Co. • Ltd.

,

英国贸易商行. 1903 年赞迪

Ltd.
上海英商洋行 o 1870 年怡和

克森 (R.

(C. Walter Jones) 合伙开办，西名

易斯 (George Lewis) 发起开办，西

"Dickeson. Jones &. Co. "

名"Lewis &. Co. " .嗣怪霍普金斯

彻斯特.旋即来华开业，设分号子

(Hopkins) 入伙，更百名为 "Lev的s

上海四川路，以铃雷尔顿 (Herbert

&. Hopkins 气

1878 年刘氏退伙，骨

E. Railton) 为经理人，幡米德尔顿

邓恩 (C. A. L. Dunn) 入伙，启用

(W. B. Q. Middleton) 副之.进口

UHopkins , Dunn &. Co. "新西名.

英、法、德、比、奥、美诸国木材、棉

1891 年由幡克拉克 (Brodie A.

布、呢绒、五金、五金工具、玻璃、

Clarke)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在法

面粉、反革及杂货，销往香港、天

界洋泾泯营业.经营水陆运输、

撑及日本各埠.代理企公牛奶公

煤、泊、五金、地产、证券、股票及

司等欧美名厂公司数十家 o 1913

•

,

H. Dickeson) 及普琼斯

洋行职员及马立师祥行伙东曾刘

,

'

.本部曼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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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华行由副理米氏出面接办，
更西名为 "Middleton

&.

公共丝检、工程咨询及一般工程

Co.

事务，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

(Shangha j). Ltd.". 迁北京路营

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30 年

业.一度充毕第兰公司代理及全

代初尚见于记载。章鸿笙及蔡止

权经理.嗣添沈阳分号。 1920 年按

穰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启用

"Middleton

&. Co. • Ltd. "新西名.

米氏任常务董事。先后迁丸江路

及广东路营业，由祥茂洋行代办

志和洋行

Jovino

ltalian Trading Co.

&. Co. • L.

I

F.

上海意商贸易行。 1913 年前

文案及全权经理.华名别称英商

义记洋行职员尤维吾 (L.

志大有限公司.经营综合贸易及

no) 家族开办.初设于舟山路，嗣

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中尚见

先后迁麦根派克、北京路、西华德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卒"。庄海

路、法界爱多亚路、搏物院路蕾

涛尝充是行买办.

业。经营化学药品、成药、酒类批

F.

Jo协

发及一般迸出口贸易，兼佣金代
志利洋行

Gerin. Rykebus
Cie I Gerin , Drevard &. Cie

&.

广州沙面法商贸易行.奇林

(H. G. Gerin) 与铃赖克巳斯

理业务。为一家长江内河航运公
司全权经理. 1920 年代中尚见于

记载，经理毕礼汇，陆友生尝充是
行买办.

(Rykebus) 合伙开办.上海汉口路

设分号.经营丝业及迸出口贸易.

Bertram , R.

1914 年前后改组，由奇林与原代

天津义界义皇第二马路德商

签有效人达来佛 (M. Drevard) 合

贸易行. 1902 年原法商立兴洋行

伙接办，遂变更西名为 "Gerirh

天津分号经理骨贝尔特拉姆 (R.

&. Cie" ，华名依旧.上海、

Bertram) 个人开办.经营杂货贸

香港、天津、云南府(昆明〉及海

易，兼营肥皂制造及佣金代理业

防、马尼拉先后设分号.经营丝

务.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前后

业、机器及一般进出口贸易，承办

歇业. 1920 年恢复，迁总号子北

Drevard

份甲

志诚洋行

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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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先后在观音寺胡同、东交民巷

花旗轮船公司

及麻线胡同营业.天津及沈阳设

Steamship C{).

Pacific Mail

分号.进口药材及化学药品，出口

美国轮船公司. 1848 年创办，

古玩、地毯.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本部未详。 1866 年来华开业，经营

锋小贝尔特拉姆 (0. Bertram) 协

上海一一横滨航线，并于香港及

理。

上海设代理行，华名别称"大美国

火船公司". 1867 年 1 月 1 日所属
志摩合众橡树有限公司

Chemor

United Rubocr Co. , Ltd.

"科罗拉多"号轮船从旧金山首航

香港，开碎了横渡太平洋的第一

马来亚英商橡胶联合公司。

条定期航线. 1908 年兼并东西洋

1910 年开办，本部己都安商及怡

轮船公司(仇cidental &.臼iental

保.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以"德

S. S. Co)，实力大捕，华名别称

隆"祥行为全权经理兼文案，经营

"花旗东西轮船公司".厦门、广

对华贸易. 1911 年发行 8 厘公司

州、汉口、天津、营口、福州、烟台、

债券银 20 万余两. 1912 年改组，

民沙诸埠相继添设代理处.

核定资本银 36 万两，实收 35.8 万

年停办。 1916 年改组恢复.

余两. 1920 年代改以汇通洋行全

年后渐无所同.朱寿铺尝充公司

权经理. 1934 年核定资本减为银

沪号买办.

1915
1925

12 万两，实收 8 万两 .1940 年代初

尚见于记载.

花旗烟公司
Cor归ration ，

花井商店

Hanai Co.

Tohacco Products
Tobaαo

Products

Corpora tion (China)

青岛市场二路日商贸易行@

美国烟业公司，本部纽约.

1919 年花井家族开办.经营杂货

1916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北京路

贸易.出口牲畜及牛肉，销往日

设东方总号，西名 "Tobac∞ Prod

本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花井

ucts Corporation" ，天津、北京、烟

时一，华经理赵明臣，往来银行为

台、济南、张家口、石家庄诸埠先

"正隆"及"济南".

后设次分号，骨穆尔(James

H.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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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 首任总经理。进口推销所

"花旗"、"上海商业储蓄"及"丹维

产烟草、纸烟及雪茄等，代理所属

尔然一国民飞

几家子公司. 1923 年底改东方总

号为驻华子公司，启用" Tobac∞

Products

co叩oration (China)" 新

西名，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花旗银行 5 万国宝通银行

Inter-

,

national Banking Corparation Na.
tional Citv Bank of New York

司，榆林路设厂.经营美国烟叶、

美国商业银行. B12 年创办，

纸烟进口及卷烟制造业务. 1930

西名原称 "City Bank of New

年代中易主，成为英商颐中烟公

York 飞 1865 年成为联邦立案国民

司附属公司，称驻华花旗烟公司.

银行，更名 "National

核定资本 2 ， 638 ， 720 美元，收足.

New York 飞 1902 年来华开业，设

或记英资本为银 425 万元. 1940

上海分行于福州路四川路口，西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名 "Intemational

"花旗"、"大通"等.陆锡侯尝充公

tior. 嗣香港、广州、 E叉口、北京、

司华总经理.

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福州诸

City Ba nk of

Ba nking Corpora-

分行相继成立.经营存放款、汇
花旗烟叶公司

Inc.

Lewis &. Sons ,

款、国际汇兑、信托及一般银行业

, W. B.

务.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650

美国烟叶公司. 1927 年 7 月

万美元，准备金 325 万美元 o 1926

铃刘易斯 (W.

Lewis) 父子发

年华行资本及公积金为 1 ， 000 万

起开办，本部弗吉尼亚州丹维尔，

美元.未几在华各分行改用纽约

按照美国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总行西名 "Nationai

司.丹维尔及南卡罗来纳州金斯

New York". 1930 年代中核定资

特里设种植场 01928 年来华开业，

本为 12 ， 750 万美元，收足，资产负

于上海北京路设分号。进口经营

债总额 138.683 万余美元.分支机

所产烟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梅遍及全世界. 1940 年代初为中

载.副总裁兼沪行经理传小刘j 易

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 o 1940

斯 (W. M. Lewis) ，往来银行为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银行华名，上

B.

City Bank of

芦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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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内地各埠称"花旗"，香港及

子记载，其时行内工程师及制图

广州则多称"万国宝通".袁恒之、

员均为华人.

许春荣、王俊臣、吴培初、郑永泉、

许品南及刘端溪、董明藏、余文
卿、金峻轩、赵毅斋、姚德灼等尝

充是行买办.

苏尔寿兄弟机器公司

Sulzer

, Gebrüder Sulzer , Aktiengesellschaft , Sulzer BrothBrothers

ers , Ltd.
芦泽印刷所

Ashizawa Printing

瑞士机器工业公司. 1834 年

苏尔寿 (Su!zer)兄弟创办，本部温

Co.
上海日商印刷公司. 1912 年

特图尔. 1914 年后逐渐组成控股

芦泽骏之助个人开办.初设于乍

公司 .1921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法

浦路，嗣迁海宁路营业.承接书

界爱多亚路设分号，华名别称"苏

刊、帐簿、办公用纸及其它零担印

尔寿工程事务所"或"苏尔寿洋

刷业务，兼营装订及出版发行事.

行"，麦士德 (0. Meister) 首任经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理.经营所产柴油机、制冷设备、

13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上海".

空调机、蒸汽机、锅炉、离心泵、齿
轮及机床等，兼相关工程业务.至

苏尔洋行

Suhr ，

K. H.

上海德商建筑工程行. 1920

1930 年代中，骨苏尔寿企业集团

(Sulzer Unternehmungen , A. -

年德国建筑合会及德国工程师协

G. )已拥有分布于温特图尔、伦

会会员苏尔〈苏家翰，苏家韩， K.

敦、来因河畔路德维希港、巴黎、

H. Suhr)个人开办.华名别称"苏

曼海姆、布加勘斯特、布宜诺斯艾

尔工程师"行、"苏家翰建筑师"行

利斯、开罗、加尔各答、神户及上

或"苏家韩建筑师"行。韧设于柯

海、大连诸埠的十数家子公司及

南路，嗣先后迁北京路及康脑脱

分号，集制造、安装及销售于一

路营业.承办建筑设计、测绘、土

身.代理行号遍及全世界 .1940 年

木工程及相关咨询业务，兼营房

代末尚且于记载，沪行经理史道

地产代理事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泰 (E. C. Staudt) ，协理周伦源.

苏劳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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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华外商银行均为其往来银

门 )U 和记"、"太平"、"滋大"、"梳公

行。

司(李百里沪、"盛记"、"德记"、"怡
记"、〈天津户和记"、"仁德"、"仁

苏州砖瓦公司

so∞how Brick

&.

记"、"的近"、"乃威"、"(北京〉仁
记"、"保和"、"自理"诸洋行为代

Tile Co.
苏州|美国教会砖瓦厂 o 1925
年前监理会主持开办.生产机制

理行，经营相关保险业务 o 1940 年
代尚见于记载.

砖瓦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原苏
州新关兼任医员苏迈尔(Dr. John

A.

Snell)及项烈 (Rev.

Robert T.

Henry) 等先后主其事.

劳勃生洋行

Robertson &. Son ,

Edward T.
美国国际棉花检验管理行.
1906 年劳勃生 (Edward T.

劳合社，雷土保险公司

L1oyd's

英国船舶协会。始创于 17 世

Robertson) 家族创办于波士顿.分
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1931 年来华

Coffee

开业，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江西

Hou配"，为伦敦一简陋咖啡馆，其

路、广东路及黄浦滩路营业.承办

后渐次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

棉花检验管理业务. 1940 年代后

上保险事业及航运保险信息中

期尚见于记载，小劳勃生也.

心 01871 年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

Robertson , Jr:) 主其事，华经理崔

百名全称 "The

克英.往来银行为"花旗" •

纪末叶，西名"L1oyd' s

Corporation of

T.

L10yd ' s , London". 公司本身并不
经营具体保险业务，只为会员提
•

忍之地

杏味牛奶棚

Ivy Dairy

供办理保险事务的"营业所".早

上海西商奶牛场。 1913 年前

在 1861 年前，劳合社即来华开业.

特穆雷斯夫人 (Mrs. R. M∞res)

在香港、厦门、福州、上海、广州、

个人开办，华名别称杏味头等制

汉口、烟台、汕头、打狗、哈尔滨、

乳厂.初设于华德路，嗣先后迁法

沈阳、大连、北京、天津、重庆诸

界徐家汇路、愚园路及凯旋路营

埠，先后分别以"界也士的厘"、(厦

业.经营鲜奶供应及上等奶制品。

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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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理择

S.

小穆雷斯 (A. R. M∞res) 。

Rothschild)首任经理。经营百货进

H." ，龄罗思柴尔德 (Morris

出口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
李杜露则师行

Co lbourne

,

Little ,

Little ,

华贸易中断. 1920 年前后于上海

ßι

南京路特设驻华子公司，西名

Adams

URakusen (China) Co.

Wood

"，来生 (C.

1914

P. Raku民n) 主其事。经营上品鲜

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李

蛋公司.进口机器、工厂设备，出

杜露 (C. Litt1e) 发起开办，即以姓

口蛋、蛋制品、家禽、野味，销往美

字为行名。旋与原广州汤玛士建

国及欧洲，兼百货迸出口贸易及

筑工程行伙东阿淡士 (F.

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香港英商建筑工程行.

R. J.

Adams) 及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准

载.

会员胡活地 (M. W∞d) 合伙，遂
变更西名为"Little ， Adams

&.

w∞d" 。先后在皇后大道中及车打

道营业.广州沙面设分号.承办建

来发洋行

Raphael

Raph 3.el R. K.

&. Co. , R.

I

K.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28 年前

筑设计及土木工程。 1940 年代尚

来发 (R.

K. Raphllel)个人开办，

见于记载.其间虽屡易伙东，华洋

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法界爱

行名依旧。

多亚路，嗣迁广东路营业.博物院
路设茶钱，英国伦敦设分号.经营

来生洋行

Rakusen

&. Co. , H. ,

谷物及茶叶贸易，在华独家代理

, S. H. I Rakusen

始建于 1730 年之茵班牙道美克酒

Rakusen

ßι Co.

厂 (Pedro Dome叫&.

(China) Co.
英国贸易商行. 1890 年老来

Co. ). 1934

年后渐无所同. 1940 年代初复见

生(日. Rakusen) 创办，本部利兹，

于记载，西名 "Raphael

1914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四川

K. "，在法界天主堂街营业.伦敦、

路设分号，西名先后为 "Rakusen

纽约及旧金山设分号.经营谷物、

&. Co. ,

五金及其它农产品.

H." 及 "Rakusen

&. Co. ,

&. Co. , R.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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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火险公司

suranceCo.

L' Union Fire In-

, Ltd. of Paris I L' U-

,

与怜西蒙斯 (R. Simmons) 及铃米

尔恩 (W.

J.

Milne) 合伙在北京路

Simrnons &.

nion of Paris L'Unicn (of Paris)

重建，启用 "Rielley ，

Fire Ins. Co. Ltd.

Milne"新西名.天津及香港设次代

法国保险公司。 1828 年开办，

理行.进口英国钢制品、轴承、链

本部巳黎.资本及准备金 1.3 亿法

传动装置、自行车、自行车零件、

郎.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铁锚、软水机、水管、锅炉及其官

香港、天津、北京、汉口诸埠，先后

机械材料.代理英美几家厂商公

分别以"大罗"、"禅臣"、"备克"、

司. 1940 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

"公兴"等洋行及"义品放款银行"

公司，遂更西名为'" Rielley ,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华

rnons &. Milne , Ltd. ".原职员骨

名别称巴黎来安保险公司. 1940

甘布林 (G.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公司华名，本

务董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退.

世纪初在上海称"裕荣洋行"，未

战后恢复，设总号于香港皇后大

详其故.张瑞椿尝充公司沪店买

道中，上海九江路为分号. 1940 年

办.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有

来利洋行

Rielley. P. C.

Rielley , Simmons &. Milne

,

, Riel-

ley , Simrnons &. Milne , Ltd.

Sim-

T. Gambling) 出任常

和IJ" •
来宝洋行

Foreign Commission

Agency

上海英商洋行. 1913 年前英

天津英界海大道英商祥行.

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准会员来利

1933 年前来宝(Samuel Rapoport)

(P. C. Rielley) 个人开办，即以姓

个人开办.经营百货店，兼营佣金

字为行名.先后在四川路及圆明

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园路营业.承办工程咨询及相关

记载.

检验公证业务，充荷兰斯德哥尔
•

、

-

摩一家厂商驻沪代表.第一次世

来泰洋行

界大战爆发后即无所闻. 1920 年

Fredk.

I

Large &. Co.

Large &. Co. , Ltd. , F.

,

4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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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3 年前

日本保险公司。 1917 年开办，

原哺厘洋行资深代签有效人拉其

日文原称扶桑海上火灾保险株式

Large) 个人开办，西名

会枝，本社东京.核定资本 1.000

"Large &. Co. • Fredk. 飞初设于

万日元，实收 250 万日元。大阪、神

福州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广东

户、名古屋、京都、福冈、金泽、京

路营业.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城(汉城)设支店或营业所.旋即

务. 1920 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

来华开业，大连、上海、香港、北

公司，更西名为 "Large

&. Co. •

京、青岛、天津、汉口诸埠先后设

Ltd..F.". 华名别称英商来泰有

营业所，分别以"古河"、"住友"、

限公司。陈锦发、杨文卿等尝充是

"日本邮船"、"近海邮船"、"铃木"

行买办.

等公司行号为代理行，经营水、

(Frederick

火、运输、伤害、汽车、信用、航空
扶记洋行

Malcampo , J. , Hijos

等多种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住友".

de J. Malcampo
厦门西班牙贸易行. 1914 年
前原瑞运洋行 (Malcampo
•

&. Co. ,

连卡刺佛公司，泰兴公司

Lane ,

)代签有效人铃马尔坎波(Jos岳

Crawford &. Co. , Lane Crawford

Malcampo)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 Co., Ltd. , Lane , Crawford ,

行名.经营杂货贸易，兼营佣金代

Ltd.

L.

理业务. 1918 年前后由其两子铃

香港英商洋行. 1850 年连氏

小马尔坎波 (C. Malcampo 及 Y.

( Thomas. A. Lane) 与卡剌佛

Malcampo) 兄弟合伙接办，更西名

(Ninian Crawford) 合伙创办于皇

为 "Hijosde

J.

Malcampo 飞 192Q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

后大道，华名别称"连架刺佛公
司".经营百货、食品、服饰用品、
家具、船具及乐器.嗣渐扩展至广

扶桑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司

州、上海及日本横滨诸埠.上海分

Fuso Marine &. Fire Insurance

号华名别称"泰兴"， 1872 年前后

Co. , Ltd.

俞紫香曾任买办. 1896 年(或作

连步

351
1895 年〉沪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司，更西名为 "Lane ， Crawford

&.

&. Co., Ltd.
Bros. , Erzinger &. Co.

Heusser

Erzinger

Co. , Ltd. " .总号及其余分号仍为

上海江西路西商洋行。 1915

合伙行号，维持原称。其时总分号

年前原德商礼和洋行伙东连纳

间的联系己然名存实亡. 1920 年

(Charl臼 E. Rayner) 个人开办，即

前后港行亦改组为有限公司，更

以姓字为行名。广州设分号.经营

西名为 "Lane ， Crawford , Ltd. "

,

佣金及保险代理业务。未几，本店

华名称"连卡喇佛有限公司".主

原任代签有效入海生(Georg臼

要经营食品杂货、酒类、服饰用

Heusser) 入伙，启用" Rayner ,

品、家具陈设、铁器五金、运动器

Heu画er

具、船具及总进出口贸易.各年代

路营业，添烟台分号。出口丝头、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不

茧绸及杂货，兼保险代理业务.

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

1920 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理镰布朗 (A.

司，更西名为 "'Rayner ， Heu自由&

W. Brown).

Co. ,
连利洋行

Findlay , Richardson

&. Co.

"新西名，迁黄浦滩

Ltd." ，一度设沈阳分号.

1929 年前后由资深董事骨埃尔青
格尔 (Theodore Erzinger) 及驻沪

&. Co. , Ltd.
英国贸易商行，本部布雷德

代签有效人铃小埃尔青格尔(0.

福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汉

Erzinger) 兄弟合伙盘顶接办，启

口英界及上海仁记路设分号.经

用 "Erzinger Bros. "新西名.无何

营呢绒、毛纱、棉纱及延头进出口

小埃尔青格尔退伙，改由埃尔青

贸易，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及其它

格尔个人经营，遂变更其西名为

公司厂商 o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

"Erzinger

载，沪行经理史拜培 (Walter T.

利物浦几家保险公司. 1940 年代

Spiby) •

后期尚且于记载.罗寿斋及刘伯

连纳洋行

Rayner , Heusser

费制

,

Rayner , Charles

&. Co.

,

, Rayner ,

&. Co. " 0

代理爱丁堡及

青等尝充是行买办。
步义洋行Baudet ， R.

•

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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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宁国路美国教会杂志

广州沙面法界法商贸易行.
,

1908年前步义 (R. Baudet) 个人开

社o

1905 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办。初营代办商业务及进口贸易，

(丁he

翩转营酒类及食品 o 1920 年前后

Mission) 赞助开办。出版发行文言

由本店原经理铃埃利泽(Jòe

及白话《时兆月报) (Sighs of the

Elys位〉承顶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Tim回) ，刊载世界新闻及本会教

1927 年尚见于记载.

义，读者甚众 01920 年代一度增加

Seventh -

Day Adventist

出版白话《骨牧声)

吩功铁广

Co.,

Fenwick , Morrison &.

Fenwick

&. Co.,

Ltd. ,

(Shepherd '

5

Call) 杂志.兼营其它宗教文献出
版发行及经销业务. 1930 年代中
(时兆月报》镑 75 ， 000 份，居在华

(;eorge

香港湾仔英商船厂. 1881 年
吩氏(George Fenwick) 及铃英里

基督教各杂志之首. 1940 年代尚
见于记载.

森 (Morrison) 等合伙开办，百名

"Fenwick , Morrison &. Co. ".1891

时评洋行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Co. , Squir础， Bingham , Ltd.

Squires - Bingham

"Fenwick &. Co. , Ltd. , George"

菲律宾英商贸易行. 1916 年

新西名，吩民任经理.经营船舶修

铃时夸尔 (R. W. Squires) 等发起

造、铁工及桥臻、码头营建业务，

开办，本部马尼拉.旋即来华开

承包政府及民间相关工程. 1908

业，于上海南京路设分号.经营体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董事为中华

育用品、照相椿材、精美工艺品及

火车糖局东边糖厂经理备罗杰

礼品等.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A. Rodger) 及香港雪厂经理骨

1920 年代中沪庄一度易主，由骨

帕莱恩 (Wm. Parlane) ，总经理铃

鲍德温(J. W. Baldwin) 主持.来

安德鲁(J. I. Andrewλ

几收回 01930 年迁本店子上海，与
南京路球胜公司 (Sports ， Ltd. )合

时兆月报印书馆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

并，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墨洋 10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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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收足。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记载，其时经理为史规亚 (c.

c.

时宝洋行

Hilsberg , Wm.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5 年原

Squires) 。陆滋源、丁振宾等尝充

日内瓦惠尔楷表厂 (Fabrique

是行高级华职员。

ka) 驻沪代表怜希时宝 (Wilhe1m

Wil-

Hilsberg) 个人开办.如设于法界爱
时昌洋行

Griffith , T. E.

Griffith , Ltd. , T. E.
(1932) , Ltd. • T. E.

,

, Griffith

多亚路，嗣迁九江路营业.进口经
销德国及瑞士电钟、防火防盗报

警器、信号装置、自动警卫控制设

广州1 1)面英界英商贸易行-

施、高级手表、手表机件、空袭警

1899 年前原德商瑞记洋行穗庄资

报系统、自动售货机、电话设备、

深验丝师骨格里菲思 (T.

E. Grif-

防火防盗隔音钢门及各种保险

fith)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柜、金库设备装置等.代表玛纹表

经营丝业及总迸出口贸易，兼营

厂 (Marvin

公共丝检业务.代理瑞士苏黎世

士及德国厂商公司. 1943 年尚见

新时昌洋行，以及欧、美、澳、日几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上海商业储

家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蓄"等.

Watch Co. )等几家瑞

1915 年前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更百名为 "GriHith ，

Ltd. , T.

E. ". 1920 年代初设香港分号于

时新有限公司

Concret Pro-

ducts , Ltd.

皇后大道中 .1930 年前后一皮改

香港英商建筑材料工业公

以香港为总号.来几港行由幡金

司。 1933 年前上海裹道理父子公

氏 (Y.

司合伙人‘小嘉道理 (Lawrence

T. King) 独资接办，西名

"Griffith &. Co."，华名仍称"时

Kad∞，rie) 及香港太平洋行董事僻

昌飞 1932 年广州本店再度改组，

米斯金 (G. Miskin) 等发起开办，

启用 "Griffith (1 932) ,

Ltd. , T.

为股份有限公司.工场设于丸龙.

E. "新西名 .1930 年代末港号始见

生产轻型混凝土砌块、彩色磨石

规复.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地砖、护壁板、瓦、铺路砖等等.进
口自水泥、水泥颜料、石料及其它

、

'

$1\ 吴: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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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建筑材料，承接定制业务.
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

Wulfs()hn Co. of China , Inc.
美国皮货贸易行.吴鲁生兄
弟 CManfred Wulfsohn 及 Louis

别发洋行，别发书庄有限公司

Wulfsohn) 开办，本店纽约市 .1923

Ke Il y &. Walsh , Ltd.

年来华开业，于哈尔滨设驻华分

上海英商书店及出版社.

号，天津、张家口、北京、北戴河及

1870 年开办，前身为赞凯利。

蒙古地区设次分号或代理处.经

M. Kelly) 经营的书店及骨沃尔什

营毛皮、皮货及猪察等收购出口

(F. G. Walsh) 经营的印字馆.嗣

业务，兼营欧美呢绒绸布进口贸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

易.所属天津呢绒绸布庄，百名

性有限公司.先后在黄浦滩路及

"Wulfω，hn's" ，华名称"吴鲁坐公

南京路营业.香港、汉口及新加

司"或"吴鲁生洋行"， 1947 年尚见

坡、横滨设分号，上海及香港设印

于记载，吴鲁生 CLouis Wulfsohn)

字房.核定资本墨洋 75 万元， 1930

主其事.

年代中实收 45 万元.经营商文书
籍印刷出版及文具制造业，兼营
报刊代理及烟业贸易.进口经销

利丰洋行

Maxim &.Co.

香港雪厂街葡商贸易行.

英美欧陆书刊、文具、纸张、印刷

1917 年前骨雷梅迪奥斯 (Max

材料及杂货$出口书籍及文具，销

dos Remedios) 发起开办.尝于澳

往欧美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门新马路及广州沙面法界设分

其时资本为 120 万港元，顾露弗

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A. E.

Glover) 及施露(].

H.

A.

理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合

缸arl的主其事，华职员傅技霖.往

伙人为骨利卑卢 Oorge

来银行为"汇丰".赵豁祥 1870 年

Ribeiro) 等.

A. V.

代尝充是行买办.
利记洋行
吴鲁生洋行

Wulfsohn Bros.

Wulfsohn &. Co..

甲

Inc. , M.

•

,

,

Lalcaca , B. P.

Lalca饵，

E. P.

, Lalcaca &. Co.

,

上海英印商牙行。 1872 年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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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氏 (E.

天津德商药房. 1908 年前铃

P. Lalcaca) 主持开办于

J.

法界法兰西外滩， JlP 以姓字为行

贝廷内斯 (S.

名。经营总经纪业 .1895 年前由其

办。北京、沈阳、上海及北戴河诸

家人铃利布普 (B.

Lalcaca) 接

埠先后设分号。经营商药及药材，

P. 飞在

兼化验分析、配方及相关照相业

天主堂街营业.世纪之交复改组

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

为家族合伙行号，启用 "Lalαca&.

间虽屡易其主，华洋行名依旧。

P.

办，更百名为 "Lalcaca ，

B.

Betines) 发起开

Co. "新百名， 1913 年后相继迁博
物院路、四川路及九江路营业.经

利这公司

Lee Dah &. Co.

营汇兑、金银、股票及-般经纪业

上海阎明园路日商贸易行.

务，一度兼营佣金代理业 .1940 年

1930 年代棋谷清助个人开办.计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和j 布曾仍主

有资本 5 万日元.南京、芜湖、离

其事.

郎、扬州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经
营箱盒材料、建材、煤炭、陶瓷器、

利亚大药房

Regal Phauuacy

人造丝绸、罐头、食品及杂货;出

上海静安寺路俄商〈或作德

口猪巍、羊毛及杂货 .1943 年尚见

商〉药房 .1932 年药物化学家餐李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住友"及"三

跃夫 (E.

菱".

L. Lvoff)个人开办.资

本为墨洋 2 万元.经营西药及药

剂批发零售业务，年营业额约墨

和di在洋行

R. Lvo{f).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Ault &. Wiborg Co. ;
Ault &. Wiborg China Co. Ault 8ι
Wiborg (Far Eas t)

记载，往来银行先后为"信济"及

美国印刷材料工业公司.

"麦加利".朱元康尝充是行药剂

1878 年开办，本部俄亥俄州辛辛

师.

那提 .1916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及

祥 3 万元.药房主任李大夫(Dr.

,

香港设分号.进口经销所产泊墨、
利亚药房

J.

制

,

Betines &. Co. , S.
The Oriental Pharmacy

"

干颜料、清漆、药、大漆、复写纸、

打字带等，兼及英、法、德、美、瑞

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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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其它厂商所产纸、印刷机器、雕

Léopold) 开办，经营钟表及珠宝首

版、电镀版设备材料等进口业务.

饰，称"利华洋行 ".1930 年前后转

&.

营押当及人寿保险储蓄，改称"利

Wiborg China Co. "新西名。添广

华储蓄小人寿保险公司".北京东

州、天津及马尼拉诸号 .1930 年代

长安街北京大饭店设分号.获利

初为纽约善国际泊墨公司 (The

颇丰.嗣即正式开设利华放款公

International Printing Ink Corp. )

司，别称利华放款银行.北京及巴

&. Wi-

黎设分号.经营放款代理及珠宝

borg Co. (Far East)" ，嗣于上海

首饰、古玩、贵重物品抵押垫付业

麦掰利克路设制造厂.增出口业

务，兼售珠宝首饰，代理保险.英

务，货品主要销往欧、美、非、澳及

中街利华大楼为公司产业. 1947

南洋.代理相关厂商公司数家至

年尚见于记载.刘华堂、刘文清等

数十家. 1942 年前成为纽约侨联

尝克是行高级华职员.

192::> 年代初，华行启用 "Ault

直属公司，更百名为 "Ault

通化学公司 (The

lnterchemical

Corporation)子公司.太平洋战争

利华药房

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

J.

行"军管理".战后恢复， 1940 年代

Pharmacy

末尚见于记载，总裁兼总经理方

, Legation

Henderson
Pharmacy

&. Co. ,

, Central

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及天津

Frondorf).往来银衍

英界中街西药房. 1915 年前英国

为"花旗".俞志青、沈仲涛尝充是

爱丁堡制药学会会员铃亨德森(J.

行沪庄买办.

Henderson) 盎起开办，西名 "Hen

达夫 (U.

G.

der四n

&. Co.

&.

Co., J.". 京号别称

,

"Legation Pharmacy" ，津号别称
"Central Pharmacy". 批发零售商

天津英界中街法商〈或作瑞

药、药剂、药材及法、美、英诸国香

士商〉贷款公司 .1927 年原利崛洋

水、化妆品等.所属化验室承接工

行职员，持瑞士国护照之旅津法

业、商业、医学化验分析及照相业

籍犹太商人李亚溥 (Marcel

务. 1920 年前后京号出盘，由法商

利华放款公司

L毒opold

Marcel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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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 接

前寄利退伙，遂更西名为"Ben

办，遂转而致力于津号的经营。添

iamin &. Potts" ，香港本店华名称

配方、对抗疗法、顺势疗法诸项业

"边晴文及部士经纪"行.经营证

务.独家代理美、法几家厂商公

券、股票、汇票及一般经纪业务.

司. 1940 年前后与华北化学试验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予记载，其间

室结合.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虽伙东屡易，华洋行名依旧.葛询

铃东尼布兰(J.

Donny -

初尝充是行沪庄华经理..
利华照相馆

Kodak Shop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照相馆.

、

利兴洋行

Gray E几Co. • Jas. A.

1912 年前照相师份加特纳 (R.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35 年前

Gartner) 主持开办.北戴河及山海

原利兴保险公司合伙人，利兴地

关设分号.经营美术照相，兼营照

产公司主人"格雷(Jas.

相器材及用品.代理美国"柯达"

Gray)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

等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后期

嗣迁丸江路营业.天挥、香港及曼

尚见于记载.

谷设分号，神户、马尼拉及纽约设

A.

代理处.经营人造丝、呢绒、棉布、

,

棉纱及一般迸出口贸易，兼营佣

Benjamin. Kelly &. Pottsl Benjamin &. Potts

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且于

利安洋行

Ben jamin &. Kelly

香港英商牙行. 1891 年前班

记载.俞仰馨、陈有运、吴星垣尝
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针棉(边睹文 .S. S. Benjamin) 与
寄利 (E. S. Ke\ly) 合伙开办，西名

利纪生洋行

"Benjamin &. Kel1y" .经营股票及

A. J.

一般经纪业务. 1899 年树部士

Richardson &. Co. ,

上海英商洋行. 1925 年前原

(G. H. Potts) 入为伙东，更西名

丹商宝和洋行经理利纪生 (A.

为"Benjamin. Kelly

Potts". 华

Richardson) 主持开办。初设于福

名"班针棉寄利"洋行. 1901 年前

州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拍

设上海分号，始称"利安". 1908 年

卖、估价、评价及五金煤铁经纪业

&.

J.

•

•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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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兼营煤炭贸易。 1940 年代初尚

度为东方染房弹染油渍公司业

儿子记载.陶渔父尝充是行买办.

主.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利克茂轮他公司

利林公司

Rickmers

Linie. G.. m. b. H.. Hamburg

Lilling &. Co.

k 海圆明园路捷克斯洛伐克

德国轮船公司，本部汉堡.本

贸易商行. 1932 年利林(Leo

世纪初来华开业，辟汉堡一一上

Lilling) 主持开办.初营厂家代表

海-←大连一一海参战航线，并

业务，嗣转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

参加汕头沿海航运竞争.华名别

代理业. 1948 年资本为国币 100

称利嘉茂轮船公司.嗣渐扩展至

万元.进口化学品、苯胶染料、硫

香港等地，瑞记洋行充其代理行.

黑、纸、合金钢、绣花亚麻制品、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华业务

厂零配件、啤酒厂机器设备及材

中断 .1920 年代初恢复，于上海广

料等.代理捷克斯洛伐克及英美

东路设分号，幡奥尔德普 (Kar101-

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dωrp) 首任经理.香港、天津、大

Riggio &. Co. •

连、营口、沈阳等地设代理处."些

利昌洋仔

剌士"、"捷成"、"山打"、"和利"、

Società Anonima. L.

"德茂"、"禅臣"诸洋行先后充其

上海博物院路意商贸易行.

代理行 0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1932 年〈或作 1933 年〉开利洋行
总裁铸贝多尼 (c. Bedoni)及代签

利亨洋行

Floquet &. Knoth

有效人铃利焦 (L. Riggio) 等发起

香港法商贸易行. 1914 年前

开办.进口意、法、英及欧洲其它

幡克诺特 0. Knoth) 与铃弗洛盖

国家所产人造丝纱、呢帽、呢绒、

(R. F1oquet) 合伙开办.广州及巴

绸布、短羊毛、毛线及杂芹，出口

黎、海防设分号，纽约、旧金山、神

足头等，销往法国.四川路设堆

户、横滨、伦敦设代理处.经营进

钱 .1940 年代中迁总号于米兰，上

出口贸易，代理法商东方修焊公

海广东路设分号，华名别称利犯

司(焊铁厂〉等几家厂商公司.一

有限公司。进口人造丝纱、染料、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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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品、纺织机械及零部件、电

-

‘

利宝洋行

Leibovitch , S.

机、机器等，出口花生、大豆、芝

哈尔滨西商贸易行. 1925 年

麻、茶叶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前利宝 (S. Leibovitch) 个人开办。

载，其时有资本 500 万意大利里

先后在道里及南岗营业.经营药

扭。总裁利焦，开利洋行经理骑马

品、香料、化妆品、服饰杂货、针织

加礼 (C. Fumagalli) 为董事。往来

品、卫生用品、钢制品进口及一般

银行为"中法工商"、"东方汇理"、

出口贸易.代表上海棕榄公司等

"汇丰"及"有利".丁炳耀尝充是

几家欧美厂商公司.初未见华名.

行华经理。

1930 年代后期迁上海，依附于九
江路英商德康洋行，定华名为"利

利和洋行

R.

宝气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利宝自

Gilchrist ßι Co. ; J.

, Capstick &. Co.

任经理.

天津法界巴黎路英商贸易
行。 1921 年前原天津自来水公司

利信洋行

香港丹商贸易行. 1925 年原

经理，英国伦敦机械工程师学会
鸡、

准会员骨吉尔克里斯特(].

Christensen &. Co.

R. .辉华洋行 (Richardson ， Chas. E.)

Gilchrist) 主持开办，定西名为职员警克里斯膝森 (E.

经营造

tensen) 与华商某合伙开办.初设

出口贸易，兼保险及佣金代理业

于车打道，嗣先后迁德辅道中及

务。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产品

皇后大道中营业.进口美、加、澳

包括颜料、上光剂、泊布、帆布、高

丽粉及杂货 F 出口矿砂及其它中

级瑞士表、纸烟、香水、肥皂、食

国产物，销往欧美各国.代理美

品、保安剃刀、刀具、鞋油等等.

国、加拿大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

1925 年前出倒，由伙东铃卡普斯

代末尚见于记载，记为中丹台雷

蒂克 (A. E. Capstick) 受盘接办，

商行，往来银行为"大通"及"有

"Gilchrist &. Co. ,

,

J. R." 0

Chris-

遂更西名为 "Capstick

&. Co. " 0

嗣利".

先后迁英界何坝道及领事道营
业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利顺德饭店

‘

Astor House Hotel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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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or House Hotel , Ltd.

,

堡、印度苏丹堡及伊朗哈马丹设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饭店.或

分号。 1926 年前来华开业，设驻华

称始建于 1863 年 .1883 年前西名

分号子天津，先后在中等一区海大

为 "Mud - house 飞嗣经德商祷里

道浙江路口及英界宝士徒道营

特 (G. Ritter) 扩建为三层新楼，定

业。经营中国及东方地毯出口贸

西名为 "Astor Hou回 Hotel" 。华名

易，销往欧美.驻华伙东兼采办铃

"利顺德"，典出"利顺以德"句。共

埃夫伦尼安 (Levon

有客房 70 套，均附卫生间. 1895

1939 年尚见于记载.

-

J. Evrenian).

年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更西名为.. Astor

House Hotel ,

利通洋行

Li Tong &. Co.

Ltd. ".德商世昌样行伙东海礼

汉口法租界希腊贸易商行.

(E. Heyl)、礼和洋行津庄代签有

1930 年代初飞星公司伙东兼会计

效人铃马尔希 (M. M缸ch) 及英商

师侵马弗罗凯法洛斯 (G.

高林洋行伙东幡安德森 (W.

C.

Mavrokephalos) 等合伙开办.初设

C. Ander甜n) 等为董事，里特任经

于福照衔，嗣迂巴黎街营业.经营

7飞 1910 年代中实收资本银 20 万

总佣金代理业及进口批发贸易，

两，发行公司债券银 15 万两 .1930

代表欧美制造厂家. 1940 年代尚

年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见于记载.

S.

英商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
皮由日叫接办，更名为"亚细亚饭

利通绸布号

店".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

Clourman' s Bargain Bazaar

Handy Store

f

,

上海法界圣母院路西商绸布

于记载.

庄. 1934 年前曾克劳曼家 (M. D.

利美洋行

A vanozian &. Sons ,

Clourman 及 A. D. Clourman) 合
伙开办，西名"Handy Store" 0 经营

M.
美国贸易商行.保阿瓦诺齐

服饰杂货及呢就绸布等. 1937 年

安 (M. Avanozian) 父子主持开前后变更其西名为 "Clounnan' s

办，本部纽约市.土耳其君士坦丁

Ba rgain Bazaar" ，迁霞飞路营业.

•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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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员骨威格纳尔 (A.

T.

WignaIJ) 及

原鲁麟洋行职员铃奇洛姆(H.
利培民罐头食物厂

"‘·

Neill

Libby , Mc-

Cheetham) 承顶接办，更西名为

&. Libby of Chicago. , U. S.

"Central China lmport Co. " .华名

A.

依旧.原行短暂维持，华名"兆

美国食品公司，本部芝加哥。

康".嗣迁江西路营业。 1925 年前

1908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南京

在英格兰注册为英商股份有限责

路设分号，进口经销所产罐头肉、

任公司，启用"Central China Im-

食品、肉汁、淹菜、牛奶及调味品

port Co. • Ltd. ..新西名. 1920 年

等，华名"茂隆"，经理费鲍顿 (A.

代末尚见于记载.步辍悉尝充是

C. Bo ughton). 1910 年代中改以

行买办。

公利洋行为代理行，经营对华业

务，行名径以"公利"称 .1920 年代

利商洋行

末渐无所闻 .1930 年代中复见，代

Corporation

理行为英商天祥有限公司。 1940

...

Business Equipment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19 年〈或

作 1920 年)原万国函授学堂总代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理入海格 (A. R. Hager) 主持开

Rüdenberg

&. Co. ,

办.初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迂九江

Ce ntral China

Import

路及江西路营业.进口经销计算

Central China Import Co. •

器等高效现代商业及办公设备.

利盛洋行

Werneq

Co.

I

代表十数家美国厂商公司.资本

Ltd.
J

上海四川路西商贸易行.

20 万美元。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1913 年前原南京路德商增裕洋行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汇

(Sc h ä rff

-

&. Co. •

Walter) 职员祷

丰"、"太平洋 "(Pacific

Ba nking

吕登贝格 (W. Rüdenberg) 主持开

Corporation) 及"莺古路加蝉宽国

办，西名作 "Rüdenberg

家" (Anglo

&. Co. •

Werner" .经营造口贸易及佣金代

Ca lifornia National

Bank) 等.

理业务. 1916 年前改组，由本行职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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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康洋行

•

资关系公司.先后迁静安寺路及

Leconte , F ernand

天津法界古拔路法商贸易

法界迈而西爱路营业.香港、南京

行. 1933 年 7 月原中西公司经理

及杭州设分号。核定资本银 150 万

利康 (F. Leconte) 个人开办。进口

两，实收 118.5 万两.进口经销欧

比、法诸国各种玻璃、玻砖、玻璃

美名厂卧车、卡车、汽车零配件及

器皿、香水、肥皂、化学品、呢帽、

电池等.拥有并经营"龙飞"、"大

纲丝、铁丝、避雷针及食糖、大米

陆气"怡昌"及"万方"等几家汽车

等，出口核桃、核桃仁、草帽缎、蛋

行，于香港路专设有修配厂.代理

品、猪察、山羊毛及羊毛等，销往

"奥斯汀"、"雪佛兰"等汽车厂商。

美、英、法、澳、加及印度支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被日本占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领当局没收，战后恢复.嗣华商扬

行为"大通"及"中法工商"。

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130 万美

'句

元购得其 95% 的股权，孔令侃遂
利暖机，汽车行

Auto Palace ,

成车行实际所有人.往来银行为

, Auto

"麦加利"及"新沙避"等.瞿振华

Sennet Frères Auto Palace

Palace Co., Auto - Palace Co.

,

尝充是行买办.

4户

Ltd.
上海法界宝昌路西商汽车
行. 1904 年(或作 1903 年〉法商和~

利喊洋行

Levy , Hermanc圃'

Sennet Frères , Levy , M.

崛洋行开办.经营汽车、汽艇销售

法国珠宝首饰钟表行.利崛

及修理业务. 1915 年前后由原美

(Hermanos Levy) 主持开办，即以

汽车公司(Oriental Automobi1e

姓字为行名，本部巴黎 .1890 年来

Co. )机械工程师英人雷登 (R. T.

华开业，上海及香港设分号. 1899

Rayton) 接办，西名别作 "Rayton 气年前白骨塞内兄弟 (Ms.

Se nnet

Garage 气添汽车出租、管理、养护

及 Mx. Sennet)合伙接办，更西名

及代理业务. 1928 年前改组为英

为"Sennet Fr'也res" ，香港分号仍袭

商公众性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

用原西名，马尼拉及怡朗设联号.

注册章程注册，成为沙逊集团投

嗣哈尔滨、汉口、旅顺、北京、天津

-

'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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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及海参最诸埠相继设店.进口经

利漂洋行

销珠宝首饰、钟表、花式货品、香

Eug.

水及影片等，兼营古玩出口、宝石

inet. G.

Re严laud

, Reynaud

&. Co. ,

&. Colinet , Col-

加工及钟表修造业务。 1920 年前

营口李家大楼街法商贸易

由原任北京分号经理骨小利喊

行. 1906 年原上海洋泾涣龙兴洋

(Marx Levy) 等出面接办，华祥行

行 (Chazalon

名依旧，间或亦使用 "Levy ，

有效人赞雷诺 (Eug剖e

M."

&. Cie , A.

)津号代签

Reynaud)

西名. 1940 年代中沪庄资本为法

发起开办，西名 "Reynaud

币 1 ， 000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

Eug·". 经营谷类、生皮、羊毛出口

于记载，经理婚埃尔居培(H.

G.

贸易，兼航运、保险及其它佣金代

Elguther f，华经理金元麟.往来银

理业务.嗣与骨科利内 (G.

行为"大通气"中法工商"及"花

Colinet) 合伙，大连及沈阳设分

旗".上海利嚼机汽车行一度为洋

号. 1917 年前启用 "Reynaud

行产业.

Colinet"新西名，增设天津分号.

&. Co. ,

&.

1921 年前改由科氏独资经营，更

、

利满仁照相馆

Le Munyon , C.

津法界，营口及沈阳设分号.进口

E.

•

北京美商照相馆.本世纪初

杂货，出口中国产物，兼航运及保

旅京美术家利满仁 (C. E. Le

险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Munyon) 个人开办.初设于东交民

记载，其时资本为国币 5 ， 000 万

巷台基厂，嗣迁崇文门内大街营

元•

业，六国饭店内设分号.经营照

相、显影、晒片诸业务，精绘中国

利德洋行

庙宇等画及北京各景，经销柯达

Linnestad &. Co.

照相机及照相材料，代售打字用

句

西名为"Colinet. G." ，迁总号子天

Li nnestad , O. R.

, Thams , B.

,

上海挪威商牙行. 1913 年前

品、古玩及丝棉等 .1920 年代初专

原江西赞臣洋行伙东利德 (0.

营美术品，迁镇江胡同营业.

Linnestad)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R.

行名.初设于四川路，嗣迁北京路

•

,

-

利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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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经营船头及转运经纪业。Constant A.) 伙东和j 德 (Carl
1920 年前后改组，变更其西名为

Riedel)个人开办.经营水陆运输

"Linnestad &. Co. " ，迁法租界法兰

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兼营迸出

西外滩营业，势培姆斯 (P. B.

口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Sparre Thams) 主其事.添地产经
纪业务。 1924 年前后更百名为

"Thams , B. "，华名依旧。 1930 年

利德洋行

Rutherford. N. H.

上海英商牙行. 1924 年前原
英国美荣洋行 (Kemp

代末尚见于记载.

.--.

&. Co. ,

Thomas) 首任驻沪代表祷利瑟福

利德洋行

Rawson. L. H.

I

Rawson , McNeice &. Co.

德 (N.

H.

Rutherford) 个人开办.

初设于法界爱多亚路，嗣先后迁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0 年前

黄浦摊路及南京路中央房子营

怜利森(L. H. Rawson) 个人开

业.经营证券、股票及一般经纪业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法界

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公馆马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宁

波路营业.经营呢绒、 Æ 头贸易，

告老纱洋行

代表布雷德福、布里哲夫阿伦、贝

Kruse &. Co.

Kruse ,

].

C.

I

尔法斯特、伦敦、希普利等地多家

香港皇后大道中德商贸易

厂商公司 01931 年改组，由利森与

行. 1868 年告老纱(]. C. Kruse)

职员骨麦克尼斯 (W.

A. O. Mc-

个人开办.华名别称告罗沙洋行.

Neice) 合伙经营，启用" Rawson ,

经营烟叶、珠宝首饰、花式货品进

McNeice &. Co. "新四名，迁仁记

口贸易及百货，兼营佣金代理业

路营业 01935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

务 .1874 年告老纱去世后，伙东屡

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易，华洋行名依旧 .1914 年前后清

,

理，清理员为"罗兵咸核数司"事
利德洋行

Riedel ，

Carl

务所. 1920 年代原资深伙东汉堡

大连山县通德商洋行. 1926

怜黑尔 (Paul Hell) 与华德洋行经

年前丹麦商葛罗克洋行(Krogh.

理骨哈尔蒂希(Gottlieh Hartig)共

-

•

何佐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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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恢复，店设德辅道中.广州建分

德马"称.

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1930 年代末
尚见于记载，业主为哈氏.

佑宁保险公司

何道谦公司

Society of London I Union Assurance Society. Ltd.

一‘

Abd∞，lrahim

Abd∞，lrahim ， A. I

英国保险公司 .1714 年创办，

&. Co.

广州沙面英印商建筑工程

本部伦敦 o 1813 年定名为 "Union

1914 年前原香港丹备洋行

Assurance Soc iety of London 飞

(Dan峙， Wm.) 职员何道谦 CA.

189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香

Abd∞，lrahim)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港诸埠，以"泰隆"、"域景"等祥行

为行名，香港皇后大道中设分号.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及人寿保险

承揽建筑设计、土木工程及测绘

业务.本世纪初一度子上海四川

事务.嗣迁本店于香港 .1922 年前

路设分号，称"合众火险公司飞嗣

&.

改以天祥洋行总代理. 1908 年曾

行.

改组，更西名为 "Abd∞lrahim

Co. ". 1928 年尚见于记载 •

•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U

nion Assurance S∞iety ， Ltd." 新
佐部文洋行 F 吉德马洋行

西名.汉口、天津、烟台、哈尔滨诸

Chotirmall &. Co. • K. A. J.

埠相继添代理处，"良济"、"士

印度丝业贸易行. 1875 年佐

美"、"德利"及"顺全隆"等洋行分

Chotirmall) 家开

别充其地方代理行. 1930 年代初

办. 1906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于上海广东路设驻华分号，老公

青岛诸埠，经营印度、中国、日本

茂康记保险公司驻华经理铃阿诺

所产丝、丝制品及古玩.嗣设总号

德 CE. Lester G i1bert Arnold) 兼经

子新加披，香港、广州及泪水、西

理.经营火灾、伤害、汽车等保

贡、神户设分号.经营丝业及其它

险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中国产物迸出口贸易，兼营绸布

载.

郁文 (K. A.

崎

Union Assurance

J.

应及佣金代理业务.洋行华名i&

称"佐都文"，但青岛一地尝以"青

Bacha &. Co. , M.

伯兴洋行

•

I

伯你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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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dsi

Fr告res ，

Cod si • J. , Codsi.

尼 (A.

C. Finney) 为代表，设代表

处于上海。先后以"公平"、"洛士

A. ,Codsi. A. E.
上海南京路比商贸易行.

利"、"您德"及"喊厘"等洋行为代

1908 等伯民 (Michel Bacha) 个人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油漆、清漆、

M." 。

颜料、染料等. 1930 年代后期尚见

经营生丝、茧绸出口及钻石、珍

于记载，其时公司华名径依代理

珠、宝石进口贸易. 1918 年前由原

行称"喊厘有限公司"。

开办，西名 "Bacha

&. Co. •

代签有效人侵科德斯兄弟(A.

~

-.

E.

Codsi 及 J. 巳Codsj)受盘接办，

你路臣洋行

Niel配 n.

G.

更西名为"Codsi Frères". 先后迁

上海丹商牙行. 1906 年前你

仁记路及福州路营业. 1928 年前

盹臣 (G. Nielsen) 个人开办.先后

启用 "Codsi ， J."新西名.添花边、

在四川路，法界霞飞路、愚园路及

绣货出口及亚麻制品、棉绒进口

法界日班路营业.经营证券、股

业务. 1937 年前后复更西名为

票、地产及一般经纪业务 .1940 年

"Cod is. A. "或"Codis. A. E.". 迁

尚见于记载。

•

咱，

法界爱多亚路营业，或记为法商

行号 .1947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

住友洋行

行为"有利"及"华比飞邱连升(邱

Sumitomo Goshi Kaisha

廉声〉、陈侠仙尝充是行华经理或

mo Honsha. Ltd.

Sumitomo

Yoko 事

, Sumito-

日本综合公司. 1909 年住友

高级华职员.

吉左卫门个人就 1875 年创设之住
伯哲油漆有限公司

Berger &.

Sons. Ltd. .Lewis
•

友本店改组开办，日文称住友总
本店 (Sumitomo

General Head Of-

英国油漆工业公司.伯哲

íic时，为住友财阀各企业中枢，本

(Le时s Berger) 父子主持开办，本

店大阪. 1916 年来华开业，子上

部伦敦。 1916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海、天津、汉口诸埠设支店，西名

海及罄港，以新旗昌(旗昌〉洋行

"Sumitomo Yoko". 进口经销"位

为代理行，开展对华业务。旋派芬

友"各厂所产五金、电线、电缆、钢

F

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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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煤炭及肥料等。 1921 年 2 月本

华开业，先后于上海、汉口及大

店改组为合伙企业，称住友合资

连、北京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会社，西名作 "Sumitomo

Goshi

营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 1930 年

Kaisha" 。资本 15 ， 000 万日元，社

代中核定资本累糟至 7 ， 000 万日

长住友育左卫门。经营工矿、农

元，实收 5 ， 000 万日元 z 资产负债

林、仓校运输各业。华行业务如

总额为 94 ， 736 万余日元.除华行

旧. 1937 年 3 月本店改组为股份

外，设分支店者尚有东京、横滨、

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住友本社，

京都、神户及伦敦、纽约、旧金山、

更百名为 "Sumitomo Honsha ,

西雅图、洛杉矶、夏威夷及萨克拉

Ltd. "。沪店进口"住友电线"、"住

门托等数十处.董事*/\.代则彦，

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工业"、

总董大平贤作，常务冈桥林等.

"住友机械制作"、"住友矿业"及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华行关闭，席

"日本电气"、"日本板硝子"、"日

聚星及孙景阳尝充是行买办.

本碍子"、"神东涂料"、"大阪变压
器"等公司产品，兼营保险及其它

近世大药房

Phamacie

Moderne

佣金代理业务.北京事务所经营

上海法界霞飞路西商药房.

经济调查及连络事.社长住友吉

1924 年前原法国大药房经理铃埃

左卫门，代表董事为小仓正恒、人

斯蒂布利埃(L. Estublìer) 主持开

代则彦等.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华

办.经营西药及药材批发零售业

行关闭，往来银行为"住友".

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业主为
传埃斯蒂布利埃夫人 (Mrs. T.

住友银行

SumÎtomo Bank

,

Estublier).

Sumitomo Bank , Ltd.
日本商业银行 o 1895 年住友
吉左卫门个人开办，资本 100 万日

,

句一

近海邮钝公司

Ki nhai

Yu民n

Kaisha

元，本店大阪 01912 年改组为股份

日本轮船公司. 1923 年 3 月

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住友银行，

开办，日文原称近海邮船株式会

资本为 1 ， 500 万日元。 1916 年来

社，本社东京.核定资本为 1 ， 000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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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元，收足。东京、神户、大阪、

等 F 出口绣货、黄铜器、古玩及桐

横滨、名古屋及天津、南京、大冶、

泊、茶叶、皮件、丝绸、生皮、油漆

上海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代理

等，销往欧美及非洲.代理几家英

处.华行经营天津一一大连一一

国厂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

汉口一一芜湖一线之客、货运输

战后恢复.香港及伦敦设办事处.

及航运代理业务. 1930 年代中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船 10 艘，共 6 ， 116 吨.尝代理"日

行先后有"汇丰"、"大英"、"有利"、

本邮船"、"朝鲜邮船"两公司及东

"麦加利"、"交退"、"浙江实业"等。

京扶桑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范维潦尝充是行经理.

.一.

为适应战争需要， 1939 年 8 月 5

日与"日本邮船"、"大阪商船"、

希林洋行

,

"日消汽船"、"大同海运"、"冈崎

Heijblom , Willem
Heijblom &. Co. W i1lem Holland

汽船"及"阿波国共同汽船"等航

Pacific Trading Co.

业公司合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
包揽远东航运.嗣后即无所闻.

,

香港荷商贸易行. 1916 年前
希林 (Wi1lem Heijblom) 个人开办，

,

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雪厂街，
希时有限公司

Heath (1 92 7),

嗣迁德辅道中营业.其后与和嘀
银行港行职员骨勒尔斯 0.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7 年就
谦顺洋行 (Heath

&. Co. • P.

)上海

H.

van Gennep Lübrs) 合伙，更西名
为 "Heijblom

&. Co. ,

Willem". 经

总号改组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

营进出口贸易，代理荷兰芬洛及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

荷属东印度群岛几家厂商公司.

资本规银 10 万两，"谦顺"创办人

1919 年前后复更其西名为 "Hol

希士 (P. H刨出)首任常务董事.初

land Pacific Trading Co. " ，先后迁

设于北京路，嗣迁江西路营业.进

皇后大道中及都爹厘街营业。

口英国五金、五金工具、机器、工

1920 年代中更华名为"双旗洋

程材料、电料、卫生用品、反件、纸

行".代理荷、美、加几家厂商公
、严

类、机器备件、机械工具及杂货

司。未几渐无所闻.

叩

•…

狄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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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生洋行

Dickinson &. Co..

姆布鲁斯特 (H. Armbruster) 主其

Ltd. • John. London
英国造纸工业公司.狄金生

-

193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铃小阿

事。

(John Dickinson) 发起开办，本部
伦敦。 1910 年代来华开业，初以香

龟山商店

港旗昌(新旗昌〉洋行为代理行，

Ltd.

Kameyama &. Co. •

嗣设远东分号子上海黄浦滩.进

日本贸易商行。龟山敏太等

口经销所产狮牌纸、印刷用品、印

发起开办，本店大阪.初为合伙商

刷器材及文具等。 1920 年代初先

店 .1936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后迂汉口路及江西路营业 o 1927

资本 65 万日元，收足.沈阳及大

年前迁远东分号子新加坡，香港

连、天津、上海诸埠设支店或营业

及仰光设次分号.添相关厂商代

所.经营棉布、人造丝绸、呢缄、杂

理业务.除英国本土外，公司在印

货及其它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

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埃

载.社会长龟山敏太，龟山 11 雄、

及、阿根廷各地设有多处工厂或

小野彰平、贝原静太等为董事.

分支机构 o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

、

载，其时香港太古洋行(太贸股份
有限公司. Swire

&. Maclaine.

龟井商店

Kameí &. Co. • S.

日本贸易商行.龟井倍次郎
发起开办，资本 100 万日元，本社

Ltd. )为其代理行。

横滨.神户、大阪、东京及京城〈汉
狄星洋行

Armbrust钮.

Alb.

c.

城〉设支店 o 1930 年前后来华开
业，大连、出阳及上海、天津、哈尔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5 年前

滨等埠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丝

铃阿姆布鲁斯特(Alb. C. Arm-

绸、人造丝绸、棉布、呢绒、麻布、

bruster) 个人开办.初设于黄浦滩

纺织原材料及海产物、食品、杂货

路，嗣先后迁爱文义路及愚固路

进出口贸易，兼相关批发及纺织

营业.经营珠宝首饰批发及总进

品加工制造业. 1939 年东北诸支

口贸易.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店以沈阳为中心别立为"株式会

吨，

"

克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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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龟井洋行"，在"满洲国"注册.

1947 年沪庄有资本 20 万港元，铸

1944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皮乔托(}. A. Pecciotto) 主其事.

"横滨正金"。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汉森为

免那洋行

常务董事.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

Manners , John Man-

ners &. Backhou缸， Ltd.

及"东方汇理气

, Manners

&. Co. , Ltd. , John

亨记洋行

Hinkel , W. Carl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商贸易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31 年(或

行. 1915 年前原德商禅臣洋行香

作 1930 年〉骨亨卡尔 (W. Carl

港分号代签有效人兔那 Oohn

Hinkel)个人开办.初设于北京路，

Manners) 个人开办 ， RP 以姓字为

嗣迁博物院路营业.进口经销德、

行名.广州沙面英界设分号.经营

美等国机器、自动装卸车、起重车

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未

辆、堆垛机械、工厂材料、五金工

几与原德利洋行 (Backhou盹&

具、杂货及新加披生橡跤浆等、兼

)主人赞巴克豪斯

营相关工程事务，代理欧美几家

(J ames H. Backhouse) 合伙，遂更

厂商公司 .1943 年尚且于记载.往

Co. , James H.

西名为.. Manners

&.

-唱

Backhou酶，

Ltd. ". 1923 年前巴克豪斯退出，

,

来银行为"德华"、"麦加利"及"有
利".

原穗庄代签有效人赞汉森 (Wal-

lace J. Hansen) 及怜泰就(F. Tay-

亨达利，草行

lor) 等入股，启用 "Manners

&. Co. . L.

Co. , Ltd. ,

&.

John"新西名，添汕头

分号.进口纸烟、煤、水泥、饮料及

Vrard , L.

, Hope

Brω.

,.vrard
&.Co.,

Ltd.
土问德商(或作法商〉钟表首

化学品等 F 出口中国产物.代理

饰行。

英、丹、瑞典等国几家保险、航运

弗拉德 (L. Vrard) 个人开办，即以

及其它公司厂商. 1940 年别设上

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西路，嗣迁

海分号，定西名为 "Manners

&.

南京路蕾业.经营钟表及钟表修

(Shanghai) , Ltd. , John" 。

造业务，兼营百货.天津及汉口先

Co.

1864 年原有威洋行职员铃

-

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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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设分号. 1891 年前由职员怜西
伦吃 H.

Si1Iem) 及霄达和U

(A.

Laidrich) 合伙接办，西名 "Vrard
嚼

理行仍为"怡和机器".

&.

Co. , L. ". 1899 年尝子武昌开设

亨利洋行

Hansen &. Co. , U If

UIf - Hansen &. Co.

I

, Ltd.

一有色金属精炼厂，资本为银

青岛馆陶路丹商贸易行.

109. 1 万元. 1906 年前改组，更其
西名为 "Hope Bros. &. Co.,

1926 年前英商中川洋行职员亨氏

Ltd.". 经营珠宝首饰、钟表眼镜、

南二马路设分号.经营进出口及

珍珠，加工制作金银首饰及器皿.

酒业贸易，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1914 年出倒，由华商受盘接办.天

193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津、北京及杭州设分号 .1940 年代

司。进口美、德、英、丹、瑞典及其

末尚见于记载.胡锦香、毛文荣先

它欧洲国家铁路材料、建材、旧报

后主其事.

纸、机器、电器、电话、电缆及呢

(U. U If - Hansen) 发起开办.济

绒、纸类、胶、机器零件、工具等，

Henley'

兼营保险代理及相关工程业务.

Co., Ltd. ,

各年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亨利氏电报材料制造厂

•

s

Telegraph 呗'orks

W. T.
英国电料工业公司，本部伦

数家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行为英商"汇丰飞

敦 .1910 年代来华开业，在上海先

f 叩

,

后以久胜洋行、顺利五金号及怡

亨茂洋得

和机器有限公司为代理行，进口

H. S.

经销所产亨利氏系列电料，包括

H.

, Honigsberg &. Co. , Inc.
S. , HO'1igsberg &. Son , Fed.

电线、电话线、电报电缆、普通电

Inc.

, U.

Honigsberg &. Co.

S. A.

缆及相关零配件等. 1930 年代初

上海美商何车行. 1913 年前

特派铃彭内特 (C. W. Pennett) 为

亨氏 (Hubert S. Honigsberg) 个人

远东代表，驻上海.承包电缆材料

开办，西名 U Honigsberg

供应、电缆敷设及树竿架线等项

H. S.". 初设于南京路，嗣迁静安

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代

寺路营业。经营汽车及汽车零配

&. Co. ,

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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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兼相关维修服务业务.代理几

Ltd. , James" ，称英商亨茂洋行有

家美国汽车及煤气瓶罐厂商公

限公司.核定资本墨洋 5 万元，实

司。 1917 年前后注册为股份有限

收 3.94 万元，相继迁江西路及法

公司，更西名为 U Honigsberg

&.

界法兰西外滩营业.经营报关、货

S." ，亨氏任常务

运经纪、运输代理及打包、驳运、

董事。北京、天津、汉口及烟台诸

仓储诸业务.开办有"高茂"打包

埠先后设分号，顾荣根及王子良

公司，为黄浦拖驳有限公司全权

尝亿是行买办及华经理。 1930 年

经理.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总

代中'lJ 尚见于记载，西名为 UHonigs-

经理为骨高尔丁 (C.

h <'fi! &. Son , Fed. Inc. , U. S.

ing) ，经理严德明。往来银行为"汇

A. "。

丰飞侯梦石尝充是行买办。

Co. , Inc. , H.

EU
明

亨

nu畔

行

,

ω

m

商

n AU

。。

m

易

Co. , Ltd. , Jarnes

A

上海四川路西商运输行 o

(F. W. Hammond) 个人开办，本

1906 年原德商美最时祥行汉口分

部伦敦.日本东京设分号 .1920 年

号职员亨氏 (H.

Han回n) 与英

代初来华开业，于上海黄浦滩路

商茂氏〈麦得而， J. MagilD 合伙开

设分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代理

办，西名为 UHan坦n

经

欧美厂商公司十数家.商品包括

营搬运、水陆运输代理及报关、结

拉丝开孔钻石、鸽锢丝、扬声器、

关诸业务。 1915 年前亨氏退伙，由

电话机、滑油、绞车、绞盘、摩托

茂氏个人接办，遂变更其西名为

车、化工设备、炼油设备、回收设

"Hagil1 &. Co. , Jam四"，添保险代

备、车胎、电缆、橡胶制品、起重

理业务.嗣先后迁九江路、新康路

机、泵、工业用金刚石、炼钢炉及

及汉口路营业 o 1930 年改组为有

威士忌、酒类等。经理安智尔 (R.

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B. Angel) ，买办沈麟生. 1931 年

程注册，西名 U Magil1 &. Co. ,

前后沪行停办，改由德康洋行代

R.

-~

B. V. Gold-

Hm

Jam由，

贸

Magil1 &. Co. ,

&. Magill ,
Magil1 &.

行国
洋英

Han配n

明

亨茂洋行

亨 W

.~

/

&. Magil1" 0

,

-

亨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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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亨得利帕马氏有限公司

Huntley

&. Palmers , Ltd.
亨宝轮船公司

-

Hamburg-

Amerika Linie
德国远洋航运公司. 1847 年

英国食品工业公司，本部雷

丁及伦敦 .1916 年前来华开业，以
发卫礼 (Wallace

A.

Farley) 为驻

开办，在德国注册，总号汉堡.创

华代表，设代表处于上海黄浦滩

办资本7.2'， 500 英镑，分 60 股，每

路，进口推销所产饼干.嗣改以发

股 375 英镑.初以四条帆船开始营

卫礼洋行为代理行. 1920 年代业

业 .1877 年前即来华开业.至十九

务扩展至香港、天津、沈阳诸埠，

世纪末已成为世界著名远洋轮船

英瑞炼就公司及"立基"、"和记"、

公司之一. 1897 年德军强占胶州

"天祥"、"博隆"等洋行先后充其

后"亨宝"更加强了其在中国沿海

经销代理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及长江的运营，上海、青岛、汉口、

记载.

天津、香港诸埠设分号或管理处，
经营上海一-青岛，上海一一天

亨堡勃力门保险公司

津，上海一一济物浦(仁 J iI ) ，及长

Bremen

江等航班.本世纪初拥有远洋轮

Hamburg

178 艘，共 923 ， 439 吨 p 拖驳船及

sicherungs

Fire

Hamburg

Co. I
Feuer Ver-

Insurance

Bremen

内河航船 192 只，约 39 ， 163 吨.分

德国保险公司，总号汉堡.

支机构达 50 余处.在华营业近 70

1861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上

年."礼和"、"禅臣"、"盎斯"、"瑞

海、失津及汕头诸埠，先后分别以

记气"捷成"、"美最时"、"仁记"、

"布土兜〈鲁麟沪、"威利臣沙路

"古德"、"美路仔"、"天成"、"万国

威"、"礼和"、"美最时"及"新昌"诸

退票"诸洋行，先后代理"亨宝"经

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

营上海、汉口、青岛、天津、香港及

务 .1942 年尚见于记载，驻护远东

烟台、九江、营口、沈阳、北京、大

总代表骨施奈德 (0.

Schneider).

连、福州、广州、澳门诸埠业务.往

来银行为"和嘴"等.

底利船厂

Bailey' s Engineering

庇问沙

Agen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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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ley &. Co. ,

W. S.

,

•

Co. , Ltd. " ，庇理亚及祷达尔齐尔

, Ltd. , W. S

(A. G. DalzieD 任董事，经营总选

香港九龙湾英商造船厂。

出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Bailey&. Co.

1897 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

载.

--.

员，原省港澳火船公司香山号轮

船总工程司庇利 (W. S. Ba iley)

闵士登洋行

Morgenstern. O.

个人创办，西名.. Bailey' s En-

上梅仁记路德商贸易行.

gineering Agency" .1900 年铃墨菲

1925 年闵士登 (0. Morgenstem)

(E. O. Murphy) 加入，成为合伙

个人开办.进口大英帝国棉布、呢

企业，更西名为"Bailey &. Co. ,

绒、毛缉及衬料等，代理曼彻斯特

W. S.". 1910 年前后骨格德育

极飞公司等几家欧美厂商. 1943

Gedge) 等相继入伙，渐次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H.

J.

发展为有限责任公司， 1914 年前
启用 "Bailey

丰"等.

&. Co.. L td. , W.

S. "新西名.经营船舶修造及相关
工程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Sopher & Co. ,

沙发洋行

,

Theodore
上海英商犹太洋行. 1919 年

庇理亚洋行
飞

&. Co.

,

Blair &. Co.

, Blair

前原新 tþ 逊洋行职员沙发兄弟
(Th仅对ore

Ltd.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商贸易

M.

Sopher 及Arthur

Sopher)发起开办.初设于南京路，

行. 1922 年庇理亚 (K.

G. Blair)

嗣先后迁九江路及搏物院路营

个人开办，西名 "Blair

Co.飞进

业.汉口一度设分号。经营迸出口

口荷、英、美、加、澳所产食品、人

贸易 .1930 年代初转蕾贷押、投资

造黄油、牛油、肉类、罐头、干果、

及房地产业. 1930 年代后期恢复

巧克力、鱼类及钢丝绳、雨衣、卫

杂货贸易，仍兼房地产经纪业务.

生纸、咖啡、面粉等.代理多家欧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俞子英、

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中改组为

朱声远尝充是行买办.

&

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Blai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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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老门洋行

Fein , &>lomon

沙

代理店，静安寺路及法界贝当路

上海北四川路俄籍犹太商杂

设分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

货贸易行. 1914 年沙老门辉贤

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

(&>lomon Fein) 发起开办，华名别

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称沙老门辉贤洋行.法界霞飞路

载，新丰洋行资深伙东葛布生 (C.

设分店.经营足头杂货及服饰用

D. Culbertson) 及铃布朗。. R.

品，承做男女时装 .1930 年代中于

Browne) 、旅沪名律师阿乐满 (N.

北四川路添设编织厂.翩迁主店

F. Allman) 、海宁生洋行总裁海

于霞飞路. 1940 年代初尚见子记

宁生 (A. B. Henningsen) 等为董

载，其时经理为骨巴赫诺夫 (N.

事.

Bakhnoff) ，华经理董育发，往来银
沙利洋行

行为"大通".

Ley , Charles , Comp-

toir Charles Ley , S. A.
沙利文面包饼干糖果公司

-

Ba ke
Rite Bakery , Bakerite Co..

F ederal Inc. , U. S. A.
l 上海南京路美商食品公司.

北京东堂子胡同比商洋行.
1910 年代末原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及开深矿务总局林西矿职员，比
商吴德迈银行驻北京原代理人沙

H. Raven)

利 (Charles Ley) 个人创办，即以姓

盘接沙利文糖果行 (Su1Iivan' s

字为行名.布鲁塞尔设分号.经营

Fine Candies) 开办，西名"Bake

铁路设备、工程器材及总进出口

Rite Bakery". 1925 年改组为般份

贸易，代表英国及比利时制造厂

有限公司，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加

家. 1920 年代初改组为股份有限

章程注册.核定资本墨洋 100 万

责任公司，更西名为"Comptoir

元， 1930 年代中实收 75 万元，雷

Charles Ley , S. A.". 改以布鲁塞

文自任总裁.食品厂设于新闸路

尔为总号，北京及天津设分号，沙

及小沙渡路.经营面包、饼干、糖

利任常务董事.进口铁路材料、机

果、糕点生产销售业务，进口小

器、机器零配件、五金、钢铁、工

麦、面粉，包办伙食.嗣于天津设

具、矿灯、台秤、平板玻璃、电料及

1922 年前普雷文 (c.

•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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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 F 出口中国产物 F 承办政府采

"Sassoon. Sons &. Co. • David" .旋

购业务，兼相关工程装修事。代理

即来华开业，经营鸦片及棉花贸

比利时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易. 1845 年前仅有广州、香港、上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海三分号 .1860 年代即已扩展至

沙咪洋行

Somekh
Eι Co.

Somekh. B. A.

,

&. Co. • B. A. , Someck

福州、天津、汉口、宁波、营口、烟

台及横滨、长崎诸埠.为适应业务
的迅速发展 .1864 年曾与"怡和"
等洋行发起创办远东第一大银行

• B. A.

上海北京路英商犹太贸易

"汇丰飞 1872 年新沙逊洋行成立，

行. 1906 年前原老沙逊洋行职员

始有"老沙逊"之称.至世纪末，其

沙眯(B. A. Somekh) 个人开办，

地位渐为"新沙逊"取代. 1906 年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迸出口贸

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13 年前启

为"Sa岱∞，n

用"Somekh

A." 新西

David" .总号设于伦敦，香港、上

名，先后迁仁记路及圆明园路营

海、汉口及曼彻斯特、孟买、加尔

业. 1930 年前后转而改营房地产

各答、卡拉奇、波斯湾设分号.经

业，由幡小沙眯 (G. Someck) 主持

营总迸出口贸易，兼营股票、地产

经营，嗣更西名为"Someck

&.

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务. 1920 年代

Co. • B. A.". 1943 年尚见于记

后营业日渐不振.到 1946 年，其在

载.沈伟卿及美一新尝充是行华

华业务，除经租房屋外，几乎全部

经理.

停顿.往来银行为"汇卒"及"麦加

&. Co. • B.

&.

Co..

Ltd..

利".陈荫棠、周咏春、宋彩、郑子
沙逊洋行，老沙逊洋行

Sons

&.

Co.. Da vid

Sassoon.

梅、裳祖怀、吴申伯、吴继宏〈声

&.

远〉等尝充是行买办.洋行华名，

, Sassoon

早期多有称"沙宣"及"沙抓"者.

Co. • Ltd. • David
英国贸易商行. 1832 年旅印
巳格达犹太商人沙逊 (David

Sas-

沙得利工程司行

soon) 父子创办于孟买，西名作Conversy

Charreyet

咱

j甲

汽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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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界法商建筑工程行.

能青、纺织用化学品、西药、精制

1902年沙王程司 (H. Charrey) 与

化学品、化妆品及糖稍等，独家代

骨孔韦西工程司 (M.

Conversy)

理巳塞尔本厂产品. 1940 年代末

合伙开办.先后在水师蕾路及大

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50 万瑞

法国路营业.上海及北京设分号.

士法郎，密尔士 ω.

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工程及测绘

福 (W-14ufer〉主其事.往来银行

业务.初办六年即于天津法租界

为"花旗"、"麦加利"、"浙江实业"

营建房屋 40 余幢，一时在同行中

及"汇丰".胡庆元尝充是行买办.

S.

MiIls) 及吴

颇著声名. 1910 年代中兼理义品
放款银行营造部. 1920 年代末尚

沃的斯电梯公司

见于记载.

&. Co.

Otis Brothers

, Ot is Elevator Co.

美国升降机工业公司. 1853

Society

年自动安全蒸汽升降机发明者沃

of Chernical Industry in Basel ,

的斯 (Elisha Graves Otis) 创办，初

Switzerland Ciba &. Co.

为一小厂，嗣改组为兄弟公司，西

汽巴洋行，汽巴化学厂

,

瑞士化学工业公司. 1884 年

&. Co. "0

1889 年

创办，本部巳塞尔，为有限责任公

首次安装使用电力升降机. 1904

司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先

年开发出无齿轮牵引升降机，西

后以天福萍行 (Slevogt

名 "Otis Elevator

&. Co. )及

Co. " ，在美国注

Commer-

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本部纽约

cial Co. )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本厂

市，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大都市.

所产药品及能青、颜料 .1919 年子

1917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天津

上海新康路设分号，天津地区由

诸埠，先后以"盈生"及"茂生"等

亨达利洋行代理. 1935 年专设对

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电

华销售行，西名 "Ciba (China) ,

梯. 1930 年后相继在上海及香港

Ltd. " ，华名称中国汽巴化学公

设分号.上海分号总管公司在中

司.上海设分号，香港诸埠设次分

国及菲律宾、退罗事务.进口本厂

号或代理处.进口瑞士苯肢染料、

及德、英、加、法所产电梯、自动扶

惠大洋行 (Sino - Swiss

何

悍

名"Otis Brothers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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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升降机、熔炉吊车及相关零部

有限责任公司. 1899 年前来华开

件，兼建筑安装及修理业务。太平

业，在香港、上海、天津、汕头、厦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

门、镇江诸埠，先后以"德记"、"旗

对之实行"军管理"，由东洋升降

昌〈新旗昌沪、"仁记"、"和记"、"顺

机株式会社经营.战后恢复 .1946

昌"等洋行为代理行，经营人寿保

年前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

险业务.嗣于香港、上海、北京、天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津及哈尔滨、青岛、沈阳、烟台、广

行为"花旗"、"汇卒"及"上海商业

州、澳门等地设分号或代理处.

储蓄飞吴东初尝充公司护行华经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100 万美元，

理.

资产总额为 12.482 万余美元，公

积金达 10.601 万余美元. 1940 年
宏业地产有限公司

West End

Estates. Ltd.

--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汇丰".

上海英商房地产公司。 1911
年创办，嗣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宏泰洋行

Elias.

J. R.

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

上海西商牙行. 1891 年前铃

本银 500 万两，实收不足 200 万

伊莱亚斯(J. R. Elias) 个人开办.

两.先后在在西路、四川路及北京

先后在汉口路、南京路、四川路及

路营业.经营房地产业，克明洋行

北京路营业.经营一般经纪及佣

及锦名洋行相继充其全权经理，

金代理业务. 1920 年代中尚见于

兼理文案.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记载.

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宏康毛织品厂

宏利人寿保险公司

Manufactur-

ers Life Insurance Co. of Canada

Koko Keori

Kosho
上海荆州路日商纺织厂.

加拿大英商人寿保险公司.

1937 年伊膝武三发起开办，资本 3

1887 年成立，本部多伦多，分支机

万日元.进口毛织物、毛纱、人造

掏遍及全世界，在加拿大注册为

丝织物、人造丝纱、棉织物、棉纱

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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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品、杂货，生产并出口顺风牌
毛织物、棉布及人造丝绸，兼染色
整理及相关业务.嗣改组为股份

启昌洋行

Ouskouli , M. H. A.

上海波斯商贸易行. 1915 年
赞乌斯库利 (M ‘ H.

Alieff Ousk-

有限公司，称宏康毛织工厂株式

ouli)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

会社，增资至 20 万日元. 1944 年

先后迁四川路、江西路及博物院

尚见于记载.常务渡边四良次，经

路营业.进口波斯〈伊朗〉毛毯、纸

理中野寅造，往来银行为"住友"

张及干果，出口茶叶.兼营佣金代

及"朝鲜".

理业务. 1946 年在华注册 o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Tung

Toba∞o

Chi

"汇丰飞李俭益尝充是行买办.
•

Co. • Ltd.

沈阳英商烟业公司 o 1930 年

驻华英美烟公司开办，上海、哈尔

良安洋行

Lìan Brothers of New

York

滨、营口、安东及大黑问设分号.

美国工贸公司. 1919 年良安

经营烟草贸易及纸烟制造业务.

(L恒的兄弟合伙开办，本部纽约.

1934 年 9 月子上海设"启东烟厂

上海、汕头及菲律宾马尼拉、意大

股份有限公司 "(Chi

Tung Manu-

利佛罗伦萨、葡萄牙丰沙尔设分

facturing Co. • Ltd. ).专理伪满制

号.华行经营花边、刺绣葛制品、

国范围内制造业务，资本 2.000 万

抽纱品的加工制作及出口业务，

元，裴磊 (Robert Bailey) 任董事

主要销往美国. 1940 年代后期尚

长 .1936 年日人把持之"启东烟草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遇"，沪

株式会社"在伪满洲国注册成立，

行经理骨阿扎 (M.

A. Azar).

资本为伪满币 5.232.5 万元.翌年
7 月英商"启东"自动清理 o

良济公司

Van der Stegen &.

年 11 月在香港恢复.接管伪满"启

Grenard / Van der Stegen &. Co.

东飞资本 5.232.5 万港元.

Belgian Trading Co. • Ltd. / Austro- ßelgian Trading Co. J ßelgian
Trading Co.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吗'掬

1946
1940

I

良

380

上海河南路比商贸易行.

经营蛋品加工及进出口贸易。

1891 年前法商良济药房药剂师爷

192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吕耀庭

范德一一施特根(L. Van der S旬，

及柳镇南等尝充是行买办。

gen) 与药房创办人葛禄亿(L.
Grenard) 合伙开办，西名 "Van

der

良济药房

Stegen &. Grenard" ，称良济法行.

Pharmacie

,

Grenard &. Co. , L.
Fan伊iE

1895 年前葛氏退伙，由范德一一

上海法商药房 o 1876 年葛禄

施特根主持续办，更西名为 "Van

亿 (L. Grenard) 主持开办.先后在

der Stegen &. Co. " ，迁九江路营

河南路、南京路及法界霞飞路营

业。天津设分号.经营贸易及佣金

业.天津设分号.配制经营药剂、

代理业务 o 1901 年前改组为有限

化学药品及药材，兼营医疗器械、

责任公司，启用"Belgian Trading

石印材料、照相材料等.代理法国

Co. , Ltd." 新西名，添汉口分号.

制药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o 1910 年

经营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洲

代尝与天津德商利亚药房主人铃

厂商公司 o 1913 年前由本店代签

贝廷内斯 (S.

有效人赞热德利卡 (C. Jedlicka)

营，一度启用 "Grenard ， Betines

与奥商精英尔杜科维奇 (M.

A.

Co."西各. 1930 年代初由药剂师

Mordu∞vitch) 合伙接办，更西名

铃夏泰尔(H.. Châtel)接办，华洋

J.

Betines) 合伙经

&.

Monbaron) 受

丰".

盘接办，更西名为 "Monbaron ，

时 tm
」阳也

C.

，、

'LVauj

,

za·

上

山

<
i

-wuu叶uvedwA"""

。此'

"Jm

寸4

迁黄浦滩路营业，江西路设找房.

。。

"Belgian Trading Co. "新西名。嗣

出

民退出，自热氏独力维持，启用

Mn·

中国软木瓶塞厂 o 1915 年前后英

-丁

Charles" ，华名袭称"良济".开办

ne
rns

削 "v&

理骨蒙巳隆 (C.

伽、川，叫吁吁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汇

?mpnu

关闭，或易主.汉口分号由原任经

，时时创行
抽 tmb 捕时

万元~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ι&lm

Co. "，迁四川路营业.原有分号或

俏'阳咿
WJm

行名依旧，其时资本约为墨洋 5

禽 Hnd

Belgian Trading

为 "Austro -

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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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比商良济公司(Belgian Trading

酒。嗣改营古物、古玩、中国产物

Co. , Ltd. )汉口分号经理瑞士商

出口及一般进出口贸易，兼运输

人骨蒙巴隆 (Ch. C. Monbaron)

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o 1943 年尚

就原店改组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见于记载.

名.经营保险、航运及一般佣金代

理业务 o 1917 年前后与代签有效

阿什河制糖厂

人，良济公司主要创办人铃范德

F actory Ashiho Sugar MiIl

,

Ashih - Ho Sugar

-一施特根 (L. Yan der Stegen)

吉林阿什河俄商(或作波兰

之后嗣传小范德施特根 (Henry

商〉制糖厂 o 1908 年创办，本部设

Vander -

Stegen) 合伙经营，遂变

更其西名为 "Monbaron

于瓦尔夏哇市 (Warszawa ，今译华

&. Yander-

抄)，称阿什河精制糖股份公司.

stEger- 未几拆伙，恢复原称.代

核定资本 100 万卢布，分为 1 千

理欧美保险公司十数家. 1927 年

股，每股 1 ， 000 卢布.仅冬季开工.

前后小范德施特根与本店代签有

收购阿城、双城、滨江各县所产甜

效人英商铃克鲁克斯 (W.

菜，加工生产精制糖及砂糖，年产

J.

Cr∞ks) 合伙接办，启用 "Yander

10

stegen &. Cr，∞ks' 新西名. 1933 年

可达 40 万普待.十月革命后改由

前改由克氏独力经营，更西名为

哈尔滨喀斡洋行 (Kagan ，

"Cr，∞，ks &.Co., W. J.". 经营出

经营 .1933 年出倒，由大阪日商高

口贸易，兼保险，航运及其它佣金

津氏受盘接办， 1942 年更名为北

代理业务。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蹒制糖株式会社.

陆版洋行

Rubant , Francis" W.

Rubant &. Co.

,

, F. W.

阿部市洋行

行 o 1916 年前原津浦铁路管理局

W. Rubant)个人开

办.初营酿酒厂，生产甜酒及烈

•

A. 1.)

Abeichi &. Co.

Abeichi Kabushiki Kaisha

济南奥商〈或作德商)贸易
职员陆版(F.

15 万普特，最高制造能力

,

, Abe-

ichi Yoko , Ltd.
上海日商贸易行 o 1915 年开
办，西名 "Abeichi

&. Co. " .经营花

纱布进出口贸易 o 1920 年前改组

•

邵纳纶

•

382

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启用

M. X. Chollot 及L. A. Chollot)

兔beichi Kabushiki

Kaisha" 及

均参加经营。先后在法界洋泾滨、

"Abeichi Yoko. Ltd."新西名。母

臼尔路、麦赛而帝罗路、蒲柏路及

社为大阪又一株式会社 (Mataichi

黄浦滩营业.承办建筑设计、测绘

Kabushiki Kaisha) 0

及土木工程 01938 年尚见于记载.

香港、汉口、天

津、杭州、苏州、芜湖、蚌埠、南京、
镇江、南通、嘉兴、松江、安庆、广

纳铁福有限公司

州、北京、济南、石家庄、张家口、

&. Nettlefolds , Ltd.

Guest , Keen

厚和及海参殿、神户等埠先后设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本部伯

支店或营业所。进口日本呢绒、棉

明翰.工厂设于伯明翰、沃尔弗汉

布、人造丝织品等，出口棉花、棉

普顿及南威尔士等地. 1920 年代

纱及棉布。 1930 年代中资本为银

中来华开业，以何伯敦 (H.

30 万两 o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den) 为代表，设中日代表处于上海

时资本为 1 ， 000 万日元，董事会代

黄浦滩路，先后在上海及香港等

表古我辰吉，经理野回昌宏.往来

埠进口经销所产螺丝钉、螺纹钢

银行为"横滨正金"、"三井"、"三

材、钢板、钢片、强力棍材及其它

菱"、"住友"、"台湾"、"朝鲜"、"华

工农业用钢材等，兼理几家关系

兴"、"汇丰"等 •

厂商在华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Hob-

于记载，老晋隆洋行尝充其代理

Chollot ,

邵禄工程行

J. 孔，

行.

Chollot et Fils , J. J.
上海法商建筑工程行 o

1908

纶丰花标公司，纶丰贸属有限公

年前原法工部局工务写字房路桥

司

工程司邵禄。.

CChina) , Ltd.

J.

Chollot}个人开

Lebel

(China)

,

Lebel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1920 年前后

上海英商工贸公司. 1928 年

一度改组为父子合伙行号，西名

(或作 1927 年〉震寰织造厂开办，

"Chollot et Fils , J. J. 飞其在中国

称纶丰花标公司.初设于仁记路，

及巴黎诸子 (P.

嗣迁四川路营业.生产并出口本

J. Chollot. , J.

•

纶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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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白色及印染织品，经营杂货贸

1928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 "Chi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保慎保

na Printing &. Finishing Co..

险公司。 1940 年前后改组为贸易

Ltd.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公司，更名为纶丰贸易有限公司

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25

(Lebel (China) Ltd. )，在香港注

万两， 1934 年实收 19 万两.同年

册，资本为 11 ， 000 英镑，香港、天

设天津及广州分号.添建浦东陆

津、广州及新加坡设分号.进口棉

家嘴烟厂路纺织厂.经营棉纺织、

布、绸缎、棉纱、羊毛、毛条、麻袋、

织物漂染及印花等业务.注册商

纺织机械、纺织用品、油漆、染料、

标为"七玫瑰飞 1940 年代末尚见

化学品、梳棉机、皮带、工业磨料、

于记载，董事兼经理自劳德(].

袖毛毡、木材防腐剂、锅炉、自行

Ballard) 、辛克莱(0.

车、面粉、谷物、罐头及食品等 F 出

其时资本记为 77 万英镑，往来银

口夏布制品、绣货、棉纱、针织品、

行为"麦加利".诸顾文，陈德业尝

绸缎、猪巍、主麻、生丝、植物油、

充是行华经理，李铭尝为华董事.

J. Sinclair).

五倍子、梅脑、搪瓷器、云母及杂

货.代理十数家欧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纽约五洲保险公司

Continental
Insurance Co. of New York
美国保险公司 .1853 年创办，

行为"麦加利'.

本部纽约.初办资本 50 万美元.
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纶昌纺

1918 年参加美国保险公会，旋即

织漂染印在有限公司

来华开业，在上海、天津、汉口、哈

Textile Co. , Ltd.

尔滨诸埠，先后分别以美国保险

,

China
China Printing

&. Finishing Co. , Ltd.

公会、上海保险行及"德泰"、"百

上海英商纺织印染工业公

利"、"怡昌"、"华亨"等洋行为代

司. 1925 年克佐时萍行伙东骨罗

理行，经营水、朱、暴风、汽车、飞

斯 (Eric M. Ross) 等发起开办，印

机、交通等各种保险业务 .1930 年

花厂设于浦东自莲泾祺东，西名

代中实收资本 500 万美元.

作 "China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Textile Co., Ltd.".

1940

•

,

•

,
纽坏

384

,

纽其西保险公司

American In-

surance Co. of New Jersey

环球保险总行

Liverpool , Lon-

don &. Globe Insurance Co. , Ltd.

美国保险公司 .1846 年成立，

英国保险公司. 1836 年创办

西名初称 "American Mutual Fire

于利物浦，西名原称"Liveη∞1

&. Marine Illsurance Co. " , 1872 年

Fire &. Li fe Insurance Co" ， 1864 年

改组，启用现名，本部新泽西州纽

启用现名，本部伦毅. 1867 年前来

瓦克.开办资本 60 万美元.本世

华开业，在香港、上海、汉口、九

纪初增至 275 万美元. 1918 年参

江、天津诸埠，先后以"士也坚你

加美国保险公会，旋即随之来华

地(公易)"、"得忌利士"、"和记"、

开业.经营水、火、汽车、雹害、暴

"旗昌"、"保顺〈宝顺)"、"怡和"、

风、地震、航空等多种保险业务，

"顺金隆"、"天祥"、"仁记"、"祥

统由美国保险公会经理. 1932 年

泰"、"保慎(永年)"、"仁得"等洋行

实收资本累增至 334 万余美元.

及保险公司为代理行.经营水、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火、人寿、事故、利损及其它保险
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其

环球飞机有限公司

Aircraft

时资产逾 1 ， 350 万英镜.公司华

(China) , Ltù.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飞机公

司. 1934 年新瑞和有限公司常务
董事铃史密斯。.

间 .1910 年代尝于香港设分号，是
名，香港向称"环球燕梳"，上海及

内地各埠均称"环球保险".

R. Smith) 等发

起开办.香港设分号.进口英国本

环球影片公司

土及大英帝国所产军用飞机、民

tures

用飞机、轮胎及飞机材料等，兼营

Corporation of China

co叩.，

Univer甜I

Pic-

U niversal Pictures

航空保险业务.代理或代表欧美

美国电影制片公司. 1912 年

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

莱默尔发起创办，在特拉华州注

代初尚见于记载，寨和洋行总代

册，本部纽约. 1920 年来华开业，

理，往来银行为"汇丰气

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先后设

分号，西名" U niversal Pictures

•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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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飞进口发行本部所产影片 ω

代理。 1914 年日军强占胶州湾，

1928 年前于上海囚川路设驻华发

1916 年青岛啤酒厂被日离太阳啤

行公司，百名 "Universa\

酒公司〈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兼

Pictures

Co rporation of China 飞香港、天

并.

津、沈阳、广州、汉口诸埠设发行
代办处。总经理铃韦斯特伍德 (N.

青洲英呢公司 F 青洲鸿毛据有限

Westw∞d). 1937 年前后迁至北

公司

苏州路营业，幡布劳尔(L.

Ltd.

R.

Green Island Cement Co.

,

Brauer) 任常务董事.太平洋战争

香港商商水泥工业公司。

爆发后华行停业.战后恢复，改由

1890 年〈或作 1889 年及 1886 年〉

华人任总经理.

执业律师伊尹氏 (c. Ewerω 等主
持开办。资本 25 万元.澳门设分

青岛大饭店

Ltd.

Grand Hote\ Co. •

, Grand Hotels.

Ltd.

号，工厂设于澳门青洲.经营水泥
生产等业务，年产水泥 5 万余桶，

青岛日商饭店有限公司.

德商瑞记洋行全权经理. 1894 年

1916 年前开办.经营有青岛大饭

即增资至 100 万元. 1899 年前添

店、济南胶济铁路饭店等多家饭

设香港深水湾及九 jt"Hok-Un"

店及别墅，东京设支店 .1940 年代

工厂，改由旗昌洋行金权经理.其

初尚见于记载.

时顾问委员为遥罗驻香港领事这
打 (C. P. Chater)、伊尹氏、怡和

青岛皮酒公司

Brewery Co.

,

Anglo - German

洋行伙东铸麦克尤恩 (A.

P.

MacEwen) 、旗昌洋行伙东铃休恩

Ltd.

香港德商啤酒公司. 1904 年

(R. Shewan) 、土木工程师柯伦治

于青岛设啤酒厂，资本为银 40 万

(Jas. Orange) 及华商李某.公司

元，西名作 "Germania

Brammi" ,

在上海、天津、广州、威海卫、福

称"卑酒公司".上海杨树浦路啤

州、汕头诸埠业务，先后由"新旗

酒厂商名为 "Victoria

Brewery" ,

昌"(即香港之"旗昌")、"怡和"、

未见华名，销售业务由天福洋行

"安福"、"泰茂"等洋行代理. 1930

句--也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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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有资本 300 万港元，公积金

沈阳日商陶瓷砖瓦厂. 1918

100 万港元。 1940 年代尚且于记

年 6 月开办，资本 20 万日元 .1920

载，董事长为虾士甸(].

Scott

年即增至 100 万日元. 1928 年 10

Harston). 公司华名，香港称"青洲

月因营业不振而停办. 1929 年 12

英泥公司"，澳门称"青洲鸿毛呢

月恢复重建，核定资本 20 万日元，

有限么司".

实收 5 万日元，代表董事佐伯直
平.嗣 1934 年及 1936 年两次增

奉天石灰水泥公司
‘

Mukden

资.核定资本达 50 万日元，实收

Ltd.

I

35 万日元.窑厂设于铁西、奉吉线

Hoten Sekkai Cement Kabushiki

梅同口.生产经销火砖、空心砖、

Kaisha

耐火砖瓦及耐火材料等. 1943 年

Lime& Cement

Co.,

沈阳浪速通日商建材工业公

尚见于记载，社长石田武亥，往来

司 .1911 年内藤官太等合伙开办，

银行为"满洲中央"、"满洲兴业"

资本 10 万日元. 1919 年由东洋拓

及"奉天".

殖株式会社发起改组为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资本 50 万日元，实收

武田兄弟洋行

12.5 万日元.石灰窑及水泥厂设

Co.

Takeda Br'臼.&.

于本溪湖.生产经营石灰及水泥，

天津英界中街日商珠宝古玩

兼营仓棋业.嗣迁大利区富士町

店 .1916 年武固氏 (K. Takeda) 个

营业.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子公

人开办，称武回洋行 .1924 年前改

司. 1939 年增资为伪满币 100 万

组为兄弟合伙商号，启用现名.经

元，实收 25 万元. 1943 年前见于

营金银首饰、珠宝、龟甲制品、日

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

本凌器、萨摩陶品、漆器、美术品、

"满洲兴业"，社快内藤官太.

金银线镶饰工艺品、铜器、象牙君普

及丝绸、绣货等 o 1930 年代末易
奉天搪瓷厂 g 奉天窑业株式会社

主，由原经理浅井修一受盘接办，

Mukden Ceramics

华样行名依旧. 1944 年尚见于记

Co.,

Ltd. t

Hoten Yogyo Kabushiki Kaisha

•

载，其时有资本 8 万日元.

式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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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斋洋行

Busai Y oko , Ltd.

Takeuchi &. Co. , S.

I

I

Takeuchi &.

Co. , Ltd. • S.

上海美商贸易行 o 1898 年原
元丰顺洋行 (Spitzel

&. Co.,

Louìs) 职员铃祖费待(Thos.

Suf-

天捧日商洋行. 1885 年(或作

fert) 个人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

1886 年〉武内家创办，一度以大阪

先后迁九江路及南京路营业.早

为本店.上海、北京、北戴刑、石家

年为坤和煤公司(Central Coal

庄、太原、保定、郁郁、彰德及大

Co. )代理行.经营杂货迸出口贸

阪、东京先后设分支店所.经营百

易，进口欧美炭精及其它产品，兼

货店、古玩礼品店、贸易及制造

营佣金代理业务 o 1930 年代末尚

业.所蕾武斋工厂韧设于小刘庄，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通"及

嗣迁特一区海河路，生产骨粉，加

"华比飞

工羊毛.进口日本布足、人造丝

纱、人造丝绸、自铁皮、铁丝、紫铜

林大洋行

Rindai

&. Co.

钱、建材、机械工具、问车零部件、

上海日商贸易行 01914 年〈或

工业原料、海产品、食品、汽油、煤

作 1918 年}林章义家开办.仅口及

油、酒精、反件、橡胶带、煤焦泊、

香港、南昌、沙市、丸江、岳州、石

胶漆布、炼乳及杂货，出口骨粉肥

灰窑、芜湖、泰县诸埠先后设支店

料、棉籽、胡麻、芥菜籽、豆类、戴

或蕾业所.进口日.德所产汽车、

糠、黄麻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日

自行车、人力车、机械器具、橡胶

本.代理几家日本厂商公司 .1944

制品、肥皂、黯烛、砂糖、火柴、 f自

年尚见于记载，称株式会社武斋

脑、海产品、化学品、染料、油脑、

洋行华名别称武斋商行.其时有

烟草及杂货，出口矿锐、猪巍、贝

资本 100 万日元，社长武内进三，

壳、棉籽及中国土产.兼营棉纱、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朝鲜"

棉布、棉制品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及"天津".诩某及沈瑞安尝充是

务.开办有汉口稽口林大酒精厂，

行买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皮接办上海

文监师路英商强身爱品有限公司
坤和洋行Central Trading Co.

麦粉厂，生产酒精、麦片、米粉及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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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它农畜产品，兼营制冰冷藏业务。

资本 100 万日元，经理小崎乙彦。

1940 年前有资本 1.500 万日元.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中部几

及"汉口"。

次郎。

林洋行

林盛公司 F 离丽商店

Hayashi 8ι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0 年林

Korean

Store

氏家族开办。初设子汉口路，嗣先

上海法界霞飞路朝鲜商行.

后迁四川路及西弄(汇司林〉营

1925 年开办，经营朝鲜呢绒布足，

业。经营煤炭贸易及航运业务.代

华名"高丽商店". 1930 年前后定

理开深矿务局. 1930 年代中资本

名"林盛气静安寺路及霞飞路别

为日金 10 万元。往来银行为"台

设支店.进口棉布、绸缎、杂货、及

湾飞 1938 年尚见于记载.

其它朝鲜土产，经营绣货、花边、

贴花、针编织品、花式货品及雨衣
林兼商店

Hayashikane Shoten ,

Hayashi Kane Shoten. K. K.
日本水产公司. 1924 年开办，

本店下关，日文原称株式会社林

等，制作并出口童装及衬衫.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店主林承
业，经理金美道，往来银行为"上

海商业储蓄".

兼商店.东京、青森、长崎诸埠设
支店.经营水产捕挠、养殖、加工

林德洋行

及船具、造船等业务 01928 年前来

Li nnestad. R. E. ,
Linnestad &. Co. • R. E.

华开业，基隆、天津、北京、青岛、

上海仁记路挪威商电气工程

济南、太原、石家庄、"新京飞大

行 o 1920 年代初原英商祥泰洋行

连、海拉尔、牡丹江、南京、舟山、

电气部主任林德 (R.

海南岛、上海先后设支店或营业

Linnestad) 个人开办.承办电气工

所，::lt 京、通县、游安、青岛、天津、

程及相关包工业务.嗣业主林德

沧县、太原及石家庄设工场。经营

先后入英商万泰洋行及怡和机器

冻鱼、咸鱼、鲜鱼、鲜果、罐头及其

有限公司任职，工程行歇业。 1933

E.

叩m

松

389
年恢复，迁圆明园路营业，华名别

设支店，华盛路设营业所.经营食

称林德电气材料祥行 o 1943 年尚

品、清酒、饮料、清酵、调味品、罐

见于记载，其时经理为铃法斯廷

头、鲜果及其它食品杂货 01944 年

(E. Fasting) ，往来银行为"汇有资本 2 万日元，店主松本房枝，
丰飞张宏祖、顾义生尝充是行高

经理长谷川五郎.往来银行为"汉

级华职员.

口"、"朝鲜"、"上海".

松川屋吴服店

Matsukawaya &.

松本洋行

Matsumoto Yoko

日本贸易商行，本店福冈.

Co.
上海日商服装店. 1925 年前

1927 年前来华开业，于天津日界

开办.初设于文监师路.嗣迁吴淤

松岛街设支店，经营棉花迸出口

路蕾业.汉口设支店.经营服装、

贸易.嗣迁山口街蕾业 .1944 年尚

延头、服饰品、杂货，兼营汇兑业

见于记载，经理原因万造.

务，代理"日本生命"及"富国征
兵"等几家日本保险公司. 1940 年

松本盛大堂药房

代初尚见于记载，黑川蓓一主其

Di spen回巧，

事.往来银行为"三井"、"朝鲜"、

cy

"汉口"、"住友"及"上海".

sary

,

Matsumoto

Matsumoto Phanna-

Matsumoto Seidaido Dispen天津日租界旭街日商药房.

Matsuoka Yohinten

1916 年前松本氏发起开办.唐山

青岛山东路日商服饰用品

及北京先后设支店.批友零售药

店 .1925 年前松冈种背个人开办.

品、药材、医疗器械、理化学用药

经营一般服饰用品及男子服饰杂

品、卫生材料、化妆品及医用杂

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松本芳太

松同洋品店

郎主其事.
松本本店

Matåumoto Honten

上海吴淤路日商食品杂货

店 .1901 年松本家开办.北四川路

松记洋行

Mercantile Co.

cantile &. Co.

, Mer-

,

•
松

390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5 年开

A. "及 "OIsen &. Co. "新西名.先后

办.初设于九江路，嗣迁黄浦滩路

在圆明园路、d!山路、礼查路及卡

营业. 1923 年改组为私有合伙商

德路营业. 1906 年前由原大英按

号，原副经理严松涛即为伙东之

察使司衙门衙丁赘麦克唐纳

一.先后在九江路、四川路及博物

(Thomas

院路营业.进口日本及美国杂货 F

即以姓字为行名，迁新闸路营业.

出口中国杂货，销往日、美.代理

承办殡葬事宜，兼基碑镑刻业务-

几家日本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

1908 年前改组为公司，遂更西名

载，总裁驻东京，总经理严松涛主

为 "Macdonald

其事。

安寺路设分号，添营相关美术品

Macdonald) 个人接办，

&.. Co.

Thomas 气静

及雕刻物等. 19110 年代初尚且于
松永兄弟商会
Brω.

Matsunaga &..

, Matsunaga &.. Co.

记载，经理铃弗格森 (Wallace

M.

Ferguson).

沈阳春日町日商洋行. 1927
年前松永主马太郎兄弟合伙开

松昌洋行

办.进口经销自行车等，兼营相关

Yoko , Ltd.

修理及保险代理业务. 1941 年 4

月改组，更名为合名会社松商会.

,

Shosho Y oko Shosho

日本贸易商行，本店东京.库

页岛、名古屋、大阪、神户、门司、

济物浦诸埠设分支店. 1914 年前
松茂洋行

Twi晤， P. O'B.

,

, Olsen &.. Co, Macdonald , Thomas , Macdonald &.. Co. ,
Olsen , A.

反秦皇岛、大连设支店或营业所.
经营木材进口批发贸易，兼营一
般进出口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务.

Thomas
上海英商旗仪馆. 1872 年前
戴惠克 (Paul0'

来华开业，先后于天津臼界旭街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Brien Twigg) 个

人开办于法界天主堂街， J!P 以姓

松原别馆

字为行名. 1891 年葡改由骨奥尔

Matsubara Hotel.

森 CA. 01sen) 接办，启用 "Olsen ，

Matsubara Bekkan

,

香港皇后大道中日商专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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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甸回·

馆. 1901 年松原家开办。 1930 年

合并，更西名为 "Farnham ， Boyd

代初一度迁雪厂街营业.初营专

&. Co. , Ltd. , S. C." ，核定资本

租旅馆，嗣添料理业，渐次发展为

银 557 万两(约合 75 万英镑) ，实

饭店. 1938 年于广州太平路设支

收 552 万两. 1906 年启用 "Shang

店。 1944 年尚见子记载，业主松原

hai Dock &. Engineering Co.,

静吉.

Ltd. "新西名，拥有"祥生机器厂"
(P∞tung Engine Works) 、"祥生

耶松'由厂 F 耶松老姐澳 p 英商耶松

船澳 "(New Dock) 、"老船澳机器

有限公司老船坞

厂 "(Old Dock) 、"引翔港厂"(Cos

Co., S. C.
Co.,

Farnham &.

, Farnham ,

Ltd. , S.

C.

,

Boyd &.

mo~litan D臼k) 、"和丰机苦苦厂"

Shanghai

(Intemational Dock) 及"董家渡

Doc k &. Engineering Co. , Ltd.

-

帽、

厂" (Tungkad∞Dock) 等产业.嗣

上梅英商船舶工业公司.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仪

1865 年佛甫 (S. C. Famham) 及

性Jlt份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

铃佩里 CV. perry) 等发起开办，西

银 278. 5 万商， 1930 年代中实收

名 "Farnham

&. Co. , S.. C. " ，华名

276 万两. 1936 年与瑞籍船厂

别称"溢生气承办船舶修造业务，

(New Engineering &. Shipbui1ding

民期程用虹口"假厂" (Shanghai

01d Dock) 及浦东董家渡船户

Works , Ltd. )合并为英联船坞有
限公司〈英联船厂， Shanghai

(P∞tung D<冗k). 1880 年代已能

Dockyards , Ltd.). 往来银行为

修造 2 千吨级汽船，为当时沪上

"汇丰飞瞿桂泉、林云坡、郑子梅、

两大船厂之一. 1892 年改组为股

张尚坤及何瑞发、徐琢其等尝充

份有限公司，资本为规银 75 万商，

船厂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雇工 2 千余人.嗣购进已宣告破

产的和丰船厂 (Shanghai En-

直寒印字馆

gineering Shipbuilding &. D∞k

Chihli Press , Ltd.

Co.)，实力倍增. 1900 年与建于

•

-

1862 年的祥生船厂(Boyd

'"

&. Co. )

Chihli Pl'锢， Inc.

,

天津法界圣鲁易路类商印刷

出版公司. 1929 年前寓津名律师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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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慕诗 (R. Fermus) 及法克斯

天津、营口、旅顺、北京、汉口、哈

Fox) 等主持开办.经营印

尔槟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理处.

刷、装订、镑版、制本、文具、橡皮

经营工厂材料、铁路材料、钢铁产

图章制作及出版发行、广告代理

品、机器、五金、染料、化学品、药

等业务. 1936 年前迁巳黎路克雷

材、橡胶制品、调带、锡砂及杂货

孟梭广场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

进出口贸易，承办相关工程业务，

后注册为意商有限公司，以原职

代理欧美日本保险、轮船及其它

员怜巴尔代拉 (C. B缸della) 为经

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24 年

理出面维持.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缅因州

于记载，董事长杨豹灵.

法律注册，核定资本 500 万美元，

(C.J.

卢

其后增至 1 ， 250 万美元.旧金山、

L'

哈瓦那、鹿特丹、悉尼、东京设子

AbeiI1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公司或控股公司，华行一度改组

of Paris

为远东予公司，启用 "American

茂丰火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保险公司，本部巴黎.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

19 ::t O 年前后来华开业，以永兴洋

Inc. "新西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行保险部为驻华金权经理，达理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张石君

会计师事务所保险部为代理处，

及沈~臣、寰履登、王朝聘、李晋

在上海及天津诸埠经营火灾保险

费虫、肖景记、徐之英、华锦章等尝

业务 .194/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茂生洋行

茂记洋抒

Co.,

American Trading

天津日界荣街日商贸易行.
lJ.. 佣金代理业务.代理神户、东

美国工贸公司 .1877 年创办，

京、大阪及台湾几家厂商公司，产

本部纽约市，分支机构遍及世界.

品包括呢绒定头及砂糖等. 1943

1879 年来华开业，设上海分号.嗣

年尚且于记载，北门外针市街东

Trading

,

"

Mao-Chi

Co.,
Inc. American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 Inc.
American

-

1920 年前开办.经营迸出口贸易

飞，

同

•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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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支店.
交伟电机广
•

啕、

记载.
Metropolitan 一

茂孚化学血清厂

Vickers Electrical Export Co.,

H. K.

Ltd.

ratories

Mulford Co. ,

, Mulford Biological

Labo-

英国电机工业公司.本部伦

美国生物制品厂.茂孚(H.

敦，工厂设于曼彻斯特，分支机构

K. Mulford) 发起开办，本部宾夕

遍及全世界，为在英格兰注册之

法尼亚州费城。 1918 年前来华开

私有有限公司。 1921 年前来华开

业，在上海、汉口、天津、香港诸埠

业，在上海及天津、广州、香港诸

及河北、湖北、广东各地，先后以

埠，以安利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

"茂生"、"科发"、"保和"、"信中"、

销本厂及英国相关厂商所产汽轮

"老晋隆"及"怡和"等祥行公司为

机、发电机、玲凝器、电动机、齿

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生物制品

轮、同步变流机、自动变电所、变

及生物化学药品， 1940 年代初尚

压器、电力机车、仪表、电站成套

见于记载.华名别称美国茂孚化

设备、工业用品等 .1940 年代末尚

学血清厂.美国化学学会会员及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伦敦制药学会会员铃斯特拉克

(Morris W. Stranack) 任是厂驻中
茂来有限公司

,

.‘

Murai Brothers

国内地及香港总经理十余年.

Co. , Ltd.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04 年

茂孚洋行

Molnar gιGreiner

英美烟公司以 160 万日元购得日

奥地利匈牙利工贸公司.

本京都株式会社村井兄弟商会在

1908 年铃茂尔纳(B. Molnar) 及

沪产业改组开办，在英国注册，资

铸格赖纳 (B. Greiner) 合伙开办，

本 10 万英镑.经营卷烟制造业。

总号布达佩斯，维也纳及上海设

1919 年驻华英美烟公司成立后转

分号.沪行初营保险代理业，兼厂

为驻华英美烟公司产业. 1947 年

商代理及迸出口贸易，华名"怡昌

在香港注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火险公司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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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停业 .1920 年代初恢复，改以

营女帽头饰、呢绒、绸布及服饰用

维也纳为总号。上海及孟买、开普

品，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15 年前

敦先后设分号，定名"茂孚气或记

别组家族合伙行号，另定西名为

为德商.经营造纸业.沪行进口经

"M∞sa

销欧美纸、纸板、纸浆、纸厂材料

O.

及玻璃、水泵、电机、油墨、工具、

承包、股票经纪、一般经纪、航运、

杂货等 o 1939 年前改由格氏独资

地产及佣金代理诸业务 o 1920 年

经营，迁总号子阿姆斯特丹，增设

代中本店停办，家族行号继续经

香港及加尔各答、悉尼等分号.华

营.嗣迁新马路营业。 1943 年尚见

行或记为德商，或记为捷商，嗣添

于记载.

&. Co. "或 "M∞sa &.Co. ,

c." 0

经营迸出口贸易、拍卖、

中国产物出口业务 o 1947 年在华

(L. Vegh). 往来银行先后有"汇

Reiss &. Co. , Ltd. •
G. Reiss &. Co. , Hugo Reiss &.
Co. , Hugo. , Federal Inc. ￥ u. s.

卒"、"大通"、"中法工商"、"德华"

A.

注册为美商，代理哥本哈根本店
及几家欧美厂商公司.经理范格

及"浙江兴业"等 o 1940 年代末尚
见于记载.

茂和洋行

,

,

英国贸易商行，本部曼彻斯
特 01906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四
川路设分号，西名 "Reiss

茂纱公司
M∞跑，

Omar

Mω且&.

Co.,

M∞钮，Ca嗣m ，

Ltd. , G. ".

&. Co. ,

1908 年 7 月沪行由骨

Cas国m ， MαlS8&.

赖斯 (Hugo Reiss) 独资接办，更西

Co. , O. C.

名为 "Rei皿&. Co.

,

在广东路及四川路营业.进口英

1899 年前麽沙(Cassam M∞sa) 个

美、印度所产J:E头、棉纱及武器弹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1908 年

药，承包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供

前改由铃小麽沙(Omar Cassam

应事，兼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业

M∞sa) 接办，更西名为 "Mo锢，

务，充多家橡胶种植公司文案及

Cas副凰"，华名别称窟沙公

金权经理 .1920 年前后一度歇业.

司.香港设分号，印度设联号.经

•

Hugo飞先后

澳门龙篱正街西商贸易行.

Omar

"

,

1927 年恢复、按美国在华商务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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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章程注册为美商私有有限责任

兼相关工程业务.罕声(A.

公司，启用 "Reiss

&. Co. , Hug<J. ,

Hindson) 首任经理，江西路设楼

A." 新西名.

房 o 1920 年前后改上海分号为远

Federal Inc. • U. S.

核定资本银 15 万两，实收 1 1. 2 万

E. C.

东子公司，启用 "Rose.

两.先后在博物院路、福州路及圆

Downs &.
Thompson (Far East). Ltd. ..新西

明园路营业.进口美、德、瑞士电

名，罕声任常务董事.翩先后迁广

器材料、抽水机、离心泵、蒸汽泵、

东路及江西路营业.王贤瑛尝充

电动工具、气力工具、磨面机、柴

是行买办. 1935 年前后远东予公

油机、空气压缩机、机车、机械工

司停办，在华业务改由祥泰洋行

具及各式机械设备.代理欧美保

代理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

家，兼棺关工程及承包业务.年营

茂泰洋行

业额约为墨佯 70 万元 o 1936 年尚

Ltd. • G. E.

见于记载，常务董事森道 (T.

·、

San-

Marden &. Co. •

上海英商洋行 o 1925 年原江

dor) ，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浙

海北关三等总巡骨茂登 (G.

江兴业"及"上海商业储蓄".

Marden) 与黄浦轮渡局经理、华商

E.

宋文魁及华茂洋行常务董事郝经

Rose , Downs &.
Thompson , Ltd. Rω晤， Do响1S &.
Thompson (Far East). Ltd.

茂成洋行

•

•

,

士 (w.

J.

Hswkings) 等发起开

办.核定资本银 150 万两，按香港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

英国机械工业公司 o 1777 年

公司.初设于福州路，嗣迁汉口路

始创于英格兰 o 1913 年前来华开

营业.经营报关、运输、驳运、汽船

业，西名作" Ro衍，

Downs &.

拖运及仓储管理等业务，兼营造

Thompson. Ltd. " .本部及制造厂

出口贸易.开办有黄浦轮渡局及

设子赫尔，伦敦设办事处.初设分

上海搬场公司. 1932 年会德丰洋

号子上海福州路，进口经销本厂

行渗入，遂成为沙逊集团投资关

所产榨泊机、疏泼船、挖土机等，

系公司 o 1935 年实收资本为银 75

代理英国几家机器及引擎厂商，

万两.是行尝充华茂洋行经理，先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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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理"平澜"、"四海"等几家英

茂费洋行

Müller. Hans H.

商保险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上海江西路汉弥登大厦德商

所属仓校及车场分布于东百老汇

贸易行. 1933 年茂资 (Hans H.

路、白克路、平凉路、借开尔路及

Müller) 个人开办.进口德国所产

浦东等二十几处。经理郝经士，协

医药品，代理德国科隆-米尔海姆

理宋文杰.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及丹麦几家药业厂商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荷国

茂根洋行

Mackenzie , Stewart

安达".

&. Co. (Manchester) , Ltd.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茂根
•

茂隆洋行 F 茂隆有限公司

(Mackenzie) 及份斯图尔特 (Elkin

Cameron &. Co. (China)

M. Stewart)等发起开办，本部曼

A.

•

, Ltd. ,

彻斯特.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子上

上海仁记路英商贸易行.

海设代表处，先后在江西路及仁

1921 年开办.核定资本规银 25 万

记路营业.进口经销所产呢绒棉

两，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布及纱线原料，兼相关托运业务.

私有有限公司.母公司设于日本

1930 年代初代表处关闭，改以安

神户，西名作 "Cameron

福洋行为代理行，继续对华贸易 •

Ltd. , A" ，始建于 1893 年.进口

~

&. Co. ,

欧、美、加所产铅、镑块、化肥、五
茂盛洋行

Watts

金、机器、橡胶制品、汹漆、人造丝

&. Co.

天津英界英商洋行。 1912 年
前原华茂洋行 (Watts

纱、羊毛、毛条、自铁皮、氧化钻及

Buck) 伙

杂货，出口金属矿产，销往欧美.

东祷华夜(J. Watts) 主持开 ;Jl' • 初

代理英、加、比、挪诸国几家厂家

设于中街，嗣先后迁领事道及海

公司. 1930 年代后期迁黄浦滩路

大道营业。经营汇兑、股票经纪

营业.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

事，兼营拍卖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来银行为"汇卒".骨鲍登 (V.

G.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骨小华

Bowden) 及普哈林 (H.

R.

茨 (T. E. Watts) 主其事.

Harling) 先后任常务董事.顾吉生

&.

•

、

•

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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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Spunt

尝充是行买办.
茂斯洋行
U剑.

Moses.

'

L.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8 年原
亚盛洋行 (Asia

&. Co. • J. • Federal Inc. • U. S.
A. "新西名，总裁为名律师委敦
(N. E. Lurton) ，原买办郑剑如为

Import Co. )伙东

副总裁 0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茂斯(L. Most:S)个人开办.初设

记为中美合办商号.往来银行为

于北京路，嗣迁海格路营业.进口

"汇丰"、"有利"、"大逼"、"花旗"、

英国呢缄及成套衣料，代理英国

"浙江兴业"及"浙江实业气

几家厂商公司。 1 臼 40 年代初尚见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卒".

英文楚报馆

Central China Post

Caledonian Press
茂新洋行

Spunt &. Rosenfeld I

,

Spunt &. Co. , J. Spunt &. Co. ,
J. • Federal Inc. , U. S. A.
上海四川路法商贸易行.
、

~

汉口英商报馆 01904 年创办.
西名"Central

China Post"或"Cale

1905 年〈或作 1908 年〉原法商拔

donian Press飞出版发行英文《楚
报机 The Central China Post) 日

维安洋行(Bavier

)职员

刊。翌年增出副刊中文 f 楚报).

普斯蓬特 0. Spunt) 与棉业经纪

1913 年原苏格兰圣经会教士计约

入罗臣飞 (A.

B. Rosenfeld) 合伙
开办，定百名为 "Spunt &. Rosen{eld" .天津设分号. 1910 年代中罗

翰 (John Achibald) 出任主笔 .1927

氏退伙，由斯氏与他人合伙接办，

旋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遂更百

更西名为 "Spunt

名为"Central

&. Co. • E.

&. Co. ,

J.". 先

年计约翰去世，报馆由其子·计
哈里(J.

Harry

Achibald) 等接办，

China Post , Ltd. "

0

后添济南、汉口及孟买、纽约诸分

1930 年代中销千余份，承接零担

号.嗣迁江西路营业.进口美、印、

印刷业务，代理几家欧美相关公

埃及原棉，出口花纱布.代理美、

司 o 1941 年太平津战争爆发后渐

印、埃几家公司. 1930 年代中迁褪

无所闻.

•

呻

China

Post. Ltd.

州路营业. 1941 年前后在美国注

•

, Centr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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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满报社

Manchuria Daily

前原天发洋行 (The London

Eastern Co.

News

)职员曾抄默克(J.

&.
S.

大连日商英文报社. 1908 年

Somekh) 主持开办.初设于四川

滨村民发起开办.编辑出版商满

路，嗣先后迁回泾路、福州路及北

唯一的英文报纸《英文满日报儿

京路营业。经营迸出口贸易. 1934

沈阳浪速通设支社。日出一张，月

年尚见于记载。刘竹坪尝充是行

出 16 页内容广泛的插画增刊，西

买办.

.蜘，

名称 "Manchurian Month 飞从
1926 年圣诞开始，日报扩大为 6

英达洋行

Grotjahn

&. Co.

版.嗣于"新京"、哈尔滨及大阪增

德国贸易商行 01929 年开办，

设分支机构. 1940 年资本为 10 万

本部设于汉堡州之汉堡，西名原
称 "Norddeutsche Ueber回egesell

日元，社长古城氏.
,

schaft , m. b. H.". 香港、天津、上
British 一 In

海、广州及新加坡、巴达维亚、马

,

尼拉等埠先后设分号。进口经销

British - India Steam Navigation

德国五金工具、工具、机辑及杂

Co. , Ltd. &. Apar Line

货 01938 年尚见于记载，沪应经理

英印鸭凉轮船公司

dia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英国轮船公司，开办年代及

怜佩将森 (H.

卢

Petersen).

本部均未详. 1903 年前来华开业，
参与汕头北上航线的争夺.第一

英国民钢冶金联合公司

次世界大战后为大英火轮船公司

Speed Steel A Iloys , Ltd.

团gh

衍收买，以大英火轮船公司〈铁行

英国高速钢工业公司， 1915

火船公司)及怡和洋行为代理行，

年开办，本部兰开夏都威德尼斯.

在上海、香港L 厦门、天津诸埠营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在上海及

业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香港等埠以鹰立球锦厂在华分号

,

为采办代理行，收购中国矿砂，包
英发洋行

British &. Asiatic

co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1914 年

括鸽锺铁矿砂、锺铁矿砂及铭铁
•

矿砂等，运回英国精炼 01940 年代

,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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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见于记载.裴德斯 (H. Brian

山、开普敦诸埠设分号。 1899 年前

Bates) 及赖德(L. Wright) 先后任

来华开业，在上海及香港诸埠，先

驻远东经理.

后以"仁记"、"太平"、"连纳"等洋

行及安宁水火保险公司为代理
--咱

英国邓禄普橡皮公司

Dunlop

Rubber Co. (Far East). Ltd.

行，经营海上保险业务。 1934 年核

定资本为 100 万英镑，实收仅得其

日本英商橡胶工业公司.

半.同年所获净纳费为 36 万余英

1909 年开办，本部神户，为伦敦

镑。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邓禄普橡皮厂"(Dun!op Rubber

银行为"麦加利飞

Co. • Ltd.

)之子公司.东京、大阪、

名古屋设分号 o 1913 年前来华开

英国机航路矿贸易公司

业，先后设分号于上海、天津及北

Ltd. • Thos. W.

Ward.

京，进口经销所产"邓禄普"牌车

英国机器贸易公司. 1858 年

胎及一般橡胶制品.驻华总经理

开办，本部谢菲尔德 .1924 年来华

盖屏司 CF.

S. Gibbings). 买办谢

开业，子上海博物院路设分号，鹰

金铺.为扩大对华业务，进一步控

立球钢厂驻远东经理裴德斯 (H.

制中国橡胶产品市场 .1921 年以

Brian Bates) 兼理其事.进口英国

在华各分号为基础，创办"英国驻

新旧机器及电气机械，承包工厂、

华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 1930 年

铁路、船坞所需新 l日器材供应业

代中本部改组，是为日本邓禄普

务.一切均由鹰立球钢厂在华分

有限公司(Dun!op Rubber Co.

号代理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J apan). Ltd. ) •
英国自动电话制造公司
英国永隆水险公司

Maritime

Insurance Co. • Ltd.

'

-

matÍc

Auto-

Telephone Manufacturing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64 年开办，

英国电话工业公司，本部利

本部利物浦，在英格兰注册为有

物浦.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限责任公司.墨尔本、纽约、旧金

海、天津、北京诸埠以祥泰洋行及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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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代理

鲜诸地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经

行，进口经销所产手摇电话设备、

销英国各关系公司所产灯泡、碳

自动电话设备、铁路信号装置及

精棒、无线电机、开关盘、摄影用

电热器具等. 1934 年尚见于记载.

品、电梯、电气设备材料、电机、电
...

-也

缆、电冰箱、变压器、引擎、包铅
英国汽车公司

British Automo-

丝、锅炉及机械工具等 F 承办电气

bile Co. • of North Manchuria &.

及相关工程包工业务，代理伦敦、

Siberia

威顿、伯明翰、曼彻斯特、(印度〉

哈尔漠道里英商汽车公司.

康文特里各关系公司及若干其它

1924 年前幡朱达(E. Judah) 及据

厂商.所属河问路电椿制造厂生

皮萨列夫斯基(]. G. Pissarev-

产电机、灯泡及其它电稽设备

sky) 合伙开办.经销汽车、轮胎及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总

其它汽车零配件.代理"邓禄普"

公司设于伦敦，西名为 "British

及 "Nefte" 等几家厂商公司. 1939

General Electric Co. • Ltd. " .资本

年尚见于记载.

额为 2.1 万英镑，那奄 (P.

Her-

bert Nye) 、毕尔 (N. G. Beale) 等
英国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Electric Co.
British

General

General

Electric

先后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汇丰"

I

及"上海商业储蓄"等.华股东章

Co..

显荣、周仲卿、莫德身尝充公司买

of China • Ltd.

P

办.

Ltd.

‘

上海英商电器公司. 1908 年
(或作 1911 年〉发起开办，西名称

英国霍夫门厂

"General Electric Co. of China.

facturing Co. • Ltd.

Hoffmann Manu-

Ltd. " .实为始建于 1885 年之伦敦

英国轴承工业公司，本部切

通用电气有限公司(General Elec-

姆斯福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在

时c Co. • Ltd.) 远东分号.香港、

上海及天津等埠分别以来利洋行

汉口、天津、大连、北京、哈尔滨、

及新茂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

青岛、烟台、威海卫、海参战及朝

所产滚珠轴承、滚柱轴承及滚筒

'
川崎

甲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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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总轴轴承等. 1940 年代末尚

man) 等发起开办。经营船舶修理、

见子记载.

锅炉制造及供暖卫生工程等业
务，承办一放工程包工事，代理几

'.

~

•

英法产业有限公司

Angol 一

家欧美相关厂商公司。 1938 年尚

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
Ltd.
上海英商房地产公司. 1905

见于记载，其时经理为华商张某.

年祥茂洋行少主人铃伯基尔 CA.

Brien

英美普济药房

Twigg. P. 0'

W. BurkilD 等发起开办，资本为

上海百老汇路英商药房.

银 20 万两. 1913 年按香港公司注

1901 年前原松茂旗仪馆创建人及

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

虹口大英医院 (Hongkew

核定资本银 180 万两，实收 130 万

Medical
Hall) 职员戴惠克 (Paul 0' Brien

两 F 发行 6 厘公司债券银 100 万

Twigg)个人开办。经营西药配制、

两.嗣增核定资本为银 250 万两，

销售及批发业务，兼营水酒杂货.

分 25 ， 000 股，每股合银 100 商，及

192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至 1935 年巳发行 19.335 肢，值银

司，在香港注册，更名为英商普济

1.933.500 两，收足. 1940 年代末

药房有限公司 (Twigg.

尚见于记载，时有土地 155 亩，房

0' Brien). 戴氏任常务董事. 1932

屋 845 幢(面积为 134.030 平方

年前后与大英医院药房有限公司

米 h 公司先后在九江路、广东路、

及老德记哺兰水厂合并 .1933 年 1

外摊及四川路营业，业务统由祥

月改组，是为大英医院普济药房.

Ltd. • P.

茂洋行代理，往来银行为"汇丰气
ι，

英美烟公司

英美机器厂

British Engineering

英美烟业公司. 1902 年英商

Works

•
ψ聊

British - American
Tobacco Co. , Ltd.

天津法界七月十四日路英商

帝国烟草公司、奥格登公司及美

机器铁工厂. 1925 年前原大沽驳

商美国烟草公司、大陆烟草公司、

船公司工程师骨诺曼 (C.

美国雪茄公司、统一烟公司六家

G. Nor-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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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合资开办，本部伦敦，资本 600 万

Little) 与华商顺利五金号经理徐

英镑〈合 3.000 万美元〉。所属工厂

通浩等发起开办，在香港注册为

遍及欧、美、非、亚、大五大洲.当

有限责任公司，实为上海自来水

年即设上海分号，建浦东卷烟厂，

用具有限公司之附属企业.制造

生产老刀牌及皇后牌等卷烟.初

厂初设于丹阳路，嗣先后迁盐山

&. Co.)为销售

路及扬州路. 1940 年代尚且于记

以公发洋行 (Rex

经理 .1904 年后改以美商晋隆洋

o.

载.

行为销售经理.嗣汉口及沈阳烟
厂相继落成，香港、广州、汉口、重

英商中华机器凿井有限公司

庆、沙市、汕头、福州、龙口、沈阳、

China Deep Well Drilling Co..

威海卫、营口、长春、济南、烟台、

Ltd.

天津、大连、安东、镇江、扬州、江

上海英商钻井工程公司.

门、南京、北海、岳州、厦门、北京、

1930 年新沙逊洋行经理铃达维

青岛、张家口、九江、宜昌、南京、

CF. R.

杭州、哈尔滨及云南府等地设分

有限公司 (China

号及代理处.逐渐形成垄断之势.

Co. • Ltd. )董事长幡洛根 (M. H.

为适应业务发展 .1919 年伦敦董

Logan) 、麦边洋行主人麦边 (W.

事会诸董事云集上海，议决成立

R. Mc&in) 及马尔康洋行董事马

驻华英美烟公司，一切对华业务

尔康 (A. Malcolm) 等与华商朱博

均由新公司接办.邬挺生、马玉

泉发起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清、赵晋卿、郑伯昭尝充公司买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办.

本规银 50 万两，实收 21 万余两.

Davey) 、原英商中国凿井

Deep Well Boring
,

•

承揽深井钻探、开凿及抽水设备

安装工程.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

英商中华五金厂有限公司

China Brass

&. Iron Works.

Ltd.

上海江西路英商五金机械

载，董事长邬藩回 (L. Ovadia). 往

来银行为"汇丰飞

厂. 1931 年前上海自来水用具有
限公司董事长骨利特尔(H. M.

英商中纺纱 r 有限公司

China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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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925 年前开办.经营抵押放

Co tton M il1s. Ltd
上海宁波路英商纺织工业公

款、房地产及收款代理诸业务.初

司。 1939 年倍昌机器工程有限公

由"薛迈罗"会汁师事务所(Seth.

司常务董事高默想 (W. C.

Mancell &. Mc1ure) 金权经理，英国

Gom-

er回11)、英商瑞记有限公司董事安

特许会计师骨社育德(0.

拿(H. E. Arnhold) 、安福祥行主

队19uid) 首主其事. 1930 年代中改

人赞安和j 斯顿 (Eric.

S. Elliston)

由英商"谭史庞"会汁师事务所

与华商主启字、王芹苏等发起开

(Turner. Sturrock &. Brown)全权

办，在香港注册为有限公司.开办

经理.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

W.

资本为法币 160 万元 .1940 年代

初即累增至 1.500 万元〈或作 500

英商牛奶行

万元 λ 憾物院路设总办事处.下

Farm &. St∞k Co.

属三厂 z 一厂位于延平路，二厂三

•

•

Inshallah Da iry

上海英商农场 o 1900 年谦和

W. A. E-

厂均在光复路.经营纺、织、印、染

洋行老主人爱文师 (A.

各业，出口棉纱、棉布、色布、纱

vans) 在旅沪西侨社会，包括各大

线、粗细布、斜纹布.主要商标有

饭店及总会支持下开办，旨在为

"金宝星"、"红宝屋"、"宝星"、"双

侨民提供卫生牛奶及洁净蔬菜，

金"、"象童"及"百鹿图"等 o 1940

为沪上第一家西式农场.场址在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总

华德路，占地 120 英亩，包括一座

额为国币 74 亿余元，董事长王启

奶牛场，一座可容 80 头牛及 40 匹

字、董事兼总经理王统元，经理何

马的畜棚，以及猪舍、鸡场、兔槛、

瑞棠，称"中纺纱厂股份有限公

鸽舍等，由专家管理.不数年农场

司飞往来银行为"中国"、"交通"

即可满足西侨社会对鲜奶、奶油、

及"花旗" •

奶醋、禽蛋、鸽、兔、花卉、树木及

蔬菜等的需要.进口牛、马、饲料、
英商中英信托有限公司

Anglo

-China Finance. Ltd.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英商信贷

•

花草等，出口蛋品.业务由谦和洋
行金权经理. 1920 年代末尚见于

记载.项贵逊尝充农场买办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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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

China

4摩

路设灌音部.灌制生产及进口经
销留声机唱片、留声机、电影设

Theatres f Ltd.
天津英商影业公司. 1919 年

备、收音机及电冰箱、空调机、自

前原北京平安电影公司 (Peking

行车等.代理法、美等国几家厂商

Pavilion) 及天津平安电影公司

公司。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

(Empire Theatre) 主人印商巴瑞

利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Bari)等发起创办，在香港注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受

册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及

托管理者为"日本 r 夕夕一蓄音

上海设分号.拥有天津平安电影

器株式会社"，代表山田明.战后

院、光明电影院、光明大戒院、乐

来鬼子记载.

CA.

~

舞电影院及上海卡尔登影戏院、
北京平安电影院等多处影戏院。

英商驻华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

引进戏剧，销售并经租各国影片、

Du nlop Rubber Co.

放映机及相关零配件. 1940 年代

Ltd.

( China ) ,

上海英商橡胶公司. 1921 年

尚见子记载.

就日本神户英国邓禄普橡皮公司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

(Dunlop Rubber Co. (Far East) ,

Electric &. Musical
(China) , Ltd.

Ltd. )华行改组开办，按香港公司

Industries

上海徐家汇路英商电气音乐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

司，常务董事盖屏司 (F.

S. Gib-

行. 1934 年原东方百代有限公司

bings). 初设于法界爱多亚路，嗣

主管职员铸成尔逊 (Harry L.

先后迁福州路及香港路营业.天

Wilson) 等发起就"东方百代"及天

津、北京、济南、香港及哈尔滨、沈

津"罗办臣洋琴行"改组开办.按

阳、青岛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经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销英美产橡胶车胎、一般橡胶制

限公司.核定资本鹰洋 100 万元，

品及运动用具. 1940 年代末尚且

收足.香港、天津、汉口、南京设分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卒".田棋

号。静安寺路设样子间，法界贝当

r

•

•

家尝充是行华经理.

3

英苞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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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般鸟木公司

British Bc即neo

MacKenzie) 等发起开办.经营东
三省物产加工及出口贸易. 1940

Timber Co. Ltd.
婆罗洲 (~p 今之北加里曼丹〉
英商木材公司，开办年代未详，本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理幡库尔
森 (H.

N.

Coulωn).

部山打根.经营锯木厂、木材贸

易、船具及相关工程业务 .1921 年

苞利洋行

前来华开业，在香港及上海诸埠，

&. Sons , K. S.

Pavri , K. S. , Pavri

以"劫行〈仁记祥行 Y 为代理行，

印度英印商贸易行. 1908 年

开展对华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

苞利 (K. S. Pavri) 个人开办，即

于记载.

以姓字为行名，本店孟买 .1915 年

前来华开业，先后于广州沙商及
英商提成信托有限公司

Gros-

venor Trust , Ltd.

营厂家代表及佣金代理业务.

上海北京路英商贷款投资公

•

香港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兼
1933 年前改组为父子合伙公司，

司 .1931 年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

启用 "Pavri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

名.添孟买港、科伦坡及马德拉斯

核定资本规银 500 万两，分 50 万

分号.华行进口印度及非洲所产

股，每股 10 两， 1935 年实收 65 万

原棉、棉纱、药材、檀香木、广木香

余两 .1940 年尚且于记载，崛厘祥

及其它土产，出口爆竹、火柴、火

行董事备库茨 (G.

Coutts) 任

炬、电池、电臻、灯笼、棉布、针织

董事长，克佐时洋行代办文案，往

品、生丝、绸缎、梅脑粉、棒脑丸、

来银行为"汇丰" •

蜜饿、桂皮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

R.

&. Sons , K.

S." 新西

印度、锡兰及非洲、澳洲. 1940 年
英商滨江物产出口有限公司

Produce

Ex归时Co.

(Harbin) ,

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00

万港元.往来银行为"有利"及"和
嘀".

Ltd.
哈尔滨商岗英商工业贸易公
司. 1915 年前铃麦肯齐 (A. C.

范利洋行

Lezerovitch &.

SS 幸其

406

,

Fynland Fynland , M. L.
天津法界圣鲁易路俄商贸易

力、美商海瑞洋行 (Campbell Paint

Co.

)。

行. 1930 年代中原英商天祥有限
公司津号职员铃列泽罗维奇(E.

幸阪洋行

Kousaka Yoko

Lezerovitch) 与英商伊文思图书有

汕头外马路日商贸易行.

限公司天津分号职员范和U (M.

1901 年幸阪通介家开办。进口经

Fynland) 合伙开办，西名 "Leze-

销日本及日占台湾所产煤炭、甜

-

rovitch &. Fynland 飞未几列氏退酒、砂糖、商粉、烟纸、食品、药品、
伙，由范利及家人接办，更西名为

机糖、人参、杂货，出口松香、兽

L." ，迁英界中街

皮、柑摘等，销往日本。 1944 年尚

营业.经营进口批发贸易，兼营印

见于记载，经理幸阪公一，华经理

刷、文具及办公设备业务. 1940 年

郭添德.往来银行先后有"台湾"

前后迁上海，先后在圆明园路及

及"中国"等.

"Fynland , M.

四川路营业.经营羊毛、废橡胶、
文具、泊类、打字机及办公设备贸

其乐洋行

易，兼印刷业务.代理天津俄商大

Hongkong Op tical Co.

陆油厂及美国一家公司. 1940 年

代末尚见于记载。

Clark &. Co. ,
•

香港车打道美商眼镜行.
1914 年前锋海诺但.

O. Haynor)

及安尼 (S. G. H. Aine) 合伙开
茹狄棍迸出口洋行

ledeikin ,

Lo uis

办，西名 "Clark

&. Co. ".1918 年前

后公司进行改组，遂更西名为

瑞士贸易商行. 1932 年拉脱

"Hongkong Optical Co.飞嗣先后

维亚寓瑞士侨商茄狄根(Louis

迁德记拉街及皇后大道中营业.

Jedeikin) 个人开办，总号苏黎世，

进口美国光学仪器，加工制作及

上海及东京、神户设分号。经营进

批发零售眼镜及其它光学用品.

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主其事

记载，往来银行为"和嘀"，华职员

者为美国验光协会会员怜切尼

包仲元、周彭年.其间是行一度接

(S. K. Cheney). 陈仰衡尝充是衍

•

•

其奇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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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经理.
其来洋行

c.

,

公司高级华职员。
Gill臼pie

Gillespie -

&. Sons. L.

Rogers -

Pyatt

拔佳皮鞋公司

Ba ta Shoe Co. •

Ltd
捷克斯洛伐克英商鞋业公

Co. • Inc
美国贸易商行.其来斯宾 (L.

司. 1894 年创办，母厂设于捷克斯

GiIIespie) 父子合伙开办，西名

洛伐克之兹林(哥特瓦尔德夫) •

"GilIespie &. Sons. L. C.". 本部

为世界最大鞋业公司之一. 1931

纽约. 1906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

年来华开业前在世界各地即拥有

汉口、常德、宜昌诸埠设分号或代

3.500 个分支机构 .60 座工厂分布

理处，经营桐油出口及佣金代理

于 9 个国家，雇工达 4 万人，日产

业务.代理美国几家轮船、保险及

鞍 20 万双.上海为驻华总号(零售

汽车公司. 1930 年前后改组，更西

店多达 10 处) .南京、叹口、厦门、

名为 "Gillespie

- Rogers - Pyatt

天津、北京、香港、杭州、苏州、青

Co. • Inc.". 华名依旧.添营造口

岛、哈尔摸诸埠先后设分号或营

贸易.其后渐无所闻.

业所.进口鞋、制鞋机、制鞋材料，

C.

制作及批发、零售各式鞋、袜，兼
奇必克公司

Brick &. Co. • Jack

营橡胶制品及车胎等.上海分厂

上海新康路苏联贸易行.

设于济宁路，闵行路及法界爱多

1929 年前旅沪原材料出口商奇必

亚路特设专用仓库，上海总号并

克(J. Brick) 等发起开办.经营西

附设有脚病治疗室及皮鞋修理服

药、制药用品、动物泊腊、植物泊

务部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进口及中国工艺品出口贸易，兼

时资本为国币 30 亿元.沪庄经理

杂货经纪业务.代理美、法几家厂

骨伊里切克 (A. Jiricek). 往来银

商公司. 1930 年代先后迁江西路

行为"花旗"及"汇丰".

及北京路营业，专营杂货经纪业.

叫事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华名别

拔柏葛锅炉公司

称茄克勃烈克公司.张静泉尝充

Wilcox. Ltd.

Babc侃k&.

拔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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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公司 .1900 年开办，

核定资本减为银 96 ， 000 两，收足.

本部伦敦，工厂设于苏格兰伦弗

其时拥有出胶胶园 1 ， 082 英亩，未

鲁.上海、天津、香港及格拉斯哥、

成熟胶园 142 英亩，预备林、荒地

曼彻斯特、布鲁塞尔、米兰、悉尼、

及建筑占地约 1 ， 134 英亩. 1940

墨西哥、东京、加尔各答、孟买、墨

年代尚见于记载。

尔本、多伦多等地设分号.华行进
口经销本厂所产蒸汽锅炉、卧式

拈窍治洋行

及立式薄壳锅炉、锅炉房零件、专

K.

用熔炉、节煤机、管材、开关、钢

mazee &. Co.

架、电动起重机、输送机具、煤泊

,

Nema脯，

H. M.
Nemazee , H. M. H. Ne-

,

, H. M. H.

波斯贸易商行.描好治(H.

引擎等，兼及英国名厂相关产品 F

M. K.

承包锅炉安装、维修及其它工程.

设拉子，印度及远东各地设分号

别称"拔柏葛魏阁司有限公司".

或代理处 .1855 年来华开业，首设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驻华经

分号子香港，即以姓字为行名.进

理詹森 (c. W. Johnson) ，住来银

口鸦片、足头及杂货，出口茶、丝

行为"汇丰'.汪歧成、黄钟善等尝

及其它中国产物. 1889 年老拮好

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治退休，由其侄小捎开治 (H.

Nemazee) 家族创办，总号

M.

H. Nemazee) 接办，亦以姓字为行
拔泰安诺橡树地产有限公司

名 .1895 年〈或作 1896 年〉辟上海

Batu Anam (Johore) Rubber Es-

分号，启用 "Nemazee 8<.仇，

tates. Ltd.

M. H."西名. 1919 年前即有船两

H.

马来亚英商橡肢种植园.

艘， 9 万吨，经营省港一线航运业

1910 年注册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

务。嗣改为私有合伙商号，迁总号

司，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以德隆

子上海，香港及波斯、印度设分

样行为全校经理，经营对华业务.

号.进口波斯及印度地毯、干果、

1913 年改组，核定资本纹银 40 万

杂货，出口茶叶、茧绸、绸缎、生丝

两，实收 34.2 万两. 1920 年代中

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波斯、印

改由汇通洋行全权经理. 1934 年

度、南非及欧洲.兼营地产及佣金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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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业务。 1948 年实有资本国币

转赴美国纽约，在华业务概由钟

H.

小图钦斯基(H. Toochinsky) 总经

2 ， 200 万元，经理铃陶蒂 (M.

Touty)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梁介

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予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欧美旅行社

欧亚洋行

Boixo Frèresl Boixo ,

American L\oyd J

American Lloyd , Ltd.
法国旅行社. 1923 年开办，为

Pierre
北京法商贸易行. 1920 年前

私有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巴黎 a

铃布瓦索兄弟 (P. Boixo 及 E.

1929 年来华开业，设远东总社子

M. Boixo) 合伙就法国巴黎欧美

上海新康路，香港、天津、哈尔滨、

洋行 (Hemmerdinger Bros. )北京

大连及新加波等地设分社或代理

分号改组开办，定西名为 "Boizo

处.经营旅游服务业，兼营移民、

Frères" 。天津、汉口、沈阳、大连、

航运及保险代理业务 o 1940 年尚

哈尔滨、太原及巴黎设分号.经营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骨巴黎国

工程材料及铁路材料总迸出口贸

立贴现(Comptoir

易。 1937 年前拆伙，由铃皮埃尔秸

compte) 及"荷国安达"、"东方汇

瓦索 (P. Boixo) 个人接办，遂更西

理".

National d' Es-

名为"Boixo ， Pierre" 0 1943 年尚见
于记载.

欧德商行

,

Oer tel , H. Oertel ,

Mrs. H.
欧罗巴鞋铺

-

European Sh由

Store
上海法界霞飞路俄商皮鞋

天津特一区威尔逊街德商服
装店 o 1926 年原世昌洋行职员欧
德小姐 (Miss

Oerte1)个人开

H.

店 .1929 年前开办，北四川路及静

办.进口经销德、美所产棉、毛、

安寺路设分店.生产经销皮靴、反

丝、人造丝织男女内衣，儿童内

鞋、手提皮包及庭外套，兼办皮鞋

衣，胸衣，乳罩及化妆用品等.

修理业务 .1930 年代末，业主兼总

1947 年尚见于记载，业主欧德

经理椅图钦斯基 (D. Tωhinsky)

(Mrs. H. Oertd)

0

些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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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刺士洋行，元亨洋行

Sc he Jl-

先后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及

hass &. Co. , Eduard Ostasiatische

相关工程事务，兼营航运、保险及

&.

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1944 年尚见

Carl ,

于记载.公司总分号华名殊异，

Handels

,
Gese Jlschaft , Sc huldt

Co.,

Bödiker
Boediker &. Co.

&.

Co.,

穗、港习称"些刺士"，津号初称

香港德商贸易行. 1861 年前
些刺士(Eduard ScheJlha回〉发起开

"德卒"， 1930 年代末改称"普克"，
沪行称"普克".

办于皇后大道，百名"Schellhass &.

Co. , Eduard 飞上海设分号，欧洲

非及所夫兄弟洋衍，非及所夫五

设联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保险

金行

代理业务. 1872 年前设总号于汉

FetisoH Bros.

堡，香港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

F etissoH Br'ω.&.

Co.，

哈尔滨道里俄商五金行.

先后设分号.香港及广州华名称

1915 年前非及所夫 (George

"些刺士"或"些剌时"，内地各埠

四If)兄弟合伙开办.进口经销钢

别称"元亨气十丸世纪末变更西

铁及五金工具. 1940 年代初尚见

名为"Ostasiatische

于记载.

Handels

F eti-

G四ellschaft气 1908 年前由特舒尔

特 CAd.

E.

Schuldt) 等接办，启用

明电社

Meidensha

"Sc huldt &. Co. "新西名，添航运

青岛德县路日商洋行. 1925

代理业务 .1914 年前再次易宝，由

年林茂夫妇开办.经营收音机、电

先期巳在天津及青岛开业之汉堡

话机、电机器具销售、修理及制作

国际贸易商行"备德"接办，更西

诸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名为吧。diker &. Co. , C缸1" ，仅保
留香港及广州两分号.第一次世

明达有限公司

界大战爆发后华行清理歇业.

Amusements , Ltd.

1920 年代初恢复，改以广州西堤
为驻华总号，西名.. Boediker

Hongkong

香港英商影院公司. 1922 年

&.

开办，初设于云咸街，嗣先后迁皇

Co. " ，香港、天津、太原、上海诸埠

后大道中及必打街营业.前后经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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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的香港、九龙及广州之影

本 10 万日元，为日本第一家人寿

戏院有"新比照"、"香港大"、"红

保险公司 o 1891 年改组为股份有

勘"、"第一新"、"景星"、"长乐"、

限公司，称明治生命保险株式会

"皇后"、"新世界"、"一园"、"明珠"

社，本社东京 o 1901 年前来华开

及"一新"等十数家.进口发行英

业，在上海诸埠先后以"鹿岛"、

国影片。上海联利影片公司实即

"三井"等洋行为代理行，经营人

所属之影片发行部 o 1930 年代中

寿保险业务 o 1930 年代初核定资.

尚见于记载，雷氏 (H.

本累增至 200 万日元，收足.大阪、

W.

Ray) 长

京都、名古屋、冈山、福冈、长崎、

期主其事.

仙台、金泽、札幌、横滨、神户、广
明星洋行

Lumsdaine. A. H.

v. , Lumsdaine 臼iental Co.

岛、京城(双城〉及台北、大连、上

海、北京、天津、青岛、南京诸埠先

上海澳大利亚贸易商行.

后设文店或营业所。 1944 年尚见

1925 年前克罗洋行代表雷史登

于记载，董事长川原林顺治郎，专

( A. H. V.

Lumsdaine) 个人开

务山下恒雄.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四川
路，嗣迁九江路及广东路营业.代

明治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表澳大利亚制造厂商，经营迸出

Fire Insurance Co., Ltd.

口贸易 .1930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

Kwasai Hoken Kabushiki Kaisha

Meiji
I

Meiji

Oriental Co. " ，先后

日本保险公司 .1891 年创办，

迁黄浦路及江西路营业，经营东

本社东京，初办资本为 60 万日元，

方商品进出口贸易及相关制造

称明治火灾保险会社，嗣后改组

业 o 1930 年代中尚且于记载.

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启用现名.

为 "Lumsdaine

189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明治人寿保险公司

Meiji Life

Insurance Co. , Ltd.

咱呻

港、天津、汉口、烟台诸埠，以三井

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

日本保险公司 0 1 881 年创办，

务 o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日文原称明治生命保险会社，资

1 ， 000 万日元，实收 325 万日元.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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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设支店，国内支店则有大

助。 1942 年前后明华糖厂与东京

阪、京都、名古屋、神户、金泽、福

明治制莱株式会社上海贩卖所合

冈、横滨等多处 .1940 年有准备金

并，是为明治产业株式会社。往来

3 ， 986 万余日元，社长八卷连三，

银行为"三菱飞 1945 年日本战败

常务和回收藏。 1944 年 3 月与东

投降，台湾本社由中国政府接收，

京海上保险株式会栓及三菱海上

其时有 8 厂，帐面实收资本 6 ， 100

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合并，是为东

万日元.

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资本

金达 8 ， 000 万目元。

明星汽水公司

White Star Co.

I

Wh ite Star Factorn White Star
明治制糖株式会社

Ka bushiki

Kaish I

Meiji Seito
Meiji

Sugar

Manufacturing Co. , Ltd.

Mineral Water Factory
天津义界南西马路希腊商汽
水厂. 1914 年前幡宽里斯托祖洛

台湾台商州曾文郡日商糖业

(P h. Christoooulo) 个人开办.生

公司. 1906 年开办，核定资本 500

产经销汽水，代理烟台永稍有限

万日元，为三菱系企业，专务相马

公司 (Paradissis

半治.经营甘煎种植及联糖加工

A1ex. E. )在津业务.抗日战争时

生产业务 .1910 年代先后兼并"麻

期一度由日商接办. 1947 年尚且

豆制糖"、"维新制糖"及"中央制

于记载.

&. Co. , Ltd. ,

糖"诸会社，行名依旧 .1921 年(或
记为 1924 年〉投资 360 万日元，于

明晶洋行Lazarus ， N. I La zarus

上海杨树浦路设明华糖厂.进口

&. Co. , N. I La zarus Opticians

制糖原料，生产精炼砂糖，由三菱

上海南京路英商跟镜行.

公司经理.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

刊06 年前拉扎勒斯 (N. Lazarus)

累增至 4 ， 800 万日元，实收 3 ， 480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香港

万日元 o 1940 年前后核定资本为

及伦敦、加尔各答设分号。经营验

5 ， 800 万日元，实收 4 ， 520 万日

光配镜业务.嗣由英国验光师学

元。社长相马半治，副社长有岛健

会会员铃亨利托拜厄斯 (Henry

-

』勃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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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as) 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1920
年代改组为私有合伙行号，添营

D.
天津印商贸易行. 1936 年铸

光学仪器，代理几家相关之欧美

赫姆伦厄 (P.

厂商公司。西名别作"Lazarus

&.

办.先后在英界狄更生道及中街

N." 或 "Lazarus Opticians 气

营业 .1948 年有资本 1 万美元.进

其后迁总号子伦敦，上海、香港、

口经销丝绸、呢绒、人造丝绸、棉

汉口设分号.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布、黄麻、麻袋及杂货等，出口绸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缎、棉布、古玩、地毯及其它中国

Co. ,

D.

Hemlani)发起开

产物.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往来银
凯时洋行

Abraham , Katz

&.

行为"中国"及"大通飞

Co.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12 年凯
时 (M. Katz) 与骨亚伯拉罕 (N.

凯利洋行

Keil

&. Co. ,

w.

沈阳德商贸易行. 1929 年盲旷

Abraham) 合伙开办.初设于海宁

原本生洋行(Bun配n

赂，嗣先后迁倍尔桶路及四川路

合伙人凯利 (Wilhelm Keil)个人

营业.美国旧金山设联号.经营迸

开办.初设于一经路，嗣迁经纬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第一

路营业.经营机器及杂货进出口

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战后恢

贸易，承办相关工程业务 .1940 年

复，先后在狄思威路、新康路、仁

代尚见于记载.华鸣岐尝充是行

记路、江西路及北京路营业.进口

买办.

&. Co. , M.)

瑞典及英、美所产纸、上光剂、复
写纸、打字墨带等，代理欧美几家

凯凯洋行

Kay Kay Co.

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上海仁记路英商洋行. 1929

载，经理凯时。往来银行为"汇丰"

年〈或作 1930 年〉铃艾尔兰夫人

及"横漠正金飞姚念善尝充是行

(Mrs. R. lreland) 家合伙开办.嗣

华职员.

于虹桥路设加工制造厂.生产手
工绣花绸衬衣、手工绣亚麻制品、

凯利洋行

Hemlani

&. Co. , P.

手工绣棉制品及子工花边等.进

凯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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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杂货，出口所产花式货品、手工

河畔法兰克福一家化工厂. 1944

制品、绣货及绸缎、花毡等。 1940

年尚见于记载.朱俊卿、贾志奇尝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充是行正、副买办.

"汇丰"等.
岸回洋行

凯斯洋行

Gerz &. Co.

, Gerz.

Kishida

&. Co. • H.

上海百老汇路日商洋行。
1900 年岸田家开办.静安寺路设

E.
天津义界大马路德商贸易

西支店。经营日本花式货品及杂

行。 1928 年前原鲁昌洋行进口部

货批发零售业务. 1943 年尚见于

职员凯斯也. Gerz) 个人开办，西

记载，经理岸回英太郎，往来银行

名"Gerz

为"台湾"。

&. Co. " .经营足头及杂货

迸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代
理斯图加特、富特旺根及柏林几

岸回洋行本店

家厂商公司 .1930 年代初歇业，凯

H.

&. Co. ,

Kishida

民入利孚洋行任职. 1937 年前后

日本古玩店。 1905 年岸田家

恢复，改以姓字为西文行名.先后

开办，本店横滨。上海百老汇路设

在英界中街及法界大沽路营业.

支店。经营日本古玩，制作及经销

1944 年尚且于记载。

日本美术品、花式货品、地毯、席
垫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沪

凯穆洋行

Keim. Adolf

天津德商贸易行。 1924 年原

店经理栗田利胜，往来银行为"横
滨正金"。

德商裴得森纸行经理凯穆 (Adolf

Keim)个人开办.韧设于义界三马

岩井洋行

路，嗣先后迁旧俄界波皮路、，法

Co. • Ltd.

Iwai &. Co.

I

Iwai &.

界七月十四日路及英界香港道营

日本贸易商行。 1871 年(或作

业.经营商药、纸张、五金、酒类、

1862 年、 1873 年及 1876 年〉岩井

军火及杂货迸出口贸易.一度开

文助个人创办，本店大阪，西名 "1-

办大陆运输公司，代理德国美因

wai

&. Co. " .是为岩井商店. 1912

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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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200

开办，日文原称岩田商事株式会

万日元，启用 "Iwai

&. Co. , Ltd."

社，本社大阪.核定资本 500 万日

新西名，称株式会社岩井商店，社

元，收足 o 1930 年代来华开业，上

民岩井腔次郎。东京、神户、名古

海、天津、青岛、济南、沈阳及汉

屋、八幡、横滨及伦敦、纽约等地

口、香港、广州、无锡、大连、安东、

设支店或营业所。 1914 年来华开

新乡、徐州、周村、杭州、常州、镇

业，上海、汉口、大连、沈阳、天津、

江、南京、蚌埠、苏州诸埠设支店

长春及北京、青岛、广州、武穴、重

或营业所.经营棉纱、棉布、人造

庆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

丝、人造丝绸、毛纱、麻纱、呢绒、

1930 年前后增资为 1 ， 000 万日

化学品、金属制品、食品、水产品、

元，实收 700 万日元。 1939 年核定

土产及杂货批发贸易 o 1944 年尚

资本累增至 1 ， 500 万日元，收足.

见于记载，沪店经理犬饲友一，往

进口经销呢缄、棉布、人造丝绸、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钢铁、五金、机器、玻璃、化工原
料、染料、涂料、药品、木材、橡胶、

岩尾洋行

Iwao &. Co. , Ltd.

油类、纸类、照相材料、麻袋及啤

日本贸易商行 .1919 年开办，

酒、瓷器等，出口棉花、棉纱、丝

日文原称株式会社岩尾商店，本

绸、大麻、猪臻、桐池、植物油、籽

社大阪.上海、天津及沈阳、青岛、

仁、油饼、牛骨、麦失糠、禽毛、皮革、

石家应、南京、汉口、镇江、蚌埠、

草制品、蛋类、茶叶及肠衣等.代

杭州、扬州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

理德山曹达株式会社等十数家日

经营人造丝、人造丝织物、棉纱、

本厂商公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棉布、丝绸、呢绒、食品、化学品、

社长岩井雄二郎，往来银行为"横

海产物、农产物、肥料、烟草、建

滨正金"及"华比飞

材、机械器具、五金、香料、药材、
植物泊、水产品、畜产品及洋品杂

岩固洋行

Iwata Yoko , Iwata

Shoji Kabushiki Kaisha
日本工业贸易公司 o 1881 年

啕，

货批发贸易。所属杭州绢织厂生
产"湖心亭"、"仙女"、"鹰虎"等牌

号产品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沪店

/

币

'

岩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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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柏固喜久治.

地产业务 .1947 年改在香港注册，
资本为 190 万港元. 1949 年拥有

岩城商会，合资会社岩城商会

L

土地 397 亩，房屋 1 ， 212 幢，合计
229 ， 906 平方米.郑观柱、郑观桐

waki &. Co.
烟台日商洋行. 1914 年前岩

城氏个人开办，称岩城商会。先后

兄弟尝充公司买办或高级华职

员.

在朝阳街及顺泰街营业，大连山

县通及青岛新疆路设支店.经营

星记洋行

Vasunia. J. P.

航运业及煤炭、进出口贸易，兼营

sunia &. Co.

, J.

佣金代理业务 e 代理几家日本轮

I

Va-

P.

广州沙面英界英印商贸易

船、铁路及保险公司 .1925 年改组

行. 1921 年前遮披滑呻魄。.

为合资商号，改称"合资会社岩城

Vasunia) 个人开办. !IP 以姓字为行

商会".嗣添上海营业所.经营石

名.香港云咸街设分号，华名别称

油、面粉、大豆、高梁、玉米、花生、

"威申也洋行"或"遮披滑呻咆洋

泊脂、纸类、铁器、工业化学品、肥

行"及"滑呻也祥行". 1927 年前由

皂、化妆品、文具、棉麻制品、竹

滑呻咱家人合伙接办，启用 "Va

材、木材、木器、玻璃及海产物等。

sunia &. Co. J. P." 新西名.出口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高见京

生丝、绸缎、桂皮、爆竹、火炬、席

介.

垫及杂货 F 进口原棉及人造丝纱

P.

等.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
昌业地产有限公司

Midland In-

vestment Co. • Ltd.
上海苏州路英商房地产公

末港号尚且于记载，威申也 (F.

P. Vasunia) 主其事.黄会安、游竟
生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司. 1927 年英商驻华英美烟公司
资深买办郑伯昭、职员穆尔(H.

昌兴火轮船公司

Moore) 及董事曾迪克森 (A. L.

cific Railway. &. Steamship Co.

Dick四川等发起开办。为驻华英美

Ca nadian Pacific Oc ean Services.

烟公司附属企业.经营地产及房

Ltd.

I

Canadian PaJ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4 哗守-唱，..幡叮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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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 Canndian Pacific Steamships , Ltd. 1
Canadian
Pacific

初设于德辅道中，嗣迁皇后大道

Steamships ,

Pa-

机车零部件、钢铁、机器、纺织品、

cific Railway CO. --- Canadian Pa-

手表、纸类、工业化学品、科学及

cific Express Co.

工程仪器仪表，出口汕头瓷器、爆

Ltd. 一 Canadian

中营业.广州及西贡设分号。进口

加拿大英商运输公司。 1878

竹、草席及其它土产.兼营船具、

年〈或作 1881 年〉创办，本部蒙特

佣金代理及厂家代表业务。 1948

利尔.分支机构遍及世界 .1885 年

年资本为 7.5 万港元.往来银行为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后即谋经

"汇丰".

•

营连接铁路横渡太平祥至中国的

航线. 1887 年首航中国， 1891 年
正式辟定期航班.初以怡和洋行

昌利洋何

Mehta , M. N.

印度贸易商行.骨梅赫塔 (M.

为代理行，华名"怡和金山公司"，

N. Mehta) 家族合伙开办，本部加

本世纪初始见"昌兴"之名。第一

尔各答.神户及孟买设分号。 1899

次世界大战后，货船航运得以加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于广州沙

强，其时往来于中加间的轮船已

面.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

达 10 锁，共约 13 万吨，香港、上

业务.出口料器、香料等. 1930 年

海、天津、北京、广州、汕头、汉口、

代末尚见于记载.

宜昌、忧阳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
理处.经营客、货运输业务.

1940

昌和洋行

Chang Ho &. Co.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在华营业

沈阳大北门里日商进出口贸

‘半个多世纪，屡更西名而华名依

易行. 1918 年小岛和三郎个人创

办.大连、哈尔滨、"新京"、天津、

旧。

青岛、济南、北京、上海、四平街、
昌兴洋行

Hongkong - China

Trading Co.

安东、牲丹江、锦州、开封、太原、
烟台及日本名古屋、大阪先后设

香港商商贸易行. 1933 年铃

支店或营业所.经营保险柜、钢制

曼金德 (U. Mankind) 发起开办。

书柜、誉写版、计算器、灭火器、自

4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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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三轮摩托车等.投资开办有

1917 年铮阿尔努 (E. Arnoult) 等

沈阳"株式会社昌和制作所飞青

合股开办.工场设于灯市口，天津

岛"鑫和胶皮厂"、天津"天津昌和

设分号.承办中心供暖、卫生、电

工厂"及日本静冈"株式会社昌和

气设备及一般工程设施营造业

制作所"等企业 01944 年尚见于记

务，经销"奥克兰"汽车及"邓禄

载，其时本店资本为 1.000 万日

普"车胎，兼营保险代理及汽车维

元.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满

修业务 0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洲兴业"及"满洲中央".

总经理阿尔努，副经理张翔路，会
计傅约权.

界丰洋行

Dimitriades Brothers

希腊商贸易行.雷密脱来司

(Christofer Dimitriades) 兄弟开

易固洋行

Co.

I

Far Eastem Lo mbard

Far Easten Lombard
哈尔滨道里俄商典当行.

办，本部海参威 01916 年前来华开
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在法界洋

1924 年前铃囡拉耶夫 (F.

泾洪、爱多亚路、倍尔福路及公馆

Koulaeff) 等发起开办.经营典当

马路营业，兆丰路设烟厂.进口经

业，兼农牧业经纪及佣金代理业

销商伯利亚产物，加工制作烟及

务 o 1920 年代后期由经理铃波索

纸烟，承办奶品及一般佣金代理

欣 (v. M. P，ωhin) 承顶接办，华

业务 .1920 年代末充"希腊政府专

洋行名依旧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利全国葡萄业远东发行所"，经理

载.

W.

希腊全国葡萄业协会在中国及日

本的销售业务 o 1930 年代初尚见

岛国洋行

于记载.吴东异尝充是行买办.

Koulaieff' 5 Sons , Inc. • 1.

KoulaieH. I. V.

哈尔滨道里西商洋行.

I

1925

鼻昌忠记行

Etablissements

年前骨易团拉耶夫(1.

Amoult ，岛ciété

Anonyme des

Koulaieff)父子开办，即以姓字为

Anciens
北京崇内大街法商工程行.

V.

行名.经营商粉制造业及杂货贸
易 o 1930 年前后全面改组，启用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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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

"Kou\aieff's Sons , Inc. , 1."新西西名 "Robinson &. Co. ,

w. ".1899

名.嗣迁总号子天津特一区威尔

年前由小罗办臣 (Walter G.

逊街，哈尔滨本店改为分号. 1940

Vaughan Robinso川出面接办，更

年前后添营房地产业。 1947 年尚

西名为 "Rohinson Piano Co. " .本

见于记载，总裁祷小易固拉耶夫

世纪初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

KoulaiefO ，经理善什纳普

用 "Roinson .Piano Co. , Ltd." 新

(I.

J.

季斯 (A.

P.

西名。先后在皇后大道中、都爹厘

Shnaptis) 。

街及德辅迫中营&.华名别称"罗
罗太洋行

Roth &. Co.

, B.

I

办臣琴行 m 或"罗便 E 主F 么·司"及

"罗办臣祥行"。上海、天津、北京

Roth ßι Sons ， L. F.
上海西商洋行. 1906 年前旅

及新加坡、槟褂屿、盘谷、吉隆坡

日侨商罗太(8. Roth) 家开办，西

诸埠设分号。制造钢琴及风琴，进

名 "Roth

&. Co. , B. " .初设于福州

口欧美乐器、乐谱，出口中国乐

路，嗣先后迁南京路、黄浦摊路、

器，销往欧美，兼钢琴调音及相关

卡德路及法界海格路营业.经营

修理业务.代理剧场及演奏会事

总迸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厂

务. 1921 年前后迁总店子上梅南

商代表及一般经纪业务. 1935 年

京路，天津、叹口、北京及新加坡、

前后改组为父子行号，更西名为

槟椰屿、育隆坡、盘谷、怡保设分

"Roth &. Sons , L. F." 。来几即无

号或代理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所闰.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钟皮尔
逊(]. H. P四rsoU 任常务董事.

罗办臣洋琴行

Co., W.
Robin皿n

I

Robinson &.

Robinson Piano Co.

I

号由职员骨科勒 (V. Kolle )等接

Co.,

I

办，启用 "Robinson

Piano

Robinson Piano Co. ,

唱

1935 年公司解散，本店及汉口分

Ltd.

Su∞臼sors

Piano Co.,

Successors"新西名 F 天津分号由资

香港英商乐器公司. 1895 年

深职员祷麦肯齐 (H. G. McKen-

前原上海谋得利琴行合伙人罗办

zie) 个人接办，定西名为 "Robinson

臣 (w. G. Robinson) 发起开办，

Piano Co. "。华名均袭其 1 日.津店

?

,

啊山秽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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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尚见于记载、沪店维持至

电影戏片公司恢复，进出口行乃

1940年代末，往来银行为"麦加

专营迸出口业。

利"及"汇丰"。顾杏春尝充沪店买
办及经理。

罗兰洋行

Laurent. M.

哈尔滨道里法商贸易行。
罗乐公司

Co.

,

Lauro Cinema China
Lauro &. Co. • A. E. Lauro

,

,

Films Lauro Import

&. Export

上海意商洋行。 1915 年前罗
乐 (A.

•

1915 年前罗兰 (Marius

Laurent)

个人开办.巴黎设分号.经营时

装、呢绒、洋酒等进口及一般出口

贸易，兼营谷物经纪及总佣金代

E. Lauro) 主持开办.初设
子靶子路，西名 U Lauro Cinema
China Co. "，经营影片拍制及发行

理业务 01930 年代中尚见子记载.

业务 F 兼营放映机及影片进出口

Sι Co.

罗西洋行

Shroff , R. F. , Shroff

, R. F.

贸易，华名别称罗乐制造中国影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o 1923 年

片公司。 1919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

〈或作 1924 年〉原陪森洋行及倍奇

为 ULauro

&. Co. , A.

E." ，添营总

洋行职员罗西 (R.

F. Shroff)个

迸出口经纪及佣金代理业务.嗣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

迁北四川路及仁记路营业 o 1920

南京路，嗣迁回 JII 路营业.经营丝

年代末再次改组，更名罗乐电影

业及一般迸出口贸易，兼营佣金

戏片公司 (Lauro Fi1ms) ，经营影

代理业务. 1930 年代初始启用

片拍制、交换发行及未加工影片

"Shroff

供应等业务，兼迸出口贸易，先后

1940 年代初迁圆明园路营业.第

迁博物院路及汉口路营业.

1930

二次世界大战后设本部于孟买，

年代后期由协理铃耶苏 (A. J臼u)

径称印商，上海圆明园路改分号.

个人受盘接办，旋更名为罗乐迸

进口棉布、呢绒、虫肢片、麻袋、粗

&. Export) ,

麻布、檀香木、檀香木池、化学品

经营五金及一般进出口贸易，兼

及精油等，出口绸缎、针、梅脑、线

影片发行业务。 1945 年前后罗乐

铀、五金工具、外科器械、注射器、

出口行 (Lauro

Import

&. Co. ,

R. F.

lf 新西名.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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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木制品、自行车部件、灯泡、电

业务."海满"、"益昌"、"美德"、

珠及袜类.代理曼彻斯特两家公

"葛瓦里基"、"沃利"、"新昌"、"新

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茂"等洋行先后充其地方代理行.

银行为"有利"、"汇丰"、"和嘴"及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津号

"麦加利".赵翰香、陈伯林尝克是

因长期以"益昌"为代理行，华名

行华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别称益昌保险公司。

罗甫洋行

Lovatt

&. Byrne

汉口英商牙行. 1924 年前汉

口英国商团团长罗甫 (w.

罗董E 洋行

da I Rocha

R∞ha

&. Co. , J. M.

&. Co. , Edith da

H. Lc•

香港葡商贸易行 o 1917 年原

vatt) 与顺昌洋行主人传伯恩(E.

环球燕梳公司香港分号职员罗查

Byme) 合伙开办.初设于英界

宝顺街，嗣先后迁华昌街及河街

Manuel da Rωha} 主持开办，
西名 "R∞ha &. Co. , J. M. da" ,

营业.经营票据及金银经纪业，兼

华名别称罗渣洋行.初设于笃厂

营保险代理业务. 1930 年代初罗

街，嗣先后迁干诺道及德辅道中

甫赴上海开拓，洋行事务由伯恩

营业.广州及纽约、旧金山一度设

主持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分号.进口荷、澳、新、美、西、英、

G.

。.

比诸国所产食品、化妆品、纺织品

Reinsurance
Co. "Rossia" of Copenhagen

及五金杂货，出口大米、爆竹、桐

丹麦保险公司 o 1920 年前后

国及南美.代理英美几家保险及

罗细亚保险公司

就天一保险公司 (R恼ia

Co.

•

Insurance

)改组开办，本部哥本哈根.旋

其它公司厂商 o 1940 年代中由罗
渣小姐 (Miss

Edith da

Rωha) 接

&.

即来华开业，于上海广东路设远

办，遂更西名为 "R∞ha

东代表处，嗣迁黄浦滩路蕾业，改

Edith da" ，迁必打街营业 .1940 年

代表处为远东分号.天津、广州、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哈尔滨、重庆、汕头诸埠委托代理
行，经营水、火、汽车、伤害等保险

唰

油、香油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美

•

丰"。

Co. ,

,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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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尔时装西服店

de

Mode

, Maison

'

Lucile Salon

比、英、瑞典等国厂商公司数家至

,

十数家。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Luci1e Mai-

son Lucile (Mod岱 de Paris)

载。总经理德罗克，华职员王载

上海南京路西商时装店.

寅、刘汉章、周德润.往来银行先
F

1925 年前伪科尔佐夫夫人 (Mme.

o.

后有"汇丰"、"德华"及"花旗"等.

KoltsoH) 罗雪尔 (Lucile) 个人

开办，定西名为 "Lucile

Sa lon de

罗德公司

Lloyd &. Co. , E. J.

Mode飞经营服装及相关进口贸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29 年前

易，承揽服装设计业务。 1928 年前

原英商壶惟洋行职员罗德(E. ].

迁法界霞飞路营业，变更西名为

Lloyd) 与锐埃文斯 (H.

"MaisOT‘ Luci1e. ".添营皮货及女

等合伙开办.初设于四川路，旋迁

帽头饰. 1930 年代初改由英商培

黄浦滩路营业.经营杂货贸易及

克洋行主人史璜 (R.

总佣金代理业务，一度兼营房地

N. Swann)

G. Evans)

N.

产.代理英、加、美、德厂商公司十

Fletcher) 合伙接办，华名别称罗窗

数家，商品包括银行券、箱板、皮

艺术时装公司.嗣迁静安寺路营

带、橡成带、纸烟、香皂、人造丝

业 .1939 年前史璜夫人退伙，由弗

纱、包装材料、被炼乳、抽水机及

莱彻夫人独力维持. 1940 年代初

家用滤水器等. 1940 年代初尚见

尚见子记载.

于记载.

之夫人及骨弗莱彻夫人 (Mrs.

罗森德洋行

Larsen

&.

Tr∞k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丹商工程

罗德丰L 洋行

Rodrigu饵，

F.

澳门葡商贸易行. 1916 年罗

贸易公司. 1921 年(或作 1922 年〉

德礼 <Femando cle

电气工程专家罗森 (L. Lar配n) 及

des Rodrigu臼〉个人开办.初设于

德罗克(Ed. Trock)合伙开办。沈

新马路，嗣迁甫湾街营业.经营杂

阳及天津设分号.承包电气工程，

货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兼营电料、电器、电气设备、机器

代理英、美、葡、西、丹、意及瑞士

及汽车等进口贸易.代理丹、美、

诸国保险、航运及其它公司厂商

Senna Fernan-

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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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家至十数家. 1943 年尚见于记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大西洋

ister Co.
美国计算机器工业公司。

1882 年创办，本部俄亥俄州代顿.

海外"及"万国宝通".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香
罗德洋行

Luthy , C.

I

Luthy &.

收银机器公司"及"美国义慎收银

Co. , C. , S.. A.
上海瑞士洋行. 1910 年代末

『
姐，

港设分支机构，分别称"美国义慎
械器公司飞铃莫尔斯 (0.

R.

原公共租界工程处副工程司、瑞

Morse) 首任驻华经理，寓居上海.

士工程及建筑师协会会员罗德

公司业务先后由"吉时"、"慎昌"、

(C. Luthy)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茂生气"利商"、"文仪"诸洋行代

行名.初设于北京路，嗣先后迁仁

理.进口经销所产现金收入记录

记路、江西路及九江路营业.承办

机、加;算机、簿记机，其它会计机

土木结构及一般营造工程咨询业

器及相关零配件. 1934 年前正式

务 .1926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子上海设分号，经营公司销售及

更西名为 "Luthy

&. Co. , C. , S.

维修业务，称国民收银机器公司.

A. "。先后迁江西路及广东路营

香港、青岛及上海天渲路设次分

业，添营测绘检验业务，代理房地

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

产及瑞士、法国几家保险公司，进

有资本 10 万美元，势唐金尼(Don

口经销制药机器、通用机器、工具

Kinney) 、魏来 (G. K. Werra) 、韩

及杂货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乐法( R.

载.罗德、骨埃施巴赫 (A.

(George Haynes) 先后任公司驻华

Aeschbach) 及骨伦茨林格尔也.

经理，陆子尊尝充公司华经理.

A. Hennig )及韩峙

Le nzlinger )先后主其事。华职员郁
子峰、凌积芳、徐翔盛、王家里.往

国际运输段份有限公司

来银行为"大通"等.

Unyu Kaisha , Ltd.

I

Kokusai

Intemational

Express Co. , Ltd.
国民收银机器公司$美国义慎收
』

银机器公司

National Cash Reg-

大连山县通日商运输公司.

1926 年 8 月就东京国际运送株式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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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大连支店改组开办，日文原

精太郎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

称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为南满洲

核定资本为 1 ， 500 万日元.往来银

铁路公司子公司.初核定资本为

行为"横滨正金"、"朝鲜"、"上海"

500 万日元，实收仅 170 万日元.

及"满洲中央"、"满洲兴业"。

1930 年代中增核定资本为 1 ， 000

万日元，分 10 万股，每股 100 元，

国际商事有限公司 F 国际商事株

实收 370 万日元.上海、天津、青

式会社

岛、沈阳、哈尔滨、营口、安东、铁

cial Co. , Ltd.

International Co mmer-

岭、开原、四平街、吉林、龙井村、

日本贸易公司.本店初设于

南京、广州、浦口、芜湖、汉口、宜

大阪，嗣迂东京 .1930 年代来华开

昌、安庆、九江、镇江、香港、台北

业，上海、青岛、天津、仅口、广州、

及海参殿、釜山、大邱、京城(汉

台湾等地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

城〉、新义州、天山、东京、神户、汉

进口经销烟叶、纸类、锡街、制烟

堡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海

材料、化学品及香料、杂货等.

陆运输、货物装卸搬运、租包车

1944 年尚 EF 记载.诸井久雄及

伤、收仓落挠、报关结关、保险代

材上寅吉尝主持沪店事务.往来

理、船货放款、委托贩卖及相关业

银行为"住友".

『
号'

务 o 1937 年 11 月奉天(沈阳〉支店
以 400 万元资本别立，注册为"满

目泰陶业有限公司

洲国"法人 f 新京"、营口、锦州、

ramics Co. , Inc.

四平、安东、吉林、图们、哈尔滨、

ics (H. K.) , Ltd.

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设分支

J

Cathay

ce-

Cathay Ceram-

上海美商陶器公司. 1932 年

机构，与大连本社关系至密，实仍

开办，西名"Cathay

为大连本社支店. 1940 年本店核

Inc. "，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定资本为 500 万日元，实收 340 万

司.初设于黄浦滩，嗣迁四川路蕾

日元.社长古川达四郎，专务洒井

业，香港设分号.承包建筑工程，

清兵卫，常务自井喜一、小川亮

制办马赛克、瓷砖、花砖、瓦管、卫

一、松本正平、森永不二夫及津村

生陶瓷器及其它建筑材料，兼营

Ceramics Co. ,

A

‘·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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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 1930 年代末迁总号子

之一。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香港皇后大道中，遂更其西名为

来银行为"汇丰"及"花旗"。

"Cathay Ce ramics

( H.

K.) ,

Ltd. " ，注册为英商。上海及马尼

固益洋行

拉、新加坡设分号，经营营造、砖

Boi回e四口

Goyet , E.

, G由'yet ßι

瓦制造及建材进出口贸易. 1940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16 年前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原德商瑞记洋行验丝师及法商笔

丰".

喇洋行代签有效人固益 (E.

Goyet)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Good year Tire
&. Rubber Export Co.

名。初设于法界法兰西外滩，嗣迁

美国橡胶工业公司. 1898 年

丝头及茧绸贸易，兼营股票. 19::'0

固特异橡皮公司

北京路营业.经营生丝、丝头、样

Seiberling) 兄弟发

年代初本行代签有效入骨布瓦宗

起开办，本部俄亥俄州阿克伦，制

(Ch. Boissezon) 入伙，更西名为

造厂分布于美国、加拿大、英国、

"Go yet &. Boi黯zon" ，华名依旧。

澳大利亚、阿根廷、爪哇、巳西、爱

未几散伙，仍由国氏独力维持，恢

尔兰、印度、秘鲁、瑞典及南非.分

复原西名。 1929 年尚且于记载.陈

号及销售处遍及全世界. 1910 年

渭泉尝充是行买办.

塞伯林 (F.

A.

代来华开业. 1920 年代相继于上

海、天津、香港设特派代表处，先

固敏洋行

后以"美兴"、"曝士"、"怡昌"、"宝

John I., Thornycrof t &. Co. ,

利橡皮"、"盛长"、"邓禄普"、"发施

Ltd. , John I.

Thornycroft &. Co. ,

登"、"柏耐敦"、"瑞昌机器"、"天

英国造船工业公司. 1866 年

利"、"捷益"等洋行公司为代理

著名造船师桑尼克罗夫特(Isaac

行。在沪、港、津、沈、宁诸埠推销

John Thomycroft) 创办于伦敦奇

所产车胎、橡皮带、橡皮管、橡皮

齐克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鞋踉及橡皮零件杂货. 1940 年代

以荣华洋行为代理行，开拓对华

初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

业务，西名 "Thornycroft

&. Co.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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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n I. "。嗣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
有限公司，启用 U Thornycroft &.

"Kale & Co.,

Co. , Ltd. , John 1. "新西名。本部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分支机构遍

行为"汇卒'二何泳昌尝充是行买

及全世界。 1916 年于上海四川路

贸易 .1930 年改组，遂更其西名为
E." ，华名依旧.

J

办。

设驻华代表处，铸罗克斯伯格 (R.

LUtzen , Brook &.

R. Roxburgh) 首任驻华代表。进

和丰洋行

口推销所产战船、民用船只、船用

Co. , Br∞k & Co. , E.

发动机、柴油机、载货汽车及锅炉

上海江西路英商贸易行.

&

等，兼相关工程业务.上海耶松老

1908 年原和平洋行 <Hillebrandt

船澳、香港太古船坞公司、汉口激

Co. )职员铃吕岑 <A. LUtzen) 与卡

瑟德洋行先后充其代理行。 1920

六克 (E. Br∞k) 合伙开办，西名

年前后改驻华代表处为驻华分

"Lützen , Br∞k & Co.".经营进

号，罗氏任经理，旋迁广东路营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业. 1920 年代末添香港次分号。

英、美、法等国几家厂商公司.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75 万英镑，收

1915 年前吕氏退伙，由卡六克个

足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人接办，更西名为"Br∞k

银行为"汇丰飞程祥之尝充是行

E. ". 1920 年代初迁圆明园路营

买办.

业，经营):E头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 Co.

~

,

务 01928 年前改组为荣丰洋行.董
和大洋行

Kale , E. , Kale

芳生尝充是行买办.

&Co. , E.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12 年原

和记洋行，和记有限公司

普尔洋行职员开尔<E. Kale) 个人

national Export Co. , Ltd.

Inter-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四

英国总出口贸易行，总号伦

川蹄，嗣先后迁福州路、江西路、

敦 01908 年〈或作 1909 年〉来华开

法界爱多亚路及北京路、仁记路

业，初设分号于汉口，以银 35.1 万

营业.经营皮毛杂货及一般出口

元设一冰冻食物厂.其后南京、天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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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岳州、芜湖诸埠先后设分号或

洋行名依旧. 1930 年改组为有限

代理处.出口冰蛋、于蛋、蚕豆、籽

责任公司，遂更西名为"Boyd

仁、冻禽及其它中国声物，销往英

Co. , Ltd. "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国、欧洲大陆及美国. 1910 年代后

注册，核定资本墨洋 100 万元，收

期南京及天津分号先后别立，分

足。总号设子上海、厦门、香港、福

别更西名为 "Intemational Export

州设分号.进口欧美木材、橡胶、

Co. (Kiangsu) , Ltd.

"及" Interna-

机器、足头、五金、五金工具、汽

tional Export Co.

( Tientsin ) ,

车、石膏制品、旧报纸、鲜果等，出

Ltd. 气华名仍称"和记"，或别称

口桐泊、爆竹、茶叶、水仙花及其

"南京英商和记"、"天津英商和

它中国产物，销往荷、美及其它西

记". 1930 年代初于上海南京路设

方国家.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

分号，称"上海英商和记有限公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3

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退，战

年尚见于记载，董事臼百祥、丁玉

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树，经理傅志贤.往来银行为"汇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丰"、"有利"及"中兴"。与始建于
1862 年的上海祥生船厂(Boyd

、，

和记洋衍

Syme , Muir &. Co.

Syme &. Co., F. D.
Co. , Boyd &. Co.

,

,

I

Boyd &.

D.

S归ne) 等发起开办.西

名初作 "Syr时， Muir

改 "Syme

-

Co. )仅西名雷同而已，实无关系.
辜景椿尝充是行买办.

&. Co. , F.

&. Co.

"，嗣

D.". 经营茶

和记洋行

Wilson , Comabé &.

Co., Comabé , Eckford &. Co. ,
Cornab毡，

Ec kford &. Co.

,

Ltd.

烟台英商贸易行. 1864 年原

丝及苦力贸易，兼营保险代理业

厦门和记祥行。yme

务 .1867 年前由伙东赞博伊德 (T.

D. )职员，后任瑞挪联盟驻烟台副

D. Boyd) 承顶接办，更西名为

领事威雅森(J ames Wilson) 及顾

"Boyd &. Co. " ，打狗、台湾府及泼

擎璧 (William A. Comab份合伙创
办，西名" Wilson , Comahé &.

水先后设分号.嗣虽数易伙东，华

•
'

&.

Ltd.

厦门英商贸易行. 1846 年新
梅 (F.

&.

&. Co. , F.

…节.--

和

W

叫'阵"呻刻'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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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为烟台最老的洋行之一。初

启用 "Hutchison

营北货商销及保险代理业务，嗣

新西名。 1901 年前迁总号子上海，

添备轮船，兼营航运及航运代理

香港改分号。沪店初设于南京路，

业。 1870 年代中威氏退伙，原职员

嗣先后迁宁波路及北京路营业。

叶格福 (A.

进口经销英、德、比、美、波诸国呢

M. Eckford) 加入，遂

更西名为"Corna悦， Eckford

&. Co. , John D. "

&.

绒、延头、成药、五金、针织纱线、

Co ."o 经营草帽绩出口大获成功，

化学品及杂货 p 出口中国产物。代

成为山东草帽缎、丝绸及其它土

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

产出口大户，同时进口煤、面粉、

至十数家. 1920 年代初本店按香

染料及棉纱等。代理欧美日本银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有限责任

行、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十

公司，更西名为 "Hutchison

数家至数十家.独资或与它行合

Co. , Ltd. , John D. ".港号别立，

资开办有和记驳运公司、烟台轮

仍为合伙企业，且华洋行名依旧.

公司及一家机器缘丝厂.本世纪

其后本店先后迁香港路及广东路

初以来，威海卫、旅顺、青岛、大

营业。 1931 年沪行出倒，由买办徐

连、天津、哈尔滨、比阳、龙口及海

祖荫兄弟受盘接办，有现金资本

参战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亲缘公

墨洋 8.4 万元，债券 1. 2 万元.

司。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1935 年年营业额约 200 万元.往

-

•

&.

•

来银行为"麦加利".不数年即无

和记洋行

Hutchison , lohn D. ,

所闻.香港"和记"继续营业，添广

&. Co., John D. ,
Hutchison &. Co. , Ltd. , lohn D.

州分号.进口药品、可可、巧克力、

Hutchison

盐类、食品、牙膏、卷纸、油草案、颜

香港皇后大道中及士丹利街

料、五金工具、搪瓷制品、卷烟、鞋

英商贸易行。十九世纪后期铃晗

泊及建材等，出口杂货。代理欧美

奇森(John D Hutchison) 个人开

厂商公司十数家 o 1940 年代末尚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贸易

且于记载.

业 o 1895 年前职员曾沃森 (w. M.

Watson) 入伙，改组为合伙行号，

和兴公司 F 驻华和兴 Be皂有限公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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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field

Crosfield
Ltd. •

&.

,

办.初设于福州路，嗣迁四川路营

(China) •

业.经营进出口贸易 .1910 年代中

&. Sons. Ltd. • J.
Sons

尚见于记载。

Jo配ph

英国化学工业公司.考司斐
'‘

、.

,

(Jωeph Crosfield) 父子开办，本部

和利冰厂

沃灵顿.生产肥皂、甘油及其它化

Hankow Ice &. Aerated Water

学品.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Worksl Hankow Ice Works. Ltd.

Hankow Ice Works

海、天津、香港、汉口诸埠，先后分

汉口法界西商制冰厂. 1904

别以卡内门公司、泰和洋行及英

年柯三 (W. H. Cors:me) 个人创

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为代理行，

办于达纳里街，西名 UHankow

进口经销所产肥皂及甘泊。华名

Works" .嗣与经理骨安德森 (W.

"和兴公司"，或译为"克劳斯有限

A. Anderωn) 合伙，主运为和利洋

公司"，其新加坡分号华名别称

行(Corsane. Anderson

"柔锁商老实必燕双有限公司"-

业 .1920 年添营汽水制造业，更西

1920 年代在上海杨树浦路设厂，

名为 "Hankow

别组英商驻华和兴肥皂有限公司

ter Works". 1930 年代初改组，按

(Crosfield &. Sons (China). Ltd. •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私

Joseph)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

有有限公司，启用 UHankow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出产肥皂及

Works. Ltd.

甘泊.与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

H. Croucher) 任常务董事.其时拥

关系至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有日产 40 吨及 15 吨氨气压缩机

载，董事长着海沃思 (R.

各一部，玲库储存冰量达千余吨.

H. Hey-

&. Co.

Ice

)产

Ice &. Aerated Wa-

Ice

，.新西名，克鲁奇 (T.

1938 年华商同和米厂经理刘耀堂

worth) 即为中肥董事长.

经怡和洋行汉口分号买办陈仙洲
和兴洋行

Bakels &. Co. • P.

,

Ba kels &. Co.

~

介绍，以 J6 万余元盘得和利汽水

厂，仍称英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01 年前

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

褂巳克尔斯 (P. Ba kels) 个人开

理飞战后恢复，刘耀堂之长子刘

•

明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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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材出任经理。

•

输业务。代理德、荷、美诸国几家
保险、轮船公司及其它厂商.嗣哈

和利洋行

Cameron , T. A. S.

I

行升格为满洲及西伯利亚总分

号。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其时日

Ca meron &. Co.
北京西商洋行. 1912 年原天
津公易祥行(Jaques

&. Co. , A.

H. )职员怜卡梅伦 (Thomas A. S.

~

本总号已迁大阪、东京、神户、名
古屋、横滨及汉堡诸埠先后设分

号。

Camero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行名.经营拍卖及佣金代理业务.

和昌洋行

1918 年前更西名为 "Cameron

]. I

&.

McDonald &. Co. ,

McDonald &. Co.

Co.". 嗣添地产及房地产代理、进

天津西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出口贸易、家具陈设、火损精算、

铃老马克栋。. McDonald) 主持开

验估公证诸业务.和利拍卖行

办，西名 "McDonald

(Christie's Auction
利画廊 (Christie' 5

&. Co. ,

].飞

Rooms) 及和

经营木材贸易、拍卖及佣金代理

Gal1ery) 皆

业务. 1913 年前由铃阿马克栋

Art

洋行产业，此外编寨出版有商务

(A. ]. McDonald) 及马克栋 (w.

名录《北京(平〉行名簿>> (Chrístíe' 5

N. P. McDonald) 等合伙接办，更

Peking Di rectory) 等. 1937 年尚见

西名为 "McDonald

于记载.

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

.-

Co.飞经营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和利洋行

Holsteín &. Co. , C.

德国贸易商行. 1920 年和氏

和顺洋行

Manchurian lmport

(Christían Holstein) 个人开办，总

&. Export Co.

I

号日本神户.旋即来华开业，与哈

chourien d' Importatíon &. d' Ex-

尔滨侨商铃佐尔贝克(Georg C.

portatlon

'

Comptoir Mand-

Sohrbeck)合伙，先后于哈尔滨、沈

哈尔滨南岗及道里西商贸易

阳小西门里及大连山县通设分

行. 1913 年前开办，即定百名为

号.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及水陆运

"Manchurían Import &. Export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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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 .长春、吉林、沈阳及朝鲜京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12 年

城设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独家

大英烟公司董事长、美商唐默思

代理或代理欧美厂商公司十数

(J. A. Thomas) 及大英烟公司董

家. 1918 年前由代签有效人利维

事兼总经理开姆夫也. Kempffer)

德 0.

E. Ravetta) 、美瑞洋行主人

等发起开办，在英国注册。 1919 年

铸布罗塞 (R. Brωsay) 等合伙接

驻华英美烟公司成立，即为该公

办，更西名为 U Comptoir

Mand-

司附属企业.初设于捆泾路，嗣先

chourien d' lrnportatíon &. d' Ex-

后迁江西路、博物院路、黄浦滩路

阴阳tion" ，马赛设办庄 .1920 年代

及苏州路营业。香港干诺道一度

中尚见于记载。

设分号.生产经销纸烟及雪茄.

.~

1934 年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
和泰洋行

‘·

Engel , Max. M.

立，越年转属"颐中气扫 40 年代初

上海捷克斯洛伐克工程行.

核定资本为银 50 万元，收足。 1947

1913 年前原南洋公学教习，上海

年改在香港注册. 1940 年代末尚

内地自来水公司顾问工程师、闸

见子记载.欧文 (Sir

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及德商瑞嘉

-Owen) 扭任公司董事长多年.

Hugo Cunliffe

洋行机械工程部主任骨恩盖尔

(Maxime Maurice Engel)个人开

和嘀治港公司

办.初设于广东路，嗣迁爱文义路

Harbour W orks Co.,

营业. 1920 年代初迁北京大方家

sche Maatschappy

胡同. 1927 年前迁沈阳.承办水

werken , N. V.

Netherlands
N副社land

v∞r

Haven-

压、供水工程及其它营造咨询、包

荷兰工程公司，本部阿姆斯

工业务，兼营相关注口贸易。一度

特丹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

代理英国谢菲尔德一家钢铁厂

上海、烟台、北京、香港、澳门、青

商.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岛诸埠设分号.华名别称"荷兰治
港公司 ".1920 年代香港一度设东

和泰烟有限公司
.~

吨'

hacco Co.

, Ltd.

Ente:叩It回 To

方总号.拥有完善的疏泼设备，承

办海港及疏泼工程之设计与建

函，协

和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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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兼及一般公共工程包工业务。

垄、棉兰等二十余分行或代理处.

194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o

1940 年前后资本记为 4 ， 003 万荷
盾，公积金 1 ， 050 万荷盾. 1940 年

和嘀银行

N创位landsche Handel

Maatschappij , N.
lands

V.

,

Nether-

Trading 岛ciety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虞洽卿、邱文

..

'、

彬、虞顺恩尝充是行沪庄买办或

副买办.

荷兰综合银行. 1824 年荷兰
贸易会发起，经皇家特许创立，旨

佩纶洋行

在开发南祥群岛荷属殖民地产

Jacob

Behrens &. Sons , Sir

业，为公众性有限公司，总行阿娟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 o 1834 年

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及巳达维

佩纶 (Sir Jacob Behrens) 家族开

亚、槟掷、新加坡、仰光、泪水、三

办，本部布雷德福，工厂设于布雷

宝垄、棉兰等二十余埠设分行或

德福及曼彻斯特. 1915 年前来华
气

代理处 .1903 年来华开业，先后子

开业，于上海设代表处，首任驻沪

上海及香港设分行.华名别作"嘀

代表史拜野 (Charl臼 S.

嘀银行"或"荷兰银行".经营存放

因以别称史拜野洋行.进口本厂

汇款、汇票买卖及国际汇兑等普

所产棉布、呢绒、纱线，兼营英国

通银行业务.沪行首任经理葛萝

羊毛、毛条、精梳短毛、亚麻等进

(W. La Gro )1 907 一-1908 年度

口贸易。代理新西兰、北爱尔兰、

当选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英国及澳大利亚几家厂商公司.

1917 年实收资本为 5 ， 900 万荷盾

1928 年前后原驻沪代表斐有仁

(合 491 万余英镑 λ1930 年代中

(D. C. Palfreeman) 出任护行经

实收资本累增至 8 ， 003 万荷盾，公

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Speyer) ,

..

积金 500 万(或作 2 ， 000 余万〉荷

盾，资产负债总额为 38 ， 021 万余

依巴德电器公司 F 依巴德电器有

荷盾.嗣设远东总行于巴达维亚，

限公司

下辖上海、香港及仰光、新加坡、

Porter &. Co., Ltd. , E.

神户、加尔各答、孟买、泪水、三宝

,
E. ,

Porter &. Co. , E. E

Porter &. Co.

,

Porter &. Co. ,

「

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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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行，其经销行西名为 "llford

Ltd.

_0

上海广东路英商电器工程

Selling Corporation" ，华名亦称"依

行 01897 年原德律风公司总经理，

尔福"。先后在广东路及法界天主

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员依巳德

堂街营业，香港设次分号。进口经

(E. E. Porter)发起开办，西名

销所产照相底片、相纸、电影胶

"Porter &. Co. • E. E." 0 1906 年

片、爱克斯光材料、放映机、电影

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摄影材料及照相零杂货.独家代

为 "Po此er

&. Co. , Ltd. , E. E." 0

理英国几家厂商公司产品 o 1940

承办电气工程，兼相关包工及佣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远东代表及

金代理业务 o 1915 年前后宣布自

总经理费斯科特(1.

动清理.未几恢复营业，启用

孙耀山(1. S. Sunshine) 及顾昌之

"Porter &. Co. .，新西名，原买办胡

协理.

J. V.

Scott) ,

哲生 (C. S. W∞ds) 出任经理.
1934 年前改组，按中国法律注册

的近洋行

为华商私有有限责任公司，更西

∞n

名为 "Porter

&. Co. , Ltd.
广州t9面英商贸易行。 1850

资本墨洋 10 万元，收足，年营业额

年代的近家族 (Albert 阮acon 及

约 30 万元，原职员华锡荣 (S. Y.

James E. Deacon) 合伙开办，西名

Ward) 出任经理 o 1940 年代末尚

"Dea con &. Co. " 0 澳门设分号。以

见于记载 •

经营茶叶出口贸易著称。本世纪

Se lling

呻

, Dea-

&. Co. , Ltd. " .核定

依尔福洋行

•

Deacon &. Co.

Ilford , Ltd.

, TIford

Cor阳ration

初渐改营杂货贸易，兼航运、保险
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轮船、

保险及其官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

英国照相及感光材料工业公

家. 1915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司。本部伦敦依尔福，西名"Ilford ，

司，更西名 .1940 年前后增设香港

Ltd. "0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初以

分号，常务董事赞史密斯(H.

上海华商五洲大药房有限公司为

Smith)0 在华营业九十余年，华名

经销行，嗣于上海设远东分号及

别称"地近"、"的见"、"的件"、"的

S.

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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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见"、"的建".

(S. A. Pechatnoff)合伙接办，遂
变更西名为 "MolchanoH ， Pechat-

阜昌俄国牛乳公司

Illyin &.

noH &. Co. " .丸江、福州、天津及
莫斯科、科伦坡设分号或联号、代

Co. , A.
天津英租界俄商牛奶公司.

理处.本世纪初所属砖茶厂雇工

1918 年前原阜昌洋行 (Batouieff

达 2 ， 000 人之多。 1930 年前后进

D.) 代签有效人骨伊

行改组，启用 "MolchanoH Proper-

尔林 (A. M. myin) 个人开办.初

ties , J. M anà N. M." 新西名.

设于达文波道，嗣迁围墙道营业.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唐瑞枝及

奶牛场设于特一区吉林路。生产

刘子敬等尝充是行买办.

&. Co. , M.

.、-

经销鲜牛奶及奶制品。 1940 年代
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为骨西林
夫人 (Mrs.

N. S. Silin).

金山药房

Kanayama Dispen领ry

天津日租界旭街日商药房。
1913 年〈或作 1914 年〉金山害八

Piatkoff , MolchanoH

郎个人开办，称金山洋行 .1916 年

&. Co. MolchanoH , Pechatnoff &.
Co., MolchanoH Properties , J.

金山洋行设本店于寿街，经营进

M. anà N. M.

经营药品、卫生材料、医疗辘械、

阜昌洋行

,

汉口俄商茶叶公司. 1874 年

出口贸易，原店乃为洋行药房部.

理化学器械、气象仪器、光学精密

&. Co. , N.

仪器、度量衡器及化妆品等.嗣改

A. )伙东赞皮亚特科夫 (M. Pi-

组为股份公司，资本 150 万日元

atkofO 与职员普马尔昌诺夫(].

(或作 20 万日元).富山市稻荷设

MolchanoH)合伙开办，定西名为

工厂，大阪及北京商城根设支店.

"PiatkoH , MolchanoH &. Co. " .自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中川光信及

办砖茶厂，经营砖茶、茶叶及杂货

明官传四郎尝主其事.

原阜通洋行(Ivanoff

，、

进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891 年前由骨小马尔昌诺夫 (N.

金山洋行

M. Molchanoff)及怜佩恰特诺夫

Trading Co.

,

F ar Eastern Drug
Daltotat Co.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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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品

法国俄商药业贸易行. 1922

销日本制表材料，工业用化学品、

年〈或作 1918 年〉开办，总号巴黎.

药品、机器、染料、肥皂、建材、 E

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海参战

生陶瓷、五金、农机具、机动三轮

及柏林设分号.经营药材、化学药

车、火柴原料、电器及杂货 F 出口

品、成药、香料等进出口及批发贸

棉籽、植物油、油脂、牛肉、反货、

易，代理德、法、美几家药厂及公煤炭及石棉、中药材，销往日本.
司。 1940 年代改以上海为总号，糖

1943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

山路设制药厂，增设旧金山、组

本 200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横漠

约、伦敦诸分号，添营皮件、皮带、

正金".

收音机、蜡烛等进口及茶叶、猪

察、绣货、地毯、桐泊、皮货、大豆、

金龙洋行

兽皮、建材等出口业务 .1947 年资

Brandt

&. Co. , A.

汉口荷商贸易行. 1900 年原

本记为法币 1 亿元， 1948 年为国

北京西宾馆 (Hotel

币 7 亿元.往来银行为"中兴"、"浙

员，后任丹麦驻汉口副领事及汉

江兴业"、"有利"及"中法工商气

口法庭工部局董事普兰特 (A.

铃罗戈文 CL. M. Rogovin) 、石劳

Brandt) 个人开办.进口经销葡萄

J. Shlau )及骨多姆罗维尔
CC. J. Dombrower} 先后主其事，

酒、饮料、蜜钱、食品、化妆品、日

张正镶尝充是行买办 •

几家公司.所营金龙面粉厂 1906

(0.

de Peking) 职

用杂货及马具等.代理英、法、美

年〈或作 1905 年〉开设之初IlP 月产
金山洋行

Kanayama Yoko

面粉 3 万袋. 1920 年尚见于记载.

天津日界日商洋行 .1913 年 8

•

咱'

月金山喜八郎个人开办.初设于

金安民大药房

旭衔，实即金山药房。 1916 年 5 月

nsary

Peking Dispe-

于寿街设贸易部，经营迸出口业，

北京王府井大街英商药房。

为金山洋行本店.大阪、富山及北

1913 年原天津屈臣氏大药房经

京、大同、石家应、太原、彰德、扮

理，英国制药学会会员金大夫 CA.

阳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经

J.

Skinn) 主持开办。经营西药及

...

F …审..

.~-一一一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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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批发零售业务. 1930 年前后

分号。 1930 年来华开业，先后设分

改由原经理华商某经营，华洋行

号子上海、香港、汉口、天津、哈尔

名依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滨诸埠。进口发行美、法、德影片，

经营影戏院。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金边洋行

Huchting

&Pearce ,

"'"需一句句，咱 W 龟

'阳'

记载，往来银行为"法商汇源"及
"上海商业储蓄"。

Pearce & Garriock
汉口西商佣金代理行. 1899
年前原上海柯化威洋行职员铸许
希廷 (F. Huchting) 与原上海外滩
太古洋行职员赘皮尔斯(H.

C.

金星洋行

Kin Sei & 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1 年开
办.先后在乍浦路及北四川路营

Pearce) 合伙开办，西名 "Huchting

业.峨山路设输出部.汉口、南京、

Pearce". 经营佣金代理业，兼营

苏州|设支店.进口经销化工品、玻

票据及一般经纪业务. 1906 年前

璃、玻璃制品、法琅原料、法琅制

许氏返伙，由 1支尔斯与原太古洋

品、耐火砖、地锅、陶瓷器、绝缘制

行汉口分号代签有效人铃为日里奥

品、炊具、金属餐具、金属器具、涂

&

Garriock) 合伙接办，更

料颜料及家用杂货，出口萤石、矿

&Gaηiock" .添汇

砂、玻璃制品. 1944 年资本为 5 万

兑，证券经纪及拍卖业务. 1930 年

日元，经理金回实，往来银行为

代末尚见于记载，其间虽屡易伙

"横滨正金"、"台湾"及"汉口气

克 (A.

B.

商名为 "Pearce

,

东，而华洋行名依旧.
·金属大药房
金城影片公司

Metropolitan

F i\m Distributing Co. • Ltd.

Fed. Inc.

, U.

Eagle Drug Co. ,
S. A.

上海四川路美商药房. 1921

美国埃及商影片发行公司.

年开办，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

1922 年铃阿萨杜里安 (Haig As-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o 1934 年

sadourian) 发起开办，本部纽约市，

有资本鹰洋 5 万元。进口经销药

资本墨洋 100 万元，在纽约注册为

物、化学药品及成药 .1940 年代韧

私有有限公司.马尼拉及大阪设

尚见于记载，总经理朱学袭.往来

•

月民备於

437
银行为"上海商业储蓄飞

备克洋行

B甸回， Henri

天津法商贸易行. 1908 年前
服部洋行

Hattori , K. , Hattori

Trading Co. , Ltd.

,

原拔维晏洋行<Bavier

&. Co. , E. )

天津分号经理备克 (Henri 1兑酬。

日本贸易商行. 1912 年服部

个人开办.华名始称"欲泰飞旋定

氏个人开办，本店东京银座.上海

名"备克".初设于法界古拔路，嗣

捆泾路及香港德辅道中设支店或

先后迁巴黎路及宝总领事路营

营业所.经营钟表制造业及钟表

业.经营迸出口贸易，兼营航运及

杂货进出口贸易。 1917 年 2 月改

保险代理业务. 1930 年代后期尚

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100

见于记载.小备克 (A. Bègue) 一

万日元，实收 50.5 万日元. 1920

度出主行务.

年代港号迁皇后大道中营业.进
口经销东京"精工舍"所产钟表，
东京光学株式会社所产光学制

於仁洋固保安行，保安保险公司

U nion Insurance

, Union

品，日本产照相机、望远镜、测绘

ton

仪器、光学仪器、金银饰品及其它

Canton , Ltd.

Sωiety

Insurance

of Can-

S∞iety

of

杂货. 1940 年于广州太平南路添

英商保险公司. 1835 年创办

设营业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

于广州，经营海上保险业务.香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菱"及

港、上海、宁波、九江、汉口、烟台、

"住友".

天津诸埠，分别以"宝顺"、"和记"
等洋行为代理行，以图拓展。 1872

备后屋洋行

呻

Bingoya &. Co.

年前迁本部于香港，上海、广州、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草编织物

汕头、厦门、福州、九江、汉口、烟

行 .1925 年前开办.静安寺路设分

台、天津、营口等地设代理处，"的

号.韬朋路、倍开尔路及苏州先后

近"、"德记"、"乾记"、"仁记"、"和

设编织厂.生产经销并出口草编

记"、"旗昌"各号分别充其代理

地毯及蒲席等. 1937 年尚见于记

行. 1891 年前改组为公众性股份

载。

有限公司，上海、天津、汉口、广

京庚

438

'

州、北京及横滨、东京、加尔各答、

京津报馆

马尼拉、悉尼、墨尔本、泪水、奥克

Times

兰、多伦多、温哥华、伦敦、布宜诺

Peking ßιTientsin

天津英程界中街英商报馆。

斯艾利斯等地先后设分号或代理

1894 年裴令汉 (A.

处.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400

Bellingham) 主持创办，编辑出版

万元，实收 124 万元。 1930 年代中

英文《京津泰晤士报 HThe

核定资本为 200 万英镑，已发实收

And Tientsin

135 万英镑.经营寿险以外的各种

印字馆印行.与天津英租界工部

保险业务.保宁保险公司、保家行

局关系至密 .1902 年改出日报，主

及扬子保险公司是时均为其子公

笔为福汉史密司女士 (Alice

司。 1940 年实收资本降至 81 万英

Midred

镑，准备金为 432 万英镑. 1940 年

(William Mcleish) ，业主为天津印

代末尚见于记载.公司华名，香港

字馆. 1914 年记者伍德海 (Henry

及华南多称"於仁"，上海及内地

George Wandesforde Woodhead)

多称"保安飞黄诠卿、汪显兴及李

出任总主笔，名重一时。 1917 年增

观森、潘侣彬、罗湘源等尝充公司

出汉文《京津泰晤士报>. 1930 年

护行买办.

潘纳捺 CWilfrid

William H.

』

Peking

Tim臼〉周刊，由天津

Vaughansmith) 及马莱绪

•

'
'

Victor Pennell) 继

伍氏任总主笔，设编辑、营业、发
京津电气公司

Keishin Electric

行、广告、印刷等五部，姜荫斯(J.

S. Jon臼〉任总经理.太平洋战争

Co.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电气公

爆发后被迫停刊.战后回谋恢复，

司. 1920 年前莺田小平治发起开

1947 年尚见于记载，美荫斯民主

办.承包电气及无线电工程，批发

其事.

零售电器及无线电机，兼营相关
修理业务. 1940 年改组为合资公
司，资本 30 万日元，北京顺城街设
文店.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何

本敏夫.

庚兴洋行

Tata ， D.

C. I Tata &.
Co. I Tata , Sons &. Co. , Tata &.
Co. , Ltd. , R. D. I Tata &. Co. ,
Ltd. , B. D.

,

a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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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英印贸易商行， 1850 年

上海英商工贸公司. 1913 年

C. Tata) 发起开办，

前开办，初设于囚川路，嗣迁北京

即以姓字为行名，本部孟买。香港

路营业。大连、长春、哈尔滨及北

及上海先后设分号，潜行华名"蹄

京设分号或代表处.经营总进出

打气沪行华名"庚兴".经营鸦片

口贸易，承包铁路材料、自来水厂

及花纱布贸易。 1872 年后添巴黎

设备、面粉厂设备、轻工业工厂设

及神户分号，更西名为 "Tata

&.

备，机械工具、引擎、锅炉等工程

Co. ". 1906 年与孟买一家同姓公

材料及军火弹药供应业务，兼土

司 "Tata

Sons"合并，启用 UTat_

木及电气工程。代理英、美、日及

a , Sons &: Co. "新西名，华名一度

瑞典各国保险、航运及其它公司

别称"打打新公司庚兴".业务日

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20 年代末

益扩大，开始投资于工矿业.增设

尚见于记载.

代初蹄 tr (0.

&.

图蒂科林、仰光、纽约、大阪诸分
号，伦敦设办事处，代理行遍及世

界各大贸易中心. 1921 年前改组
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UTata

怡元洋行

Yung

&. Co. , Bartlett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20 年(或
作 1923 年〉容瓢棉 (Bartlett

G.

D. 气小蹄打

Yung)个人开办.初设于河南路，

(R. D. Tata) 任董事长，买办董仲

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广东路营业，

生.经营进出口贸易，代理"崇

愚园路设打字机及汽车修配厂.

信"、"统益n等纱厂. 1931 年沪行

避口美、德所产打字机仲、造字

改组，在香港注册为私有有限责

铅、印刷机、印刷用品、文具纸张、

任公司，原上海分号经理善塔待

照相制版材料、自炽灯、煤油灯、

D. Tata) 出任常务董事，启用
"Tata &. Co. , Ltd. , B. D." 新西

办公用品、计算器、装订用布及反
革等 F 出口花式货品及古玩，销往

名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美国及德国.代理几家欧美厂商

为"汇丰飞

公司。兼营相关工程及承包商业

&. Co. , Ltd. , R.

(8.

务. 1930 年代中已投入资本银 7
怡大洋行

m

Sa muel &. Co. • Ltd.

万两，容氏任总理 .1940 年代末尚

•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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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记载，容规相夫人任总理，其

营汽车出租、销售及维修诸业务，

子(Bartlett Yu吨， Jr. )任经理，往

独家代理"福特"、"赫德森" (Hud-

来银行为"上海商业储蓄飞张锡

町的等几家美国汽车厂商，经理周

标、许立德、林荣宝等尝充是行高

望槐 01921 年前后更西名为 "Hud

级华职员.

ford Motors" ，先后迁爱多亚路西
藏路角及长泯路营业，法界康佛

怡记洋行

Elles &. Co.

I

Bain &.

路设维修服务站 o 1930 年前后出
倒，由英商利崛机汽车行接办，华

Co.
厦门英商贸易行。 1861 年前

洋行名依旧.旋迁法界迈而西爱

丹麦驻厦门领事伊理士(Jamiesen

路营业.代理"奥斯盯"、"雪佛兰"

Elles) 主持开办，西名 "Elles

等几家欧美汽车厂商 o 1940 年代

&.

Co. "0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初尚见于记载.

代理欧美保险及轮船公司数家至

Markt &. Co.

十数家.打狗、淡水、台湾府先后

怡昌洋行

设分号.伙东白董事满 CEdmund

(ShanghaD , Ltd.

Pye )1 867-一-1882 年间先后充美

mour (China) , Ltd.

国驻厦门副领事署丹麦领事及法

, Dodge &. Sey-

上海美商贸易行 o 1909 年开

国驻厦门副领事.嗣重心渐移至

办，定西名为" Markt

台湾府，由原打狗分号职员，荷兰

(ShanghaD , Ltd. 飞在美国新浑

驻打狗领事边阿兰 (A.

W. Bain)

西州注册.初设于四川路，嗣迁法

&. Co. " ，本

界天主堂街营业，爱多亚路设陈

接办，更西名为"Bain

世纪初尚见于记载.

&. Co.

列所，天主堂街设汽车修理行.经
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怡昌汽车行

Hudford Garage I

Hudford Motors
上海西商汽车行 o 1918 年前

代理美国汽车、打字机及其它厂

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总经理带
霍沃特 (W.

B. Haughwout) 01918

美商怡昌洋行开办，西名 "Hudford

年前改组，更百名为"Dodge

Garage飞行址在法界天主堂街。经

Seymour (China) , Ltd. "，在纽约

&.

a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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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母公司设
于纽约市，西名原称"Dodge

充是行华经理或买办.

&.

Seymour. Ltd. ".嗣先后迁梅物院

怡和丝厂

Ewo Silk Filature

路及广东路营业.哈尔滨、香港、

上海新闸成都路英商缴丝

天津、大连诸埠设分号.本店设纸

厂 .1882 年怡和捍行开办.初办资

品、百货、汽车零件、打字机等部

本规银 20 万两，缆车 200 部.至世

门，经营相关进出口贸易及厂家

纪末，增资为 50 万两，缆车 500

代表业务，开办有恰昌汽车行等

部，雇工 1.100 人.年产丝约 750

产业，代理母公司设于大阪、马尼

万担。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徐三

拉、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德

吾、徐雅三、张菊泉、吴子敬、朱静

里、卡拉奇、拉合尔、科伦坡、仰

庵、徐贯云及陆季春等尝充是厂

光、新加坡、泪水等地的分支公

买办或副买办.

司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来银行为"汇丰飞周望槐、沈德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馨、张湘泉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

gineering Corporation. Ltd.

lardine En-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机器工程

级华职员.

公司. 1923 年 2 月就怡和洋行机
怡和打包厂

Ewo Pl'臼s Packing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附属

Co.

..~

器部扩大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

上海北苏州路英商机癖打包

于怡和洋行.核定资本规银 200 万

厂 o 1919 年怡和洋行就始创于

商，至 1930 年代中实收 160 万两.

1907 年的怡和源打包厂 (Ewo

香港、天津、青岛、济南、南京、广

yuen Press Packing Co. )改组开

州、汉口及哈尔漠、沈阳、北京、厦

办.经营原棉、棉纱、废丝、羊毛、

门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欧

反革等出口商品水压机器打包业

美工程设备、铁路材料、机械工

务.年平均打包量约 4 一-5 万包.

具、电气设备、工业材料、建筑材

怡和洋行全权经理. 1940 年代后

料、泊漆涂料、汽油、润滑楠、军用

期尚见于记载.顾叔苹、顾乾麟尝

材料、测绘仪器、橡胶制品、机器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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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船舶用品及打包材料等，承

怡和冷气堆梭

包土建及其它相关工程业务，代

Co.

Ewo Cold Storage

现各国厂商公司数十家.太平洋

上海杨树浦路英商拎库公

战争爆发后撤退，战后恢复。 1940

司. 1920 年怡和洋行开办并全权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经理.经营公共冷库，兼营制冰、

"汇丰飞

冰冻蛋及其它蛋品加工，出口壳
蛋、冰冻蛋及干制蛋. 1940 年代后

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

Ewo Cot-

ton M iIls , Ltd.

期尚见于记载，铃纳什 CR. M.
NashH是期主其事.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纺织工业

公司. 1921 年就怡和洋行所属之

怡和纱厂

"怡和纱厂"、"公益纱厂"及"杨树

&. Weaving Co. , Ltd.

Ewo Cotton Spinning

浦纱厂"联营开办.在香港注册为

上海杨树浦路英商纺织工业

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公司 .1895 年怡和洋行发起开办，

1 ， 100 万两，分 201 万股，普通股

投资规银 130 余万元. 1897 年 5

200 万股，每股 5 两，累积优先股 1

月建成投产，有纱键 5 万余枚，工

万份，每股百两.迄 1934 年底，已

人 1 ， 500 人. 1917 年核定资本为

发行普通股 100 万份，累积优先股

规银 150 万两，实收 115 万两.生

9 ， 000 份.进口毛条、黄麻、棉花，

产"脑脂虎"、"红龙"、"五福"等牌

经营"怡和"、"杨树浦"、"公益"三

号棉纱，"猫头鹰"、"寿星"、"蓝

纱厂及怡和纺毛厂，从事棉纺、纱

狮"、"双象"、"圈掏头"等牌号棉

织、麻织及漂白、精纺等业务.出

布及棉毡.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口所产棉纱、织品及精纺毛料。

会员凯福(Jam回 Kerfoot) 及骨肖

1937 年所营各厂拥有棉纺纱镀 18

惠廉 (Wm. Shaw) 先后主其事，怡

万枚，毛纺纱键 4 千枚. 1940 年代

和洋行全权经理.周紫垣、吴玉

末尚见于记载，怡和洋行全权经

林、张其寿、孙月山及徐蛐云等尝

理。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充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1921 年与

公益纱厂及杨树浦纱厂合并，改

'恰

443
组为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

-

Ltd.
英商贸易行。 1832 年 7 月 1

怡和轮船公司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日大鸦片商渣颠(Dr.
dine) 及马地臣

William Jar(James W ilI iam

英国轮船公司. 1881 年 11 月

Matheson) 与法籍商人铸马尼亚

31 日怡和洋行就华海轮船公司及

克 (Hollingworth Magniac) 合伙创

扬子轮船公司合并改组开办，本

办于广州，西名作 "J ardine ,

部伦敦.核定资本 120 万英镑，实

eson &.ω." ，为当时最大的鸦片

收 44.98 万英镑，其中 21 万英镑

走私商行之一. 1842 年迁总号子

集自英国国内.拥有轮船 13 艘，共

香港，所在地因以称渣匈仓.广

13 ， 567 吨. 1894 年实收资本为

州、上海、福州、汉口、九江、天津、

495 ， 890 英镑 .1908 年有船 41 艘，

青岛、汕头、长沙、重庆、宜昌、营

97 ， 260 吨，帐面价值 1 ， 062 ， 985

口、哈尔滨、南京、芜湖、台北、北

英镑. 1910 年代中发行公司债券

京、镇江、沙市、岳州、厦门、大连

34 万余英镑.经营长江及中国沿

及横滨、神户、纽约诸埠设分号.

海各口航运业务.上海、天津、汉

1880 年代总资产即逾银 800 万

口、九江、芜湖、宁波、烟台、青岛、

两。本世纪初在香港注册为私有

蕾口、安东及香港诸口设分号或

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Jardine ,

代理处.为航行中国江海的最大

Matheson &. Co. , Ltd. " .核定资

轮船公司之一.上海公和祥码头、

本为 1 ， 002 万港元，收足.设机器、

旗昌码头、董家渡码头及华顺码

五金、茶叶、棉花、足头、自丝、丝

头均为公司产业. 1935 年有船 62

头、出口及汽船、轮船、纱厂、丝

艘， 108 .1 96 吨， 1938 年有船 32

厂、地产、保险、打包、冷气、物产、

簸， 90 ， 302 吨。 1940 年代末尚见

船票诸部，经营总迸出口贸易及

于记载.

航运、造船、码头、仓械、铁路、保

Math-

险、航空、工业、公用事业及投资

Jardine , Mathωοn&.

贷押等诸多业务.先后开办有上

Co., Jardine , Matheson &. Co. ,

海纺丝局、怡和轮船公司、怡和丝

怡和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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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怡和丝头厂、怡和木行、怡和

毛祝兰、徐惠臣、徐退浩、徐通源、

打包厂、怡和冷气堆械、怡和各纱

徐通海、梁奠邦、滔吉臣、卓铺甫、

厂有限公司、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殷琴肪、过福云、李星搓、陈联卿、

怡和啤酒公司及公和祥码头股份

吕和声、冯少刚、朱士梅、吴子青、

有限公司等产业。 1864 年汇丰银

吴子敬、张松泉、曹衍堂、义聚成、

行的创办，"怡和"为发起者之一。

陈仙洲、何永生、宋雨亭、游亮兆、

保安保险公司、谏当保险公司、香

游剑池、林阳元、林树勋、魏超然

港黄浦船澳公司、省港澳火轮船

等尝充是行总买办、部门买办或

公司、香港九龙码头货仓公司、香

高级华职员.是行华名，香港及华

港火烛保险公司、中华火车糖局、

南诸埠一度称"渣颠"、"渣旬"及

香港雪厂、业广地产公司、香港电

"义和气

灯公司、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

司、天星小轮船公司、中英公司、

怡和啤酒公司，怡和啤酒有限公

香港纺织公司、香港电车公司、华

司

中铁路公司、香港铁矿公司等亦

Breweries , Ltd.

Ewo Brewery Co.,

EWI。

为其投资关系企业。各年代理欧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啤酒公

美厂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家不

司 o 1935 年怡和洋行开办并全权

等。号称"洋行之王 "01940 年代末

经理.西名 "Ewo Brewery Co.气资

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本 500 万元.酿造厂设于定海路.

约翰盖西克 Oohn H. Keswick) 任

生产经销健身露啤酒. 1941 年前

董事妖。杨坊、林钦、唐景星、唐茂

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校、唐杰臣、唐玉田、唐纪常、祝大

为 "Ewo Breweries , Ltd. " .太平洋

椿、潘志莹、方守成、李廷芳、刘越

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一度

群、王维尧、滔滔波、潘志缝、陆维

对之实行"军管理". 1943 年移交

铺、祝兰航、朱吟江及陈庆真、蔡

汪伪，战后恢复 01940 年代末尚见

星南、何东、何甘棠、何福、吴祝、于记载，骨西蒙斯(J.

L.

吴荣魁、蔡子英、梁彦卿、陈祝龄、

Simrnons) 主其事。曹镰德、邱端心

梁费奎、梁联奎、梁文奎、洛仲若、

尝充公司华经理.

.t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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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泰公司

MacGregor Bros , &.

Gregor) 坐镇伦敦，铁佩及幡福德

Gow , McGregor &. Co., Glen
Li ne Agency Glen Line Eastern
Agencies , Ltd.

(F. H. Ford) 先后任总经理.周桂

,

上海四川路英商轮船代理
行. 1901 年前铸麦格雷戈 (A. G.
MacGregor) 兄弟合伙开办，西名

笙尝充公司买办及华经理.
怡康洋行

Shanghai Cotton

Waste Co.
上海北京路美商出口贸易

"MacGregor Bros. &. Gow" 。香港

行。 1929 年曾克里斯 (P.

设分理处.代理英国恰泰轮船公

个人开办.出口棉纱头及棉废绒，

司 (Glen

Steamer). 兼营总

销往美、英、德、法、荷诸国. 1940

经纪业务 o 1913 年前由赞小麦格

年代初拘见于记载，恰隆祥行

雷戈(Douglas McGregor) 接办，更

(Viloudaki

商名为 "McGregor

基 (N. A. Viloudaki)任经理，往

Line of

&. Co.

"，迁广

东路蕾业.添营进出口贸易及保

&. Co.

Chryss)

)董事警韦劳达

来银行为"有利飞

险代理业务，全权经理上海榨泊
有限公司 (Shanghai

怡隆洋行

Shaw , Geo. L.

Ltd. ).未几由代签有效人铁佩

Shaw Brothers , Geo. L.

(H. M. Tibbey) 个人接办，更西

Brothers Co.

, Shaw , F.

,

, Shaw

W.

Line Agency". 1918 年

安东英商贸易行 o 1908 年前

前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原福州裕昌洋行(Odell 8ι Co. )职

名为 "Glen

"Glen Li ne

晴
f

Oil Co.

Eastern Agencies ,

员骨肖佐治 (George.

L. Shaw) 兄

Ltd. "新西名.嗣迁黄浦滩路怡泰

弟开办.天津、大东沟、沈阳、长

大楼营业，先后代理"怡泰"、"英

春、哈尔漠先后设分号.经营皮

国皇家邮船"、"英国皇家保险"等

货、猪巅、籽仁、头发及杂货进出

多家欧美航运及保险公司。 1930

口贸易，兼营金融、航运、保险及

年代设汉口分号，其在大连业务

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

尝由和记洋行代理.董事民铃卡

司数家至数十家. 1930 年代后期

梅伦麦格雷戈 (D. Cameron Mc-

子上海四川路开业，经营航运及

a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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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代理业，称怡隆轮船行.嗣重

元，实收仅得其半.进口澳、英、

心渐转移至福州南台，上海、烟

德、比、法、美所产鞋底皮革、五

台、天津、温州及漳州、背田、涵

金、鱼类等，出口棉纱头、禽毛、丝

江、海口、三部澳设分号. 1940 年

货、黄铜器、豆类、籽仁、水牛皮、

代尚见于记我.

冰凉野味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

欧美、南非及澳洲.年营业额约墨
怡隆洋行

Viloudaki , N. A. ,

Vil∞daki •

,

Hiscock &. Co.
Viloudaki &. Co.. Federal Inc. ,
U. S. A.

洋 150 万元. 1940 年代初尚且于
记载，董事兼总经理骨多德 (A.

阮dd) ，往来银行为"有利".张菊
泉尝充是行买办。

上海汉口路美商贸易行.
1910 年赞韦劳达基 (N.

Andrew

Viloudaki) 个入开办.即以姓字为

行名.经营丝绸及杂货进出口贸

怡德洋行

Dixon &. Co. , H.

c. , Di xon &. Co.

, Ltd. , H. C.
Di xon &. Son , Ltd. , H. C.

,

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承办丝及

英国贸易商行.铸狄克逊(H.

丝制品检验公证事务。 19 口年前

C. Dixon) 主持开办，本部曼彻斯

后与汉口英商哈非公司 (Harvey

特 .1913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广

&. Co.

)经理普希斯科克 (Frank

东路设分号，西名"Di xon

&. Co. •

口德界陪街设分号. 1917 年前希

H. C.". 嗣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更西名为"Dixon &. Co., Ltd. ,
H. C.". 1924 年前铃小狄克逊

退出，重由韦氏独力经营，启用

(A. M.

"Viloudaki &. Co. "新西名.嗣先后

&. Son , Ltd. , H. C. "新西名.

迁法界爱多亚路及北京路营业.

1930 年代中一度改以伦敦为总

1930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

号，来几迁回.华行进口羊毛、专

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 g 西名

卖药品、西药、化学品、玻璃、香

"Viloudaki &. Co. , Federal Inc. •

精、棉花、毛织品、图画纸及杂货.

A. 气核定资本墨洋 14 万

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

H: Hiscock) 合伙，遂更西名为
"Viloudaki. Hiscock &. Co. " .于汉

U. S.

Di xon) 加入，启用"Dixon

..叫T

十一…呀!一

怡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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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十数家。太平洋战争期间沪

50 万日元。上海、青岛、沈阳及名

行一度别称"列启洋行飞 1940 年

古屋先后设支店，东京设营业所.

代末尚见于记载，护行经理柯傅

沈阳及上海设厂.生产及批发经

惆 (A. M.

Cobbett) ，往来银行为

销钟表及钟表零件. 1944 年尚见

"汇丰"、"麦加利"及"有利"。吴楚

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20 万日元.往

臣尝充是行买办。

来银行为"横滨 E 金"及"满洲兴

业"。
怡默克药行有限公司

Merck

Chemical Co. , Ltd. , E.
德国化学药品工业公司。
1827 年怡默克但. Merck) 始创于

浅野物产公司
Co. ,

Ltd.

Asano Bussan
Asano

I

Bussan

Kabushiki Kaisha

达姆施塔特.嗣在德国注册为私

日本贸易公司. 1918 年浅野

有有限公司。 1924 年前来华开业，

总一郎发起开办，日文原称浅野

在汉口、上海、广州、天津、北京诸

物产株式会社，本社东京.台北、

埠，分别以"福来德"、"怡卒"、"波

大连、沈阳、"新京"、天津、青岛、

弥文"及"兴华"等洋行公司为代

上海、苏州、宁波、汉口、南京、北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化学药品及

京、济南、扬州、广州、香港诸埠及

专利成药. 1933 年 7 月于上海四

大阪、门司、名古屋、横滨、神户、

川路设分号，北京、天津、广州、香

札幌、九州、清津、京城〈汉城〉、曼

港、青岛、济南、汉口、太原等地业

谷、纽约、洛杉矶、伦敦等地设支

务委托礼和洋行代理，汕头一地

店或营业所.经营石油、沥青、燃

则由新昌洋行代表 o 1943 年尚见

料、食品、建材、木材、木制品、海

于记载，沪行总经理善赛德尔 <A.

产品、清凉饮料等迸出口贸易，兼

E. SeideD ，往来银行为"德华飞

工业工程及一般营造承包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浅沼商店

Asanuma Shoten

大连伊势町日商钟表行.

1 ， 000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横滨

正金"及"满洲兴业"等 •

1934 年浅沼谦三个人开办，资本

•

•

法
法大汽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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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Garage

资本 4. 5 万美元. 1940 年代末尚

见于记载.

Français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法商汽车

•

行. 1921 年前铃奥斯特贝尔热

法亚银行Banque Franco- Asia-

(Philippe Osterberger) 发起开办.

t1que

华名别称法大汽车公司.经营汽

法国银行 .1929 年开办，本部

车、汽车零配件及汽车设备，承建

巴黎.核定资本 2 ， 500 万法郎，收

汽车车身，兼汽车改装及修理业

足.旋即来华开业，设分行于哈尔

务.代理"兰脑" (Renault) 等几家

滨及沈阳.经营一般银行业务.

法国汽车及车胎厂商. 1940 年代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关东经

后期尚见于记载.法国旅沪名会

理铃布宜安诺夫斯基 (N.

汁师步维贤 (F. Bouvi笛)一度出

Bouianovsk抖，副经理铃库维奥

任总经理及董事长.殷鹤龄尝充

(P. co飞naux).

是行华经理.
法兴印书馆臼iental

法文图书馆

French B∞kstore ，

Sωiét垂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D.

,

Press Les

Presses Oriental
上海法商印刷出版社.

1897

年中法新集报馆创办人麦赛而蒂

Edition
北京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内法

罗 (Marcell T诅ot) 等发起开办.初

商书店兼出版社， 1929 年前台基

设于法界公馆马路，嗣先后迁祥

厂英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China

泾泯及爱多亚路蕾业.经营印刷、

B∞k配lIers ，

Ltd.) 经理魏智

出版、石印、雕版及书刊装订等业

(Henri Vetch) 个人开办，六国饭

务. 1918 年前接办法兴广告有限

店及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设分店.

公司(Orienta1

销售英、法及东方语文书籍、报

Advertising Co. ,
Ltd. )及哲斯德洋行 (Ch臼.ter ,

纸、杂志，兼营相关印刷、装订及

Cowen &. Co. ) ，添蕾广告代理及

出版发行业务.代理英、街、印及

纸张、印刷材料进口贸易 .1920 年

中国近十家出版商. 1930 年代有

代后期著名工程师邵禄。. ].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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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lot) 出任董事长. 1930 年前后

房资深伙东铃贝廷内斯 (S.

改由英商美灵登广告有限公司全

Betines) 等发起开办，核定资本墨

权经理.未几即无所阂。

洋 8 万元，实收 2 万元，为私有有

].

限公司.初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

Giraud &. Co. ,

法界朱藻三路及霞飞路营业.经

Chevalier &.

营西药、药材及化妆品等，往来银

Ci e I Boyer , Mazet , Guil1ice &.

行为"东方汇理 "0 1930 年代末由

Cie I Boyer. Mazet &. Cie

华商某接办，更华名为普世大药

法昌洋行

Marius

,

Chauvin ,

上海汉口路法商丝业贸易

房.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行.十丸世纪后期铸育罗 (M.

Giraud) 发起开办，西名 "Giraud &.

法国世界航业分类注册会

Co. , Marius" .广州沙商法界设分

reau

号，华名别称"纶泰" • 1895 年前易

V~ritas

法国国际船级社. 1828 年创

Cheva\ier

办于比利时安特卫普. 1832 年迁

&.Cie".1906 年前改组，启用

本部于巴黎 .1891 年前来华开业，

"Boyer , Ma:ret , Gu il1 ice &. Cie"新

在上海、厦门、天津、香港、汉口诸

西名. 1913 年前再度改组，更西名

埠，先后以"派嘉"、"成记"、"常

为"Boyer ， Maz悦&. Cie". 嗣先后

福"、"华顺"、"来利"、"德惠"等洋

迁江西路及法界爱多亚路营业.

行为代理行，承办船舶分级登录、

经营生丝出口贸易.沪行 1920 年

总体监督及验估公证业务，提供

代后期渐无所闻，穗庄 1930 年代

预算、计划、报告及方案 o 1940 年

初尚见于记载，代签有效入骨坎

代尚见于记载.是社华名，或译作

松 (A. Quinson). 谢家盛尝充是行

"法国世界航业分类注册公司"及

买办.

"浮立塔斯检验局".

主，更西名为 "Chauvin.

法国大药房

•

Pharmacie G垂nérale

上海法商药房 o 1921 年协商

尔文 (F. A. Ga\vin) 与原良济药

.鄙

Bu-

法国电灯房，法商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L' Energie Electrique de
•
Tientsin

可唱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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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界法商中心发电厂.

Françai回〉改组开办.生产经销高

1902年开办，资本银 1 1. 9 万元。初

级法式面包及糕点. 1944 年尚见

设于葛公使路，嗣先后迁贝脑扣

于记载.

路及福照路营业.为股份有限公

•

司 o 1930 年代中发电量为 600 万

法国商务公司

千瓦。1. 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法

Française de Commerce en Chine

Compagnie

商永和营造公司天津船厂经理簿

法国贸易公司 .1921 年开办，

利 (C. Bourgery) 长期担任公司常

本部巳黎，英国伦敦设分号. 1924

务董事。

年来华开业，曾设分号子哈尔滨.

1929 年添上海分号，为私有合伙
法国饭店

Astor House I Astor

商行.进口绸缎、呢绒、布足、男女
服饰用品、女帽头饰、英法时新货

House Hotel
烟台法商饭店. 1908 年前铸

品及杂货，兼顾批发及零售.承做

普雷多兰也. Predolin) 及骨贝律

男式礼服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150

雄也. Berruchon)合伙开办.备有

万法郎，哥利郭利夫(p. S. Grig-

200 套带卫生间的客房，自设发电

orie{f)主其事，往来银行为"中法

厂及制拎工厂，雇员多达 200 余

工商"及"花旗".

人，为本世纪初华北最大的饭店

之一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业主

法美保险公司

为精贝律雄但. Berruchon) 夫妇 o

co-Americaine d' Assurances

Compagnie Fran-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保险公

法国面包点心铺

French

司 o 1931 年法商万国储蓄会董事

Bakery I French Bakery &. Co nfec-

铃西戈 (E. Sigaut) 与美商美亚保

timery

险总公司总裁史带 (C. V. Starr)

北京崇文门内大街希腊面包

等发起开办，注册为法商公司.汉

糕点铺. 1916 年前骨索格莫斯

口、天津、青岛、哈尔滨、沈阳及西

(H. Solomos) 就大法国面包点心

贡、河内、海防、百囊奔〈金边〉设

铺(Boulangerie

代理处 e 经营水、火、汽车、伤害、

et

Pati配rie

唱叩怡、‘

9川叫

b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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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难、船舶、人寿及其它保险业

F

理."

务.尝以"立兴"及"尤力甫"诸行
为代理行 .1940 年代初资本为 350

法商电器公司

万元(或记为 350 万法郎)，董事长

Française

西戈，副董事长铃沙利文 (Walter

triques de Shanghai

d'

Compagnie
Installations Elec-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法商电气

T. Sul\i van).

工程行 .1914 年开办，为私有合伙
也ci垂怡

行号。进口经销电器及电气材料，

Française des Telephones Interur-

经营卫生及各类电气工程承包业

bains

务.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5 万

法商长途电话公司

法商电话及电气公司。 1925

元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理

年特阿佩列 (R. Apelle) 及骨加弗

沈叔眉.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

里洛夫 (A. A. GavriloH>等发起

及"华比飞

创办于哈尔滨，旋迁本部于天津
英界海大道，华名"法商联合电气

河东业兴有限公司

公司"与"法商议途电话公司"并

Land Co. , Ltd.

Hotung

称，骨马塞(Cap. de Vau G Mac的

天津英界海大道英商地产公

主其事.经营电气、电话、电报、无

司. 1908 年前益昌洋行合伙人巴

线电工程及相关承包商业务，代

图也夫 (M. D. Batouieff) 与泰来

理法英几家电气、电话、电报及无

洋行及华俄道胜洋行买办王铭槐

线电厂商公司.上海、哈尔滨、沈

等发起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

阳设分号. 1930 年代初改以上海

公司.核定资本银 50 万两，实收

为总号，先后在九江路、四川路及

44 万余两.俗称业兴公司.经营地

法界法兰西外滩营业.华名法商

产开发业，先农公司全权经理.来

校途电话公司. 1940 年代初尚且

几，旅津著名律师甘博士 (P. H.

于记载，常务董事马塞，董事兼总

B. Kent) 及孟堪斯 (K. W. Moun-

经理怜帕夫洛夫斯基 (M. N.

民y) 即位列董事.业务改由益昌洋

Pavlovsky)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

行代理及全权经理. 1917 年前后

叮"牛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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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中街营业，普丰洋行(普丰有限

全权经理。华名"泌乐"，采自《诗

公司)充代理行，并全权经理.

经·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以乐饥"句.天津、汉口、营口、青
岛、烟台、威海卫、福州、北京、大

泡立生壶惟洋行

Paulsen

&.

连、哈尔棋、沈阳、香港诸埠先后
设销售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Ba yes-Davy
上海英商验船验货公证行，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1871 年创办. 1913 年前即启用现
名，合伙人为泡立生 (W.

C.

波兰恩洋行

Brown.

J. A.

Ba yes-

哈尔滨道里西商贸易行.

Davy) .先后在圆明园路、北京路、

1925 年前老晋隆洋行代理人波兰

江西路及黄浦滩路营业.承办验

思。.

船、验货公证业务，充德、英、美诸

迸出口贸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国多家轮船及保险公司验船师.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

Paulsen) 及噩惟 (S.

A.

Brown) 个人开办，经营

兼营相关咨询及工程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间屋屡易

波亚洋行

伙东，而华洋行名依旧.李云卿及

Ltd.

潘鹊声、童学勤尝充是行买办或
高级华职员.

Baltic Asiatic Co. •

波罗的海国家贸易行，本部
未详 .1921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

于广州沙田英界及上海博物院
泌乐水厂

Aquarius

Co. , Aquar-

ius Co. of Shanghai

路.经营进出口贸易 .1925 年前后
沪行清理关闭. 1928 年前后穗行

上海英商饮料公司. 1892 年

改由香港英商兔那祥行代理.

正广和洋行创办.工厂初设于茂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任惠甫、

海路，嗣迁韬朋路.进口香糖、化

罗善荣、傅荣庆尝充是行沪庄买

学品、机器、软木塞、玻璃器皿，生

办.

产经营并出口汽水、蒸馆水及餐
用矿泉水等.福州路正广和洋行

叶

波衣也琴行

Boyack. La urence

叫

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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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oyack Piano Co. , Laurence

&. Co. , Ferd. " .香港、广州及上海

B. ,Boyack Piano Co.

设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汉口英界北京街西洋乐器

清理歇业 .1920 年代初恢复，启用

行。 1906 年原上海谋得利洋行琴

"Bornemann &. Co. "新西名，番港

厂职员披衣也 (Laurence

B. Boy-

为总号，广州设分号.进口德、英、

ack)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美科学仪器、电话设备、化工产

经营钢琴、风琴、乐谱及其它乐

品、药品、皮革、卫生用品及建材

器，兼调音及相关修理业务.在枯

等 F 出口鸭毛、鹅毛、兼营保险及

岭设季节性分店。 1922 年代末改

佣金代理业务，承办相关工程事.

组，更西名为"Boyack Piano

Co. ,

1943 年尚见于记载，伙东铸奥尔

Laurence B. " ，迁至法租界营业.

特莱普<F. Ortlepp) 主其事.往来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已为华

银行为"麦加利"等.

商所有.
韭路泵行

波弥文洋行

Eastem Asbestos Co.

Bomemann. ,

香港英商洋行. 1914 年前开

Co.,

办.进口石棉、蒸汽打包机、水压

, Bomemann &.
Ferd. , Bomemann &. Co.
Ferd.

打包机、泊漆、泊料、清漆、润滑油

上海江西路德商贸易行.

等，兼营船具业，代理伦敦及威克

1889 年(或作 1890 年〉披弥文

菲尔德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

CFerd. Bomemann) 个人开办，即

初尚且于记载，德记样行<Bradley

以姓字为行名.香港皇后大道设
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 Co. , Ltd. )及寨和祥行 (Reiss ，
Bradley &. Co. , Ltd. )先后充公司

理业务.嗣于新闸路设工厂. 1906

全权经理.

年前子汉口英界怡和街设分号.

旋改组成汉诺威佐尔陶铃布赖丁

父子公司(Carl Breiding

宝元洋行

Rizaeff Frères

)之

俄国商行. 1864 年传里扎耶

子公司，香港及上海设营业所.

夫(H. M. B. Rizaeff)创办，本部

1914 年前更商名为 "ßornemann

未详.伦敦、第比利斯、巴库、撒马

&. Co.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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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尔罕、土尔其斯坦、奥尔甘杰、迈

德华银行上海总行职员侵科赫

谢德、雷什特、大不里什、德黑兰

(Hans Koch) 主持开办，西名作

设分号.经营印度、波斯、俄国、英

"Koch. Hans" 或 "Straus &. Co. "。

国间综合银行业务及迸出口贸

初设于江西路，代表德国坎斯塔

易。 1903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特、下蒂克海姆、柏林羽毛厂商婚

海，先后在福州路及北京路营业，

施特劳斯公司 (Straus

&. Co. )及

怜小里扎耶夫 (M. D. Rizaeff) 任

其巴黎、伦敦、敖德萨、莫斯科诸

总经理.经营茶叶、生丝、地毯及

号.实即该公司之上海分号.不数

杂货迸出口贸易. 1917 年俄国十

年即无所闻. 1920 年代初复见，迁

月革命后渐无所闻.

九江路营业，西名 "China

Co..
宝丰洋行

Giesel &. Co. • A.

,

Feather
Ltd" 或 "China Federn

Gese llschaft. G. m. b. H." 。采购
禽毛及鸭绒，出口至欧美各国.

Giesel &. Co. • Ltd.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01 年前

1933 年 10 月由公司常务董事铃

原裕兴洋行职员骨霄赛尔 (A.

科赫(Ha ns Koch) 个人接办，复更

Gie配1)发起开办，西名 "Gi臼el

&.

商名为 "K∞h. Hans气 1943 年尚

飞先后在四川路及圆明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汤

Co. • A.

园路营业. 1913 年前改组为有限

渭渔先后克是行买办及华经理.

责任公司，遂更西名为"创耐l&.

Co. • Ltd. " .迁江西路营业，重庆
设分号.经营造出口贸易 .1920 年

宝记洋行

Hoki Yoko

上海日商进出口贸易行.
1929 年前原益记洋行职员西村民

代中尚见于记载.

个人开办.初设于四 JII 路，嗣先后

Hans , Straus

迁海宁路及北海宁路营业.进口

, China Feather Co. • Ltd. ,

化学药品、染料、原料、纸类、纺织

宝业洋行

&. Co.

K∞h.

China Fedem Gesellschaft. G. m.

品、五金工具、机械、棉花、布廷、

b. H.

食品及杂货，出口羊毛、矿砂及药

上海德商祥行. 1913 年前原

材 .1940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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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住友"及"技口气

b

"Polish

Manchurian

Trading

Co. "，别称奉天宝达洋行.哈尔
宝记洋行

Pa配dag

滨、大连及比亚韦斯托克、巴黎、

&. Co.

厦门德商贸易行. 1850 年后

汉堡设代理处.进口披兰毛毯、呢

任德国及荷兰驻厦门领事巳仕楠

绒、长毛绒、延头、帽子及人造宝

(Charles J. Pasedag) 创办.经营总

石、草缎等 F 出口皮货及生皮，销

进出口贸易，兼营煤炭及航运、保

往欧美 z 接受中、德、法、波各国订

险代理业.嗣由荷兰兼瑞典挪威

货。 1930 年前后改组，迁本店于天

联盟驻厦门领事及副领事巫罗

津法界，启用 U Polish

Commercial

Piehl) 及韩巳乐 (B.

Co. , Ltd. "新西名，先后在褐煎路

Hempel)等合伙接办，华洋行名依

及巴黎路营业.沈阳、哈尔漠、大

旧 .1910 年代中代理业鼎盛，除代

连、安东及巴黎、比亚韦斯托克设

理德、荷、英、美、日、法、意诸国轮

分号或代理处. 1938 年后天津本

船及保险公司外，伦敦英瑞牛奶

店即无所闻.哈尔滨店 1943 年尚

公司及上海祥泰木行公司等在厦

见于记载.

(August

业务亦由其代理，总数近 30 家.

Polish Impo.:t &. Ex-

1925 年前出倒，由代签有效人马

宝达洋行

天士 (C. Martens) 受盘接办，更西

port Co. , Ltd.

名为 "MMens ， c." ，"宝记"渐元

上海四川路波兰商~'易行.

所闻.候仔海、程受平、庄振伦、程

1931 年原天津宝达洋行 CPolish

秀珊及李朝基等尝充是行买办.

Commercial Co. ,

Ltd.) 经理婚施

皮罗 (lsaac Shpiro) 及职员，施雅

Polish Manchurian

各(Ja∞b Shpiro) 合伙开办，为私

Trading Co., Polish Commercial

有有限合伙商号.进口波兰呢绒、

Co. , Ltd.

延头、毛毯、帽子、皮件及日用杂

宝达洋行

沈阳于代回通波兰商贸易
行. 1925 年侨商宝达 (F.
崎

M.

Podliashuk) 发起开办，定西名为

货。嗣添绣货、皮货及生皮出口业
务.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风见于记载，经理施雅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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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也

各，往来银行先后有"中国"、"花

银钱及香菌等 z 出口猪援、腐香、

旗"、"华比"及"有利".

芝麻、茶泊、花生、桐袖及其它中
国产物.代理法国厂商公司数家

宝成洋行

Boi目n ，

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C.

哈尔滨道里西商贸易行.
1925 年前宝成 (Christian

Boisen)

个人开办.经营反革进口及谷物

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中
法工商"、"华比"、"汇卒"及"花

旗".

出口贸易，生产经销鞋袜 .1940 年
代尚见于记载.

宝多洋行

Podliashuk
宝多洋行

C<> mpagnie

Compapie 汇到ptorg ，

Française

Co mpagnie-Optorg

Optorg

,

Françai回

Podliashuk , I. M.

,

ßr.恼.

哈尔滨道里波兰商贸易行.
1925 年前侨商宝多 (1.

M.

Podliashuk)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法商贸易公司. 1919 年创办

为行名.上海北京路设分号.经营

于西贡，在印度支那注册为私有

迸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宝多与

有限公司，总号设于巴黎.西贡、

其弟宝达利 (P.

海防、河内、百囊奔(金边〉、荣市、

合伙，改组为私有合伙商号，启用

蜿港设分号 .1922 年来华开业，先

"Podliashuk Bros. "新西名. 1940

后于上海、香港、天津、云南府〈昆

年代尚见于记载.

M. Podliashuk)

明〉、哈尔滨、汉口、福州、大连诸
埠设分号或代理处.初办资本为

宝克洋行

2 ， 000 万法郎. 1930 年代中累增
至 4 ， 000 万法郎，收足.华行年营

&. Co., Burkhardt , Buchan &.
Co. Burkhardt , Buchan &. Co.

业额约为 400 万元.进口法、意、

(1 934) ,

Burkhardt , Arnidani

,

Ltd.

美、德及印度支那所产煤炭、呢

上海广东路西商贸易行.

绒、布足、人造丝、棉纱、毛线、花

1915 年原德商嘉利祥行丝检员宝

缎、皮件、香槟酒、葡萄酒、蜜钱、

克 (H. Burkhardt) 与北苏州路意

饮料、香水、干颜料、纸、泊漆、金

商阿密达纳祥行主人阿密达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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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Amidani) 等合伙开办，西名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承办建筑设

UBurkhardt. Amidani 8二Co. " .经

计、土木工程及营造包工业务，代

营丝业贸易，代理几家缆丝厂及

理汉堡营造商广包公司(Schmidt.

若干欧洲轮船、保险、贸易公司.

F. H.). 嗣与职员、建筑师宝氏

1920 年代末美商经纪人盘根 (R.

(Emil Busch) 合伙，遂更西名为

Buchan) 取代阿密达纳入伙，遂更

"Lothar Marcks &. Busch" ，添营锯

西名为"

Burkhardt , Buchan &.

木厂及木器厂.第一次世界大战

Co. ".嗣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爆发后散伙，渐无所闻. 1920 年代

1934 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中复见，设总号子沈阳，西名作

为英商公司，更西名.核定资本墨

"Marcks , Lothar". 哈尔滨、齐齐

洋 10 万元，收足.迁北京路营业，

哈尔、洗南府、济南、"新京"诸埠

香港、广州、汕头及马尼拉设分

先后设分号，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号.进口苏联汽车、拖拉机、农业

载.

机械、染料、布廷、缝纫机、电话设
飞

•

备及菲律宾木材、海参等，出口生

宝纶洋行

丝、绣货、花边、茧绸、丝织品、榈

Albert &. Wu l1schleger

Pasquet &. Cie , E. ,

油及古玩、瓷器，销往欧美.代理

广州沙商法商贸易行. 1908

几家缘丝及保险公司，独家代理

年前原旗昌(新旗昌〉洋行穗庄职

几家英国厂商.投资开办有两家

员宝氏 (E. Pasquet)主持开办，西

茧绸及丝、茶出口公司. 1937 年后

名 "Pa吨uet

渐无所周.往来银行为"汇丰"、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14

"大英"、"中国"及"中法工商飞程

年前由原禅臣洋行穗庄丝检员费

续三、邱毓庭等尝充是行买办 •

阿尔贝 (L. Albert) 及铸武尔施鞠

&. Cie ,

E. 飞经营生丝

格尔(J. W ullschleger)合伙受盘
宝利公司

Marcks , Lo thar J

Lo thar Marcks &. Busch
汉口德商营造行. 1904 幡马

尔克斯 (Loth缸 Marcks) 个人开

接办，更西名为"Albert

&.

Wullschleger飞 1920 年代中尚见
于记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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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昌洋行

•

宝威大药行

Busch , E.

汉口德商建筑工程行. 1916

Burroughs , Well-

come &. Co.

年前宝利公司伙东宝氏 (Emil

英国药业公司.卖药医生威

Busch) 个人开办.经营营造业务，

来金 (H. Wellcome) 等发起开办，

所营锯木场及木材加工厂别称

本部伦敦，纽约、蒙特利尔、悉尼、

"保利" .1918 年后即无所同 .1920

开普敦、米兰、孟买、布宜诺斯艾

年代初见于上海，先后在江西路

利斯诸埠设联号.为在英格兰注

及北京路营业.承办建筑设计及

册之私有有限公司. 1909 年来华

土木工程，兼营地产及房地产.

开业，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四川

194 可年尚见于记载，或记之为法

路、香港路及黄浦滩路营业.进口

商.其间， 1928 年前后一度与新康

批发本部所产"大宝来"、"威来

路鸿达建筑公司主人鸿达 (C.

金"、"解百勒"、"夏士莲"、"咖啡

H.

&.

明"等商标西药及化妆品，收购出

Busch" ，称鸿宝建筑公司。朱之椿、

口中药材. 1930 年代年营业额约

朱锦德尝充是行华经理或高级华

为 50 万元. 1942 年春大班何国柱

职员.

(Thomas Hoggarth) 及洋代表施

Gonda) 合伙，西名 u Gonda

道迪 (V.

宝和洋行

Funder &. Co. , W.

上海四川路丹麦商洋行.

.."

•

J

G. Stott) 被日军关进集

中营，沪行停业.战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业主为威氏

1905 年原瑞康洋行主人赞冯德尔

基金有限公司 (The

(W. Funder) 个人开办.经营拍

Foundation , Ltd.) ，往来银行为

卖、经纪、估价及总佣金代理业

"麦加利".吴彼谷、吴子琳、曹格

务. 1917 年易主，华洋行名依旧，

敏等尝充是行华主任或高级职

先后迁江西路及南京路营业.添

员。

Wellcome

营煤炭贸易及房地产代理业.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严汉章、

宝星当股份有限公司

陈少东尝充是行买办.

Lombard Co., Banque de Prêts
sur Nantissements

、

Tientsin

Sociét垂

Ano-

•

,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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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et) 等集股开办，按法国法律

nyrne Française

•

•

A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法商典当

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西名

行. 1927 年前开办.经营典当业.

"Crobest. Ltd. 气香港、关东及孟

兼营估价及佣金代理业务. 1930

买设代理处。进口经销瑞士钟表，

年代中有资本 3 万元，济通洋行

兼营金银首饰.独家代理"亚米

(Guidon Lavallée &. Cie ,

G.) 总经

加" (Omega) 、"天梭 "(Tissot) 等几

理祁同拉佛黎为董事，何士敦大

家钟表厂商. 1940 年代初变更西

律师 (Aug Holstein) 任常务董事.

名为 "Cro田t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Agencies ,

M.". 1940

"中法工商"及"大通气董子星尝
宝信洋行

1\, .rsol

h在 anufacturing

Fur Trading &.

Co.

上海苏联 I白皮货店。 1939 年
骨所罗门尼克 (B.

‘-

充是行华经理.

M. Solomonik)

宝顺行

Dodd &Co.

台湾泼水美商贸易行.

1867

个人开办，华名一度称勃尔沙皮

年原香港颠地〈宝顺〉洋行 (Dent

货货店.初设于九江路，嗣迁北京

&. Co. )淡水分号经理，后任美国

路营业.加工厂设于徐家汇.天津

驻泼水代领事及荷兰驻泼水领事

设分号，纽约设代理处，经营毛皮

德约翰 Oohn 且现d) 主持开办，基

加工、染色及销售业务 .1940 年代

隆设分号.经营茶叶贸易，开办有

末尚见于记载，进口皮货及延头，

烙茶厂，兼营保险及航运代理业

出口生皮及加工毛皮、兽皮.代理

务。 1891 年后渐无所向.

英美几家庭货公司.往来银行为

Bea le & Co.
宝信洋衍

Crobest , Ltd.
Agencies , M.
·、

Dent ,
Dent &. Co. I Dent

宝顺洋行 F 颠地洋行

"大通"及"四明".

I

Croset

,

&. Co. , Alfred
英国贸易商行. 1830 年代颠

上海江西路瑞士〈或作法商〉

地 (Lancelot Dent) 创办于广州，为

钟表行. 1932 年铸克罗塞 (M.

中国最老的洋行之一. 1843 年正

.....
A

460

式在上海开业，西名"Dent ， Bea le

•

顺"旧称.西名则改用 "Dent

&.

Co.".经营鸦片贸易，兼营航

Co. , A1fred" ，艾尔弗雷德颠地主

运及保险代理业。 1857 年伙东必

其事.经营杂货贸易，代理几家英

理 (T. C. Beale) 去世，更西名为

商保险公司. 1917 年后渐无所同.

"Dent &. Co. 气香港总号及广州分

1930 年代中一度复出，在仁记路

号华名"颠地"，上海及福州l 称"宝

营业，行主曾莱斯利颠地(Leslie

顺"，厦门则以代理行"水陆"称.

A.

嗣宁波、淡水、镇江、九江、双口、

布斯 (F. G. Hobbs). 鲍人琼、鲍

天津及长崎、神奈 J I\、横棋、函馆

鹏、徐主E 亭、徐荣村、曾继圆、郑官

先后设分号 .1867 年宣告破产.汉

应、徐润、杨慎馀、徐渭南、郑济

口分号由经理、葡萄牙驻汉口领

东、盛恒山、杨辉山等尝充是行早

事叶蕴位(J. H. Evans) 接办，袭

期买办.

&.

用"宝顺"行名，启用 "Evans

Dent) 驻伦敦，沪行经理铃霍

宝顺洋行

经理、后任美国驻淡水领事代理

Evans , Pugh

Evans

&. Co. , J. H.

I

&. Co.

汉口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原

人及荷兰驻淡水领事德约翰(John
Dodd) 出面接办，袭用"宝顾"华

宝顺洋行(Dent

名，启用"胁dd

"新西名，天

经理，葡萄牙驻汉口领事叶蕴仕

津分号由代理人，葡萄牙驻天津

(J. H. Evans) 主持开办，西名"巳

领事左欣那(John Hanna) 个人接

vans

办，袭用"宝顺"旧称，而启用

原安和洋行 (Pugh &.Co.)主人铃

John"新西名. 1871 年 5

庭尤 (W. Pugh) 合伙，更西名为

"Ha nna ,

&. Co.

&. Co. , J. H.".

,

)汉口分号

1891 年前与

&. Co. " .上海四川

月原沪庄职员快艾尔弗雷德颠地

"Evans , Pugh

CAlfred Dent) 成立"新宝烦" (Dent

路一度设分号.为区别于上海之

A1fred). 来几约翰颠地

"宝顺"，沪庄华名 jjlJ 称"宝和气经

(J ohn Dent)在上海分号外滩原址

营综合选出口贸易，代理欧美轮

恢复"宝顺"业务，势力远非昔比.

船、保险、地产及房地产公司多

其后两行合并，华名仍袭用"宝

家.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Co. •

'

&.

Co. • J. H." 新百名 g 泼水分号由

&. Co.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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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洋行

,

Hanna. John Hatch.

Forbes &. Co.

, Hatch &. Co.

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先

天津英商贸易行. 1867 年~
香港颠地(宝顺〉洋行(Dent

府采办业务，兼相关工程事.代理

&.

Co.)天津代理人，葡萄牙驻天津

后开办有宝泰泊坊、宝泰打米厂、

宝泰肥皂厂及一座矿山. 1920 年
代渐无所闻.

领事左欣那 Oohn Hanna) 就"宝

顺"天津代理店改组开办，即以姓

窒息公司

Bowem &. Co.

字为行名，华名别作"保顺气 1870

镇江英商贸易行. 1912 年原

年代中由葡萄牙驻天津领事英商

镇江宝运洋行主人及镇江英租界

哈赤(John

工部局总巡宝思 (T.

J.

Hatch) 及铸福布斯

W. Bowern)

(W. H. Forbes) 合伙受盘接办，

个人开办.经营各种中国产物，兼

遂更百名为"Hatch. Forbes

&.

营佣金代理业务.未几迁上海.先

Co.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后在四川赂、江西赂、博物院路、

代理英国伦敦"环球保险总行"等

法界爱多亚路及广东路营业.经

几家保险公司. 1895 年前福布斯

营五金、机器、煤炭及各种中国产

退伙，由哈赤独力接办，启用

物，兼营拍卖、房地产、船货验估

"Hatch &. Co. "新西名 .1901 年后

公证、海运经纪及航运、保险代理

渐无所闰 •

业务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
来银行为"汇丰".

宝寨洋行

Burtenshaw

&. Co.

汉口法界吕钦使街西商工贸
公司. 1913 年前原光裕机器泊行
汉口分号资深经理宝泰 (A.

R.

宝隆洋行

Ltd.

East Asiatic Co. •

, Aktie配lskabet

det Ostasi-

atiske Kompagni

Burtenshaw) 主持开办.宜昌及九

丹麦贸易商行 .1897 年〈或作

江设代理处.经营总进出口贸易，

1896 年〉开办，在丹麦注册为私有

尤以反革贸易、煤炭贸易及精制

有限公司，总号哥本哈根.上海、

棉籽泊、豆泊、茶泊、膺香出口引

汉口、青岛、大连、哈尔滨、天津、

人注目.承包铁路材料及中国政

广州、烟台、沈阳、香港、威海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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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

,

海参威及新加坡、曼谷、旧金山、

"Powel\ &. Co. , W. ". 1901 年再

伦敦、瓦尔帕莱索、纽约、圣托马

度改组，注册为公众性股份有限

斯、约翰内斯堡、德班、泪水、西雅

责任公司，启用 "Powell ， Ltd.

图、开普敦、吉隆坡、仰光、加尔各

Wm. "新西名，资本 12 万元， 1905

答、马德拉斯诸埠先后设分号或

年即增至 15 万元.先后在皇后大

代理处。经营航运、地产业及进出

道、士丹利街、德辅道中、必打街

口贸易.开辟有哥本哈根至波罗

及雪厂街营业.经营服装鞋帽、呢

的吟、东亚及世界各地的定期航

绒绸布、家具陈设及服饰用品，供

班，代理多家欧美轮船公司. 1930

应家庭、机关及轮船 F 承做各式时

年代中有资本 250 万英镑，准备金

装. 1910 年代中减核定资本为

,

.""

』

100 万英镑.华行进口欧美、海峡

10.5 万元，收足. 1940 年代尚见

殖民地、退罗、法属印度支那、缅

于记载，常务董事幡奥弗里(H.

旬所产钢铁、木材、大米、制造品

Overy).

及食品杂货，出口芝麻、蚕豆、桐
泊、锡、杂豆、豆泊、豆饼等，销往

欧美 o 1940 年资本记为 5 ， 000 万

宝德食品公司

NewSw回tmeat
P

Cast1e

克郎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上海法界霞飞路西商食品公

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郭

司 01927 年前骨萨科 α. Sukor 或

惠伦及洪梦沧、毛雍琛等尝充是

F. Sa kor) 主持开办，经营餐馆及

行买办或华经理.

茶室，生产经销面包、糖果糕点、

饼干等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宝路公司

Powell
Ltd.

,

Powell , Wil!iam ,

&. Co.,

W. ,

载.

Powell ,

Wm.

香港英商绸布衣帽庄. 1884

宝德洋行

Paul , Pettick &. Co. , Ltd , Paul f

年宝路 (William Powell)个人开

Pettick ，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01891 年前改

Paul

组为家族合伙行号，遂更西名为

Pettick , George &.
Paul , Pettick &. Co.,
a

福州拉美贸易行 o 1888 年自

‘

诚祈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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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氏家族 (George Pettick 反 Paul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Pettick) 合伙开办，西名 "Pettick.

银行为"花旗".陈焕彬、袁启祥及

George &. Paul" .英属洪都拉斯之

陈荣尝充是行华经理或高级华职

伯利兹设联号。经营进出口贸易

1

员.

阳'.

及佣金代理业务。 1890 年代初改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Pettick

祈廉部洋行:忌康宝洋行

&. Co. • Ltd. •

Grimble.

Paul" 新西名，美国

设联号。开办有面包房、屠宰场及

,

Grimble

&.

Co. • George

供货庄。 1899 年前改由特臼保罗

香港雪厂街西商牙行. 1908

(Paul Pettick) 个人接办，即以姓

年前原太古洋行港号职员祈廉部

字为行名.未刀复改为合伙行号，

(忌廉宝. George Grimble) 个人开

Paul" 。

办，即以姓字为衍名.经营水陆运

经营百货零售、进出口批发、政府

输、煤炭、移民、通行及一般经纪

供应承包、厂商代理及相关工程

业务. 1916 年前后改组为合伙行

业务，兼营保险及航运代理事.进

号，更西名为.. Grimble

口英、美、法、德货品，出口樨脑、

George" ，华名依旧 o 1940 年代尚

禽毛、漆器、竹器、古玩及其它中

见于记载，小祈廉部也.

国土产。嗣于香港及马尼拉设联

主其事.

更百名为 "Pettick

飞

George

&. Co. •

&. Co. •
Grirnble)

号。 1917 年尚见于记载.
屈士文洋行 F 森茂洋行
诚信洋行

Assωiated

Merchan-

美国贸易商行。 1930 年开办，

Wassiamull

A由萨

W.

本部纽约。上海、汕头、香港诸埠

印度丝业贸易行. 1867 年开

设分号.华行出口方网眼花边、亚

办，本部海得拉巴。 1891 年前来华

麻制品、丝衬衫、瓷器、绣货、铜

开业，于香港皇后大道设分号，经

器、地毯、雕花木器及茶叶、草篮、

营印度货品，华名"屈士文".本世

滑石器、漆器等，销往欧美各国。

纪初先后添广州及上海两分号，

'

电..

A田ornull ，

mull &. Co., Assomull &. Co. •

dising Corporation

A

mnll

Wassia-

、吁吁"'叩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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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庄华名"森茂".经营丝绸、顾

上海、汉口、天津、福州、厦门、广

绣、古玩、纺织品、瓷器、料器、灯

州等埠设有 40 处分支店.欧洲设

笼及杂货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

13 处分支店.进口化学品、药品及

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沪庄 1935

医院材料，配制经销中西丸散膏

年后渐无所闻，港号 1940 年代末

丹药水，附设有汽水房及机制冰

尚见于记载.

厂，所产汽水闻名遐边.兼营烟酒

.

-'

贸易及照相材料、仪器等.代理几

屈臣民大药房

Watson &. Co. ,

家欧美厂商公司. 1921 年上海分

A.忌， Watson

&. Co. , Ltd. , A.

号独立，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

s.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墨

香港英商药房. 1841 年屈臣

洋 10 万元，收足. 1940 年代末尚

氏<Alexander S. Wat田n) 创办(或

见于记载，本店称"屈臣民有限公

称 1828 年创办于广州) ，称香港药

司"，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陈耀屏、

房 <Hongkong

陈宗器尝充上海"屈臣民"华经

Dispensary). 1860

年代始见 "Watson

&. Co. , A. S."

理.

西名，其时药房经理为骨贝尔 (W.

~

M. Be1l). 1870 年由侵亨特<A.

屈敦文布珍公司，华顿洋行，布路

Hunt) 及堪富利士(John D.

珍洋行

Humphreys) 顶盘接办， 1876 年堪

Boolchand , Watanmal

Watanmal Boolchand ,

富利士成为独资业主. 1886 年改

印度贸易行. 1908 年屈敦文

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布珍 <L. W. Boolchand) 创办，本

更西名为 "Watson

&. Co. , Ltd. ,

部信德之海德拉巴(今属巴基斯

A. S." ，资本近 40 万元.翌年设

坦) ，注册为英商. 1916 年前来华

上海分号. 1890 年资本为 60 万

开业，首于香港云咸街设分号，经

元. 1896 年堪富利士辞总经理职，

营丝业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药房改由堪富利士洋行全权经

1920 年代初先后添上海及广州分

理. 1904 年增资至 90 万元，其时

号，华名别称"华顿洋行"及"屈顿

"屈臣氏"巳成为远东最大药房。

-

文布珍洋行".制作丝绣女内衣，

ι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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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绸缎、丝货、绣货、地毯、皮

建新建筑师事务所

箱、玉器、象牙器、骨器、铜器、木

Br∞ke

上海英商建筑工程行. 1933

火炬、电池、针织品、古玩及其它

年原新瑞和洋行伙东，英国皇家

中国土产，进口纺织品、服饰及杂

建筑师学会准会员蒲六克(J.

货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注册

Wynward Br，∞ke) 与建筑师铮格

为印商.香港、上海及孟买、卡拉

兰也.

奇设分号，港行华名称布路珍洋

于仁记路，嗣迁四川路营业，香港

行，代理英美几家厂商公司，往来

设分号.承办建筑设计、测绘验收

银行为"汇丰"，"有利"、"大英"及

及土木工程.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和嘀"等.应新来尝充是行沪应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吴巷

华经理.

高尝充事务所副建筑师。

Co nstruction

A

&. Gran

器、玻到器、梅木箱、底器、银器、

建华化学工业公司

.‘

Da vies.

Chemical

Cor归ration

美国化学工程公司. 1910 年

M.

T.

Gran) 合伙开办.初设

建新营造有限公司

Hongkong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
Ltd.

代中创办，本部纽约，为特许氮化

香港车打道英商建筑工程公

学工程公司 .1935 年前来华开业，

司. 1923 年前旗昌(新旗昌〉洋行

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南京路及

主人赞你恩 (R. G. Shewan) 等发

九江路营业.承揽农工业用化学

起开办.九龙设工场及营业所，上

工程咨询业务，代办材料供应，承

海地区业务由安福洋行 (Elliston

包厂房设计、建造及设备安装工

&. Co.

程.总经理费琼斯 (L.

C. )ones}.

及一般营造业务.在华独家获准

‘华经理徐善样，往来银行为"花

"Franki" 压缩混凝土基础打桩系

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行关

统专利，生产混凝土桩. 1940 年代

闭. 1946 年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尚见于记载，董事长椅布拉加 (J.

会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沪

P. Braga).

上业务由华昌贸易公司代理。

)代理.经营土木工程包工

迦驻
迦伦洋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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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land. L. A.

上海英商服装公司. 1923 年

美厂商公司.李椅德尝充公司买
办。

1923 年与自礼氏洋烛公司

迦伦 (L. A. Garland) 个人开办.

(Price's (China). Ltd.) 合并，统

初设于新康路，嗣迁江西路营业。

属于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

承做各式男西服. 1940 年代后期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驻华英美烟公司

British 一

驻华自礼氏肥皂有限公司

American Tobacco Co. (China) ,

Price's Soap Co. (China) , Ltd.

Ltd.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肥皂厂.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19 年

1929 年前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

就英美烟公司华行改组开办，董

就自礼氏洋烛公司肥皂厂改组开

事长欧文 (Sir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Owe时，副董事长唐默思(Jam回

私有有限公司.制皂厂设于杨树

A. Thomas) 及高拔士 (T. F.

浦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Cobbs) ，核定资本墨洋 25.000 万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受

元，实收 21.554 万元，实为伦敦英

托经营者为日本泊脂株式会社.

美烟公司之驻华总部.上海、汉

战后恢复‘其后渐无所闻.

口、沈阳、天津、青岛、哈尔滨诸埠

Hugo Cunliffe-

,

先后设卷烟厂及与之配套的炜烟
驻华利华肥皂公司

Lever

Brothers (China) , Ltd.

仓库等。销售网点遍及全中国.

上海英商肥皂工业公司.

1930 年代，经销公司卷烟的大同

1913 年前伦敦利华兄弟公司开

行有 321 家，小同行 2 千余家，零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售商约 2 万家，几乎垄断了中国

私有有限公司.香港、广州、营口、

的卷烟市场.附属及关系企业则

汉口、天棒、济南及重庆、哈尔滨

有和泰烟公司、茂来有限公司、拱

设分号或代理处.生产肥皂及甘

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驻华联合

泊，兼相关进口贸易.代理几家欧

•

厂、印刷厂、包装材料厂、机械厂、

烟草公司、启东烟草公司、储金管

ι

驻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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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岳飞

理公司、驻华英美烟股票有限公

驻华联合烟草有限公司

司、花旗烟公司、宏安地产公司、

Tobacco Co. of China , Ltd.

Alliance

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沈阳英商烟草公司 o 1919 年

包装品公司、昌业地产有限公司

驻华英美烟公司发起开办，核定

及大英烟公司、老晋隆洋行等.

资本银 1 ， 000 万元，实收 600 万

1934 年 9 月成立颐中烟草股份有

元。经营烟草及卷烟贸易.赞少老

限公司及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

巳夺 CE.

公司，以取代其在上海及内地所

密勒 CPercy. H. Millard) 副之.

蕾产供销业务 o 1936 年转至香港

1920 年代中迁注册处于上海，裴

注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郑

磊(培霄， Robert Bailey) 、莫逸士

伯昭、洗峨山、蔡福龄、蔡振寰及回

CW. Morris) 、狄克生 CA. L.

俊)1\、王仰之、宋礼斋、王者香、赵

Dick四n) 及福司德 CW.

卓甫、陈伯耽、杨成荣、陈抢洲、王

Foster)等为董事。狄克生兼法律

我蒜、曹云祥、梁复初等尝充公司

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总买办、部门买办、顾问或高级华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战

职员.

后恢复， 1947 年 6 月在香港注册.

A. Lopato) 首任董事长，

C.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驻华祥茂肥皂有限公司

G岱sage

&. Sons CChina) , Ltd. , William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肥皂工业

Botelho

Brc自·

香港葡萄牙商贸易行.

J.

1914

公司。 1920 年前开办，按香港公司

年前布爹路兄弟也.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

J. Heitor

司，为英国高士奇父子公司 C Gos

ho) 合伙开办.上海、青岛、济南、

William) 驻华

厦门、福州、梧州及 1日金山、纽约

子公司.制皂厂设于杨树浦路.生

先后设分号.进口菲、葡、美所产

产各种肥皂，产品由中国肥皂有

雪茄、纸烟、软木塞、软木制品、打

限公司经销.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包箍、沙丁鱼、蜜钱等 F 出口桐泊、

sage

'‘

绍和洋行

&. Sons , Ltd. •

记载。

•

Botelho 及 P.

Botelho.

V. Botel-

茶叶、爆竹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

‘

经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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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 F 兼营航运及佣金代理

孟特拿洋行

业务。沪行设有仓榄多处 .1943 年

Mondenach. Karl

上海静安寺路德商钟表首饰

是行梧州店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行.

1927 年孟特拿 (K. Monde-

行为"汇车"。戴竹卿、陈晏沧、沈

nach)个人开办.进口经营德国、瑞

鸿畴等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士及法、英、美所产钟表、雕花玻

J

璃、珠宝首饰、车料水晶玻璃制品
经济贸易公司

Economical

及金银器等，尤擅天文钟及手表

修造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Trading Co.
香港德辅道中葡萄牙商贸易

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浙江

行. 1925 年前开办，九龙设营业

兴业"等.张启栽尝充是行高级华

所。经营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

职员.

美厂商公司。澳门新马路澳门经
济贸易公司 (Empresa

Commercial

孟德斐洋行

Marderfeld. M.

Lusitana) 、经济自由车公司

上海四川路拉脱维亚商皮货

(Garage Lusitana) 及澳门西洋输

行. 1920 年孟德斐 (M. Marder-

运汽车公司 (Empr'臼a Lusitana de

{eld) 个人开办.进口经销欧美兽

Transportes. Lda) 均为公司产业。

皮及毛皮，出口中国兽皮及毛皮，

1930 年代中尚且子记载，经理赞

销往欧美.独家代理英商普纶洋

阿尔梅达(J. M. d' Almeida).

行有限公司.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孟买食品公司

Bombay

Pro、小

柯比洋行

sion Store
上梅印商食品贸易行 o 1933
年前赞琴德 (C.

N. Chand) 主持

Kopelíovich &. Zitrin

哈尔滨道里波兰贸易商行.
1920 年代后期柯比 (B.

A. Kope-

开办.初设于公平路，嗣迁爱文义

liovich) 与赞齐特林(Joseph

路营业.进口经销印度食品及调

Zitrin) 合伙开办.嗣设分号子上

味品，兼营相关出口贸易 01940 年

海，先后在静安寺路及法界迈而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V.

西爱路营业.进口经销印度帽子、

'‘

4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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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阳"

呢绒绸布、新颖小商品、男子服饰

希 J思 (A. H. H回th) 入伙，复更西

用品及花式女帽、帽坯等，兼理厂

名为 "Rodewald

家代表业务. 1930 年代后期营业

口路营业，添科伦坡分号. 1913 年

重心渐转至上海 .1943 年尚见于

前由希氏及职员胡廉文 (D. Flem-

记载.

ing) 发起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西
名 "Heath

&. Heath". 嗣迁汉

&. Co. •

Ltd.". 店重设

Over-

于北京路.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及

Co.
Rodewald.
Schõnfeld &. Co., Rodewald &.
Co. Rodewald &. Heath I Heath
&. Co.. Ltd. Fleming &. Co. •

佣金代理业务.郭子寿尝克是行

Cο. • Ltd. " .华名依旧. 1920 年代

Ltd.

中宣布自动清理.

柯化威海行，阿化成洋行

,

&.

weg

,

,

买办. 1921 年前后由胡廉文出面
接办，遂更西名为 "Fleming

&.

上海北京路德商(或作英商〉
贸易行. 1856 年柯化威〈阿化威，

柯议记洋行

C. W. Overweg.1859 年任普鲁

Co.

士驻沪副领事〉发起创办，西名
"Ov町weg

上海南京路俄商贸易行.

日本及福州、

1929 年〈或作 1928 年〉柯仅(H.

汉口设分号.郑官应之叔郑秀山

Kommi嗣roff) 及骨克列班诺夫

(廷江〉任买办. 1872 年前由职员

(N. Klebanoff)合伙开办.资本为

僻罗德瓦尔德(]. F. Rodewald)

墨洋 4 万元.天津及哈尔滨设分

及福州分号经理骨舍恩费尔德

号.进口呢绒、绸缎、棉布延头，兼

Sc h önfeld) 合伙接办，更西

营相关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年

(Frz.

&.

CO....

Shanghai Import

名为" Rodewald • Schδnfeld

&.

营业额约为墨洋 50 万元. 1943 年

Co. ".迁香港路营业 .1891 年前舍

尚见于记载，买办陈明耀.往来银

氏退伙，别立裕丰洋行(Schδnfeld

行为"美国信济"、"上海商业储

&. Co. )，上海本店乃启用 "Rodewald &. Co. "新西名，迁福州路蕾

蓄"及"中国".

业.汉口设分号 .1895 年前职员祷

柯达公司

Eastman

Kodak Co.

村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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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照像器材公司。 1880 年
美国发明家伊士文 (G四，rge

而勃 CAHred Kohlberg) 发起开办，

East-

本部纽约市.旋即来华开业，先后

man) 创办， 1884 年组成公司，西名

于上海、汕头及烟台设分号，汕头

"Eastman Dry Plate &. Film Co. .. ,

设刺绣厂及修整加工厂.进口英、

本部纽约州罗彻斯特 o 1888 年所

法、瑞士所产亚麻布及棉线，出口

产柯达肢卷及相机首次上市，

手工绣花手帕、中国花边、花式亚

1889 年开始生产透明胶片 o 1892

麻布绣货、装饰桌布、餐巾、各式

年改组，启用现名。嗣在美国注册

手套、桌用花缎、绸缎及其它东方

为私有有限公司. 1915 年前来华

货品，销往欧美各国 o 1940 年代中

开业，在上海、汉口诸埠分别以良

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往来

济洋行及赞育大药房等为代理

银行为"纽约信托"及"中国气

行，进口经销所产"柯达"照相摄
影系列产品 01920 年后于上海、香

•

柯思禄洋行

Kosloff ， L.

港、天津相继设分号，葛布生 (C.

法国贸易商行 o 1906 年柯思

D. Culbertson) 首任护行经理.进

禄 (L. Kosloff) 个人开办.本部巴

口照相机、照相材料、感光材料、

黎。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以铃舍

爱克斯光材料及胶片等.在上海

尔巴科夫 (A.

附设照相学校一所 o 1940 年代初

经理，设分号子上海南京路.进口

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

法国呢绒、绸缎、玩具、服饰等新

其时公司拥有 5 万训练有素的职

颖小商品及其它法国货，出口中

工 0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时任

国古器、古物及古玩，销往法国.

驻华经理为赞戈登 (R.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美国旧金山

H. Gor-

don) ，往来银行为"花旗"、"大通"

-

'

1. Scherbakoff)为

设分号.往来银行为"汇丰气

及"麦加利".
柏乐尼欧工程行
柯宝洋行

Kohlberg , Inc. , Al-

Borgnino ,

Ing. Rinaldo L.
天津义界意商建筑工程行.

fred
美国贸易商行 o 1915 年前柯

1917 年前意大利土木工程师及建

'‘

#白布F 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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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学会会员柏乐尼欧 (R.

L.

四川路及香港路营业.美灵登广

Borgnino) 个人开办.初设于西马

告有限公司全权经理 o 1936 年前

路，嗣迁大马路营业.北京设分

后成为美灵登公司产业 o 1940 年

号.承办建筑设计及土木工程事

代后期尚且于记载.夏雅伦及周

务 o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振祥、朱承德、徐仲良、吴宝善、陈
思义、姚世豪等尝充公司华经理

Berents ,

拍韵士工程司行

,

或高级华职员.

Hans Be rents & Co rrit
上海南京路挪威商建筑工程
行 .1917 年前挪威土木工程师，美

剌臣洋行

Karsten Larssen

&

Co. (Hongkong)', Ltd.

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员柏韵士

香港车打道西商贸易行.

(H. Berents)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1920 年前刺臣 (Karsten

为行名.承办土木工程咨询及建

发起开办，一度迁德辅道中营业.

筑设计事务. 1920 年前后与丹麦

经营杂货贸易及航运、保险、佣金

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考立德

代理业.各年代理挪威、丹麦、瑞

(Aage Corrit)合伙，启用"Berents

典、法国数家至十数家保险公司

&Co时t"新西名，迁四川路营业.

结算业务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Larssen)

未几拆伙，恢复原称.嗣先后在广
东路、黄浦滩路及北京路营业.

刺沙兄弟公司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o

()O.

Leyser EKos-8ι

上海戈登路德商洋行 o 1930
柳荫印刷公司

Press ,

Ltd.

W il10w Pattern

,

W iI10w

Pattern

上海英商印刷厂 o 1928 年前

翩.

Leyser

及 Alfred Leyser) 合伙开办.经营
假肢厂，静安寺路设矫形诊所.配

Press
美灵登 (F.

年代后期刺沙兄弟 (Eiwin

制假肢，进口经售绷带〈包括痛

Millington) 与壳件

带、腹带、脐痛带等〉、矫形器械及

祥行董事贝恩 (C. M. Bain) 等发

设备、平足矫正器、弓形支架等.

起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

诊所兼推拿、健身体操及足病治

C.

勃刹t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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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业务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记载。

津、哈尔滨、张家口及沈阳诸埠设
分号，代理处遍及全中国。西名

勃立司德洋行

Briste宜，

Jos.

"Holman , B. "、 "American Mai 一
Mai Fur Corporation"或 "Holman ，

Fane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7 年前

Inc. ， B.". 经营西伯利亚及中国

勃立司德(J. F. Brister) 个人开

庭货，兼营生皮、猪蒙、羊毛等进

办.初设于新康路，嗣迁九江路营

出口贸易.郝氏 (B. Holman) 主持

业。进口英国呢绒、布廷、毛条、精

华行事务. 1930 年代币更西名为

梳短毛、假丝绒、亚麻布及纱线

"Amchina F山Corporation飞 1940

等。代表或代理曼彻斯特、布雷德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总裁骨格里

福及贝尔法斯特纺织工业公司多

布斯坦 (M. Grebstein) 0

家. 1936 年尚见于记载.
南英保险公司

勃来地洋行

Brady , A. A.

上海英商牙行 o 1918 年前原
四川路瑞和洋行董事勃来地 (A.

Sou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South British Insurance Co.,
Ltd.

A. Brady) 个人开办，为众业公所

新西兰英商保险公司 o 1872

会员.先后在九江路、广东路、黄

年开办.本部奥克兰.新、澳、英、

浦滩路及中央路营业.经营证券、

埃、印、美、南非及南洋群岛各地

股票及一艘经纪业务 o 1938 年尚

设分支机构 .1891 年前来华开业，

见于记载.

相继在上海、香港、天津、烟台、镇

郝利洋行

Holman , B.

, Ameri-

can Mai - Mai Fur Corporation
Holman , Inc.

,

B.

,

, Amchina Fur

coφoration

江、汉口、威海卫、北京、济南、西
安、青岛、沈阳诸埠委托代理行或

设分号，经营水、火、伤害、汽车及

盗难等保险业务."瑞记"、"义
利"、"和记"、"泰昌"、"保泰"、"爹

美国皮货贸易行，本部纽约

核"、"安利"、"老沙逊"、"华隆"、

市。 1924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天

"新泰兴"、"信孚"、"中孚"、"亨利"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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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等行号先后充其代理行. 1930 年

南美贸易公司

代中核定资本为 200 万英镑，实收

Trading Co.

103 万余英镑. 1940 年代后期尚

South American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33 年y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新西兰"

韦策尔 (H.

M. Wetzell) 主持开

及"英格兰飞陈志鹏尝任公司护

办.华名别称南美洲贸易公司"初

号华经理.公司华名，上海 1915 年

设于圆明园路，嗣迁法界爱多亚

后径按代理行称"保泰"，香港则

路营业.汉口、天津及大连设代理

习称"南英燕梳".

处。进口商美咖啡、葡萄酒及食
品，兼笛一般出口贸易 .1943 年尚

南皇踊科厂

National Aniline &

Chemical Co.,

Inc. , of New

见于记载，买办兼暑经理陈文彬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花旗"等.

York I National Aniline & Chemical Co.

, U. S. A.

美国颜料化学工业公司.

咱

商清早报公司，南华早报公司

South China Morning

Pωt ，

Ltd.

1918 年创办，在美国注册为私有

香港云咸街英商报业公司.

有限公司，本部纽约市。旋即来华

1903 年《开剌报》职员骨坎宁安

开业，先后于上海、汉口、天津、香

(Alfred Cunninghan) 及香港辅仁

港及营口、大连、济南诸埠设分号

文社创始人之一、兴中会会员渤

或代理处.华名别称甫星颜料就

绩泰倡议创办，资本 15 万元，按香

青厂.进口所产就青、苯胶染料、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华名商清

硫化元及其它化学品，"安利"及

早报公司，著名律师伊尹士 (C.

"德记"等洋行一度充公司代理

Ewens) 等为董事，坎宁安任主笔

行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沪行

兼总经理，铸斯托里 CDouglas St o-

资本为 25 ， 000 美元，经理爱文斯

ry) 为副主笔，谢绩泰为买办.编稳

CC. G. Evans) ，往来银行为"汇

出版英文日刊《南清早报)(South

丰"、"花旗"及"大通气王乐平、王

China Morning

守箴、王玉书等尝充公司沪庄买

清早报行名簿 H South China Di-

办或华经理.

recto巧〉及《骨商清周报 H South

Post) 、年刊《瞥南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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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eekly Post) 等，兼相关印

社".旨在经营、开发所掠商满铁

刷及出版发行业务. 1904 年后寓

路及相关附属事业.本社东京，日

港执业律师虾士甸(J.

文原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

Scott

J.

称"满铁".初创资本为 2 亿日元，

Noble) 及旗昌(新旗昌〉洋行

半额出自政府.翌年 4 月来华开

伙东传休恩 (R. G. Shewan) 等相

业，迁本社于大连，安东、沈阳、吉

继位列董事.辛亥革命后更"南

林、哈尔滨、~春、上.海、北京、天

清"为"南华气 1930 年代中日销量

津、营口、四平、抚顺、辽阳、鞍山、

为 6 ， 000 份.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铁岭、开原、公主岭、本溪湖、龙

记载，董事兼总经理骨怀利。

口、青岛、汉口、南京、广州、香港

Wylie).

及东京、纽约各地先后设支社、公

Harston) 、美国医生那布(Dr.

W.

所、事务所或其它分支机构.经营

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

South

Manchuria Gas Co. , Ltd.

商满铁路运营建设事，兼及矿山、

航运、电力、煤气、仓棋、码头、农

大连西通日商煤气公司。

场、炼铁、房地产各业及文教、卫

1925 年 7 月就满铁瓦斯处改组开

生、调查研究等，附属单位约 80

办.沈阳、鞍山、长春、安东设文

个.可谓日本侵华的全能殖民机

店.核定资本 1 ， 000 万日元，实收

掬.所设调查部搜集我国政治、经

930 万日元.生产供应煤气、煤气

济、军事情报甚详 .1920 年核定资

副产品及相关用品.常务臼滨多

本增至 44 ， 000 万日元，实收资本

泽郎 .1937 年 11 月改组为满洲瓦

坷， 700 万日元 o 1930 年代中核定

斯株式会社，迁本店于"新京飞

资本为肘， 000 万日元，实收总额

51 ， 220.8万日元. 1937 年为欺骗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 Ltd. I Mantetsu

世界舆论，将"满铁"附属地行政

日本铁路公司. 1906 年 11 月

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1940 年

开办，为官商合营之所谓"特殊会

前实收资本累增至 69 ， 620.8 万日

南满铁路公司

权移交伪满洲国，同年底又将其
所营主要重工业移交新成立之满

茧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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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准备金 27 ， 889 万日元. 1945

册为美商私有有限公司，华名"五

年日本战败，公司于 9 月 30 日关

星"。烟台设分号.资本为规银 10

闭，由中国政府接收.历任总裁及

万两.总裁祷赖和~ (F. Reilly) ，杨

理事长、社长为後藤新平、中村是

氏任董事兼总经理. 1940 年代初

公、野村龙太郎、国泽新兵卫、中

尚见于记载.

村雄次郎、早川千育郎、 )11 村竹
泊、安广伴一郎、山本条太郎、仙

•

荣丰洋行

Br∞k

&. Co.

石贡、内回康哉、林博太郎、松冈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8 年前

洋右、大村卓一、小日山直登及山

卡六克 (E. Br'∞k) 就和丰洋行

崎元斡.

(Ðr∞k

•

&. Co. , E. )改组开办.初

设于圆明园赂，嗣迁九江路营业.

China

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保险及总

A路时iation F

佣金代理业务，代理英美几家保

Pongee

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30 年代中

s.

成为荣茂驳运公司产业. 1940 年

茧绸社 F 五星洋行

Merchants' Pongee
China

Merchants

Ass但iation ，

Federal Inc. , U.

A.

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烟台希腊织造出口贸易行.

1910 年杨诺德 (Emm.

丰".

P. Yan-

noulatos) 主持开办，上海设分号，

荣发牛奶公司

神户、开罗、纽约、伦敦设代表处.

Products

华名"茧绸社"。织造加工出口茧

Milk Co.

Corporation

,

G也neral

, Inc

绸、烟台子工花边、抽纱品、花边

美国奶品公司，总号纽约.

制品、绣货、发网、草帽缎及其它

1920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香港、

中国产物.在烟台、威海卫、栖霞、

汉口、天津诸埠设分号。因初到时

宁海、唐家泊等地，经营有"同德

以进口经营"菊花牌淡奶"等三家

恒"等 8 家缆丝织绸厂.兼营保险

奶品公司产品为特色，故华名称

代理业务. 1929 年前迁总号于上

"三源"，未几定名"荣发飞 1930 年

海，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

代初华行停办，改以"公利"等洋
、

将.

American Milk

户.~→，…啕…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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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Co., von". 1916 年后渐无所闻。

代理行仍为"公利".
荣茂驳运公司

荣华洋行

Duering , Henry von I

,

Düring. Wibel &. Co. , von Duer

I

Economic Transport &.

Lighter Co. , Ltd.
上海九江路英商运输行.

ing &. Co. • von

•

port Co.

Economic Trans-

上海泪泾路德商贸易行.

1934 年前来丰洋行主人卡六克

1900 年原任信义洋行职员椅迪林

(E. Br∞k)发起开办。初营报关、

CHenry von Duering) 个人开办，即

运输代理及运输承包业务，西名

U 姓字为行名.承办中国政府机

作 "EconorniC Transport Co. "。嗣

械采购供应业务，代理几家欧美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添驳运及

厂商公司，产品包括船舶马达、矿

打包业务，更西名为" Econornic

山机械、煤油引擎、弹药、通用机

Transport

械、电灯厂设备及榨油厂设备等。

Ltd.".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1905 年元旦祷维贝尔 (Kurt

载。沈贤林及陆厚坤、陆宗荣、王

Wibel) 入伙，成为合伙商号，遂更

厚坤等尝充是行华经理或高级华

西名为 "D植ring ，

职员.

Wibel &. Co. ,

&.

Li ghter

Co..

von" ，嗣先后迁黄浦滩路及北京
路营业，天津、青岛、北京诸埠设

荣泰洋行

Eitai Yoko

分号.经营电料、武器弹药及通用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8 年(或

机械，代表德国及欧美军火、炸药

作 1914 年)开办.南京、汉口、苏

及其它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州、芜湖、无锡、常州、九江、南昌

承办中国政府武器弹药及机械采

及丹阳、镇江、嘉兴、吴江、常熟、

购业务，尝承建北京紫禁城及镇

嘉善诸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

江、芜湖等地电灯安装工程，代办

进口经销海产物、食品、砂糖、自

海军营建业务，兼营廷头贸易。

行车部件、橡胶制品、纸类、药品、

1913 年前维氏退伙，仍由迪林独

建材及杂货，出口杂谷、肥料、猪

力维持，更西名为 "Duering 8ι

票、羊毛、禽毛、油脂、植物泊、制

,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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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原料、贝壳、茶叶、蛋、蛋制品及

上海乍浦路日商乐器店.

其它土产。 1944 年有资本 30 万日

1925 年前开办，日文原称合名会

元，代表宫下万次郎，往来银行为

社荣商会。北四川路设支店。进口

"横滨正金"。

经销欧美及日本所产钢琴、风琴、
留声机、留声机唱片、无线电收音

Wheen , Ed ward I

机及其它乐器.兼营佣金代理业

Wheen &. Son , Edward I Wheen &.

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伙东四至

So ns , Ed ward I Wheen &. Sons ,
Ltd. , Edward

本义一及矶村喜久、小川芳男，往

荣泰洋行

上海九江路英商贸易行.
1882 年铃惠恩(Edward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上海"及"汉口气

Whee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

荣彰公司

佣金代理业务及羊毛、杂货进出

Co.

口贸易. 1895 年前迁江西路营业.

I

Macbeth , Pawsey &.

Mac beth , Gray &. Co.
上海英商西服呢绒号.

1913 年前改组为父子合伙商行，

年〈或作 1900 年〉骨麦克贝恩

先后启用"Wheen

&. Son ,

(J ames Macbeth) 与原香港连卡剌

&. Sons , Ed-

佛公司横滨分号职员铃波西 (A.

ward" 新西名，曼彻斯特设联号.

E. Paw盹y) 合伙开办，西名作

1919 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Macbeth , Pawsey &. Co.飞初设

为有限责任公司，遂变更西名为

子四川路，嗣迁南京路营业.承做

"Wh臼n

Edward气

高档西服，经营呢绒服装及各类

迁法界法兰西外滩营业.香港设

服饰用品 .1919 年前波氏退伙，原

分号.资本银 40 万两。经营羊毛

泰兴公司职员葛莱 (c. N. Gray)

及呢绒延头、酒食杂货进口贸易.

加入，遂变更西名为 "Macbeth ，

1935 年后渐无所闻，赞小惠恩 (L.

Gray &. Co. ". 1920 年代中葛民退

R. Wheen) 。

伙自立门户，"荣彰"改由麦克贝

Edward" 及 "Wheen

&. Sons , Ltd. ,

思个人经营，华洋行名依旧 o

荣商会

唰

1911

Sakae Shokai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善艾

革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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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 (Claud Ivery). 往来银行为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汇丰飞伍荣桂尝充是行华经理。
威大洋行 p 宝克新行
革新有限公司

Gresham &. Co. •

Vajda &.

Co. • G.
上海捷商(或作匈商〉贸易

Ltd. • H. F.
英国纺织业有限公司。革新

行。 1928 年(或作 1919 年及 1923

(H. F. Gr臼ham) 发起开办，本部

年〉宝克洋行职员威大 (G. Vajda)

布雷德福及曼彻斯特。 1920 年代

个人开办.初设于广东路，嗣迁四

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仁记路.

川路营业.北京、广州、烟台、汕

进口经销所产呢绒、延头及伞布.

头、香港先后设分号.进口英、德、

夫几分号停办，对华业务改以英

意、奥、捷、美、瑞士诸国所产精梳

商丰裕洋行代理 o 1940 年代初前

短毛、长弹毛、化学品、制皂香精、

见于记载.

搪瓷器原料、专卖成药、呢绒延
头、颜料、五金工具及杂货$出口

厚丰有限公司

Margarine

Co..

Ltd.

I

United

花边、绣货、手帕、尊编品、黄铜

Edible

器、漆器、滑石器、珠宝首饰、宝

Products. Ltd.

石、次宝石雕刻品、废纸及藤柳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食品公

器、麻将牌、雕花木器、景泰蓝、瓷

司 o 1934 年前英商驻华利华肥皂

器等.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有限公司开办，西名初作 "United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Margarine Co. • Ltd. " .嗣改"Edi

银行为"中法工商"、"汇丰"、"华

ble Products. Ltd" 0 按香港公司注

比"、"华义"及"荷国安达".张志

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生

范、陈文灿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产厂设于杨树浦路.生产经销"维
他纳"、"鹦鹉"、"美女"、"风车"、

威而惠司洋行

"牡丹"、"盾"、"鹰"诸牌号人造奶

national Co.

W alworth Inter-

泊、冷餐油及精炼混合配方植物

美国工业公司. 1842 年创办，

油等，兼营相关出口业务 01940 年

西名原称 "Walwo口h Mfg. Co.".

成

479
本部纽约市。嗣按纽约州法律注

于记载.

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布宜诺斯艾
利斯、伦敦及印度、澳洲设分号.

咸林诗积电器有限公司

1919 年〈或作 1920 年)以现名来

Wm. C.

华开业，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九

Wil1 iam C.

,

Jack.

Jack &. Co.. Ltd..

江路及四川路营业，骨凯坦 CHen

香港英商工程公司. 1908 年

ry Katten) 首任经理.进口本厂及

前原香港黄浦船澳公司主任工程

美国其他名厂所产管子、铁管材

师、英国造船师学会会员威林诗

料、阀门开关、工具、石墨熔铜锅、

积 (William Charles Jack) 个人开

石墨润滑料、锯条、叶片、 it 量表、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1914 年前改

磨轮及橡胶制品等，代理相关厂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Jack

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太平洋战

Co. • Ltd. • William C.

争爆发后沪行由华经理郁钟漠主

初设于德辅道中，嗣先后迁皇后

持. 1946 年注册资本为法币 500

大道中及车打道营业 e 湾仔设电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镀厂及修理厂，九龙旺角嘴设仓

来银行为"花旗"及"浙江兴业".

梭及厂.承办造船、电气、机械、电

&.

"新百名.

镀、营造诸工程及相关修理业务，
威林花麻洋行

Farmer &. Co. •

W il1iam

包揽政府工程，销售轮船及汽艇，
进口英国产电表、变压器、电线电

广州l 沙丽英界英商贸易行.

缆、油漆清漆、滑泊、电气装置、钢

1917 年前域多利酒店主人威林花

金、电料等.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

麻 (William Farmer) 与人合伙开

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办，华名别称花麻威林津行.未儿

记载.

改由花麻家独资经营.经营进出

'在司

口贸易，承办旅游及其它佣金代

威躏洋行

理业务。 1930 年代初由铃花麻罗

Asbestos Co. • Ltd.

Shanghai Electric &.

兰 (WilIiam Roland Farmer) 接办，

上海英商电气工程行. 1902

华洋行名依旧 o 1940 年代初尚见

年〈或作 1903 年〉铃贝威麟 (W.

J

拱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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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出面就东海电气公司(Orien-

卷烟生产及烟草贸易。嗣增核定

Electrical &. General Irnport

资本为银 30 万元，实收 20 万元，

Co. )改组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

为驻华英美烟公司子公司，书记

注程注册.核定资本 20 万元(或作

牛臣(钮生， C. C. Newson) 。公司

银 12.5 万元〉。初设于北京路，嗣

华名初称"基斯登"，嗣定名"拱

先后迁南京路及四川路营业，圆

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

明园路及四川路设找房.厦门设

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战后

分号。承办电气安装及机械工程，

恢复， 1946 年 8 月在香港注册.

承包政府相关材料供应业务，经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

tal

营石棉、橡胶、油漆、泊及杂货贸

易，代理几家英国厂商公司. 1918

览勿夜冷馆

年前后宣布自动清理，随之并入

R.

礼昌洋行.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

mert Brothers

, Lammert ,

Lammert , Geo.

Geo. P.

,

La m-

香港西商拍卖行。 1867 年前

载.

原法商架律士夜冷馆 (Glatz ，

拱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英商基

Lammert &. Co. )合伙人览勿 (G.

斯登烟有限公司

R. Lammert) 与原也旬洋行 (Mar

Keystone Tc•

tin &. Co. )职员押件臣。. Atkin-

bacco Co. , Ltd.
上海英商烟业公司. 1913 年

四n) 合伙创办于皇后大道，时称览

底大英烟公司董事裴磊(培雷，

勿亚(押)件臣夜玲馆(Lammert ，

Robert Bailey) 、莫逸士(马利士，

Atkinson &. Co. ) .经营船具、百

W. Moπis) 、开纳脱 (W. B. Ken-

货、拍卖及佣金代理业务.嗣押件

nett )与英美烟公司职员柏思德

臣退伙，由览勿独力维持，西名作

(A. Basset)、晋隆祥行 111 会汁师

"Lammert , Geo. R." ，行在都爹

福司德 (W. C. Foster) 等集资银 1

厘街 .1895 年前览勿退居次位，由

万元开办.初设于博物院路，嗣先

其子接办，更西名为" Lammert ,

后迁黄浦滩路及苏州路营业.大

Geo. P.". 除拍卖业外，兼营佑

连越后町设分号.辽阳设厂.经营

价、股票经纪、验货公证及出口贸

•

省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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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业务。 1920 年前后改组为兄

1925 年前万通公司 CGeneral For-

弟合伙行号，遂启用" Lammert

warding &. Trading Corporation.

Brothers"新西名，华名别称"林勿

Ltd.

兄弟拍卖验货估价员 ".1930 年代

古利亚耶夫 (G. Poguliaeff)等合

迁干诺道中营业. 1940 年代尚见

伙开办.生产经营磨光平板我璃、

于记载。

窗玻璃及饰银玻璃等. 1940 年代

)与善奥背 (L. Okun) 及骨波

尚见于记载.
省港澳火船公司

Hongkong.

Ca nton &. Macao Steamboat Co. ,
Ltd.
香港英商(或作英国及葡萄

哈尔滨铝木厂$哈尔亲制材合资
会社

Harbin SaW lIli\l, Ltd.

,

Harbin Seizai Goshi Kaisha

牙商〉轮船公司 .1865 年由德忌利

哈尔滨日商木材公司锯木

士洋行主人发起开办，旨在接替

厂. 1921 年开办。核定资本 50 万

"琼记"及"旗昌"洋行所营珠江下

日元，实收 15.6 万日元.经营木材

游航运业务。初办资本 75 万元，广

加工等业务. 1930 年中尚见于记

州及澳门委托代理行，以"九江、

载.

"金山"、"白云"、"士迫"诸船航行
于香港一一广州一一澳门向.

哈同洋行

1910 年代中盛时有船九艘.辟有

Hard∞，n 8ι Co.

香港一一广州、香港一一澳门、香

&. Co. • Ltd. • S. A.

Hard∞n ， S. A.

, S. A.

,

, Hard∞n

港一一江门、广州一一澳门及广

上海南京路英商洋行. 1901

州一一梧州诸航班，实收资本 120

年(或作 1879 年〉新沙逊洋行经

万元.其后船数稍减 .1940 年代尚

理、英籍犹太人哈同 C Silas Aaron

见于记载.

Hard∞，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行名.经营地产及进出口贸易业，

哈尔滨玻璃公司

Glass Products

Trade &. Industrial Co.

, Ltd.

哈尔滨道里西商工贸公司。

唰

兼经租. 1931 年哈同去世后一度
涅没无闻.嗣后由铃乔治哈同

CDavid George Hard∞n) 出面接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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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西名或作 "Hard∞n &. Co.飞

时经理为哈志格夫人 (Mrs. S.

1943年行内高级华职员有瞿鸿

Hertzka) .往来银行先后有"德华"

仁、张学忠、沈立诚、叶嘉义、彭椿

及"汇丰"、"大通"。陈嫌勋、钱希

年及龚才伯等. 1946 年改组为有

龄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限责任公司，遂变更其西名为
别称哈同有限公司.经租地产、房

, Sietas
&. Co. • H. , Sietas. B10ck &. Co. ,

地产及仓库.兼营进出口贸易。

Sietas. Plambeck &.

"Hardoon &. Co. • Ltd. • S. A.

n

,

哈唰洋行

Sietas &. Co.

Co.

1949 年有地产 467 亩，房屋 1.262

烟台德商贸易行. 1861 年份

幢共 317.644 平方米.华顾问徐润

虾塔斯 (H. Sietas) 发起开办，西名

泉。

"Si etas &. Co. " .经营百货店及买
办业务，为烟台最老的洋行之一.

哈志格洋行

Hertzka. A. R.

华名初作"虾厘"，嗣定名"哈喇"，

上海捷克斯洛伐克(或作德

别作"哈利". 1872 年前由铃基尔

国〉贸易商行。 1927 年奥商福纳洋

希斯坦(J. C. Kirschstein) 等合伙

行 (Phoenix

接办，更西名为 "Sietas &.

Industrial &. Co mmer-

Co. •

cial Co rp. • L td. )经理哈志格 (A.

H. ".陆续添营总进口贸易及海陆

R. Hertzka) 个人开办。初设于福

军供应承包商业务，代理德英几

州路，嗣先后迁黄浦滩路、博物院

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世纪之

路及四川路营业.进口经销德、

交先后增设青岛、旅顺及威海卫

奥、荷、法、比及北欧诸国所产纸、

分号，分别启用 "Sietas. Blc比k&.

纸板、纸浆及化学品等，代表德、

Co.

奥、比、挪威几家厂商公司. 1947

新西名.开办有烟台印字馆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法币 1.5 亿

(Chef∞ Printing Press). 为烟台

元。添营染料、延头、五金、五金工

轮公司 (Chef，∞ Waterboat Co. )东

具、文具及卷烟纸进口贸易，代理

主之一.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

英、美、荷及瑞典、挪威几家厂商

后渐无所闻.

"及 "Sietas.

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

二十一一→一一一一

Plambeck &. Co. "

哈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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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通照相馆 I~东照相馆

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

Hartung ,

代尚见于记载.

M.

I

Hartung's Photo

Shop
北京东交民巷德商照相馆。

咪地洋行

Meyer , Adolph E.

,

, Garrels , Bömer &.

1912 年(或作 1908 年〉哈通 (M.

Meyer &. Co.

Hartung)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Co.

名. 1917 年前后渐无所闻. 1921

Ltd. , Mee Yeh Handels Compag-

年前复见，更名"阿东 "(Ha此ung's

nie

Photo Shop). 北京大饭店及六国

I

Garrels , B ö mer &. Co. ,

香港德商贸易行. 1872 年前

饭店设分号.经营普通及美术照

咪地 (Adolph

相，兼营照相用品、彩包风景照

于士丹利街，即以姓字为行名。

片、电影材料及照片冲洗扩印诸

1874 年迁本部于汉堡，香港、上

业务. 1930 年代中骨泽克尔 (F.

海、汉口先后设分号，经营总迸出

Secker) 出任经理. 1944 年尚见于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891 年

记载.

前眯咄之后崩梅雅德(H.

E.

Meyer) 个人创办

C. Ed-

uard Meyer) 出主行务，启用 "Mey
哗路仔洋行

,

Mello

&.. Co. , A.

A. de Mello , A. A. de

喻恻

er

&.. Co. "新西名.与天津1!t昌洋

行关系至密. 1913 年前由合伙人

澳门商湾葡商贸易行. 1861

嘉氏。. H. Garrels)及柏氏 (H. B

年前巴西驻澳门副领事博路 (A.

δrner) 联手接办，遂更西名为

A. de Mello) 等合伙创办，西名

uGarrels , Bömer

"Mello &. Co. , A. A. de" 。经营

代理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嗣渐无所

华行一度歇业. 1920 年代初恢复，

阔.本世纪初由其后嗣畔路仔 (A.

启用 UMee

A. de Mello) 个人接办，启用

nie"新西名.汉口及长抄袭用旧西

"Mello , A. A. de" 新西名，华名

名者，华名别称嘉柏洋行.上海广

佯路仔洋行，别称美路仔洋行.代

东路形同总号，汉口及香港设分

理英、美、日、德轮船、保险及其它

号，为私有合伙商行.进口化学

&.. Co. "，添长沙

Yeh Ha ndels Compag-

-…_.，_.-..，币。川

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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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呢绒定头、烟叶、机器、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5 年开

工业原料、机泊、五金、纸、化妆

办.先后在海能路及吴淤路营业.

品、化肥、肥皂及杂货;代理德国

进口日本树胶、泊类、工业原料、

及欧美厂商公司十数家 F 充大华

纽扣制作机及相关零件等，出口

利化学总公司及大华利卫生食料

贝壳、纽扣坯，销往日本。 1943 年

厂全权经理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尚见于记载，山内盛一郎主其事，

经理费科图姆 (A. Cortum). 华经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理董变芳、贺其良尝充是行买办。

往来银行为"汇丰"、"和嘀"、"德

昭和海运公司

华"及"大通".

portation Co.,

Showa TransShowa Shipping

Co. , Showa Shipping Co. , Ltd.
电华颜料厂

上海汉口路日商航运公司.

]apan Dyestuff

Manufacturing Co. , Ltd.
日本染料工业公司 .1916 年 2

1927 年(或作 1929 年〉开办，商名
U

Showa Transportation

Co."或

月开办，日文原称日本染料制造

"Showa Shipping Co.气经营航运

株式会社，本社大阪.核定资本

业，兼相关经纪及装卸业务.

700 万日元，收足，东京日本桥设

年代初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更

分支店 .1931 年来华开业，子上海

西名为 U

江西路设营业所，称"昭华颜料

Ltd. " .原副经理田中有藏主其

厂".嗣天津及青岛营业所相继成

事，别称株式会社昭和海运公司.

立.进口经销所产染料及化学品、

青岛设支店，烟台、南京、芜湖、香

触煤剂、药品、香料等. 1940 年核

港诸埠先后设蕾业所，添报关及

定资本累增至 3 ， 000 万日元，实收

保险、航运代理等业务 .1942 年前

资本 1 ， 875 万日元.董事长稻烟腔

后迁黄浦滩路营业. 1944 年尚见

太郎，社长稻烟二郎 .1944 年尚见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0 万日元，专

于记载.

务团中有藏，董事兼经理细野一

1930

Showa Shipping Co.,

二.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三
唱和洋行

Showa Yoko

菱"、"朝鲜"、"住友"及"上海".

‘

品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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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利洋行

Pentreath

&. Co. .

Water Co.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贸易行.

天津俄界普克第路希腊商汽

1915 年前开办，母号设于爪哇三

水厂. 1912 年前特马弗罗马拉斯

&. Co.飞

(S Mavromaras) 个人开办. 1914

初营佣金代理及食糖经纪业，嗣

年前出倒.由英商山海关汽水公

改营食糖及一般进出口贸易.代

司 (Crystal ， Ltd. )受盘接办，其时

理英国伦敦几家厂商公司。 1940

总经理为铃麦克道尔(D. R. Mc-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其时业主为

DowalD. 经营汽水制造业. 1947

宝垄，西名 "Butterworth

铸品特里思(George A.

年尚且于记载 e

Pen-

treath) 。

星咸兄弟有限公司
品德洋行

A.

Painter &. Co., D.

Bros. &. Co. , Ltd.

Painter , D. A.

I

Singham

上海河南路英国印度商贸易

北京西商洋行。 1912 年前品

行. 1920 年星咸 (V. S. C. Sing-

德 (D. A. Painter) 主持开办，西

ham) 兄弟发起开办.香港、天津及

名 "Painter

&. Co.

A.". 初设

科伦坡、神户设分号.进口印、澳、

于崇文门内大街，嗣迁王府井大

新加坡所产止痛泊、本草根茎、祖

街营业.经营拍卖、家具制造、室

麻布、虫疲片、棉花、番红花、茶

内陈设承包供应等业务. 1930 年

叶、辩羊角、小麦、橡胶及制造品 F

代初改由品德个人经营，更商名

出口青豆、矿饼、花生、猪鬓、头

, D.

".先后迁煤渣

发、禽毛、桐泊及绸缎等，销往印

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及北池子营

度及欧美.代理印、加、德、美、英

业.经营拍卖业，出口中国古玩、

几家厂商公司. 1938 年尚见于记

美术品、铜器、锡器、珠宝首饰及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为 "Painter

, D. A.

地毯等，兼相关打包业务. 1930 年
代末尚见于记载.

思九生洋行

E.
星光汽水公司

Stewardson &. Spence I Stew-

ardson , Spence &. Watson

Starlignt Aerated

•
,

I

Stewardson , R.

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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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圆明园路英商建筑工程

后在仁记路及广东路营业.

1930

行 .1913 年原任英商玛礼逊洋行

年代初代表处裁撤，乃改由圆明

(Christie &. Johnson) 职员，英国皇

园路安福洋行代理. 1940 年代初

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思九生 (R.

尚见于记载.

E.

Stewardson) 个人开办，即以姓

字为行名. 1919 年后一度与人合
伙经营，先后启用.. Stewardson
Spence"及 "Stewardson ，

&.
Spence &.

,
思派克洋行

Sparks , D. E.

上海黄浦滩路美商(或作英

商〉洋行. 1919 年思派克 (D.

B.

Watson" 新西名，汉口设营业处.

Sparks) 个人开办.初为坎拿大商

1920 年代后期散伙.嗣仍由思氏

品陈列所(Canadian

个人经营，恢复原称.时思丸生早

Sales R∞，m) 驻华代表，直接代表

已为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承办

加拿大厂商在华业务.嗣充联华

建筑设计及相关测绘检验业务，

洋行 (United

经营地产及房地产. 1938 年尚见

销售代理行. 1930 年代添营造出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余嘉

口贸易，进口毛织品及丝绒等，出

福及顾海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或

口自麻布、地毯、毛巾及其它中国

华经理.

产物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Government

Products Co. )驻华

往来银行为"汇丰".
思九汤森有限公司

Stewart ,

Thomson &. Co. , Ltd.

拜王军颜料厂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本部曼

Bayer

彻斯特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riken

海设代表处，以原中和洋行代签

Bayer &. Co.

Farbenfabriken

Akt~四11民haft I
VOllll.

Farben{ab-

Friedr. Bayer &. Co.

I

, Friedr.

有效入骨达尔迪 CH. W. Daldy)

德国颜料工业公司. 1863 年

为代表，拓展对华贸易.进口推销

化学产品推销员拜耳 (Friedrich

所产棉布、呢绒、棉纱、毛纱及其

Bayer) 发起创办，本部勒弗库森，

它纺织原料. 1920 年代中改由葛

生产偶氮染料及茜素染料.

兰海姆 (D. M. Graham) 代表，先

年拜耳去世后即由其子小拜耳

1880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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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drich Bayer) 主持接办. 1899

(]. J.

年首先研制成功阿司匹林药品.

子，嗣迁本部于莫斯科.图拉、敖

19]4 年前来华开业，子上海、叹

德萨、伊尔库茨克及梅兰泡、庙

口、民沙及天津、香港、广州、重庆

街、伯力、择亚、双城子、切尔尼戈

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西名"Bayer

夫卡、海参殿、堪察加彼德罗巴甫

Friedr. 飞进口经销所产

洛夫斯克等地设分号，欧美各埠

颜料. 1917 年中国政府对德奥宣

设办庄.经营综合贸易业，开办有

战后歇业 .1920 年代初恢复，兼膏

多家工业加工企业. 1901 年前来

药品及照相材料等. 1925 年后华

华开业，旅顺口、哈尔滨、沈阳、齐

行相继关闭，业务由德孚洋行接

齐哈尔、大连先后设店，商名

办.

"Ch∞rin

&. Co. ,

Choorin) 家族创办于双城

&. Co. "或.. Tschurin &.

Co. , J. J. ".经营百货店及加工
秋回商会木材株式会社

Akita
Lumber Co. , Ltd. Akita Shokai
Mokuzai Kabushiki Kaisha

,

、

•

大连北下山通日商木材公

工业.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易
主，由骨卡相诺夫 (A.

W. Kas-

sianofO 家族合伙接办，启用 "Kas

sianoff &. Co.

, Ltd. , A.

W." 新

司 .1920 年秋回民等发起开办.核

四名，董事会一度设于海参威.华

定资本 150 万日元，实收 37 万余

行西名依旧.嗣迁本店于哈尔滨

日元.沈阳、青岛、旅顺、安东、"新

商岗，因名 "Tschurin

京"及朝鲜京城〈汉城〉设支店或

1. 气道里、沈阳、四平街、长春、海

营业所。经营木材贸易，所属锯木

拉尔、大连、黑洞、博克图、安东、

场加工各式木材. 1930 年代末尚

吉林、锦县、漠洞、呼玛、开库康及

见于记载

神户、苏联三江地区、伦敦、纽约、

&. Co. , 1.

汉堡各地相继设分号及代理处.

秋林洋行，秋林公司

Ch∞rin

Co., Tschurin &. Co.,

&.

J. J.

,

Tschurin &. Co. , 1. 1.

经营百货店及总进口贸易，开办
有发电厂、烟厂、泊漆厂、腊肠厂、
肥皂厂、茶叶包装加工车间及酒

『

俄国工贸公司. 1867 年秋林

厂等，兼营运输及总承包商业务.

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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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因名作

(C. S. Franklin) 任董事长。南京

&. Co. • Ltd. • 1. 1. "0

及香港设分号。华德路设制药厂，

其时常务董事为善菲特雷尔<E.

生产各种化学药品.进口药品、药

。. F uetterer ) .幡罗特曼 (A. H.

材、化学品、医院材料、实验室材

Rottmann) 等任经理。

料、外科器械、科学仪器、光学仪

"Tschurin

与

器，出口"科发"产品。所属华东药
科发大药房
Schr优derl

Ltd.

I

Voelkel
Voelkel

& Schroeder.

American Drug Co.

Ameriçan

Drug

&

Co..

房 <American Dispensary) 经营日

常零售业务.代理欧美相关厂商

, Kofa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o 1940 年代末

F ederal

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40 万美
元.往来银行为"汇卒"、"大通"、

Inc. • U. S. A.
上海南京路西商药店。 1866

"中国"、"金城"及"中国实业"。总

年德商科氏 (S. Yoelke]) 与人合伙

经理李祖冀，副总经理李民汉.汪

开办，定西名为 "Yoelkel

逢治尝充是行华经理。

&

Schr<优rler" 0 经售西药，兼药品制

造业务.代理汉诺威等埠几家厂

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

商公司.本世纪初改组为有限责

Hongkong & Kowloon Wh arf &.

任公司，更西名为 "Y臼lkel

&

J

Godown Co. • Ltd.

Schroerler • Ltd.". 薛鲁敦 (H.

香港丸龙及正街英商公司.

Schloteω 主其事 o 1919 年转由美

1885 年(或作 1886 年〉怡和洋行

商接办，更西名为 "Ameriαn 阮ug

驻港资深伙东葛司会(James

Co."，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为私

K臼wick) 、退罗驻香港领事这叮

有有限公司 o 1928 年复按美国在

(Hon. C. P. Chater)、天祥洋行

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启用 "Kofa

职员铃多德韦尔 <F. Dod welD 、旗

J.

Ferleral

昌洋行伙东骨科士 (William H.

Inc. • U. S. 丸"新西名.核定资

Forbes) 及沙逊洋行伙东铸迪阿沙

本墨洋 200 万元 .1930 年代中实

逊(D. R. sa回∞川等发起创办.

收 57.96 万元，旅沪名律师樊克令

注册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资

American

Drug

C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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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0 万港元。经营码头、堆横及装

东京、伦敦、纽约、旧金山、瓦尔帕

卸等业务。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

莱索、马尼拉、墨尔本、悉尼、曼

累增至 300 万元，收足。 1940 年代

谷、 f阳光、海防、西贡、新加坡、孟

尚且于记载。

买、加尔各答、泪水、巴达维亚诸
埠先后设分行或代理处，经营汇

香港大药房

Hongkong Dispen-

'

兑、储蓄、借贷、抵押、纸币发行诸
业务。自股权渐归发起英商，"汇

sary
香港英商药房. 1841 年屈臣

丰"与其它在华英商结合，俨然成

民 (Alexander S. Watson) 发起创

为英国在华经济权益的代表者，

办，初设于皇后大道。经销西药、

在历次外国对华贷款中起着举足

成药、药材及药品杂货。实即屈臣

轻重的作用。 1911 年后取得关、盐

民大药房 (Waωon

&. Co. • A. S. )

两税存款权. 1915 年核定资本规

之前身.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为

银 1 ， 500 万元，收足. 1920 年代初

&. Co. •

增核定资本为主E银 5.000 万元，分

屈臣民有限公司 (Watson

40 万股，每股 125 元，实收 2.000

Ltd. • A. S.) 产业.
、

•

香

香港上海汇丰悔，汇丰银行，香
港上海银仔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万元，在中国金融市场始终保持
首要地位。 1930 年代中资产负债
总额为 116 ， 845 万余港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银行华名，上

香港皇后大道英商银行。

海及内地各埠称"汇丰"，香港及

1864 年"太古"、"沙逊"、"旗昌"、

广州等埠则多称"香港上海"，而

"怡和"、"禅臣"等十大洋行的英、

1867 年 4 德臣报行名簿 HChìna

美、德籍商人发起创办。核定资本

Directory) 更记为"香港上海汇理

500 万港元，实收仅得其半.翌年 4

银行飞王槐山、叶德水、席正商、

月开始营业，上海、天津、北京、汉

刘津樵、席立功、罗寿肃、叶鹤秋、

口、福州、厦门、淡水、威海卫、广

陶述、吴搬鼎、邓纪常、席鹿缝、龚

州、烟台、青岛、汕头、宁波、九江、

子渔、龚星五、龚振方、叶鸿翔、叶

沈阳、哈尔滨、重庆及横滨、神户、

祥麟、陈廉伯及邓君祥等先后充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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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买办。

见于记载，由牛奶冰厂有限公司

(Dairy , Farm , Ice &. Cold Stor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

age , Ltd. )全权经理.

Hongkong &. Shanghai Hotels ,

4岛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

Ltd.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饭店公

Hongkong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司. 1923 年就香港客店公司改组

香港英商保险公司. 1867 年

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前琼记洋行(易公司〉经理铃韦勒

核定资本 1 ， 500 万港元， 1930 年

(Geo. F. Weller) 及沙逊〈沙宣〉洋

代中实收 1 ， 193 万余元，上海及北

行经理沙逊 (5.

京设分公司.拥有香港"香港"、

起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

"山顶"、"赞浅水湾 "(Repulse

上海、哈尔滨、北京、汉口、安东、

Hotel)、赞大英 (Peninsula

Ba y
Hotel) ,

宜昌、天津、福州、重庆及大连诸

上海"客利"、"大华"、"礼查"、"汇

埠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水

中"，北京"六国"诸酒店、饭店，以

火、家庭财产、盗难、地震及其它

及香港大酒店车房、香港大酒店

保险业务.怡和洋行全权经理.

电灯房等附属企业. 1940 年代尚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200 万港

见于记载，重事长为虾士甸(].

元，实收 80 万港元，其时资产总值

Scott Harston).

达 1 ， 000 万港元，公积金 12.5 万

D. Sassoon) 等发

...

英镑.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香港广州冰厂有限公司，香港广
州制雪有限公司

Hongkon
吨
g&.

番港电车公司

Ca nton Ice Manufacturing Co.,

Tramways Co. , Ltd.

Ltd.

Tramways , Ltd.

Hon
吨
怯
g
k军ω
阳
创n
0
佣

, Hongkong

香港亚厘毕下道英商制冰公

香港坚拿道东剌士利街英商

司。 1921 年怡和洋行等发起开办。

电车公司。本世纪初旅港英商、退

广州沙商法界设分号.经营制冰

罗驻香港领事这打 (Sir C. P.

及冷库难找诸业务. 1940 年代尚

Chater)等发起开办，为公众性股

'

,

份有限公司。 1904 年 6 月开始运

香港电话有限公司 F 德律风公司

营。自设有发电厂 .1910 年代中核

Hongkong T e1egraphone Co. ,

定资本为钮， 250 英镑，收足，发行
陶h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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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5 厘优先抵押债券 205 ， 000 英镑。

香港英商电话公司. 1926 年

1940 年代尚且子记载，怡和洋行

前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董事妖

经理铃佩特森 0.

德育。.

J.

Paterson) 任

H.

Taggart) 及著名执业

律师虾士甸 O.

董事妖.

Scott Harston) 等

发起开办.初设于皇后大道中，嗣
香港电灯公司

Hongkong Elec-

山顶、大浦、粉岭及茎湾诸交换

tnc Co. , Ltd.
香港英商电力公司。 1889 年
遇罗驻香港领事这打 (Hon.

C.

P. Chater) 、怡和洋行伙东葛司会
。.
气.

4

‘

..

J.

迁德辅道中营业.设中心、九龙、
台，经营港埠公私电话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董事长虾士旬，
德育等为董事.

K四wick) 、瑞记洋行伙东兼

奥匈驻香港领事铃琅思内克尔

香港印字馆

(L. P侃snecker) 、汇丰银行董事

Press Hongkong Printing

长铸达尔林普尔 (H.

Ltd.

L. Dalrym-

Hongkong Printing

,

Pre!弱，

ple) 、德忌利士洋行伙东骨戴维斯

香港商商印刷厂. 1892 年原

(T. D. Davies) 等发起开办，为港

别发洋行香港分号职员怜浑维尔

埠第一家供电公司.初办资本银

(L. J. Xavier) 个人开办，西名

30 万元， 1899 年增至 60 万元.所

"Hongkong Printing Press". 初设

属发电厂先后设于湾仔永丰街及

于德记拉街，嗣先后迁云咸街及

北角.业务先后由"劫行"(仁记洋

皇后大道中营业.九龙宝灵街设

行〉金权经理及代理，皇后大道中

营业所.承办一般印刷、石印及装

及德辅道中尝设陈列所. 1940 年

订业务. 1920 年代末改组为有限

代尚见于记载，董事长铃威尔金

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Hongkong

森 (H.

Printing Press , Ltd." ，华名依旧.

V. Wilkin甜n) ，或记其资

本为 112.5 万港元.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善小泽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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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CP.

A. Xavier) 及铃易佐治

CGeorp-e Yipp) 任常务董事。

、如

厂。进口经销汽车零部件、无线电

机、无线电零件及蓄电池等，承接
汽车修配及蓄电池更换、充电业

香港伊藤商行有限公司

Ito

8在

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Co. (Hongkong) , Ltd. , G.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29 年 5

香港实业信托公司 g 香港地产信

月(或作 1930 年 4 月〉上海伊藤商

托有限公司

Ho吨kong Realty

行香港支店经理目时次郎等发起

& Trust Co. , Ltd.

就原店改组开办.初设于德辅道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地产信托

中，嗣迁雪厂街(日占时期称中住

公司。 1924 年前英商香港及上海

吉通〉营业。广州、澳门及大阪设

大酒店公司董事长德吉(].

支店。进口经销日、美等国纸类、

Taggart) 等发起开办.经营房地产

烟草、化学药品及杂货，出口中国

信托业，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工

产物，销往日本及台湾。兼营佣金

程、测绘检验等营造业务 .1940 年

代理业务. 1944 年有资本 10 万

代淌见于记载，德吉任常务董事.

H.

"

元，目时次郎主其事.
香港客店公司
香港汽车用品公司

,

Hongkong

Motor Acc恼。ry Co. , Hongkong
Motor Acce晤。ry Co. , Ltd.
香港英商汽车零件行. 1920

Hongkong Hotel

Co., Ltd.
香港西商饭店公司。 1866 年
跋利剌士 (E. R. Belilios) 与兰士

顿 (Wm.

R. Landstein) 等发起开

年代骨奈待(L. F. Knight) 与美

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国运通银行香港分行航运部主任

酒店业.所属香港酒店本世纪初

铸奈多玛(T. L. Knight)等合伙

按最新图纸全部翻建，为六层哥

开办. 193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

特式楼房，有客房 200 套，附设旅

任公司.初设于德辅道中，嗣先后

客专用弹子房、酒吧、绘画阅览

迂雪厂街及车打道营业.九龙弥

室、散步庭园、屋顶花园及管弦乐

敦道及亚士厦道设分号及修配

队。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100

,

『

,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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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钢铁、锻铮、电气诸工种.至世

券 75 万元. 1923 年改组，是为"香

纪末，常年雇工 3 ， 500-4 ， 500 人，

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

所属红耐、大角嘴及石排湾诸船
坞，有九座造船台，起重架吊装能

"'

飞叮

"

万元，发行六厘优先抵押公司债

香港铁矿公司

Hongkong lron

力为 100 吨，能建造长度为 700 英

尺的船体 .1910 年再度改组，糟核

Mining Co. , Ltd.
香港英商铁矿工业公司。

定资本为 300 万元，实收 250 万

1906 年前港府议政局议员及退罗

元 .1930 年代中或记其资本为 730

驻香港领事这打 (Sir C.

万港元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怡

P.

Chater) 等发起开办，资本银 100

和(渣颠〉洋行经理香紫徽〈克锡，

万元，为怡和洋行关系企业.初设

Wm. Keswick) 首任董事长，天祥

于皇后大道中，嗣迁车打道营业。

洋行伙东及常务董事传多德韦尔

经营铁矿开采及相关业务. 1940

(Stanley H. 队对dwell)后期任董

年代尚见于记载，董事长为发起

事长数十年.

人之一，怡和洋行董事兼经理铸
佩特森(J.

J. Paterson).

香港雪厂

Hongkong Ice Co. ,

Ltd.
香港黄埔船澳公司

Hongkong

&. Wham阴a Doc k Co. , Ltd.

香港英商制冰冷藏公司.
1874 年开办，所在地因以称雪厂

香港丸龙英商船坞公司。

街. 1879 年出盘，由怡和洋行接

1863 年怡和洋行经理惠涛(James

办，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

Whittal) 等发起开办，资本银 24

公司.资本为银 12.5 万元. 1884

万元.香港及黄埔均设船坞。 1866

年兼并港府制冰厂.经营制冰、冷

年 10 月按照 1865 年香港公司注

藏及相关业务，由怡和祥行全权

册章程注册，增资为 75 万元.翌年

经理 .191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将黄埔船坞设备转售广东地方当

其时实收资本为 16. 25 万元，厂设

局. 1886 年改组，资本增至 156 万

于渣甸仓及荔枝角.

余元.经营船舶修造业务，兼及锅

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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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榄公司，香港缆公司

Mo民 s) 、沙逊洋行伙东祷迪阿沙

Hongkong

逊 (D. R. Sass∞川、德商美最时

Rope Manufacturing

Co. , Ltd.

洋行伙东兼俄国驻香港领事密开

香港西商制缆工业公司.

森 (St. C. Michaelsen) 、汇丰银行

1883 年 10 月美商旗昌洋行等发

总经理特诺布尔 (G.

起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某等。先后在皇后大道中及

1910 年代中实收资本为 60 万元。

车打道营业。经营地产开发及代

制造厂初设于西湾，嗣迁坚弥地

理业务。一度代理"九龙置地及建

城西湾街及马头角。生产道地吕

做有限公司"和"西营盘建做有限

宋麻绳(自棕绳 λ 旗昌洋行〈新旗

公司". 1908 年董事为 z 这打及怡

E.

Noble) 及

昌洋行〉全权经理。上海、天津、威

和洋行伙东亨利盖因克 (Henry

海 E 、华北各地及日本各埠设代

Keswick) 、禅臣洋行伙东铃富克斯

理处."新旗昌"、"安福"、"怡和"、

(A. Fuchs) 、新沙逊洋行伙东骨

"泰茂"诸洋行充代理行，经销所

雷蒙德 (A.

J.

，-、

。

Raymond) 、沙逊洋

产船用白棕绳， 1940 年代尚凡于行港号经理铃谢利姆 (E.

记载，董事长为骨希尔兹 (A. L.

Shellim) 、德忌利士公司伙东怜怀

Shields) •

特 (H.

,.

P. White). 1910 年代中实

收资本为 500 万元. 1930 年代中
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

资本累增至银 1 ， 000 万元(或记为

Hongkong Land Investment & A-

1， 000 万港元 λ1940 年代尚见于

gency Co.

记载，董事长为怡和祥行经理铃

, Ltd.

香港英商地产投资及代理公

佩特森(J.

J. Pateson).

,

司 o 1889 年开办，为公众性股份有
限公司。 1891 年董事会董事有 g 怡

和洋行资深伙东葛司会 (Hon.

J.

J.

K.臼wick) 、退罗驻香港领事这

重松大药房 p 重松药房株式会社

Kasamatsu Dispensary
上海广东路日商药房.

1920

打侃侃， C. P. Chater}、新沙逊

年(或作 1906 年〉重松为治家发起

洋行驻港伙东普摩西(Jacob S.

开办.法界霞飞路、 11凰山路及南

...

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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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口、无锡、镇江先后设支店

员及幼儿营养食品. 1940 年代初

或营业所.上海东鸭绿路设制药

尚见于记载。

厂。经营日本新药、药剂、化学药
品、医药原料、卫生材料、医疗器

保太保险公司

械、食品及化妆品等。尝代理东京

-Asiatique

Assurance Franco

叫

森永制某株式会社及大阪前田制

法国保险公司. 1918 年上海

药株式会社在沪业务. 1930 年代

法商信孚洋行主人麦地 CHenri

末先后迁本店于 úi 山路及霞飞

Madier) 、万国储蓄会董事幡法诺

路，广东路转而为支店。 1944 年尚

(R. Fano) 、盘藤(J. Beudin) 及四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台湾"、

比而门 (M. Speelmen) 等发起开

"第十二"、"横滨正金"及"汉口"，

办，本部巴黎，为公众性有限责任

买办钱雨霖.

公司，实收资本 700 万法郎.上海、

天津、香港及西贡、海防诸埠设分
便民药房

、

嘀

号，汉口、北京、济南、青岛、沈阳

Pharmacia Popular

澳门南湾葡商新药店。 1899

等地设代理处.经营水、火、汽车、

L.

运输、行李、伤害、饭玻璃、盗难等

Franco) 主持开办. 1908 年前由执

保险业务.代理几家法国保险公

业律师骨施尔瓦 (Henrique Nolas-

司 .1930 年代中资产总值为 3 ， 609

co da Silva) 个人接办，华洋行名依

万余法郎，公积金 2.262 万余法

旧.嗣迁议事亭前地营业 .1930 年

郎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代初尚且于记载.

来银行为"东方汇理"、"汇丰气

年前铃佛朗哥医生(Dr. L.

"中法工商"。毕子障、陆路青尝充
保卫尔公司

Bovril , Ltd.

公司买办.

英国食品工业公司，本部伦

敦. 1918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保宁保险公司

香港、沈阳诸埠，先后分别以"公

Insurance

发"、"麦边"、"兰士顿"及"和记"等

Traders' Insurance Co.

祥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病

Co.,

China Traders'
Ltd.

,

British

, Ltd.

香港商商保险公司。 1867 年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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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侨商集股创办，西名作 "China

于上海，镇江、福州、杭州、宁波、

Traders'Insurance Co. , Ltd. ".初天津、香港、北京、广州、烟台、汉
以美商琼记洋行为总代理行，"仁

口、哈尔滨、澳门、营口、沈阳、青

记"、"德兴"、"华泰"、"英茂"、"旗

岛、厦门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经

昌"、"利源"、"和记"、"德记"诸洋

营火灾、汽车、人寿、债务、工程、

行为地方代理行，在香港、上海、

行李、伤害、疾病、盗难等保险业

广州、福州、天津、汉口、烟台、丸

务.代理众多欧美保险公司 .1933

江、营口、宁波、厦门、汕头等埠，

年收入近 800 万英镑.赫英(E.

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917 年前改

Hine) 、密吉尔(T. E. Mitchell)及

组，在香港注册为英商公司，更茵

怜贝尔顿 (C. D. Belton) 先后任

名为 "British Traders' Insurance

远东总经理. 1930 年代末远东分

Co. , Ltd. "。本部华名别称"中外

号迁至新加坡. 1940 年代尚见于

洋面及火险保宁有限公司".上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邓瑞人

海、天津、汉口、北京、烟台、汕头

及容受之尝充公司沪应买办及总

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 1940 年代

写字.

S.

,

末尚见于记载.
保兴水火保险公司

保众保险公司

•,

General

Accident , Fire &. Life Assurance

Co rporation , Ltd.

Eastern In-

surance Office
上海西商保险代理行. 1926

年前原哥本哈根罗细亚保险公司

英国保险公司。 1885 年始创

驻远东代表赞德拉肯费尔斯 (A.

于苏格兰瑜思，开办资本 5 千英

Drachenfels) 与俄商海满洋行主人

镑，袖思及伦敦设总公司.在苏格

海满 (S. S. Heimann) 合伙开办.

兰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巴黎、

初设于广东路，嗣先后迁黄浦滩

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费城、多

路、南京路、北京路及九江路蕾

伦多、开普敦、墨尔本、布宜诺斯

业。经营水火保险代理业，代理多

艾利斯及孟买等埠设分公司。

家欧美保险公司。 1943 年尚见于

1913 年前来华开业，设远东分号

记载，经理吕廷记。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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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公司

咱

营.经营工程承包及综合进出口

Pao Li &. Co.

福州|上杭路日商贸易行.

贸易。 1926 年前后由伙东费氏个

1922 年 3 月开办。进口日占台湾

人接办，更西名为 "Feld ， A." ，华

所产煤炭、海产品，兼及日本制瓷

名依旧。其在香港业务由必达洋

颜料等 s 出口福 #1 木材、砖茶及土

行 (Bitzer

产，销往台湾. 1930 年代后期尚见

分号，改组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中国"及"台

更西名为" F eld

湾飞

F. ". 1930 年代中再度改组，由港

&. Co.

)代理.嗣设香港

&. Co., Ltd. ,

号经理特黑希特尔 (0. HechteD
保庇洋行

Berblinger,

Bumann &.
Berblinger &. Co.,

Berblinger , A.

&. Co. , F. "

新百名。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 Feld. , A. , Feld

&. Co. , Ltd. , F. , Feld &. Co. ,

保宏保险公司

F.

surance Co., New Zea land In香港干诺道中德商工程贸易

•

出面接力、，启用 "Feld

New Zealand In-

surance Co. , Ltd.

行。 1908 年前铸保曼(Johs. Bu-

新西兰保险公司. 1859 年开

mann) 与赞庇布林格 (Albrecht C.

办，本部未详。 1891 年前来华开

A. Berblinger)合伙开办，西名业，在上海、香港、汉口、烟台、天
Bumann &. Berblinger" 。嗣保氏

津、宁波、汕头诸埠相继设分号或

退伙，由庇布林格个人接办，更西

代理处，经营水、火及一般保险业

名为 "Berblinger

Co." 或

务。华名别称"鸟思伦保险有限公

"Be rblinger , A." ，广州沙田设分

司"。先后充其代理行者有"保

号。经营电工及机器陈列所，船具

安"、"泰和"、"泰隆"、"公平"、"巴

行，机器、电器、酒类及杂货选口

勒"、"美最时"、"和记"、"隆茂"、

贸易，兼理相关工程承包及咨询

"仁德"、"保兴"、"保和"、"友邦"、

业务。 1915 年前后清理。 1920 年

"崛厘"、"好华"、"永丰"、"益丰"、

代初首在广州西堤复业，由庇布

"怡和"等十余洋行及公司。 1940

林格与赞费尔德 (A. Feld) 合伙经

年初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50

U

•

町'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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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英镑。刘静轩、郑荫孙尝充公司

Co., Butler &. Co., Bu t1 er &.

沪行买办或华经理.

Co. , Ltd.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保险行.

保昌洋行

1918 年前原民利洋行职员保定

Gilson. E. H.

上海英商茶叶贸易行. 1919

(C. H.

But1er) 个人开办，即以姓

年前原美商慎昌洋行茶叶部主任

字为行名。代理"地球火险"等几

育而生(E.

H. Gilson) 个人开办.

家英国保险公司.未几代签有效

初设于圆明园路，嗣迁仁记路营

人祷凯里 (Stuart Carey) 入伙，更

业 .1931 年前出盘，成为仁记洋行

西名为 "Butler ， Carey

产业，华洋行名依旧 01943 年尚见

九江路营业 01928 年前凯氏退出，

于记载，买办了家英.

仍由保定主持经营，启用 "Butler

&.
保和洋行

Lacey &. Cannan ,

&. Co. " ，迁

Co."新西名.经营水、火、汽车

等多种保险业务，代理几家英国

保险公司 o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Lacey &. Ca nnan , Ltd.
汉口英界河街及上海黄浦摊

载.

路英商洋行. 1920 年代初原泰和

俨

洋行汉口分号职员铸莱西 (N. H.

保泰水火保险公司

Lacey) 及骨坎商 0.

Wakeford

F. Ca nnan)

合伙开办，西名作 "Lacey

&. Ca n-

Cox , W.

上海英商保险代理行.

1915

nan气 1928 年前改组为有限公司，

年前原任德商瑞记洋行职员壳士

更西名为..

Lacey &. Cannan ,

(W. Wakeford Cox) 主持开办.初

Ltd. ".经营进口贸易及航运、保

设于四川路，嗣迁黄浦滩路营业.

险、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代理"南英" (South British In-

见于记载，别称英商保和有限公

surance Co., Ltd.) 、"兰格兴"

司.

(Lancashire Insurance Co. )及"印
蒲洛尔 "(Employers

保定水火保险公司

Clarence H.

,

--'"

Liability As-

Butler , . suraace Co rp. )等几家英国保险公

Butler , Carey &.

司。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陈志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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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尝充公司华经理.

保隆保险公司

Sparke
保家行

Co.

"

I

Sparke , C. E.

Insuran臼Office.

I

, C. E.

North China Insurance

上海英商保险行。 1916 年前

North China Insurance Co. ,

原锦隆洋行资深副经理骨斯帕克

(Charles Ethelbert Sparke) 个人开

Ltd
上海英商保险公司. 1863 年

办.华名别称保隆洋行。初设于江

开办.香港、广州、汕头、厦门、淡

西路，嗣迁黄浦滩路营业.经营综

水、基隆、福州、宁波、九江、汉口、

合保险代理业，先后代理伦敦"中

烟台、天津、营口、北京、大连、重

央"及"凤凰"等几家保险公司在

庆、宜昌、威海卫及伦敦、横滨、新

华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加坡、神户诸埠相继设分号或代

经理斯帕克.丁纯记及英福馨、吴

理处，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891 年

福才等尝充公司华经理或高级华

前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

职员.

众性股份有限公司."建兴"、"德
记"、"宝顺"(如dd

A帽

& Co.)、"太保禄洋行13orrows ，

平"、"广源"、"英茂"、"华记"、"滋

Borrows & Miller I

大"、"信远"、"远来"、"顺泰"、"立

Co. • Ltd.

W. Scott I
130πows

&.

德飞"盎斯"、"隆茂"、"信孚"、"劫

天津英商船货检验公证行.

行"、"天祥"等洋行先后充其地方

1914 年原大沽驳船公司职员保禄

代理行.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 15

(Captain W. Scott 130盯'Qws) 个人

万英镑，实收 5 万英镑. 1930 年代

开办，即以姓字行名.承办船、货

初 15 万英镑收足. 1940 年代后期

检验公证及海损、火损精算业务，

尚见于记载.罗楚材、活侣彬、罗

为雷氏理船会社验师 o 1920 年代

湘源等尝充是行买办.公司华名，

初与原隆茂洋行职员曾米乐 (A.

上海及内地各埠称"保家行"或

J.

"保家水火保险公司"，香港及广

为 "130η'Qws

州等地习称"那千拿燕梳馆"或

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注册，启用

"那千拿公司".

"Boπows

Miller) 合伙经营，遂变更西名

&. Miller" .嗣改组为

&. Co. ,

Ltd." 新西名，

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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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相关工程验估业务。 1940 年代

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末 Pj 见于记载。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保裕保险公司 s 印蒲洛尔保险公

信义洋行

Employers' Li ability A困山

司

ance Co rporation , Ltd.

Mandl

&. Co.

，日.

天津德商贸易行。 1888 年后
任荷兰驻天津领事满德 (H. Man-

英国保险公司 .1880 年开办，

dl)发起开办。上海设分号。经营贸

本部伦敦。 1914 年前来华开业，在

易业，代理德、奥、美厂商公司数

上海、汉口、香港、北京、天津及焦

家至十数家，产品包括钢铁、军火

作、太原、张家口诸埠，先后以"瑞

及炸药等。世纪之交于巴黎及汉

记"、"捷成"、"保泰"、"绍昌"、"华

堡设联号.北洋武备学堂教习包

茂"、"安利"、"华隆"等行号为代

尔 (G. Baur) 先后出主津、沪两地

理行，经营火灾及伤亡保险业务。

行务. 1910 年代初业务改由礼和

1920 年代中于上海黄浦滩路设远

洋行接办。胡二梅、陈芝云、孙仲

东代表处及远东分号，华名"保

英及庄诵先等尝充是行买办。

裕"，侨巳里 (F.

R.

』

Barry) 主其

事.天津、汉口、沈阳相继设分号

信义洋行

及代理处。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Drug Store

Shingi

&. Co.

, Shingi

•

北京日商洋行. 1904 年开办.

记载。

初设于崇文门大街，嗣迁东单牌
保慎保险公司

&. General

Legal

学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品、卫生

Assurance Soc iety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36 年创办，
本部伦敦.西名前称 "Legal

楼营业.进口经销日、德、所产化

材料、化妆品及食品杂货 F 出口纯

&.

毛地毯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美、

w. .. , 1919

日等国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

年启用现名。 1930 年前来华开业，

有资本 50 万日元，代表越智文育，

在上浪及汉口诸埠，以保丰〈永

经理越智丰磨.往来银行为"横滨

年〉保险公司及纶丰花标公司等

正金"及"天津"。

General Life Assurance

,

信

501
信义洋行

万元，实收 2.5 万元。科发大药房

Synnerberg , G. V.

上海江西路芬兰商贸易行.

拥有控制股权 o 1940 年代初尚见

1931 年原祥茂洋行职员铃信义贝

于记载，董事长为名律师樊克令

格 (G.

Synnerberg) 个人开办 o

(C. S. Franklin). 贝廷内斯任副

进口挪威、芬兰、瑞典及德、美所

董事长兼经理.往来银行为"汇

产纸、纸板、纸浆、电线、铝街、造

丰飞

V.

纸机器零件、胶合板及化学品、染
料、五金、五金工具等.代理哥德

信记行 d言记有限公司

司 o 1947 年有资本法币 1 亿元.

Eastern
Trading Co., Eastem Trading
Co. • Ltd. Eastern Trading Co.

1940 年代末尚见子记载，信义贝

(China). Ltd.

堡、赫尔辛基及纽约几家厂商公

,

格自任经理，协理幡聚多 (Chr.

上海英商贸易行 01889 年(或

von Sydow) 。往来银行先后有"汇

作 1899 年)发起开办，西名作

丰"、"有利"、"德华"及"大通"、"麦

"Eastern Trading Co. ".1908 年前

加利"、"花旗"、"聚兴诚"等.吴纪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良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Eastern Trading Co. •

Ltd.". 天

津、汉口、北京及伦敦设分号。经

Bubbling Well

营纸及一般进出口贸易，兼营保

Kofa Bubbling Well

险及佣金代理业务.独家代理欧

信丰大药房

Pharmacy

,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o 1921

Pharmacy
上海卡德路静安寺路角西商

年按照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药房 o 1926 年前原信谊大药房董

启用

事椅乔菲 (M.

JoHe) 主持开

(China). Ltd. "新西名。 1932 年按

办.经营药品零售业务。嗣为天津

行政院颁公司法注册，恢复原西

利亚药房主人赞贝廷内斯 (S.

J.

名，注册资本为规银 25 万两。设进

Betines) 产业。 1931 年改组为美商

口、出口、国货、茶叶诸部.进口欧

私有有限公司，按美国在华商务

美澳足头、五金、纸、化学品、纱

注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墨洋 10

线、五金工具、文具、面粉 F 出口猪

A.

"Eastem

Trading

Co.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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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蛋制品、禽毛、反货、毛皮、兽

易。代理欧美几家轮船公司。 1920

皮、猪肠衣、大黄、五倍子、籽仁、

年代初原穗行代签有效人特里贝

丝、桐泊、泊脂、羊毛、矿镑、袜类、

(Adolph Ribet) 成为伙东，嗣更西

裕衣、丝绣画、绣货、葛制品、茶叶

名为 "Madier ， Ribet et Cie" ，迁爱
』

及化妆品等，销往欧、美、澳、非各

多亚路营业，添纽约分号，注册为

洲。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及其它厂

私有无限合伙公司.经营生丝、丝

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头、茧绸、草帽等出口贸易，代理

原买办吴荣昌位列董事.往来银

欧美几家轮船公司. 1940 年代后

行为"汇丰飞李组才尝充是行津

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庄买办@

丰"、"荷国安达"、"麦加利"、"和

嘴"、"大英"、"东方汇理"及"中法

Ti1lot &. Co. , M.

信孚洋行

Madier ,

H.

I

Madier

Frères.

I

工商".薛尧峰、何伦章及薛浩峰

I

等尝充是行买办

Madier , Ribet et Cie
上海法商贸易行. 1898 年前

信孚洋行

Ramsay &. Co.

后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麦赛而蒂

汉口英界洞庭街英商贸易

鲁 (Marcel Tillot) 发起开办，西名

行. 1916 年前原汉口太平洋行伙

"Tillot &. Co. , M. ".初设于法界

东兼瑞典驻汉口副领事，上海锦

洋泾洪，嗣迁公馆马路营业.经营

隆洋行董事拉木塞 (H.

丝业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07

say) 主持开办。经营杂货贸易，兼

年由本行验丝师，后任公董局总

营保险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

董麦地(大麦田， Henri Madier) 个

1938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铸罗兰

人接孙，即以姓字为行名 .1917 年

(T.

fii

E. Ram-

J. Rowland).

前其弟小麦田(Jωeph Madier) 入

伙，改组为兄弟合伙行号，更西名

信亨洋行

Thoresen &. Co.

为 "Madier Frères" ，广州沙面及法

Thoresen &. Co.

, Ltd.

I

国里昂、日本横滨先后设分号.出

上海四川路挪威商贸易行.

口生丝及丝头，兼营总进出口贸

1898 年叨尔生(多利颐，Olaf

、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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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esen)发起开办，百名 "Thore-

斯顿(E. S. Elliston) 、原怡和机器

&. Co.".经营贸易及航运代

有限公司职员高默嗯 (W. C.

理业. 1904 年骨艾格德 (Bjarne

Gomersall)与华商多人发起开办，

Aagaard) 入伙，设香港分号，一度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核定

启用" Aa gaard , Thoresen

&. Co. ..

资本纹银 20 万两，实收 17 万余两

新西名. 1910 年代初改以香港雪

(合墨洋 24 万余元).香港、天津、

厂街为本店，为克里斯蒂安尼亚

青岛、济南、汉口、南京、北京诸埠

(奥斯陆〉备挪威海外贸易公司

先后设分号.进口电器、建材、工

(Det Ov ersoiske Compagnie) 所属

业材料、铁路材料、五金、染料、化

子公司，华名别称多和j 顺洋行.

学品及纺织、印染、面粉、电力工

1920 年代初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

厂机器设备等，承包电器工程及

公司，变更西名为 "Thoresen

&.

一般营造业务.代理欧美保险及

Co. , Ltd. " .广州及曼谷先后设分

其它公司厂商十数家至数十家.

号.进口纸、铁、油漆及杂货，出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战后恢

中国产绚.代理挪、荷、丹、英、瑞

复，转以香港为总号，上海及台北

典诸国航运、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设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商数家至十数家. 1933 年前奥斯

宾时资本为国币 20 亿元〈或作 42

陆母公司启用 "Thore配n

万英镑)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sen

Ltd. , (Oslo) ,

&. Co. ,

A/S"新西名.

1940

M 中国气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0 万港元，总号设于奥斯陆，驻港

信昌洋行

总经理铃罗斯安德森 (R. Rose 一

&. Co. , G. S. , Shinsho &. Co. ,
Shinsho Drug Store

Anderssen) ，往来银行为"汇丰" •

Saito , G. S. , Saito

北京霞公府日商贸易行.

信昌机器工程有限公司

China

Engineers , Ltd.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工程公

司. 1928 年安福洋行主人铃安利

阵唰翩翩

1912 年前斋藤氏 (G: S. Saito) 个
人开办，西名"Saito ， G. S." 或
M

Shinsho &. Co. .. .经营杂货迸出

口贸易及承包商业务，代理几家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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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设药店，称信昌大药房，西名

, Topas &. Natvanovich , Topas
&. Co. • Ltd. • B. , Topas Trading

或作 "Shinsho

Co. • B.

日本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前门

Drug Store" 0 1930

年前后更西名为"Saito

A.

俄国犹太商贸易行. 1906 年

&. Co. • G.

S." 。经营医药品、化学品、医疗器

德宝 (M.

械、卫生材料、化妆品、度量衡器

1917 年始见于上海文监师路，西

进口及批发零售业务;药店经销

名 "Topas

局方药品及软膏等。 1944 年尚见

及哈尔槟设分号.哈尔滨设肥皂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5 万日元，店

厂，经营肥皂制造业.进口欧美丽

主善积亮太郎，天津臼界寿街设

粉、烟叶、煤泊等，出口兽皮，蒙

营业所。

毛、植物脂及毛皮等. 1920 年代初

A.

Topas) 家族创办.

&. Co. • M.

A.". 天津

一度变更其西名为 "Topas
信昌洋行

Wm.

,

Martin &. Co. •

Martin &. Co..

Ltd..

vanovich 飞 1920 年代后期改组为

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Topas

Co. • Ltd. •

Wm.

&. Nat&.

B." 新西名，小德宝

上梅西商贸易行 o 1913 年前

(B. Topas) 任总经理. 1933 年前

原德泰洋行沪庄进口部经理韦麦

公司解体，由总经理小德宝个人

鼎 (William Martin) 发起开办，西

接办，更西名为 "Topas

名 "Martin

Co. • B." .1935 年后渐无所闻，往

&. Co. • Wm. " 0 初设于

江西路，嗣迁四川路及博物院路

Trading

来银行为"大通".

营业.经营延头、花纱及杂货进出
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 01924 年

信昌缆丝公司

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Filature Co., Sin Chong Filature

Sin Chong Silk

"Martin &. Co. • Ltd. • Wm." 新Co.
西名.不数年即无所闻.陈鸿声尝

上海梵王渡路(极司非而路〉

法商缆丝厂 01893 年开办，华名别

充是行买办.

称信昌丝厂.资本银 53 万两，有缘
信昌洋行

Topas &. Co. • M.

机 530 车，职工约千人，由悖信洋

'

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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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全权经理，义克利 (Ernesto

营旧车及相关修理业务. 1940 年

Denegrj)任经理。丸江路设发行

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骨博伊

所 o 1911 年法国资本减少，仅占

德 (K.

30%. 嗣改由意商义克利洋行

丰"。

(Denegri &. Co..

C. Boyd). 往来银行为"汇

E.) 代理及经

理. 1917 年所有权转归华商信昌
地产公司，由唐子威经营。 1920 年

代初史馨生、马如年先后任丝厂
经理.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Ok∞loff

顺丰洋行

&.

, TokmakoH. Sheve1off &. Co. , TokmakoH. MolotkoH &. Co. , Li tvinoff &. Co. , S.
TokmakoH

W.
信谊大药房

汉口俄商洋行. 1863 年铃奥

Sine Pharmacy

上梅法界霞飞路西商药房.

库洛夫也. Ok∞10m 及幡托克马

1929 年前原百老汇路德商信谊大

科夫(J.

药房药剂师铃罗克林 (Dr.

办，定西名为 "Ok∞，loff

A.

F. Tokmakoff)合伙创

&. Tok-

R∞hlin) 主持开办。经营西药及药

makoff" .为汉口先驱西商之一。嗣

材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奥民退出，由托氏与本店职员铃
谢维洛夫 (M.

信通汽车公司

Reliance Motors.
Federal Inc. • U. S. A.

G. ShevelofO 合伙

接办，启用 "TokmakoH.

&.

Sheve10ff

Co."新西名.经营茶叶出口贸

上将法界福照路美商汽车

易.所属汉口、九江、福州各茶厂，

行. 1929 年(或作 1932 年〉美亚保

初以手工制砖茶 .1873 年始建机

V. Starr)

制砖茶厂，其后添营片茶加工厂.

险总公司总裁史带 (C.

N.

所产茶叶直运西伯利亚. 1880 年

Yak∞nnikoff)等发起开办，按美

代谢氏退伙，由托氏与铃莫洛待

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科夫 (0.

有限公司.进口经销美英所产"雪

办，遂变更西名为" TokmakoH •

佛兰"、"别克"、"开笛拉克"及"华

MolotkoH &. Co. " .莫斯科、喀山、

克斯好"卧车、卡车及零配件，兼

天津、福州、丸江、科伦坡先后设

及经理铃雅库尼科夫 (N.

].

Molotkoff)等合伙接

吨

-'"~咱牛 .~--ω"_0'

,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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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号、分号或代理处 .1906 年前资

及进出口贸易，代理欧美几家厂

深伙东骨利特文诺夫 (S.

W.

商公司，商品包括威士忌、啤酒、

LitvinoH) 出主行务，启用 "Litvi

卷烟及矿泉水等.嗣代签有效人

noff &. Co. , S. W."新西名，上海

施罗(Cecil

增设代理处.旋自办电厂 01920 年

合伙商号 o 1915 年前后改由施民

代利氏去世后渐无所闻.

接办，更名"新顺发 "(Slowe

R. Slowe) 入伙，复为

&.

Co.)，旋迁四川路营业.解金记尝

颐发洋行 F 新顺发洋行，顺发有限
公司

Overbeck &. Co.

&. Co. I Kamp &. Co. I
Co. , Slowe &; Co. , Ltd.

Ebbeke
Slowe &

I

充买办 o 1922 年改组，更西名为

"Slowe & Co. • Ltd. " ，按香港公
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有限责任
公司，恢复"顺发"原名.核定资本

上海西商贸易行 .1860 年(或

规银 25 万两.董事兼经理孟伟利

作 1865 年〉德侨镰奥韦尔贝克

(W. J. Monk) ，买办潘星曹.其后

(Hermann Overbeck) 个人开办，
.西名"Overbeck &. Co. " 0 初设于圆

迁汉口路营业.进口成药、奎宁、

明园路，嗣迁汉口路营业，陈丽堂

医用石膏、香料、婴幼儿食品、摄

尝充是行买办. 1898 年增设天津

影用品、油类、泊脂、蜡、苯胶染料

分号. 1899 年本店由铃埃贝克

及化学品等.代理荷、英等国厂商

(Carl Ebbeke) 及原职员协坎普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o 1940 年代末

(Paul Kamp)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

尚见于记载，复在四川路营业，往

"Ebbeke &. Co.:". 1905 年原福州

来银行为"汇丰"，董事施罗.

药材、鲜果、酒精、葡萄酒、烈酒、

路德商裕丰洋行伙东铃维尔肯斯

(Edward Wilkens) 入伙，华祥行名

顺在洋行

Faust

&. Co.

依旧.经营茶叶及总迸出口贸易，

天津法界水师蕾路德商贸易

代理瑞士巳塞尔巴噜士火险公

行. 1899 年上海顺发洋行(Over

司 .1910 年前后拆伙，由坎普独力

beck & Co.)天津分号经理铃福斯

接办，遂变更西名为 "Kamp

&

特 0. Faust) 个人就原店改组开

Co. "，迁博物院路营业.经营烟酒

办。 1904 年顾全隆洋行天津分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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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签有效入骨施密特 (Paul

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o 1943 年

Schmidt) 入伙，遂成私有合伙商

尚见于记载，合伙人为铃蒂芬巴

号.进口延头、杂货 s 出口装皮、皮

赫 (H. Tieíenbacher) 及铃施拉姆

货、猪祟、羊毛等 F 兼营佣金代理

(E. W. Schramm). 往来银行为

业务.原礼和洋行津号资深经理

"汇丰"等.严蕉铭、陈松龄、张秋

舍尔 (H. Schell )l 910 年代一度为

园及张伯康、吴芳初、吴立克等尝

"顺发"伙东. 1917 年中国政府财

充是行买办、总买办、华经理或高

德奥正式宣战后歇业. 1920 年代

级华职员.

初恢复，迁旧俄界俄京路营业.新
疆迪化、伊犁、塔城、喀什诸埠相
继设分号或营业所. 1930 年代初
清理.

顺利牛奶公司

上海华德路西商牛奶场.
1925 年前原老抄逊祥行资深职员
骨雅各布(J.

顺全隆洋行

Mabr∞ka Dairy

Meyerink &. Co. ,

I.

Jacoh) 个人就华

商通和牛奶公司〈即原逼和发记
牛奶棚〉改组开办.营业所初设于

Wm.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73 年幡

仁记路，嗣迁南京路.经营鲜奶生

迈林克氏 (William Meyerink) 主持

产及供应业务. 1935 年尚见于记

开办.初设于广东路，嗣迁九江路

载，其时经理为铃伊莱亚斯(1.

营业.天津、香港、广州及汉堡先

Elias) •

A.

后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

划除

金代理业务.本世纪初天津分号

顺利饭店，德国饭店

停办.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

Nord

Hotel du

歇业 .1920 年代初恢复，裁广州分

北京崇文门内大街德商饭

号。进口爪哇、仰光、西贡、美、加、

店. 1906 年前曾齐恩但. Zürn) 个

澳、法、意、瑞士所产食糖、米、麦、

人开办，华名"顺利飞嗣由旅京德

五金、纺织品、钟表、纱线及染料、

商卢德威 (0. Ludwig) 受盘接办.

杂货，出口丝绸、山羊皮、山羊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业.

等，销往德、美诸国.代理欧美几

1920 年代初由原六国饭店职员赞

F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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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沙尔 (A. Marschall) 及骨海斯

及一般进出口只易 o 1940 年代初

(R. Heiss) 合伙恢复，更华名为"德

尚见于记载，行主美泰。往来银行

国"，西名依旧.其时有客房 30 套，

为"汇丰"。

附设卫生间，特设客厅、阅览室及
观赏玻璃花房。 1944 年尚见于记

颐亨洋行

载。

Thoresen

Thoresen. O.

,

&. Co. • O.

上海挪威商贸易行 o 1913 年
顺利洋行

Co.

Kirchner. Bδger

, Kirchner &. Bδger

&.

前原信亨洋行伙东叨尔生<Olaf
Thorese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香港皇后大道德商贸易行.

行名.初设于黄浦滩路，嗣迁法界

1867 年前寓欧商人骨基希纳(A.

爱多亚路营业.经营贸易及航运

Kirchner) 及骨伯格尔 (H. Bδger)

代理业。代表或代理香港信亨洋

合伙开办.旋设上海分号，先后在

行、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脑

汉口路及江西路营业.初营进出

非澳轮船公司 (Norwegian

口贸易，嗣渐放弃出口业务而专

&. Australia

注于沪上市场所需商品的进口，

国几家厂商公司 o 1924 年前启用

兼营佣金代理业.代理德、荷诸国

"Thoresen

几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04

四川路营业。经营洋纸进口及一

年职员公库普施(R. Kupsch) 入

般贸易，兼航运、保险代理及经纪

伙，华祥行名依旧.德国汉堡及英

业务.代理挪、英、德轮船、保险及

国曼彻斯特设代表处。 1917 年中

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国对德奥宣战后即无所闻。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小叨尔

Africa

Line) 及挪威、丹麦等

&. Co. • O. "新西名，迁

生 (A. Thoresen) 主其事.往来银
顺利洋行

Mehta

&. Co.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英印商贸
易行。 1910 年美泰 0.

行为"汇丰飞傅庆荣、王锡之、洪

仰贤、陈周歧等尝充是行买办.

N. Mehta)

创办于香港，华名美泰公司。 1929

颐昌洋行

年转至上海，启用现名.经营棉花

Byr肘，

E. G.

Schiele &. Byme

, Byme &. Co. • E •

•

.协

,

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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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汕头改分号.进口英国油漆及

G.
镇江西商贸易行。 1899 年前
希尔 (W.

杂货，出口大麻、鸭毛及其它中国

Schiele) 与赞伯恩

产物，销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及欧

(E. G. Byrne) 合伙开办.西名

美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Sc hiele &. Byrne飞经营杂货贸易

银行为"台湾"、"麦加利"及"中

兼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日本

国".

E.

轮船及保险公司多家。 1906 年前
于汉口英界都阳街设分号. 1910

顺康公司

J.

上海仁记路英商代理行.

年代初镇江本店停办，专致于经
营双口店. 1917 年前由伯氏独力

Burn. S.

.1919 年市倍恩 (S.

J.

Bum) 主持

接办，遂变更其西名为 "Byrne •

开办.先后代表或代理曼彻斯特、

E. G." 0 1920 年代初改组，启用

基思利、布雷德福及克罗斯希尔

"Byrne &. Co. • E. G."新西名.先

斯诸埠多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

后迁河街及华昌街营业. 1940 年

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代初尚见于记载.

丰飞

踊泰洋行

C

arr-Ramsey.

Carr - Ramsey &. Son
Ramsey &. Son. Ltd.

T.

,

, Carr-

汕头英商贸易行. 1905 年份

顺隆洋行

Shimizu. S.

, Shun

Lung Yoko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贸易行.
1910 年开办，大阪设支店.经营棉

卡尔拉姆齐 (T. caη-Ramsey)

花、煤炭、籽仁等出口及一般进口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

贸易，兼航运、保险及佣金代理业

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务 .1937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欧美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为"横滨正金".

数家至十数家. 1931 年前改组为
父子合伙商号，更西名为 "Carr 一

皇后保险公司

Ram配y

Co.

&. So n".

1936 年前改组

为有限责任公司。嗣迁总号于香

叫

Queen Insurance

英国保险公司. 1857 年前创

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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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本部利物浦 .1867 年前来华开

余英镑，实收 279 万余英镑 z 资产

业，在上海、香港、福州、汉口诸

总值为 5 ， 200 万英镑。 1940 年代

埠，先后以"丰泰"、"威和j 臣沙路

初尚见于记载.因公平洋行为其

威"、"中和"、"德兴"、"茂生"、"新

代理业务数十年，以致上海有径

沙逊"、"贸勒"、"洛士利"及"德康"

称其行为"公平"者。

等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
业务。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律吕乐器馆

Music Shop

,

"Lyra" Lyra Music House
皇家保险公司

Co.

Royal Insurance

, Royal Insurance Co. • Ltd.
英国保险公司. 1845 年创办，

西名作 "Royal

天津西商乐器行。 1920 年代
铃斯塔里切克 CE. Staretschek) 个

人开办，定西名为 "Music Shop

Insurance Co. " ，本

‘ Lyra''' , 1930 年代初启用" Lyra

部利物浦 .1861 年前来华开业，在

Music House"新西名.初设于特一

香港、上海、汕头、厦门、福州、汉

区威尔逊衔，嗣迁英界中街营业。

口、烟台、天津、镇江诸埠，先后以

经营钢琴、一般乐器、音乐书刊、

"或架罢刺爹"、"公平"、"德记"、

唱片及唱机等，兼调音及相关修

"和记"、"威利臣沙路威"、"高林"、

理业务，代理欧美几家唱机、唱片

"顺昌"、"德兴"、"太平"等洋行及

及钢琴厂商. 1940 年代中尚见于

"梳公司"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人

记载。

寿及年金等保险业务.本世纪初
在大不列颠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律须德大药厂

司，启用 "Royal

of Gedeon Richter

Insurance Co.,

Chemical Works

Ltd. "新西名，增设伦敦总号.分

匈牙利制药工业公司，本部

支机构遍及全世界.大连、广州、

布达佩斯。 1927 年前来华开业，在

威海卫相继添设代理处.复有"美

上海以博物院路生达洋行为总代

最时"、"瑞记"、"洛士利"、"天祥"、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专卖药品.

"仁德"等洋行公司充其在华代理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行.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559 万

後须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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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赢风云堂』株式会社後藤风云

业，在天津以小林洋行为代理行，

堂

经销所产狮子牌牙粉.嗣设支店

Goto Fu - undo Co. • Ltd. ,

于上海江西路，进口经销所产狮

S.
日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子牙粉、狮子牙膏及牙刷、香皂

司。 1919 年开办，本店东京。核定

等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上海支

资本 55 万日元，收足。大阪、札幌、

店长小山真一，经理宫副彦四郎.

汉城设支店.工厂设于椅玉县北
足立郡。 1920 年代来华开业，设支

胜业洋行

店于大连山县通. 1939 年添北京

nance Co. , Ltd.

营业所. 1940 年资本为 75 万日

上海广东路英商房地产公

元.进口经销医疗器械、外科化学

司. 1906 年前常福洋行主人常福

药品、光学仪器及其它精密仪器

Oohn Ford)及原四川路汇广公司
(Shanghai - Hongkong Building ,
Loan &. Investment Go. , Ltd. )董
事铃罗斯 (A. B. R臼8) 等发起开

仪表等。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须回药房

Adachi &. Co. , K

,

办.经营地产及房地产，承办各类

Suda Yakubo
天津日租界旭街日商药房。

•

China Land &. Fi-

经纪及估价事务，经理票据及抵

1917 年开办.经营医药品、化学药

押契据兑现业务，代理保险 o

品、专卖药品、新药及酒精、 E 生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球、化妆品、绷带材料、香料、化学

1920

用玻璃器皿等。 1944 年尚见于记

胜茂洋行

Cattaneo. P.

, Catta-

载，其时有资本 20 万日元，店主足

neo &. Co. ,

P. 事 Cattaneo

&. Co.

北京东交民巷意商贸易行.

立桂泊。

1906 年前嘎达纳 (P. Cattaneo) 个
狮子牙粉股份有限公司

Lion

De ntifrice for China. Ltd.

啦

人开办，经营综合贸易，西名作

"Ca ttaneo , P. n

， 华名"嘎达纳总

日本化学工业公司.本店东

找房 ".1913 年前更西名为 "Catta

京，大阪设支店. 1920 年代来华开

neo &. Co., P." ，定华名为"胜

难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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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嗣迁王府井大街营业.进口

泰、沈鸿泉、庄乐峰、周报东、叶垦

经销意大利及法国葡萄酒、烈酒、

文及郭公侠等尝充公司买办、华

食品及杂货. 1919 年前后改组，启

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用 "Cattaneo

& Co. "新西名，小嘎

达纳 (C. Cattaneo) 主其事.

1934

年尚见于记载.

盈生洋行

Jensen. G. S.

上海挪威商机械工程行。
1913 年原信亨总机器公司代签有

•

胜家公司

Co.

Singer Manufacturing

,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

效人兼机械工程师盈生 (G.

S.

Jen配时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

美国工业公司. 1851 年家用

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工程承包

缝纫机器发明人胜家(Isaac Mer-

业务及进口贸易.进口船用马达、

rit Singer) 与克拉克 (Edward

建筑机械、铁灶、暖炉、运输设备、

Clark) 合伙创办. 1863 年始启用

钢模、牛皮纸、牛皮纸板、胶乳、精

"Singer Manufacturing Co. "西名.

密机械制件、冲压件、建材、漆油、

1900 年来华开业，先后在上海、宁

电梯、钢窗、阻水漆料、共轴反转

波、苏州、杭州、镇江、芜湖、南京、

螺旋桨、加热烘干室设备等.代理

天津、汉口、长沙、香港、营口、沈

挪、荷、德、美、英诸国厂商公司数

阳、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

家至十数家.所办中国金属制造

连、安东、威海卫、台北诸埠设分

公司制造厂设于康脏脱路，生产

号或发行所，本部纽约市，西名

机械夹具、压榨机、铸模及各种冲

"Singer Sewing Mach;ne Co. ".华

压件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往来

名别称"胜家缝纫机器公司"、"胜

银行为"汇丰".

、

家缝衣机器公司"及"胜家衣车公
司"等。进口及批发零售所产缝纫

施久劳管子厂

机、缝纫机零部件、缝针、机泊、马

Lloyds. Ltd.

Stewarts &.

达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 1880 年

来银行为"花旗".陆凤亭、郑钟

开办，本部格拉斯哥 .1920 年前来

润、查伯平、姚瑞麟、周文达、严锡

华开业，以金丽生 (H. P. King)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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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代表，设代表处于上海，先后在九

施美洋行

江路及四川路营业。华名别称思

G.

Smith Co. , Werner

九老铜管厂。进口所产熟铁管、钢

美国迸出口贸易公司.施美

管、钢板、钢模、钢角、钢抨、钢制

(Wemer G. Smith) 主持开办，本

塔架及铐板等 e 铜改以卡内门洋

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1928 年

L.

来华开业，先后于汉口、重庆、万

Aiton) 任驻华代表。 1940 年代末

县、宜昌、沙市、常德、长沙、津市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诸埠设分号.出口桐油及其它中

碱有限公司代理，安登(R.

国产物，销往美国及欧洲各地.
施记烟公司

Co.

Skiotis Br由. &.

, Skiotis &. Co. , Panos D.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汇丰"、"花旗"及"中国".

北京希腊商烟业公司. 1924
年前后原天津希腊烟公司 (Galatis

施莫尔果汁香料厂

Tobacco Association) 北京分号经

Co. , Akt. Ges.

理施氏兄弟 <Pan但 D. Skiotis 及

德国食品化学工业公司.

Nicker D. Skiotis) 合伙就希腊烟

1829 年创办，本部来比锡米尔蒂

公司北京分号改组开办，西名

茨. 1924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Skiotis Brc国. &. Co.飞初设于崇

香港、天津诸埠，以禅臣洋行为代

文门大街，嗣迁东交民巷营业.经

理行，进口经销本厂及美国纽约

营纸烟制造、雪茄进口及烟业杂

分厂所产精泊，芳香化学品、汽水

货贸易. 1920 年代末接办天津法

生产用溶性香料、糖汁、甜酒饮料

界大法国路希腊烟公司本店，设

生产用香精及无害食色等. 1940

天津分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原司

"年公

&臼亭

二

向

而理

cut

Gh

，

m

口权

ιdHM 经

行的全

洋斟行

利

载.

u

华洋行名依旧. 1947 年尚见于记

德上洋

Co. , Panos D. "新西名，北京本店

彼

&.

施白天

津分号别立，启用 "Skiotis

幅

Schimmel &.

白，

←…~"

,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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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eon China Co. , Ltd.) 经理施

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毅德 (Th. Schneider) 主持开办。

Teikoku

初设子博物院路，嗣先后迁四 JII

Ltd. ,

路、法界爱多亚路及福州路营业.

Ka bushiki Kaisha

Life

Insurance

Teikoku

Sein时

Co.,
Hoken

进口欧美工业化学品、药品、制药

日本保险公司 .1888 年创办，

材料及刀片等，代理德国几家厂

本社东京@东京、大阪、仙台、福

商公司. 193.0年代末改营水陆运

冈、札幌、金泽、名古屋、广岛、京

输、报关、打包、堆校及保险代理

都、神户、横须贺、熊本及朝鲜京

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施

城诸埠设分支店所.核定资本 1 .0.0

毅德，华经翠玉荣根，往来银行为

万日元，收足.

"德华".

业，先后在大连、台北、上海、北

192 .0年代来华开

京、天津、青岛、南京等地设支店
或营业所，经营人寿保险业务.

帝国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

Teikoku
Ltd.

Fire

Insurance

Co.,

"上海运输"、"新井"等公司洋行
尝充其地方代理行. 193 .0年代末

日本保险公司 .1912 年开办，

核定资本增至 125 万日元，收足.

本社东京.仙台、横漠、名古屋、京

准备金 34 ， 229.7 万日元，投保总

都、大阪、神户、福冈诸埠设分支

金额 185 ，.0 17.3 万日元.社长朝吹

店.核定资本 1 ，.0.0.0万日元，实收

常吉。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中支支

25 .0万日元. 192 .0年代来华开业，

社长渡边广文驻上海，北支支社

先后在大连、上海、台北、天津、

长铃木和夫驻北京.

"新京"等地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营水火、运输、借用、伤害、汽车、

帝国制糖株式会社

森林等保险业务."上海运输"及

Sugar Mfg. Co. , Ltd.

Teikoku

"三信"等公司行号尝充其地方代

台湾台中日商制糖工业公

理行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川

司. 1910 年 10 月开办，资本 50.0

崎甲子男.

万日元，松方正熊首任常务董事.

1916 年兼并南日本制糖会社.

喃

-~呗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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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实收资本为 1 ， 050 万日

增予大太郎，华职员徐同福、黄治

元.经营甘珠种植及旅糖生产加

铭.

工业务，兼营航运及相关生产事.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总额累增至

恒大洋行

Duncan &. Co.

1 ， 800万日元，实收 1 ， 350 万日元。

上海广东路英商贸易行.

东京、大阪、小梅诸埠设分支店

1906 年(或记作 1900 年〉原杨树

所. 1940 年核定资本为 2 ， 700 万

浦怡和丝头厂经理铃邓肯(A.

日元，实收 2 ， 205 万日元.未几并

队mcan) 个人开办.经营建筑材料

入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

进口贸易，代理英、美、加厂商公

R.

司数家至十数家.产品包括屋商
帝国海土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材料、卫生器具、地被材料、墙面

Imperial Marine &. Fire Insurance

砖、铺地砖、掬仲、墙粉、门窗材

Co., Ltd.

料、建筑五金、涂料、软木塞、纸

I

Teikoku Kaijo Kasai

板、采暖设备及疏泼机械、起重机

Hoken Kabushiki Kaisha
日本保险公司 .1893 年开办，

械、自动加煤机等 .1920 年代初由

核定资本 300 万日元，本店东京.

原代签有效人铃杰勒德 (W.

大阪、神户、横滨、名古屋、京都、

G世rard) 等接办，先后迁法界爱多

福冈设支店或营业所 o 1920 年代

亚路及福州路营业，买办胡宝庆.

来华开业，在烟台、天津、上海、南

1930 年代初改组，注册为私有合

京诸埠，先后分刻~.1 U 岩城"、"国

伙商号，由原职员铃亚罗 CR.

际运输"、"泰隆"、"倍记"及"赖安

Yaηow) 等接办，华祥行名依旧。

仁"诸行号为代理店，经营水火保

嗣迁江西路营业，并于长泯路设

险业务.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累

钢窗广，生产钢窗、钢门及工厂吊

增至 1 ， 000 万日元，实收 250 万日

窗，承办相关工程及包工事务。

元.嗣设支店子上海，先后在靶子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路及黄浦滩路营业.北京设营业

"汇卒".

L.

V.

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副社长林

季彦，常务户仓想太郎，护店经理

恒丰公司

As即iated 1m如此ers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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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 e<l Importers , Inc. , U.

泾路营业。经营代办及进出口贸

S. A.

易，代理美国金山油墨公司等几
天津法界杜总领事路美商贸

家厂商 o 1914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

易行。 1934 年上海恒丰洋行津号

公司，变更西名为 "Fob臼 C心. ，、

经理铃拉森 (W. Larson) 及总进

Ltd.

口部代签有效人精约翰森(].

R.

名别称恒丰公司，福氏任总经理.

Johansson) 合伙就原行改组开办。

设机器、印刷、油漆诸部，经营磨

进口美、英、瑞典、瑞士面粉厂机

面机器、纺织机械、电机、印刷机、

器材料、蒸汽机、内燃机、电机、皮

五彩油墨、纸类、铅字、花边、墨水

带、泊墨、高档纸、，筛绢、文具、化

及印刷备用品等迸出口贸易，承

学品、体育用品、化妆品、食品、罐

包相关工程事务，代理欧美厂商

头、印刷机器材料、五金、蜡、染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320 年于天

料、泊类、橡胶及杂货 F 出口华北

津法界葛公使路设分号，嗣又添

土产，兼理相关工程业务.代理欧

青岛分号 o 1931 年(或作 1933 年〉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抗日

本店由总经理亚尔特生 (Albert

战争胜利后迁中正路〈前英界中

Francis Ol1erdessen) 个人接办，即

街〉营业.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以姓字为行名.其后增设香港分

司，添青岛中山路分号 01940 年代

号子德辅道中， 1934 年津号由原

末尚见于记载，总裁拉森，副总裁

经理铃拉森 (W. Lar四川等合伙

约翰森，往来银行为"花旗".

接办，启用"A:嗡pciate<l

"或 "Fobes

&. Co. , Ltd.

"，华

Importers ,

Inc. , U. S. A."新西名，称恒丰公
Fobes &. Co. ,

恒丰洋行

,

Fob回

司.两行 1940 代末均尚见于记载.

,

英时上海"恒丰"注册资本为法币

Co. , Ltd. Fobes &. Co. , Ltd.
O l1erdessen , A. F.

2 ， 573万余元，往来银行为"花旗"、

上海美商贸易行. 1899 年前

"大陆"、"交通气徐企生及王星

原茂生洋行沪庄经理福吊司 (A.

斋、张丽云、周仲卿、蓝宝禾、王春

Fobes) 个人开办，西名 "Fob臼

浦、膝克勤、陆林根、韩奎山等尝

&. Co. ," 0 初设于广东路，嗣迁洒

充是行买办、部主任或高级华职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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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业地产有限公司

员.

Metropoìi-

tan Land &. Building Co. • Ltd.
恒丰泰洋行

Tientsin

Hotel

,

Kierulff.

Kierulff &. Co. • H.

Co. • F.
且，

,
H. ,

Globe Hotel

, Thomas &.

, Thomas &. Co. • Ltd..

Metropolitan Land Co. • Ltd.
上海黄浦摊路英商房地产公
司。 1930 年(或作 1921 年〉和记洋

行(Boyd

&. Co. , Ltd.) 常务董事

椅史蜜斯 (Francis

Thomas. G. M. B.

,

R. Smith) 、祥

天津西商洋行. 1891 年前静

兴洋行常务董事马锡尔 (Ro1x:民

基鲁尔夫(H. Kierulff)个人开办，

Calder - Marshall) 、美商美亚保险

经营旅店业，西名 "Globe Hotel".

总公司总裁史带 (C. V. Strrr) 及

1899 年前旅店更西名为 "Tientsin

华商某等发起开办.西名初作

Hotel" ，别设百货店铺，西名作

"Metropolitan Land &. Building

"Kierul日. H." ，华名均称"恒丰
泰飞其后渐无所闻. 1906 年前基

Co. , Ltd." , 1933 年前后改定为
"Metropolitan La nd Co. , Ltd.".

鲁尔夫及汤麻士 (Fred.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

Thomas)

&. Co. •

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

H. "，在英界中街营业.经营百货

银 500 万两，分 50 万股，实收资本

及酒食杂品.代理几家欧美厂商

194 万余两.香港设分号.经营房

公司. 1913 年前由汤麻士独力接

地产、抵押、经租及营造、投资等

办，遂更西名为 "Thomas

&. Co. •

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新

F. 飞嗣改营进出口贸易及中国地

瑞和公司全权经理，其时在上海

毯织造业. 1924 年前后改组为有

拥有地产 45 亩.房屋 308 幢合计

阪责任公司，复更西名为 "Thomas

4.5 万余平方米。往来银行为"汇

合伙恢复，西名 "Kierulff

&. Co. , Ltd. •

F.". 迁宝顺道.未卒".

几恢复旧称，迁法界宝总领事路
营业 .1930 年代初渐无所阔 .1938

恒达洋行

年复见于英界达文波道3 西名为

Co.

"Thomas. G. M. B.". 华名依旧.

'

HungTeh Trading

上海海宁路美商贸易行。

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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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 年恒约翰(衡约翰， John L.

新加坡等埠设分号.系私有有限

Hendry , ]r. )与华商某合伙创办，

责任公司。 1921 年前来华开业，于

经营进出口贸易.未几改组，由恒

上海设分号，先后在新康路、江西

民独力经营，先后在峨山路、博物

路及四川路营业，嗣添香港分号

院路、圆明园路及四川路营业.

于皇后大道中.华行进口经销所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2 万元

产棉花、呢绒、毛条、毛绒及废羊

(或记为 10 万元 λ 进口美、德诸国

毛。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170 万英

杂货、米、棉、人造丝等，出口古

镑。

玩、丝货、绣货、反货、头发，销往

德威克(]. Hardwick) 及骨布鲁克

美、德.兼营金属制造加工及银器

(A. Br∞k) 先后主其事.往来银

抛光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

行为"汇卒"及"麦加利".未几华

总号于美国纽约，西名 UHendry

行裁撤，业务改由泰和洋行代理.

&.

Co., Inc." ，上海本店降格为分

骨霍姆斯 (H. Holn主臼〉、曾哈

‘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号 01947 年在驻华美国商会注册.

,

资本为法币 5 千万元，苏文光主

恒孚公司

其事.进口五金、化学品、橡胶、铝

fumerie

, Maison

箱、染料、烟纸 p 出口发网、西沙尔

Mai四n

de Nouveautes et d' Objets

麻帽、针、禽毛、猪鬓、茶叶、桐油

Religieux

Maison de Parde Nouveautes

,

及猪肠衣等.往来银行先后有"上

上海北四川路西商洋行.

海商业储蓄"、"大通"、"中国"、"中

1914 年前德华银行职员沙佛李咪

国农民"及"中国国货"等.

提士 (B.

F. Savard - Remedios)

夫妇合伙开办，西名 "Mai回n de
恒利洋行

Henry &. Co. , Ltd. ,

Parfumerie飞进口经销香水、化妆
品、宗教用品、神像、英文及葡文

A. &. S.
英国纺织工业公司 o 1805 年

祈祷书、瓷花金属花圈、泊画式石

开办，本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

版画、照相凹版印刷品、圣诞卡、

贝尔法斯特、哈德斯菲尔德、敦

贺年卡、玩具、花式货品及杂货.

提、布雷德福、伦敦、加尔各答及

1920 年前更西名为 "Maison de

•

•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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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veautes飞嗣迁南泻路营业，添

上海四川路拉脱维亚商(崩

营新颖图片、学校用品、陶瓷及料

改记为苏联商〉贸易行。 1933 年份

器.代理伦敦一家出版及宗教用

克雷梅尔 (S. Kremer) 与赞斯坦

品公司。 1931 年前启用 "Maimn

(R. Stein) 合伙开办.资本为墨洋

de Nouveautes et d' Objets Re-

25 ， 000 元.经营酒类、食品、杂货

ligieux"新西名。 1937 年尚见于记

进口批发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

载，其时.Jt主为沙佛李昧提士夫

务 .1937 年出倒，由原荷商万泰保

人 (Mrs.

险公司职员骨金斯伯格斯 (L.

M. Cameron Savard-

Ginsburgs) 受盘接办.进口经销食

Remedios).
恒茂洋行

Edw缸缸，

Einar

,

Einar Edwards
上梅瑞典贸易商行. 1924 年
原维昌洋行资深职员费爱德华兹

品、化学品、汽车部件、纺织品及

杂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时有资本国币 5 千万元.往来银

行为"花旗"、"东方汇理"、"情济"
及"汇丰".

(Einar Edwards) 个人开办.初设
于九江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四

恒鼻厂

川路营业.进口经销瑞典、挪威、

m. b. H.

Henschel &. Sohn , G.

芬兰诸国所产纸、纸板、棉状纸

德国车辆工业公司，本部卡

浆、钢、钢制品、机器、五金工具、

塞尔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在上

建筑五金、泊墨及杂货.代理瑞

海及天津诸埠，先后以"礼和"、

典、丹麦、比利时及荷兰几家厂商

"新民"等祥行为代理行，进口经

公司. 1940 年代中原职员华商沈

销所产机车、蒸汽压路机、自动卸

其昌入伙，改组为合伙商号，华洋

货车等. 1937 年前后于天津英界

行名依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海大道及上海南京路设销售行，

载，往来银行先后有"汇丰"、"广

称"驻华德国恒界柴汹汽车总推

东"及"德华"等.

销处"，

斗、

-

(Henschel China Truck

Sal臼Organization). 1940 年代初
恒昌洋行

Asiatic Trading Co.

上海销售处升格为驻亚洲总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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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西名 "Henschel

&. Sohn Ver-

吗

先后设分号，长沙、重庆、济南、营

triebslei tungAsien 气由本部董事铸

口、大连、沈阳等地设次分号。进

冯马尔藏(John

Be rnhard Freihere

口经销所产人造能青、硫黑颜料、

von Maltzan) 主其事 .1944 年尚见

苯胶染料、酸性染料、碱性染料、

于记载。

涂料、橡胶催化剂、合成橡胶及其

-

它化学品. 1934 年底资产负债总
恒信洋行

Du Pont de Nemours

额为 6.3 亿余美元.太平洋战争爆

I.~. Du Pont

发后，曰占区各分号相继撤退.

&. Co. , Inc. , E.

1947 年以"Du

(China) , Inc.

Pont (China) ,

美国化学工业公司. 1802 年

Inc. "西名在华注册，设上海及香

侨美著名法国化工实业家杜邦

港分号，资本 3υ 万美元. 1940 年

(Eleuth告re

代末尚见于记载。钮尔挺 (Dr.

Irénée Du Pont) 创办，

F.

原称杜邦火药厂 o 1915 年以"Du

A. M.N伺lting) 长期任公司远东

&. Co. , Inc. ,

经理.往来银行为"大通"、"花旗"

E. 1."之名在美国注册为公众性

及"上海商业储蓄飞洪法祖、曾仁

有限公司，本部特拉华州威尔明

秋、乐秀昌、韦剑雄等尝充是行华

顿。下属众多经营不同产品的部

经理或高级职员.

Pont de Nemours

峙，

门及子公司，资本 2.4 亿美元.产
品包括染料、泊漆、湾漆、漆布、人

恒顺洋行

Sullivan

&. Co. , J.

造纤维、玻璃纸、无烟火药、甘油

北京英商洋行. 1910 年原天

炸药、爆破炸药、摄影胶片、药品、

津谦顺洋行职员曾沙利文(]. Sul-

农工业用化学品等等. 1920 年来

livan) 个人开办.初设于羊肉胡同，

华开业，设远东销售行于上海黄

嗣迁王府井大街营业.天津一度

浦滩，西名 "Du Pont de Nemours

设分号。经营拍卖、迸出口贸易及

Export Co., Inc. , E. 1."，华名

佣金代理业务，尝兼营地毯织造

"恒信"，经销公司各部门所产主

业.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要产品。未几解散，对华业务改由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本部直接经营.上海、汉口、天津

,

1930

-

恒馀洋行

China Import Co.

I

(Helen Katz) 接办，遂更西名为
咀atz

ChinaExport Co.
上海广东路俄商(或作匈牙
萨. . .

恒 f岂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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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和j 商〉贸易行 .1933 年原德昌洋行

&. Co. • H.

Z. ，..迁海大道

营业，华名依旧。 1941 年尚见于记
载.

伙东康茂 (Paul Kornor) 及慎徐洋

唰

行职员骨罗高尔什基 0. Rogal-

洪恩洋行

sky) 等主持开办，西名 "China

Hohn China Co.

Irn-

Hohn. Theodor I

阴rt Co.飞嗣添兄弟行，西名 "Chi

上海磋商洋行. 1 日 30 年原吴

na Export Co. ".华名亦称"恒馀".

淤同济大学工学院教授，造船及

进口德国、荷属东印度群岛、非

轮机工程师洪恩 (Theodor Hohn)

洲、南美、美国所产专卖药品、橡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

胶、咖啡豆、玉米、木棉、草帽、皮

于法界海格路，经营工程咨询及

革、化学品、纸、苯胶染料等，出口

检验公证业务，充铃德国劳氏船

中国杂货及土产，兼采购代办业

级社(Gerrnan Lloyd) 验师。未几改

务.代理德、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组，更西名为" Hohn China Co. " •

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迁博物院路营业，汉堡设分号。进

来银行为"和嘀"、"大通"及"交

口经销德国锅炉、机器、蒸化器、

通".

船只、船舶附属设备、引擎、机车、
汽车、药品及造船、铁路、机械各

惶济洋行

Katz &. Co. • Martin I

Katz &. Co. • H. Z.
天津西商贸易行。 1924 年前

铠济 (Martin

西名 "Katz

A.

Katz) 个人开办，

&. Co. • Ma此in". 初设

种材料，承办一般工程业务及政

府委办事务，仍为德国劳氏船级
社验师.代理几家德国厂商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上海商业储蓄气

于法界古拔路，嗣先后迁水师营

路、英界领事道及河坝道角营业.

派拉藏影片公司

经营迸出口贸易，代理美国一家

Pictures Co rporation I Pararnount

庭件公司. 1930 年代中由小倦济

Filrns of China. Inc.

、

Pararnount

派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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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电影制片公司. 1914 年

同凉路〈铜梁路〉设分厂，生产药

创办，西名 "Paramount Pictures

品及制剂. 1930 年代后期于香港

Co rporation" .英法设分公司 .1923

德辅道中增设华南及远东代表

年以拍摄西部片《蓬车》而名重一

处. 1946 年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时. 1930 年(或作 1929 年〉来华开

会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业，设发行公司子上海博物院路，

时除"慎昌"外，充其代理行者尚

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

有上海集成药房股份有限公司及

司，西名为 "Paramount

台北李仲义商行.

Films of

China .Inc. " 0天津、香港、哈尔滨、
重庆、广州、台湾先后设分号.进

洛士利洋行

口发行母公司及其它名厂影片.

R.

1947 年注册资本为法币 6 亿元.

Ltd.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远东监
督骨亨利 (F.

I

Loxley &. Co. ,

Loxley &. Co.

w.

( China ) •

, W. R.
香港皇后大道及士丹利街英

Henry). 华总经

商贸易行. 1891 年前洛士利 (w.

理离元、渝号华经理黄衍汉.往来

R. Loxley) 等合伙开办，西名作

银行为"花旗"、"大通"及"上海商

"Loxley &. Co.

业储蓄".

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本

C.

, W.

R ，".经营总

世纪初于伦敦设联号，嗣添广州
派德制药公司

Parke , Davis &.

沙面分号. 1910 年代末接办上海
裕昌洋行，建上海分号，"裕昌 "1 日

Co.
美国药业公司。 1860 年代创

主葛雷烈 (G. Grayrigge) 首任经

办，本部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1918

理，买办杨子馀.天津德隆洋行亦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香港诸

其产业 01930 年代初沪行关闭，稍

埠，以慎昌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

后本店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

销所产药品、生物制剂及外科敷

司，变更西名为"Loxley

料等.嗣于上海设驻华代表处，普

(China) , Ltd , W. R.". 进口英、

罗宾斯 (Fred L. Robbins) 首任驻

德、美、法诸国纺织品、五金工具、

华代表. 1933 年前于上海杨树浦

纱线、药品、化妆品及葡萄酒等 F

&. Co.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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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

,

出口席垫、矿砂、青黎藤、牛皮、桂

济生堂大药房

皮、羽毛、竹杖、瓷器、绣主导及杂

Sei Do ]apanese Phannacy, Sai Sei

货，销往英、荷、美、澳、法、西、埃

Do Phaunacy

sai Sei Do, Sai

及、北欧及黑海诸口岸.代理欧美

上海日商药房 .1895 年开办.

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

先后在西华德路及文监师路营

至数十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业.经营商药、中药材、绷带材料、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化妆品、医疗器械及化学用机械
等，兼营相关迸出口贸易，代理板

济业银公司

Commercial Fi-

nance Co. , Ltd.

, Commercial In-

vestment Co. • Ltd.
上海江西路英商借贷投资公

谷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1940 年代
初尚见于记载，店主阿部进，店主
代理阿部贞彦.往来银行为"横滨
正金"及"汉口"..

司. 1931 年天祥洋行董事怜韦尔

....

(T. G. WealD与麦边洋行主人麦

济南电业公司

边 (W.

Co.

R.

McBain) 、薛迈罗洋行

Tsinan Electric

伙东麦克罗 (A. McLure) 发起开

济南经三路纬三路东日商电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器行. 1929 年(或作 1925 年〉开

私有有限公司.西名"Commercial

办.开封设支店.进口经销日本所

Finance Co. , Ltd. " .经营抵押放

产电机、电椿及纺织机械、通用机

款业务，薛迈罗洋行代办文案.

械工具、通讯糖材、化学品、陶瓷

1934 年改组，更西名为"Commer-

器、科学仪器、玻璃、水泥、小五

cial Investment Co. • Ltd. " ，添投

金、泊楼、橡胶制品、普通建材等.

资业务，谭史庞洋行代办文案.

开办有大通商行及宏大卫生材料

1940 年尚且于记载，英商业广有

厂。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

限公司董事善梅西 (Philip W.

为 50 万日元，代表横山政重，主任

Ma配:y)任董事快。往来银行为

相川三男，往来银行为"济南"。

"大通"及"广东".
济南银行

Tsinan Ba nk , Ltd .

'

•

•

.

E

•

津前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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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日商银行. 1920 年开办，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共有三

日文原株式会社济南银行。资本

店，分别设子汉民北路、长堤及沙

25 万日元。青岛、徐州及张店、德

面英界，前回文二主其事.

县、归德、济宁诸埠设支行或营业

..~

所。经营一般银行及储蓄银行业

首善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务。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资本

Lithographers , Ltd.

Capital

为 250 万日元，总董多治见文雄，

上海苏州路英商印刷公司.

浅井秀次、贞松纹平、安原顺吾、

1937 年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发

猎狞肇及中尾吉郎右卫门任董

起开办，以接任公司印刷部业务.

事。

核定资本法币 2 ， 000 万元，收足，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未几，

漳郡法界权务报馆

Echo de

股份让与驻华英美烟公司.上海

有浦东及华盛路两厂，天津设分

Tientsin , L'
天津法界法艾报馆. 1909 年

号.嗣添汉口大智门厂.经营印

("n 创刊.初设于法界狄总领事

刷、制版及石印诸业务。太平洋战

路，嗣迁巴黎路营业.出版发行法

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

文晚报《权务报们 L' Echo de

行"军管理". 1944 年改在英国注

Tientsin) ，主编兼总经理骨索莱

册. 1948 年重返香港注册，资本为

(Marcel Saulais). 据称为天津法国

1 ， 600 余万港元. 1940 年代末尚

工部局之喉舌. 1920 年代初迁英

见于记载.

界马厂道，由华法银行副总裁费
德本(J. P. Ferrer) 接办. 1920 年

养气铁公司

St臼l 阮ums ，

代末尚见于记载.

Steel Dru rns (China) , Ltd.

Ltd.

,

英国钢铁容器工业公司.

前回洋轩

Mayeda &. Co.

1922 年开办，核定资本 12 ， 510 英

广州沙面英界日商贸易行.

镑，收足.西名.. Steel Drums ,

1924 年前前田家族开办.经营进

Ltd. "，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有限

出口业，兼营食品及煤炭贸易。

公司。本部伦敦.旋即来华开业，

•

‘·

F

'

,

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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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以华商大洲贸易公司 (Chi

立，称满洲宫下木材株式会社，资

International Corp.) 为代理

本 48 万日元，佳木斯设支店。其余

行，开拓对华贸易 .1925 年前子上

各分支店所依旧. 1944 年尚见于

海仁记路设分号.经销所产钢质

记载.

na

A

‘

氧气瓶罐、乙焕发生器.商品转输

容器及焊接材料等，常务董事铃

宫泽洋行

Miya田说在&.Co

布里奇斯 (H. Bridges) 主其事.

上海文监师路日商钟表店.

1931 年前于华德路设厂.嗣改原

1917 年宫浑民开办，日文原称宫

分号为驻华子公司，启用 "Steel

'择时计店.东京设营业所.经营钟

Drums (China) , Ltd.

"新西名.添

表、乐器、留声机及相关零件材料

倍开尔路分号.生产氧气、乙快及

进庄口贸易，兼营金银器及宝石.

钢质瓶罐、泊桶、钢窗、钢门、锅炉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6

等. 1937 年前后宣布清理。 1940

万日元，店主宫泽纲三。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麦加利"。陈施华尝充公司高级
可

美士洋行

Merz

&. Co. • R.

天津西商贸易行. 1926 年前

华职员.

原瑞士商慎馀洋行津号经理美士

富下木材株式会社

Miyashita

Lumber Co. , Ltd.

(R. Merz) 主持开办.初设于英界
达文波道，嗣迁法界宝总领事路

日本木材公司。本社神户，东

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一度代理

京、大阪、神户、金浑、广岛、鹿儿

上海福家洋行在津业务. 1938 年

岛、小梅先后设分支店所. 1908 年

尚见于记载.

来华开业，首设营业所于大连.

a

1920 年兴办合资会社满洲宫下木

美大洋衍

厂.嗣先后于沈阳、上海、天津、青

Co., A. C.

岛、北京、秦皇岛设支店或营业

Ltd.

Patel. A. C.

, Pestonjee &. Co. ,

, M.

所.经营木材迸出口贸易及箱盒

印度英印商贸易行.铃帕泰

制作业务. 1939 年沈阳营业所独

尔 (A. C. Patel)个人开办，即以

•

间

, Pate!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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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字为行名，本部孟买 .1908 年前

间设计及金工、木工技术服务。岂

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法界洋

料开业后生意格外兴隆，数年间

泾泯 .1913 年前更西名为 "Patel

&.

即建起了工场及样品陈列所，及

Co., A. C. 飞嗣先后迁爱多亚

至 1908 年，雇工数已达 150一一

路、倍尔福路及公馆马路营业.经

200 人.所产铅玻璃制品及子锤铜

营中国产物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

器颇著声名，不仅为上海著名房

业务. 1936 年前改组为股份有限

屋陈设装修承包商，而且在汉口、

公司，启用 "p四tonjee

&. Co. ,

营口、大连及海参殿、仁 )11 、汉城

Ltd. , M. "新西名.进口麻袋捍

诸埠也很有影响，部分产品出口

麻布、药材、黄麻绳、香料等，出口

行销美国. 1909 年按香港公司注

生丝、绸缎、棉布、棉质被单、皮革

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启

制品、茶叶、豆类、籽仁及杂货.

用.. Arts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5 ， 000 万元.

香港设分号.公司业务发展甚广，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驻沪常

经营成套家具、西洋木器制作及

务董事幡培拉蒂 (S.

M. Talat j),

装潢设计、石膏装饰等业务，兼营

往来银行为"有利".胡耀廷及唐

五金加工制造、电镀、地毯进口、

景良、解颂之、林继忠等尝充是行

房地产及保险代理.代理欧美相

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关厂商公司多家. 1930 年代核定

&. Crafts , Ltd. "新西名.

资本为银 55 万两，实收 28 万余
美艺公司

Fur-

两.尝充上海渭清保管公司全权

, Art5 &. Craft-

经理 .1930 年代末海氏退休，董事

Arts8ιCrafts

ni5hing Co. , Ltd.
5 , Ltd.

上海英商美术家具陈设公
司 .1904 年〈或作 1905 年〉海克斯

密邱尔培来 (Mitchell Berry) 出而

主其事.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Samuel J. Hicks) 等发起创办，西
名 "Arts

&. Crafts Fur斤 ~hing Co. ,

美丰机器厂

China American

Ltd. ".初意建一承办家具陈设的

Engneering

普通商店，以提供室内装饰、工作

Inc. , U. S. A.

•

••

Cor归ution ，

Fed.

r-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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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拖拉机等，兼销售、维修服务

公司 .1924 年前美丰祥行开办，沈

及汽车保险代理业务.为"福特"、

阳三经路设分号。经营机器进出

"林肯"等名厂授权经销行. 1947

口贸易，承包水暖卫生及其它工

年尚见于记载，总裁雷克(H. A.

程业务. 1936 年尚见于记载，总裁

Luckerλ

麦高恩(L. O. McGowan) ，副总
美丰洋行

裁雷克 (H. A. Lucker).
美丰保险公司

Great American

Insurance Co .
美国保险公司 .1872 年创办，
西名原称 "Gel man -

•

American In-

Andrews &. George

An drews ,
von
Fischerz
George , Ltd.
Andtews
George ,
Inc.
Andtews
George ( China ) Andrews
George , Ltd.

,
,

,

&

日本美商贸易行. 1894 年原

启用现名。嗣加入美国保险公会，

美国驻中国汉口及宜昌领事安德

旋即来华开业.在上海、天津、汉

(Henry W. Andrews) 与铃乔治

口诸埠，先后以"美亚"、"美国"、

(E. F. George) 合伙开办，西名

"大美"、"龙和"、"美兴"、"禅臣"、

"Andrews & George" ，本店横滨，

"义隆"等公司洋行为代理行，经

东京设分号. 1906 年前来华开业，

营水、火、风暴、地震、汽车、航空

设分号于上海.经营 JE头、杂货迸

等各种保险业务. 1938 年实收资

出口贸易，兼厂商代表及佣金代

本为 815 万元。 1940 年代初尚见

理业务. 1913 年前沪行经理骨冯

于记载.

菲舍尔茨 (B. von Fischerz) 入伙，

美丰洋行

American

Chine.!黯

Co. , F ederal Inc. , U. S. A.

'

&
&
&

surance Co. " ，本部纽约. 1918 年

遂更西名为 " Andrews ,

‘

,

von

Fischerz & George , Ltd. " .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冯氏退出，启用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美商贸易

"Andrews & George , Inc." 新西

行. 1924 年开办，北京及青岛设分

名.嗣沪行改组为子公司，更西名

号.进口美国及爱尔兰卧车、货

为 "Andrews

& George

(China户，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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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兰克 (Alfred Black) 任总经理。

弘满治主持开办.初设于德辅道

1920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祝尧勋、

中，嗣先后迁皇后大道中及雪厂

黄毅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街太子行营业。进口砂糖、火麻、
亚麻、大米、文具、电器零件、食

美丰洋行

China American

Trading Co. , Inc.

品、涂料、化学品及杂货，出口桐

••

泊、松香、海草、瓷器、料器及其它

天津法界美商贸易行。 1910

华南产物。代理大阪、名古屋及东

O. Mc-

京几家厂商公司.嗣于广州、澳

(;Qwan) 等发起开办，在美国驻天

门、上海、青岛、天津诸埠设分支

津总领事馆注册.上海、北京、哈

店所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尔滨、张家口、库伦及波士顿、纽

资本 10 万日元，

年旅津巴西人麦高恩(L.

约先后设分号或办事处.开办有

天津美丰汽车公司、美丰机器厂

美丰银行

及北京美丰汽车维修行.进口经

Ba nking Corporation

American 一伽iental

营自行车、汽车、摩托车、管材、锅

上海南京路美国商业银行.

炉、散热器、滤水器、汽车装配材

1917 年普益银公司总经理恰雷文

料及油漆、涂料等，兼营相关工程

(F. J.

及包工业务，出口羊毛、皮张、花

200 万元，为公众性公司.天津、重

生仁、核桃仁、豆类、胡麻、菜籽

庆、福州、厦门设分行。经营综合

等.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商业银行业务. 1935 年 5 月 24 日

商数家至数十家. 1940 年代初尚

宣布自动清理，清理员为萨资德

见于记载，总裁雷克(H盯ry

A.

律师 (G. Sel1ett). 张杏部、黄逸才

Lucke叶。洋行华名，上海分号别

尝充是行买办。其在各地分行华

称"新美丰飞李正卿尝充是行买

名别称"天津美丰银行"、"四川美

办.

丰银行"、"福建美丰银行".

美卒洋行

Oriental

Trading Co.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15 年国

'

Raven) 等发起开办，资本

美中公司

Trading Co.

American Far East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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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商贸易行. 1939 年匈

~

&M.

牙利商伊马地洋行主人伊马地

美国工贸公司，本部纽约。

(A. Emδdi)与颜德馨 (Felix Et-

1920 年代来华开业，设分号及制

tish) 合伙创办.初设于法界霞飞

造厂于天津法界巳斯德路.生产

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四川路及黄

棉纱、毛纱、毛织地毯、钩针编织

浦滩路营业.进口纸、五金、化学

地毯及毛毯，经营羊毛洗刷器、洗

品、染料、食品、自行车、自行车零

涤器、毛料、毛纱及地毯染包业

件、雪茄、纸烟、烟草、麻袋、布袋、

务，出口羊毛及地毯。初以达绅

电料、无线电零件、泊类及杂货，

(0. H. Tashjian) 为津庄经理，公

兼制造厂商代表及佣金代理业

司华名因以称"达绅"， 1930 年始

务.一度充远东制盒厂全权经理。

定名"美古绅". 1940 年代子上海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3 ， 000 万元。

汇中饭店设陈列所.嗣中美工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合

业协进会成立，公司为会员之一.

伙人为颜德馨及华商障树荣，往

1947 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铃沙

来银行为"有利".

巳斯 (H.

美打洋行

美业公司 F 美业银行

Mehta &. Co.

福州!英印商贸易行. 1891 年

Shabas).
Tientsin

Trust Co. , Inc

前美打(8. S. Mehta) 主持开办，

天津美商信托公司. 1929 年

香港及厦门设分号，孟买设联号.

前名律师爱温斯 (R. T. Evans) 、

经营鸦片、棉纱及梅脑贸易，兼营

法克斯 (C. J. Fox) 、东伯利 (B.

佣金代理业务。本世纪初厦门及

C. Eastham) 及丰业公司写字怜

香港分号相继裁撤，本店由职员

拉尔夫 (Lulu Ralph) 等发起开办，

乔基 (p臼tonjee Bomanj臼 Jokhee)

称美业公司.初设于英界威德大

出面维持.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

院，嗣迁法界大法国路营业.经理

载.

忠诚契约、具保契约、遗产管理契
约及一般信托业务等. 1936 年前

美古绅洋行

•

'

Karagheusian , A.

后更华名为美业银行，西名及营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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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lson ,

业范围依旧 .1941 年尚见于记载，

美生洋行

董事长法克斯，

Berelson &. Co. , J. B.

J.

B.

,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西商贸易
美电洋行

Westinghouse Electric

行. 1917 年前怜贝雷尔森(]. B.
Berelson) 个人开办.经营迸出口

International Co.
美国电机工业公司.本部纽

贸易，代表几家欧美公司 .1920 年

约，为在美注册之公众性有限公

代中改组为家族合伙商号，更西

司 .1910 年代末来华开业，在上海

名为"Berelson

以美兴公司 (Gaston ， W il1 iams

1929 年尚见于记载，铃小贝雷尔

&.

Wigmore) 为代理行，拓展对华业

•

&. Co. , J. B." •

森 (W. E. Berelson) 协理.

务 .1924 年前于上海设驻华分号，
骨麦克格斯基也.

L.

McCl由，key)

美自乐洋行

~abarak

Brothers

首任经理.嗣改分号为特派代表

美国工贸公司. 1919 年美白

处，先后在黄浦滩路、博物院路、

乐 (~abarak) 兄弟合伙开办，本部

福州路、圆明园路及仁记路营业。

纽约市，在纽约注册为私有有限

天津、汉口、香港诸埠设分代表

公司. 1928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

处.进口推销所产电厂设备、电

上海、汕头、温州、烟台诸埠设分

机、电冰箱及其它电料、电器.上

号.经营花边、绣货制作加工及出

海之"茂利"、"老晋隆"及"美最

口贸易，货品主要销往美国. 1940

时"，香港之"泰和"，汉口之"嘉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沪行经理罗

亨"，天津、沈阳、青岛之"大昌实

飞回.

业"等公司洋行分别充其地方销

退"。

,

J. Lutfy) ，往来银行为"大

售代理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
别代表处关闭.战后对华业务改

美乐洋行

由上海美国 X 光科学医疗用具公

New York

~allouk

Brotheres of

司、孚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泰

美国花边绣货公司.美乐

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代理.

(~allouk) 兄弟开办，本部纽约.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1919 年前来华开业，首设分号于
h

•

'

美

531

•

上海，先后在南京路、四川路、百

办.初设于汉口路，嗣先后迁仁记

老汇路及江西路营业.嗣添汕头

路及北京路营业.经营迸出口贸

分号.经营花边绣货加工织造及

易 .1940 年代初尚见子记载，总经

出口业务 .1931 年前分号关闭.改

理美雷茨基，买办及华经理周礼

由爱利巴西洋行代理.

义.

美记洋行

Bremen Colonial &.

美亚公司

Amasia

Sal臼Co.

Bremer Kol o-

天津英界美商贸易行. 1934

nial
&. China Handels gesellschaft I Rode , Bolland &.

年开办.初设于克森士道，旋迁中

Co.

冰箱、电影设备、照相机:放映机、

Chìna Tradit.g Co.

I

街营业.进口经销美国收音机、电

天津义界德商贸易行 o 1924

电影胶片、照相材料及相关零配

年前原美最时祥行津号职员警罗

件，制作经销话筒、音响装置、无

德 (F. Rode) 与宝伦 (H.

Bolland)

线电电话设备、办公室间通讯设

合伙开办.初设于东马路，翩迁大

备等，代理几家美国厂商公司.专

马路营业，旧俄界俄京路设楼房.

设有服务部，承办一般维修业务.

汉口、沈阳、哈尔法及不来梅、东

1947 年尚见于记载，总经理怜阿

京设分号.进口德国金钢钻、光学

勃拉莫维奇 (M.

制品、自行车、动力机械、铜丝、电

华名别称美亚洋行.

Abramovitch) ,

缆及啤酒等，出口蛋白、蛋黄、皮

货、兽皮、杏仁及其它中国产物 F

美亚保障总公司

代理欧洲几家保险、轮船及其它

atic Underwriters , Inc. Ameri但n Asiatic Underwriters , Federal
Inc. , U. S. A.

公司厂商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
来银行为"麦加利"及"德华".

American Asi-

,

上海美商保险行. 1920 年普
美发洋行

Merecki ，

益银公司总经理曾霄文 (F.

H.

J.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22 年前

Raven) 及史带 (C. V. Staπ 〉等发

铸美雷夜基 (H. Merecki)个人开

起开办. 1923 年根据美国特拉华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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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律注册，西名 "American Asi-

食加工厂，生产经营罐头食品，兼

Underwriters , Inc." ，具一

营肉类包装业务.嗣迁总号于香

千股无票面价值股票。 1925 年复

港德辅道中，上海广东路改分号，

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

食品加工厂设于建国东路(旧法

变更西名为 "American Asiatic

界康佛路)。进口自铁、机器、罐

Underwriters , Federal Inc. , U.

头、纸、呢绒、电器、冻肉及杂货 F

S. A". 实收资本银 30 万两。 1929

生产并出口 "DMP" 牌罐头食品.

年改组为公众性公司，核定资本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其时有

银 100 万两.翌年增为 200 万商，

资本 4 万美元(或作 20 万港元).

收足。 C 州、汉口、天津、香港、福

总经理梅雪亭，往来银行为"汇

州、沈阳、哈尔滨、重庆、宁波、杭

丰"。

atic

'

州、汕头、北京及海防、西贡、曼

谷、新加坡、马尼拉、巴达维亚、纽

美光公司

约诸埠先后设分号，代理处遍及

ern Match Co. , Federal Inc. , U.

全中国.经营保险代理及海损精

s.

American - Far East-

A.

算等业务，经理欧美保险公司数

上海美商火柴公司。 1931 年

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开办， 1932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

记载.雷文、史带、骨沙利文 (w.

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火

-~'. Sul1ivan) 及铃利奇菲尔德 (c.

柴制造厂设于苏州f<iH民北白利南

D. Litchfield) 先后任总裁。

路.汉口设分号.进口瑞典及美国
硫、磷、木材、氯化何、纸、胶、石蜡

美达有限公司

Main &.

Partners , Ltd. , Duncan

等制火柴原料，生产安全火柴及

硫化磷火柴，商标有"玫瑰树"、

上海广东路英商综合贸易

"虎"、"金链"、"辘轮"、"剪刀"、"如

行 .1940 年原泰慎洋行董事，著名

意"、"江锡包"、"美光"及"小虎"

传教医师梅滕更【 David Duncan

等，兼营火柴出口业务，并向瑞典

Main 、之子梅雪亭 (S. Dun臼n

出口天然镑.太平祥战争爆发后

Main) 等发起开办。兰路设美味肉

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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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管理人为安野毅一。战后恢

Brand

复 ω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

Shaw

,

Maitland ,

Fearon

&.

本部为纽约市赞美通火柴公司

上海西商牙行. 1913 年前原

(Transamerican Match Corp. ).有

花旗银行护行会计师美伦 (N. G.

资本 50 万美元，总裁阿乐满 (N.

Maitland) 与协隆洋行代签有效人

F. Allman) ，副总裁兼总经理范伦

费安 (Robert I. F臼ron) 合伙创

德(E. Varland) ，厂长勃来姆(J.

办，西名 "Maitland

Brendm优) ，往来银行为"汇丰"、

设于四川路，嗣迁黄浦滩路营业。

"花旗"及"浙江实业"'

经营证券、金银及汇兑经纪业务.

&. F回ror.

初

1920 年前原利安洋行职员骨布兰
美先地亚旬沙洋行

,

Atienza ,

Vicel1te Atienza &. Co.

'

, Vicente

德 CD. Brarω 入伙，遂更西名为

"Maitland , Fearon &. Brand 飞经

香港九龙弥敦道法商洋行.

营票据、金银及汇兑经纪业务.

1902 年美先地亚甸沙 (Vicente A-

1929 年前布氏退伙，原外滩赞臣

tienza)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洋行主人肇氏 (Charles R. Shaw)

名。进口经销法国专利药品、礼吉

加入，启用 "Maitland. Fearon

民极品香水、化妆品及雪茄、纸

Shaw"新西名. 1930 年代初改组，

烟、食品、洋酒等，代理几家欧美

是为美伦肇洋行 (Maitland

厂商公司. 1920 年代中华商李荣

Shaw).

&.
&.

腾、李维章入伙，改组为合伙商
号，更西名为.. Atienza

&. Co. , Vi-

cente". 1930 年代初亚甸沙退出，

美华公司

American -Chine配

Co.

李荣腾等主其事. 1943 年尚见于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06 年前

记载，司理陈朝光、陈剑光。往来

开办.初设于广东路，翩先后迁江

银行为"汇丰".

西路及福州路营业.经营杂货贸

易，兼及绸缎 .1920 年代初尚见于
美伦费安洋行

•

Fearon

哺

,

Maitland ,

Maitland &.
Fearon

&.

记载，驻华总经理骨萨特利 (F.

W. Sutterle).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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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书馆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上海美国教会出版社. 1844

'

品为三如意牌 .1944 年有资本 100
万日元，社长早川利雄，常务福山

直三郎及秋回京太郎.往来银行
为"朝鲜"。
•

年北长老会创办，初设于澳门，翌
年迁宁波，华名称花华圣经书房。

美华皮毛公司

1860 年迁上海，定名美华书馆.出

Mei-Hwa Fur
Trading Corporation

版发行西文及满、汉文字《圣经)，

美国皮毛公司.本部纽约，伦

兼及其它传教书刊，并印行商业

敦及来比锡设分号. 1925 年前来

簿册表报及教科书等。所属印刷

华开业，先后设分号于天津、张家

所设于北四川路，为当时规模最

口、沈阳、哈尔滨及顺德府(邢

大的印刷厂之一，清末时所雇工

台) ，汉口、上海、库伦设代理处.

人即达 200 余人.(教务杂志 3 、《画

经营毛皮、皮货及兽皮贸易 o

图新报》、《小孩月报上《万国公

年尚见于记载，副总裁铃托德林

报》、《中外教会报》等皆以书馆为

(M。因s Todrin) 主持华行事.

1943

营业所 .1932 年闭馆.教士姜别利

(Wil1iam

w.

Gamble) 、范约翰(J.

M.
Farnham) 、费启鸿(George F.

Fitch) 、金多士 (G. Mclntosh) 等

先后主持馆务.

•

•

美华地产公司

Realty Investment Co., Feàeral Inc. , U. S.
A.

'

上海美商房地产投资公司.
1929 年原天影照相材料公司

美华印染厂

上海杨树浦河 l可路日商印染

(Photo Bureau) 主人赞范德堡 (R.
M. Vanderburgh) 及孔雀电影公
司总经理朱神恩 (Luther M. J四〉

厂 o 1934 年日本京都川岛染业株

等发起开办.初办资本为墨洋 10

式会社开办，日文原称株式会社

万元 o 1932 年核定资本累增至墨

美华印染厂。两厂共有职工 200 余

洋 400 万元， 1934 年实收 240 万

人.经营棉布精练及漂染业务，产

余元，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先

Mei How Dyeing &.
Printing Works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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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南京路、四川路及黄浦滩路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26 年原

营业.经营房地产、抵押、投资、保

德商布力克洋行主人布力克 (Karl

险及建筑营造诸业务. 1930 年代

Blickle) 与纽约商人赞罗斯 (Frank

末尚见于记载，受托管理人为卫

B. Ross) 等发起开办，在纽约注册

利韩公司总经理骨麦克唐奈 (R.

为私有有限公司，资本为 10 万美

T. McDonnell) ，往来银行为"汇

元(或记为 12 万元).初设于江西

丰"及"上海商业储蓄"。

路，嗣迁九江路营业。纽约、伦敦、
汉堡、不来梅诸埠设代理处.经营

美华药房

American - Chinese

皮货、毛反、兽皮、药材等出口贸
易 .1943 年尚见于记载，总裁布力

Dru g Co.
重庆美商药房. 1916 年旅渝
名医马嘉礼(Dr.

克，往来银行为"大通气

Jam臼 Henry

McCartney) 等发起开办。经营商

美华洋行

药及医药杂货. 1920 年代末尚且

c.

Monroe

&. Co., F.

, Monroe &. Co. , Ltd. , F.

C.

上海美商洋行 .1926 年(或作

于记载.

1920 年〉开办，在美国注册为私有
美华香皂公司，前田一二洋行

有限公司.初设于四川路，嗣迁博

Yoko

物院路营业.进口菲、英、美所产

Maeda Ichini

上海日商工贸公司. 1927 年

金丝草、打字墨带、呢帽、体育用

前前囚一二家开办.初设于江西

品、钢、呢绒、化学品、染料等 s 出

路，嗣迁汇山路及吴淤路营业。汉

口草帽、福州漆器、猪攘、薄荷脑、

口至善路设支店.经营杂货及制

茶、丝及杂货，销往美、英、法各

皂原料进口贸易，生产经销各式

国.经营煤炭贸易及证券、股票、

香皂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前

运输、报关等经纪业务，兼货运及

田祯育，往来银行为"汉口气

保险代理事.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记载，其时有资本国币 1 亿元.经

美华洋行

Inc.

唰

Blickle , Ross Co. •

理陆耀明，往来银行为"浙江实

业"、"上海商业储蓄"及"有利"。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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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明、周金璋、孙秉忠、徐仲一

及孟买诸埠设分号 .1914 年〈或作

及张子惠、唐瑞忻、张瑞芝、周丽

1919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明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海，先后在九江路、南京路、济物

员。

浦路、仁记路、北京路及四川路营

业.济物浦路设加工制造厂，有资
美华浸会书局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也ciety

本 10 万美元.加工制作反革及皮
带，代表并进口推销美国反革制

广州美国教会出版机构。

品及皮带生产名厂产品，实为特

1899 年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及美国

格拉顿及奈特反革工业公司

商浸信传道会合作创办.出版中

(Graton

英文基督教书刊，承接各种印刷

厂家之出口部.太平洋战争爆发

业务，兼营批发经销事.不足十年

后沪行撤退 o 1940 年代中本部为

即已印书 300 余万册，并负责出版

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 1940 年

浸礼会机关刊物. 1925 年迁本部

代末尚且于记载，宾在华业务由

子上海、广州及青岛、济南设分支

美商安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嗣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

(Anselm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贴威林

银行为"花旗气韦源泉尝充公司

(W. H. Tipton) 尝主其事. 1940

华经理.

&.

Knight Mfg. Co.)等

&. Co. , Inc. )代理.往来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华名称"中

华浸会书局"，金炎青任总干事，

美安公司

丁继昌为业务经理.

Corporation , Federal Inc.

American Securities

, U. S.

A.
美庆皮革公司

Leather

Products

&.

上海美商房地产及贷款公

Ass∞iation ，

司. 1932 年美国钞票公司副总裁

Belting

铸佩恩 (H. F. Payne) 与望德堂

Inc.
美国反革公司 .1851 年创办，

(Augustinian Corporation) 帐房费

本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在当地

塞雷扎尔 (Rev. P. Cereml)等发

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伦敦

起开办.初设于黄浦滩路，嗣先后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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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博物院路及爱文义路营业.经

后迁特-区墙子河路及无锡路营

营房地产代理及放款业务，拥有

业.经营中国地毯织造及出口业

并经理美安汇山楼房，美安兰路

务.经理钟沃尔德伦(John

码头及美安浦东码头，充泰美运

dron).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J. Wal-

输货仓公司全权经理。 1940 年代

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旗"、"麦加利"及"大通"。

美兴商行

China Crafts

烟台英商手工艺品商店1924 年前汇昌洋行伙东利德

美安棉业洋行

Anderson , Clay-

ton & Co.

CWm. Lyttle) 及仁德洋行董事兼
总经理马茂兰(D.

F. R. McMul-

美国贸易公司 .1905 年开办，

lan) 等合伙开办，实为仁德洋行的

为私有合伙商号。本部德克萨斯

邮购及零售部.经营茧绸、绸缎、

州休斯敦.俄克拉荷马城、洛杉

花边、绣货、亚麻制品、麻纱、丝

矶、波士顿及利物浦、不来梅、米

线、发网、网扣及绒线等. 1940 年

兰、大阪诸埠设分支号 .1924 年前

代初尚见于记载，姚思义夫人

来华开俭，设分号子上海法界爱

(Mrs. Arthur M. Rou回〉长期主

多亚路.经营美国、印度、巴西、秘

其事.

鲁及墨西哥等国原棉进口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沪行降格为代

美丽绸缎公司

La Donna

Clayton &

上海南京路意商洋行. 1926

Agency"新西名，仅有资本 5

年开办，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千美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本规银 5 万元，收足.进口经销绸

往来银行为"大通"及"花旗".

缎 Æ 头及新式女服. 1940 年代初

理处，启用" Anderson ,

Co. 's

尚见于记载.其间一度迁博物院

Mentrup Co. • Inc. •

路营业.开利洋行职员铃里焦 (L.

Waldron Carpet Co. , J. J.

Riggio) 及美艺公司董事密邱尔培

天津西商洋行. 1927 年前开

来 ω1itchell Berry)先后任经理.往

美兴洋仔

C. J.

I

办。初设于法界狄总领事路，嗣先

喻'

来银行为"中法工商".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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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时洋行

Carter , Macy

&. Co.

,

开办.初设于特一区浙江路，嗣迁
无锡路营业.沈阳设分号.经营五

Inc.
美国贸易商行. 1897 年开办，

金工具进口及一般出口业务.

本部纽约，资本 50 万美元。 1917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备克里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汉

彭多夫 CHenry

口、台北、淡水诸埠设分号，经营

及骨劳克斯 (L.

茶叶采购及出口贸易. 1920 年代

事。

W. Krippendorff)
L. Loucks) 主其

初渐专注于台湾一地. 1930 年代
中尚见于记载.后任麻省美庆皮

美孚行

革公司华经理韦潦泉尝充是行沪

New York

庄买办.

Corp.
Co.

美利丰洋行

,

Standard Oi l Co. of

,

Socony -

Standard -

Vacuum

Vacuum Oi l

美国石泊工业公司. 1870 年

Burr Photo Co.

上海百老汇路美商照相材料

洛克菲勒(John

D. R∞keffeller )

行. 1913 年前原南京路美泰洋行

等发起创办于俄亥俄州克利夫

&. Sullivan) 伙东沙利

兰。至 1880 年已发展为垄断美国

D. SuIlivan) 个人开办.经营

石油市场的最大企业. 1894 年其

照相、照相材料及照相机制造业

纽约子公司即来华开业，由上海

务 .1919 年前出倒，由本店日籍照

五金商人叶澄衷订约包销所产石

相师毛受氏 (T. Menju) 受盘接

油.香港、上海、天津、汉口、芜湖、

办，遂成日商行号，华洋行名依

镇江、烟台、营口、广州、安庆、哈

1日.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尔滨、大连、台北、重庆、沈阳、长

(De nniston
文(J.

沙、岳州、长春、海口、苏州、杭州、
美利洋行

America - China Ex-

port - Import Co.

I

America - Chi-

na Export - Import Co. , Ltd.

I

Krippendorff Import
天津美商贸易行. 1924 年前

青岛、济南、福州、汕头、厦门、南

京、北京、宁波、宜昌、龙口、张家
口、北海、沙市、威海卫、温州、梧
州、南宁、三水及新乡、保定、石家
庄、郑州、德州、太原、云南府诸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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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设分号、经理行或代理处，西

上海江西路德商洋行。 1923

of New

年乐赫(}. Loch) 及精霍兰德 (w.

York 飞华名通称美孚行，别作"美

Holland) 等发起开办，定西名为

孚洋行"、"美孚泊行"、"美孚煤油

UMedicon , Ltd. " .榆林路设制造

公司"等，自备船队运输，进口经

厂，沈阳大西边门外设分号.生产

销所产精炼油、汽油、润滑泊、家

经销医疗器械、实验室仪器及医

庭用油、白矿蜡及蜡烛等。先后开

院设备. 1926 年 12 月改组，在瑞

办有浦东华钱公司(码头)及油灯

士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启用

厂、洋烛厂、制罐部、玻璃厂等附

UMedicon , Ltd. , S.

属企业，并多方插手我国石油开

核定资本银 4 万两〈或记为 10 万

发事. 1931 年与光裕泊行 (Vacu

元) ，收足.华名别称美狄根洋行.

um Oil Co.)合并，更西名为"Sc←
cony- Vacuum Corp. "，其时在华

进口德、英、美血清、症苗、生物制

投资额高达 4 ， 300 万美元.未几公

微镜、电疗仪、牙科设备及其它医

司再度改组，启用 "Standard

院材料，代理德累斯顿控股公司

名 "Standard

Oi\ Co.

-

A."新西名.

剂、药品、橡胶制品、苯胶染料、显

Vacuum Oil 、Co."新西名，本部仍

及其它几家德、意厂商. 1943 年尚

设于纽约百老汇.太平洋战争爆

见于记载，经理铸桑格特 (H.

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

Saegert) ，往来银行为"浙江实

"军管理".大后方重庆等地的业

业".

务远不如前.战后恢复，为中美工

商业协进会会员. 1940 年代末尚

美灵登广告有限公司

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 ， 000 万美

Mil1i ngton , Ltd.

元.陈亦操、冯宝和、徐定及洪天

上海英商广告及出版公司。

恩、卓绵成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

1927 年原工部局育才公学教员，

级华职员.

广告专家美灵登 (Francis

C.

Mil1ington)个人创办于南京路，即

Medicon ,
Medicon , Ltd. , S. A.

美狄根有限公司

Ltd.

叫

,

以姓字为行名.经营广告咨询及
广告代理业务.未几改组，按香港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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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有限

厂机器零件、绣货、亚麻制品及杂

公司，启用现名，美灵登任常务董

货，兼一般出口贸易。代理欧美几

事。核定资本规银 120 万元，实收

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44 万元(或作银 55 万两 λ 嗣先后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迁四川路及香港路雷业，法界爱

及"上海商业储蓄飞买办孙维翰。

多亚J!~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号。经
营广告咨询、印刷、出版、广告代

美昌洋行 F 鸿恩公司

理诸业务，充柳荫印刷公司、法兴

W.

印书馆及金星制版公司全权经

Home Co. , F. W.

理。代理欧美广告及出版公司数

Ltd.

I

Home &. Co.,

Home , F.
F.

W.

,

, Home Co. •

家至十数家。 1946 年资本为 36 万

日本美商贸易行 o 1899 年前

港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鸿恩(亨立， F. W. Home) 个人开

时总经理为骨罗森鲍姆 (B.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本店横滨.

Rosenbaum) .即务经理爱灵登 (V.

东京、大阪、神户及中国旅顺、天

M. Allington) 。往来银行为"汇

津、上海、广州设分支店所。经营

丰"及"麦加利"。周报祥、鲁仁英、

美国机器进口贸易。 1915 年前迁

姜玉书、鲍志新及姚世豪、徐仲

本店于东京，大阪、横滨及中国大

良、吴宝善、陈思义、朱永德等尝

连、天津、上海，美国纽约、西雅图

充公司华副经理、部门主任及高

等埠先后设分号或营业所，西名

级华职员。

"Home &. Co. , F. W." 。经营美
国机器、机械工具及建筑材料进

美纶洋行

口贸易，兼理相关工程事务。公司

Sc hrnitt. Jacques

上海法界爱多亚路瑞士商

华名，津、沪称"美昌"，大连别称

行。 1932 年(或作 1933 年〉原瑞泰

"鸿恩". 1919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

洋行 (Sino - Swiss Trading

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Horne

Co. ,

Co. •

Ltd. )上海分号经理铸施米特

Ltd. ".1930 年代中心移至大阪及

(J acques Schmitt) 个人开办.进口

名古屋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瑞士、德国及爱尔兰所产绸缎、丝

唰…-圃-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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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昌洋行

w. ,Langdon
U.

S. 儿，

Langdon &. Co. , E.

&. Co. , Fed. Inc. ,
E. W.

美迪洋行:美国地宝烟叶公司

Di brell Brothers , Inc.
美国烟业公司. 1890 年地宝

上海美商工业贸易公司.

(Dibrell) 兄弟主持开办，本部弗吉

1924 年原纽约美昌洋行 (AI1ied

尼亚州丹维尔，按弗吉尼亚州法

Machinery Co. of America) 驻沪

律注册为股权不外让公司.核定

总工程师兰棠 (E. W. Langdon)

资本 210 万美元，收足。为美国最

发起开办。 1926 年 2 月按美国在

大的烟叶经销行之一. 1926 年来

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

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在广

公司。核定资本 8 万美元，分 800

东路及黄浦滩营业。进口经销美

股，每股 100 美元. 1930 年代中实

国烟叶、烟茎及卷烟纸等 .1940 年

收 6 万美元，年营业额约 25 万美

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元。公司初设于江西路，嗣先后迁

旗"及"大通飞

法界福照路及迈而西爱路营业。
唐炳麟首任买办.进口经销美国

美国大药房

机器、机械工具、锅炉、电池、无线

cy

California Pharma-

电机、电冰箱、电气设备、引擎、汽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药房。

车零部件、磨轮及机器零配件等，

1924 年前原《大陆报》职员铃菲圭

承 11. 相关工程业务。代表或代理

雷多(J. M. de Figueiredo) 发起开

近十家欧美厂商公司。太平洋战办，经理维莱眯(

George

争爆发后迁总号于纽约.战后重

Welhelmi). 未几出倒，由广济大药

建，资本为 12 万美元〈未几减为

房主人伪托尔杰夫斯基 CG.

10 万美元) ，上海、香港及东京设

Torjevsky) 受盘接办，华洋行名依

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旧.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M.

经理兰棠，华经理王黎清.往来银

行为"花旗"及"中国"、"交通"、"上

美国女帽公司

海商业储蓄"等.

M ilIinery Manufacturing Co.

American

上海西摩路美商帽业公司。

捕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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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e im) 夫妇

美国五金工贸公司。 1885 年

开办.生产织造女式草帽、呢帽、

创办，本部纽约市。 1925 年前来华

帽带、花饰、羽饰等，经营相关进

开业，以铃弗里茨 (Chester Fritz)

出口贸易，一度代理捷克布拉格

为代表，设驻华代表处于上海，先

一家贸易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

后在九江路及南京路营业.进口

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2 万美元。

经销本部所产钢、铅、镑及金、银

1926 年幡贝姆 (A.

等有包金属。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美国无线电公司

Radio Sa \es

Corporation , Fed. Inc. , U. S.

4 ， 400 万美元， 1938 年尚见于记

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迢'气

A.
上海美商元线电销售公司.

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

1934 年前美昌洋行经理兰棠 (E.

Pacific

W. Langdon) 发起开办，在美国注

Steamship Co.

Shipping

Co.

Co\umbia
I

Stat臼

册.初设于南京路，嗣先后迁法界

美国轮船公司.开办年代未

迈而西爱&~及四川路营业。进口

详，西名"Co\umbia Pacific Ship-

经销无线电接收机及相关零配

ping C0." ，本部俄勒冈州波特兰。

件，独家发售铃吉尔菲兰兄弟公

1924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天津、

司 (Gilfillan Bros. , lnc.) 及特斯

香港、大连、青岛、汉口、烟台、广

图尔特一沃纳公司 (Stewart 一

州及马尼拉诸埠设分号或代理

Warner Corporation) 所产无线电

处。经营东方航线客货运输及美

接收机，兼营相关维修业务。 1940

国船舶院船只。 1928 年前更西名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裁兰棠.徐

为 "States

辐卿、王彼亭及王建宗先后充公

年尚见于记载.

Steamship Co.". 1938

司高级华职员及总经理.往来银

行为"花旗飞

美国礼来药厂，美国利来药厂，李
义理制药公司

美国五金公司

Co.

, Ltd.

American Metal

EIi LiIl y &. Co.

美国药物及生物制品公司.
1892 年李义理 (Eli LiIly) 个人开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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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本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

池，进口纽约母公司所产永备牌

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及马萨诸

电池组，碳精制品、焊条、电筒、闪

塞州伍兹霍尔设研究实验室，印

光信号灯及铁合金、五金等。代理

第安纳州格林菲尔德设生物制品

美国亲缘公司. 1947 年资本为法

厂，印第安纳波利斯设制药厂及

币 83.750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

膜岛素实验室. 1925 年前来华开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汇

业，于上海江西路设远东代表处，

丰"及"聚兴诚"。瞿锡庆、曹作新

铃史密斯 (Herbert

A.

Smith) 首

等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任远东总代表，以集成公记药房
有限公司、丰裕洋行及屈臣氏大

美国机车公司

药房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药

motive Co.

American Locc•

物及生物制品，销售地包括华东、

美国机车工业公司，本部纽

华中、华北、华南、港澳、台湾及日

约。 1908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以

本. 1940 年代初为中美工商业协

日商三井洋行为代理行，经营对

进会发起会员之一. 1940 年代末

华贸易. 1921 年前与铃美国机车

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气

销售公司 (American

Sales
美国永备公司

Locomotive

Corporation) 联合于北京史

家胡同设代表处，骨泰特斯 (F.

National Carbon
Co. • Federal Inc. • U. S. A.

M. Titus) 首任代表.进口所产蒸

上海广东路美商工贸公司。

问机车、内燃机车、柴油机及钢板

F. Kerlin)等

等，兼理相关工程业务 .1930 年代

发起开办，资本 100 万美元，按美

初代表处裁撤，对华业务中断.

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有限公司.工厂设于杨树浦路.天

会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大

津、香港、福州、汉口、北京、厦门、

昌实业公司为其津、沪等埠代理

长沙、郑州、重庆、徐州、南昌、太

行.

1931 年铃克林(John

原、济南、芜湖等地先后设分号或
代理处.生产永备牌子电筒及电

明

美国机器铸造公司

American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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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ne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 Foundry Co.

美国机器铸造工业公司。

Electric , Inc.

Automatic

, Automatic Electric

1900 年创办，本部纽约，布鲁克林

Co., Ltd. , Automatic Electric

及伦敦设分号. 1918 年前来华开

Sa les Co. • Ltd.

业，在上海及汉口等埠，先后以安

美国电器工业公司，本部芝

利英行及华昌贸易公司为代理

加哥 .1927 年前来华开业，设东方

行，进口经销所产烟草加工机器

总号于上海，先后在四川路及南

及卷烟机等. 1928 年前于上海黄

京路营业.进口本厂所产自动电

浦滩路设分号，以美国烟叶公司

话设备、手摇电话设备、发电机、

为远东代表，骨阿博力0;斯特 (G.

电报机具、电帮材料及电动赌金

A. Arbogast) 任远东销售主任.

计算器、电控交通管理装置等，代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理英美几家相关厂商公司. 1930

年代初改东方总号为销售公司，
美国机器员衣公司

chine Cl回 ning

Steam Ma-

&. Pressing Co.,

启用..

Automatic Electric Sales

Co., Ltd. "新西名. 1930 年代末
尚见于记载.上海中国自动电话

American Cleaners
天津英界美商机器洗衣房.

公司为其产业.

1927 年前怜赫尔(L. H. Hull)主
持开办，西名.. Steam

Cleaning

&. Pressing

Machine

Co.飞初设

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

Macmillan

Co. of New York

也于达文被道，嗣迁海大道营业.

美国图书出版公司. 1867 年

1930 年前后更西名为 "American

作为英国麦美伦图书公司之分号

Cleaners飞未几迁克森士道营业-

开办，嗣独立，本部纽约. 1913 年

1930 年代末易主，势法特 (F.

前来华开业，与英国麦美伦图书

Fatt)出主行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公司等联合设代表处于上海，经

于记载，业主为精夏普 (C.

营对华贸易.未几代表处裁撤，改

R.

以英商伊文思图书公司及别发洋

Sharp) •

行为代理行，继续其在华业务.

•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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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末单独设驻华代表处于

世界。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上海博物院路，骨洛赫 (P.

V. Z.

海、香港、汉口、天津、沈阳、哈尔

Loch) 主其事。 1930 年代中尚见于

滨、北京、温州及重庆诸埠，以慎

记载。

昌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
奇异商标及皮梯爱区商标系列产

美国运通银行
pre臼 Co.

American Ex-

, Inc.

品，包括电机、仪器、电气设备、电
料及臼炽灯管等.上海劳勃生路

美国公众性金融、航运及旅

美商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奇异

游公司. 1841 年创办，本部纽约

安迪生电器公司〉为其产业. 1940

市，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1918 年

年代初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

来华开业，上海、香港、天津、北京

会员之一。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诸埠先后设分行.所营金融业务

载.

有外汇、外币支付、借用证、旅行
支票、汇款单等，多数分支行设有

美国金山油墨公司

银行机构，航运业务包括货物装

lnk Co. , Inc.

Califomia

卸、报关、落桃、转运、海上及提单

美国油墨工业公司. 1891 年

保险等，旅行业务则包括发售车

创办，本部旧金山 .1921 年前来华

船票、旅游安排、食宿、导游等.

开业，在上海及天津，先后以"恒

1934 年底资本为 600 万美元，资

丰"及"葛禄普"洋行为代理行，进

产负债总额为 3 ， 549 万余美元.

口经销所产印刷油墨，、石印油墨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韦伯贵、

及滚筒合成颜料等. 1930 年代中

韦源泉、许藻初尝充是行买办.

在上海设远东分号，进口经销所

产油墨、干颜料及清漆，兼营照相
美国奇异电器公司

Electric Co.

,

General
International Gener-

al Electric Co. , lnc.

增如

感光制版材料及照相平版印刷机
等.代理几家美国厂商.精科尔特

(Elton Colt) 及普德比 <Paul E.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1892 年

Derby) 先后主其事. 1940 年代中

开办，本部纽约市，分支机构遍及

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 194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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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青岛方

美国宝华公司

面业务由恒丰公司代理，华南由

Inc.

Brewer &. Co.

,

美国化工贸易公司. 1852 年

香港致生公司代理.唐镜元尝充

宝华 (H. D. Brewer) 先辈创办，本

是行远东分号华经理。

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 1924 年前
美国金山铁厂驻华总经理处

来华开业，于上海设驻华分号，先

Ca lco China Agency Armco Chi-

后在九江路、广东路、四川路营

na Agency

业.铃纳尔逊 (G. W. Ne\son) 主

,

上海美商钢铁产品厂家代理

持华行事，李元新回j 之。进口自产

处。 1926 年开办，西名"Calco Chi-

西药、药厂专用品及外科材料，经

na Agency 飞初设于江西路，嗣先

营药材批发贸易，出口中国产物，

后迁博物院路及宁波路营业.香

代理几家美国相关厂商公司.不

港设办事处。独家代理加利福尼

数年华行关闭，对华业务改以怡

亚州伯克利骨金山波状涵管桥梁

昌洋行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工业公司 (California

记载，上海及汉口代理行均为华

Corrugated

Culvert Co. )及俄亥俄州米德尔城
骨阿姆柯国际公司 (Annco

帽

商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

Inter-

national Corp. )在华业务，进口经

美国面粉公司

销所产筑路设备、筑路材料、排灌

Co'

American Flour

设备、疏泼设备、暗渠设备、宽槽、

香港贸易商行. 1925 年原辉

水闸、金属电缆管道、电焊设备等

华洋行职员骨克里斯膝森 (E.

等. 1937 年注册资本为法币 500

Christensen) 与华商某合伙开办，

万元。 1940 年代中更西名为

记为中美合营行号.初设于德辅

"Arrnco China Agency" ，迁滇池路

道中，嗣迁皇后大道中营业.经营

(原仁记路)营业，代理美国近十

美国面粉进口贸易，兼营矿砂出

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口及一般进出口业务. 1940 年代

记载，高大纲及陆子清主其事，往

末尚见于记载，合伙人依旧，惟属

来银行为"上海商业储蓄"。

籍改记为中丹合伙.往来银行为

营建

'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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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及"大退".

Steel Export Co.
美国钢铁贸易公司，本部纽

美国钞票公司

American Bank

约 01909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设分
号.西名作 "United States Steel

Note Co.
美国印钞公司. 1795 年美国

Products Co."，先后在江西路、黄

著名爱国者，银匠列维尔 (Paul

浦滩路及广东路营业.轧来轧(J.

Revere) 创办，为世界土最古老的

w.

公司之一，本部纽约，巴黎、墨西

量大人胡同一度设次分号.进口

哥城及南美各埠设分号. 1908 年

推销美国"卡内基"、"哥伦比亚"、

来华开业，以上海为中心，北京、

"伊利诺伊"等十数家钢铁、桥梁

香港、广州设分支机构.经营钞票

及其它钢制昂公司产品. 1940 年

及证券镑版印刷业务，进口银行

前后变更西名为 "United Stat臼

券、邮票、债券、法偿、印花、股票

Steel Export Co. " ，沪行经理铃克

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鲁格(H.

银行为"花旗".其间委托其印制

争爆发后沪行关闭.战后对华业

钞票及证券的中外银行有"中

务改由美康祥行代理， 1940 年代

国"、"交通"、"中央"、"山有省"、

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东三省"、"广西省"、"浙江实业"、

旗".唐永祥及屠规廷尝充公司沪

"香港国民商业"、"富滇新"、"河

庄买办.

Gal1agher) 首任经理.北京无

J.

Krueger). 太平洋战

南省"、"湖北省"、"中国兴业"、"美
丰"、"花旗"、"农商"、"华比"、"广

美国保险公会

东"、"北洋保商"、"中华撼业"、"中

eign

American For-

Insuran四 As配xiation

国实业"、"四明"、"中南"、"中国农

美国保险业海外联营公司.

工"、"中国通商"、"广东省"、"广州

1918 年由实收资本总额为 7 ， 200

市"及"妖沙商业"等二十余家.

万美元的 20 家著名保险公司合
组开办，本部纽约，为私有有限元

美国钢铁公司

Steel Products Co.

United States

, United States

投资公司.发起者包括"纽其西"、

"博司敦"、"纽约五训"、"凤舞"、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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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特飞"、"新大陆"、"发门"、

之福中公司副代理人卡劳克(H.

"格林福"、"美丰"、"花旗合群"、

W.

"好望"、"北美洲"、"美国国家"、

Food Prooucts Co.飞天津设分号.

"纽亨"、"那格来"、"丹凤"、"华盛

经营海产品及一般食品进出口贸

顿"、"流泉"、"圣保罗"及"惠昌"诸

易，代理多家欧美食品厂商公司.

公司.翌年即来华开业，设分号于

1930 年代中改组，由卡劳克主持

上海福州路，经营水、火、灾害等

接办，变更西名为"American

F ood

各种保险业务.嗣天津、汉口、哈

Co. • Federal Inc. , U. S. A.

".太

尔滨、香港、广州诸埠相继开业.

平洋战争爆发后歇业.战后恢复，

其后组成公司虽屡有变易，但公

本部设于旧金山，启用 UAmerican

会仍经常全权经理 15

F仅对 Agencies ，

20 家美

Brooke) 创办，西名 UAmerican

Inc. , U. S. A."

国保险公司在华业务. 1940 年代

新百名.华名初袭其归，嗣改称美

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所

品洋行，添化学品、染料、颜料及

具实力，为在华美商保险公司之

杂货进口贸易. 1947 年资本为法

冠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署

币 1 亿元， 1948 年记为 3 万美元.

驻华经理铃布郎 (T.

往来银行为"大通".

B.

Bro响。，

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通飞陈
链宏、吴福才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美国哥伦布保险公司

员.

Casualty Co. of New York

Columbia

美国保险公司 .1920 年开办，
美国食品公司

Prooucts Co.,

American
American

Fωd

本部纽约。核定资本 100 万美元，

Fωd

收足 .193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

,

先后以"旧金山人寿"、"赫尔"及

Inc. ,

"金康"等保险公司为代理行，经

Co., Federal Inc. , U. S. A.

American

F仅对 Agencies ，

U. S. A.

营灾害、板玻璃、盗难、机械及各

上海广东路美商食品行.

种动产保险业务. 1940 年代后期

1928 年原霉飞汽车公司董事骨戈

尚见于记载，驻华经理骨阿诺德

尔德(J. K. Gold) 与原英华合办

(E. Lester Arnold) •

穗'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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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造纸出口联合公司

Ameri-

陆铭盛先后任买办 .1924 年(或作
1925 年〉改上海分号为驻华子公

can Paper Exports , Inc.
美国纸业出口公司.美国造

司，西名 "Universal Leaf Tobacco

纸厂商联合开办，本部纽约市。Co. of China , F ederal Inc. , U.

1919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上

S. A." 。榆林路设厂，大连湾路设

海、天津诸埠，分别以"万国商务"

楼房 e 进口美国烟叶、烟茎、卷烟

及"恒丰"等洋行为代理行，进口

机、烘干机、卷烟纸、铝销及英国

经销美国书写、包装、印刷用纸

产卷烟包装机等 s 出口烟叶，销往

张. 1925 年前后于上海洒泾路设

爪哇、退罗及欧洲，代理几家欧美

分号，经理为原恒丰洋行职员葛

厂商公司，总裁铃科文顿。.

禄普 <Herbert B. Gallop). 1930 年

臼>vington)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

E.

代初葛禄普独立开业，公司即以

发后华行停业.战后恢复，加入中

葛禄普洋行为代理行，继续对华

美工商业协进会为会员，添设青

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岛及广州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

在华代理行为葛禄普任总裁之广

于记载，其时华行共有资本 100 万

大有限公司。

美元，总裁特梅肯 (G.

W.

Macon) ，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
美国烟叶公司

Tobacco Co.,

Universal Leaf
Inc.

I

Univer田I

Leaf Tobacco Co. of China , Federal Inc.

通气李洪钧尝充公司华经理.

, U. S. A.

美国培士利钢厂

Bethlehem

Steel Export Corporation

美国烟叶公司，本部弗吉尼

美国钢铁贸易公司.本部纽

亚州里士满 .1917 年来华开业，于

约，为始建于 1904 年之培士利钢

上海设分号，西名 "Universal Leaf

铁公司(Bethlehem St回1

Tobacco Co. , Inc. ".初设于法兰

公司. 1934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西外滩，嗣迁黄浦滩路营业.经营

海、天津及福州诸埠，先后以美商

烟叶进出口贸易，骨哈王自(Geo.

威尔惠司洋行、法商德威洋行及

D. Happer) 首任经理，曹境扬及

华商瑞车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

Co. )子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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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产各种钢铁材料及金属

年前别设销售行，在美国注册为

制品.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私有有限责任公司，西名 "Sunland

Sales A因<lCiation ， Inc. " .上海、汉
美国商船测勘公司

American

口、香港、天津、广州及伦敦、横

Bureau

American

滨、大阪设分支号.进口推销母号

of Shipping I

产品。天津"兴隆气汉口"鼎新"、

Lloyds
美国船级社。 1867 年创办，本

香港"广泰行"等尝充其地方代理

部未详.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行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总经

海及香港等埠，先后以"爱 J思乐"、

理怜斯坎伦(T.

"美敦"、"晏打臣及雅士验船机器

来银行为"花旗".

R. Scanlon) ，往

师"、"架眯咕"等行号为代理行，
经营美国及其它外国船舶分类登

美国橡皮出口有限公司

录及检验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Stat臼 Rubber Exp彼t

United

Co. , Ltd.

美国橡胶出口公司.本部纽

于记载.

约，为始建于 1840 年代的美国橡

美国葡萄干公司

Sun Maid

Raisin Growers Association I Sunland

Sal田 Association ，

Inc.

皮公司 C United States Rubber

Co.

)之销售公司.分支机梅遍及

世界各大城市. 1918 年前来华开

美国葡萄干公司. 1922 年开

业，在上海以慎昌洋行为代理行，

办，本部加利福尼亚州l 弗雷斯诺.

拓展对华业务. 1919 年子上海设

经营葡萄干生产加工及打包，销

分号，先后在法界爱多亚路、仁记

售业务.旋即来华开业，于上海广

路、圆明园路及南京路营业.进口

东路设东方总号，西名 "Sun Maid

母公司各厂所产轮胎、橡皮管、胶

Raisin Growers A随时iation 飞香

鞋及其它橡胶制品.香港、哈尔槟

港、天津、哈尔滨及神户、横滨、新

诸埠设销售或代理处. 1930 年代

加坡、加尔各答诸埠设分号或代

中沪行停办，香港设驻华代表处，

理处，贝蒂 CC.

S. B臼tty) 首任总

继续对华业务， 1940 年代初为中

经理.进口推销所产葡萄干 .1928

美工商业协进会发起会员，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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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koblin) 0

度改组，由祥茂洋行代办文案，核

1930 年前后铃伦纳德司廓布林

定资本银 12 万两，实收 11 万两.

(L. S. Skoblin) 出主行务，启用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理司廓布林 (Stephen

"Skoblin Co. ，.新西名，定华名为
"美和飞 1936 年前后司廓布林室主

任总经理，恢复原西名。充厂商直
接代表，添营食品及马达等.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美星洋行

Atrnasingh.

B. D.

印度贸易商行 .1933 年开办，
本部白沙瓦〈今属巴基斯坦〉。上
海及日本、阿富汗设分号。华行进

口狐皮、皮货及其它印度、阿富汗
美查洋行，美查有限公司

产物 z 出口绿茶、皮货、丝绸、兔

Major. Ernest I Major Brothers &.

皮、瓷器、铁器及电器等，销往印

Co.

度.兼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I

Major

Brc晒.

•

Ltd.

上海英商洋行. 1872 年前美

务，充制造厂商代表. 1947 年尚见

查 (Ernest Major) 个人创办于山东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有利"、"大

路，即以姓字为行名，称美查洋

英"、"汇丰飞

钱.嗣与其且大美查 (F. Major)合
伙，更西名为 "Major

Brothers &.

Co.". 1889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美钢轮船公司

Isthrnian Steam-

ship Co.

Ltd. "新西

美国轮船公司 .1919 年开办，

名，美查兄弟收回原本银 10 万两

为有限责任公司，本部纽约.旋即

返国，公司仍有本银 30 万两，分作

来华开业，以美国钢铁公司上海

6.000 股，由董事兼总经理特阿波

分公司为驻华总代理，在上海、大

恩诺特(E. Q. Arbuthnot) 等主

连、香港、天津诸埠，分别以美国

持，称美查有限公司，在汉口路营

钢铁公司、和记洋行、银行轮船公

业.先后经营有申报馆、申昌书

司及怡和洋行等为代理行，经营

局、点石斋石印局、遂昌自来火局

航运及航运代理诸业务. 1940 年

及江苏药水厂等企业.陈华庚、梁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司，启用 UMajor Br但.

•

金池尝充是行买办. 1913 年前再

"花旗".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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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信洋行

E.

Gale Co. , The L.

, Gale Co. • The L.

E. • Feder-

al Inc. , U. S. A.

美泰贸易公司

American Mer-

cantile Co. , Federal lnc. , U. S.

A.

汉口法界德领事街美商贸易

上海圆明园路美商贸易行.

行。 1924 年原茂生洋行驻汉工程

1938 年前旅沪名律师阿乐满 (N.

师骨盖尔(Lloyd

F.

.‘•

...

•

-

E.

Gale) 个人创

Allman) 、克保罗 (Paul F.

办 .1927 年改组，按美国在华商务

Kops) 、台维斯<Jam臼 B. Davies)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与华商长丰地产公司董事蔡某等

核定资本规银 25 万两，盖氏自任

发起开办.经营房地产代理及建

董事长，铃施瓦茨 (B.

Schwartz)

筑物承包业务，进口木材、钢材、

等为董事。上海及重庆设分号，沈

烟叶、工具、收音机零件及杂货，

阳、成都设代理处.进口飞机、汽

出口花边、丝绸衬衣、针织品、草

车、筑路机械、轮船、飞机及汽车

帽、纽扣等 F 代理塔科马、西雅图.

零件、弹药、军用必需品等，出口

洛杉矶、波特兰及马尼拉几家美

中国产物，兼营相关工程业务.代

国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理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

记载，其时资本为 10 万美元，总裁

至十数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阿乐满.往来银行为"大通"、"花

载.往来银行为"汇卒".

旗"及"荷国安达".

美泰公司

美真i台公司

Mehta &. Co.

Bejonjee &.

co

香港英印商贸易行. 1910 年

香港威灵顿街英印商绸布

美泰 0. N. Mehta) 个人开办.初

庄. 1908 年前美真治家族 (P. Be-

设于必打街，嗣先后迁雪厂街、德

jonjee. J. H. Bejonjee , N. Bejon-

辅迫中及皇后大道中营业.经营

如及 M. Bejonjee) 合伙开办.经

酒业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营女帽头饰及呢绒绸布. 1940 年

1920 年代中一度于澳门龙篱正街

代初尚见于记载，业主为小美真

设分号。 1929 年转移至上海营业，

治 (N.

是为顺利洋行。

Bejonjee).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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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益烟叶公司

Penn , Fed.

Pemberton &.
Inc. , U.

S.

A.

I

•

汽车零部件、无线电接收机、无线
电机零件等 F 代理"福特"、"林肯
赛飞"、"谋克利"及"林肯"等名厂

Pemberton &. Penn (China)
美国烟叶公司 .1870 年创办，

产品，兼营旧胎翻新及汽车修理

本部弗吉尼亚州l 丹维尔.东京、奥

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克斯福德及格林维尔设分号。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战

1928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

后恢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海，先后在广东路、四川路及福州

某时实收资本为 45 万美元，经理

路营业.华名初称美叶烟公司，嗣

李克思 (H. L. Ricks) ，往来银行

定名"美益".经营烟叶及烟茎进

为"花旗"及"大通".

-

出口贸易，兼营相关包装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沪

美基洋行

行有资本 5 万美元，经理钟哈里

Ltd.

I

May-Kee (China) ,

May-Kee , S./A.

森 (E. C. Harrison) ，往来银行为

瑞士贸易商行 .1932 年开办，

"大通"及"花旗".刘金友、杨观海

本部卢加诺，为私有有限公司.上

及董茂高、杨子林、薛子充等尝充

海、香港、天津先后设分号，进口

公司沪庄部门经理或高级华职

意、法、瑞士所产飞机、航空材料、

员.

舰船材料、铁路设备、铁路材料、

~

化学药品、专利成药、医院设备及
美通汽车公司

Fed. Inc.

Bil1s M侃侃，

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

, U. S. A.

上海美商汽车贸易行.

1925

年原怡昌汽车行经理毕乐思。

P.

精泊等.代理法、意、瑞士厂商公
见于记载.沪行经理铃盖斯特 (P.

v.

•

Guest) ，往来银行为"华义"等.

Bi11s) 发起开办.按美国在华商

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美盛洋行

Peroshaw &. Co.

司，核定资本银 10 万两，收足.初

汉口英印商贸易行. 1924 年

设于西藏路，嗣迁法界福照路营

前铃佩罗绍 (E. Peroshaw) 等合伙

业.进口英美卧车、卡车、拖拉机、

•

A

开办.初设于英界都阳街，嗣迁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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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风阳街(即后之特二区三教街)

或记为英商.往来银行为"浙江实

营业.一度于上海北苏州|路设分

业".

号.经营印度丝绸贸易。 1938 年尚

-.

见于记载.

美盛烟叶公司

Carolina Leaf

Tobacco Co.
美盛洋行

&. Son , A. B.
feld &. Son , Inc. , A. B

Rωenfeld

美国烟草公司。本部卡罗来

Rosenfeld , Julius I
I

Rosen-

纳，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1931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海

上海广东路美商贸易行.

广东路，济宁路设加工厂，进口加

1918 年前原茂新洋行伙东罗臣飞

工美国烟叶、烟茎、烟末. 1940 年

B.

Rosenfeld) 之子铃罗朱利

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范英士 (C.

(J ulius Ro町，fe1d) 个人创办，即以

C. Vines) ，买办吴发来.往来银行

姓字为行名.经营棉花及杂货迸

为"花旗".

快.

出口贸易 .1919 年罗臣飞加入，改

'

L

叫-

组为父子合伙商号，启用 "Rosen-

羡商胜艺公司

feld &. Son , A. B."新西名.天津

Lotus Studio I

及纽约设分号或营业所.嗣先后

Inc.

Caravan Co.

I

Ca ravan Studio ,

迁法界爱多亚路、南京路中央房

上海静安寺路美商工艺美术

子及丸江路营业.改营投资、融

公司. 1930 年前后原任美艺公司

资、股票及一般经纪业务，先后为

职员骨育尔曼夫人 (Mrs.

纽约棉花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

Gi1man) 主持开办，西名初作"Car-

所有限公司、加拿大商品交易所

avan C0." ，旋改 "Lotus Studio". 经

有限公司及上海众业公司成员.

营亚麻布制品、睡袍睡裤及古董 F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2.5 万金镑.

承揽室内装饰业务. 1933 年前改

1938 年前后易主，由原嘉茂洋行

组， /lP 启用"Caravan Studio , Inc. "

总经理，代签有效人赞克罗思韦

新西名.嗣迁江西路蕾业，制作经

特 (T. Crosthwaite) 个人接办，华

销仿古家具及现代家具，承办室

洋行号依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内装饰业务，经营亚麻布制品及

Louise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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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地毯。代理天津美古绅洋行

"古德立"、"邓禄普"及"发施登"

在上海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等几家欧美橡胶车胎厂商公司。

记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渐无所罔。
1946 年复见于记载，更华名为"华

Intercontinent

商胎行"。

美国综合工业公司，本部纽

美康洋行

美商联洲公司

• -吨'

Co rporation
约市。 1929 年来华开业，设飞机销

Inc.

Arkell &. Douglas ,

, Cathay Sales

C心rporation

售行于上海江西路，华名联洲航

美国贸易商行，本部纽约.

空公司<Intercontinent Aviation ,

1918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Inc. )。嗣香港及广州先后设销售

海广东路，西名作 "Arkell

行及代理处.华行进口经销美国

glas , Inc. " .进口经销五金、反革、

飞机、飞机零件及动力设备、农业

五金工具、钢制品及杂货，兼营航

机械、机械工具、工业设备等，兼

运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

相关维修业务.代理几家美国主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二十余家.

要航空工业公司及其它制造厂

1932 年华行独立，更百名为

商.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

"Cathay Sales Corporation" ，按美

进会会员.往来银行为"大通"及

国特拉华如|法律注册为私有有限

"花旗".

公司，核定资本 5 万美元.太平洋

&. Dou-

"

战争爆发后歇业.战后恢复 01947
美商橡皮公司

Oriental Vulcan-

izing Co.

年重新注册，资本为 4 万美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

上海法界美商橡胶公司.

骨威尔森 (W. P. WiIlso时，华经

1929 年前·费海英 (Y. Fahying)

理黄锦棠.往来银行为"花旗"及

主持开办.初设于迈而西爱路，嗣

"汇丰飞

迁福照路营业.经营汽车轮胎、汽
车零件及橡皮管等，兼相关修理

业务。代理"固特异"、"咪吃兰"、

呻

美清公司

&. Export Co.

American Machinery
,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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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商贸易行。 1912 年前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22 年(或

旅津开业医师，公理会传教医师

作 1921 年〉柏铁生 CA. P. Patti-

兼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翻译官裴

四川与原天津华达洋行伙东华达

志理 C Dr. A. P. Peck) 及北洋大

CGeorge K. Ward) 合伙创办，天

学堂土木工程学教习铃杜宾士

津设分号.称美商美星洋行 (Patti

(J ohn L. Dobbins) 等发起创办。上

回n &.

海、张家口及美国旧金山设分号。

1933 年复见，启用现名，为私有合

经营总迸出口贸易，采办供应矿

伙商号.初设于北京路，嗣迁法界

山机械、通用机器及工程设备，代

法兰西外滩营业.进口爪哇、大英

理几家欧美保险、运输及其它公

帝国、古巴、多米尼加、秘鲁、美、

司厂商。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法、波、比、荷、埃及、非洲、遥罗、

总裁兼经理铸刘爱德(巳

K.

印度支那、缅甸、加、澳、阿根廷等

Lowry) ，副总裁为华商张某.冯少

地所产食糖、大米、烟叶、原棉、谷

山尝充公司沪庄买办.

物、海产品及钢铁、木材等，出口

Co.

).不数年即无所闻.

生丝、芝麻、豆类、豆饼、线麻、矿
吨'

』

美隆洋行

锦、桐泊、绸缎、禽毛、烟叶及植物

Mittag , Max

上海江西路德商贸易行.

油、兽皮、矿砂、猪肠衣、猪泊、薄

1903 年元旦原天津德商兴隆洋行

荷油等.兼营糖业经纪及航运代

合伙人赞美塔格 CMax Mittag) 个

理业务，代理始建于 1884 年之新

人开办.汉口英界设分号.经营总

奥尔良母公司 (A.

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第

Co. )及欧美、爪哇其它公司厂商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歇业。 1920

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中改组

年代初恢复，迁四川路营业.

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 50 万美

1927

T.

Patti回n&.

元，香港、台北、基隆及朝鲜先后

年尚见于记载。

设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美隆洋行

Pattison &. Co. , A.

总裁柏铁生，副总裁包仁(J.

R.

孔， Pattison &. Co. , A. 丑， Fed.

Browne) ，往来银行为"大通".姚

lnc. , U. S. A.

永励、自浩明尝克是行高级华职

v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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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在远东商界声名渐著。本世纪初

员.

其在沪、汉、津三埠产业所值 ~p 达
美植洋行

Lukashik

&. Sons

20 万英镑以上，洋员逾百，华员逾

天津富商种子公司。 1927 年
骨卢卡希克(1.

千。经营进口贸易及航运、报关、

Lukashik) 父子

转运、装卸、保险代理诸业务，开

开办.初设予特一区武昌路，嗣先

办有码头、堆楼、工厂。为私有无

后迁威尔逊街及英界香港道登伯

限合伙企业。 1910 年代先后添青

敦道口营业.海拉尔、哈尔滨、精

岛、济南、北京、沈阳、哈尔滨诸分

洲里、青岛、北京及济南设分支

号及纽约子公司，芜湖、南京、长

号.开办种子房及苗圃、花圃，经

沙、常德等地委托代理处.第一次

T.

营花子、荷兰花鳞茎、杀虫剂及肥

世界大战爆发后华行一度停业.

料，代办邮购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1920 年代初恢复.进口欧美卧车、

见于记载.

卡车、自行车、照相材料、化学品、

• -、.

'

药剂、香料、化妆品、轮胎、橡胶制
美最时洋行

Melchers

&. co

品、染料、钟表、光学制品、石泊、

德国工贸公司。 1806 年创办，

精泊、五金、机器、呢绒足头、通风

&. Melchers" ，本

制拎设备、工业原料及杂货，出口

部不来梅. 1813 年改组，由老吻者

蛋制品、生皮、皮货、花生、豆类、

土 (A.

Melchers) 主其事，

籽仁、烟草、禽毛、主麻、猪援、五

&. Co. ,

C. " •

倍子、大黄、油脂、陶瓷器、头发、

1864 年老吻者士之长房次孙吻者

羊毛、矿砂、棉花、桐泊、香泊及中

士 (Hermann Melchers) 括香港.

国其它土产，销往欧美及南非、埃

1866 年即与骨安德烈 (Adolf

及。代理德、荷、英、美、丹、捷、瑞

André) 合伙创办香港子公司，西

士诸国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 Co. " ，华名"吻者

商数家至数十家。 1932 年伪满洲

士"或"也者士" • 1877 年设上海分

国成立后，沈阳分号属下相继添

号，嗣汉口、广州、天津、汕头、镇

通辽、洗南、锦州、赤峰、林西等次

西名原称 "Focke

F. C.

更西名为 "Melchers

名 "Melchers

'

J

江、宜昌诸埠相继开业，"美最时"

分号。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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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汇丰"、"麦加利"、"德华"、

行高级华职员.

"大通"及"中国"。胡二梅及王佳
山、张华堂、吴元桥、胡昕潮、李梅

-.

堂、王伯年、王芸卿、胡苞水、李尊

美裕公司

Grace &. Co. , W. R.

美国贸易商行。铃格雷斯

一、张竹如、陈志西等尝充是行买

(W. R.

办或副买办.

金山，分号及代理处遍及全世界，

Grace) 发起开办，本部旧

凡 140 处. 1919 年前来华开业，于
美敦洋行

Eisler , Reeves &. Mur-

作 "Grace

phy , Federal Inc. , U. S. A.

、.

，、.

上海江西路设驻华分号，西名别

China ω." ，汉口设欢分

上海美商船货检验公证及工

号.另设香港分号于德辅道中。进

程衍。 1916 年美国造船师及轮机

口英美足头、纸类、五金、颜料、化

工程师学会会员爱思乐 (W.

1.

学品、制粉机器、铁路材料、机厂

Eisler)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

用具、轻重铁器、麻袋、肥皂、化妆

名.经营船舶、轮机、货物检验公

品、建筑材料等，出口杂货.代理

证业务，代理或代表美国商船测

总公司及纽约、伦敦、加尔各答诸

勘公司及美国船舶院营运处.

兄弟公司.韦源泉尝充是行总买

1920 年代初英国人李抚世 (C.

办. 1927 年后渐无所罔. 1930 年

Reeves) 、美国造船师及轮机工程

代转以上海美隆洋行为代理行，

师学会会员赞墨非(D.

W. Mur-

维持对华业务， 1940 年代中为中

phy) 相继入伙，启用现名.嗣按美

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 1940 年代

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添营

末尚见于记载.

船舶建造工程咨询业务.承办美、

日、意、德诸国船级社及相关机构

美新洋行

Rembrandt Photo Co.

船、货、轮机检验公证事，代理欧

上海北苏州路美商照相馆.

美、日本、苏联几家保险公司。

1913 年前铸泽特伦德氏 (Philip

1930 年代中资本为规银1. 5 万

Zetterlund) 主持开办.经营照相业

两，叹口设分号 .1940 年代后期尚

务，兼营照相材料及期刊杂志.

见于记载。朱君琪、杨浩然尝充是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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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福洋行

11cFadden

8L Bros. •

•

美赛洋行

Macy

8L Co. • Inc. •

R. H.

Geo. H.
美国贸易商行。份麦克法登

美国贸易公司.美赛 CR. H.

(Geo. H. McFadden )兄弟开办.

11acy) 发起开办，本部纽约。 1924

本部费城. 1924 年前来华开业，于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仁记路设

上海广东路设代理处，经营原棉

办庄，采购制造品、绣货及杂货等

贸易，西名为 "11cFadden

出口美国，铃戈洛布 0. W. Go l-

&. Bros.

Agency. Geo. H.... 华名"伦大" •

lob) 主其事。未几办庄停业。 1930

嗣代理处停办，改以瑞士福家洋

年代恢复对华业务，改以代理行

行及英商老公茂洋行为代理行，

办理.先后充其代理行者有英商

继续对华贸易. 1940 年前后代理

德记洋行及瑞士商新时昌(礼惠〉

处复见于上海法界法兰西外滩，

洋行等。 1940 年代后期复以礼惠

称"美福洋行"。经营棉花托运及

洋行合伙人穆勒 CHarold 11uller)

原棉进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

为伙东及总经理，设分号于上海

于记载，代理人普卡特默 CErica

金陵东路，经营出口贸易. 1940 年

Catmur) .华经理高某。

代末尚见于记载。

美彭洋行

美德洋行

Mai皿n

Parisienne

11aster

.-、

•

8L Co. • 11. J.

上海南京路西商时装店。

印度英商贸易行 .1919 年开

1913 年前怜博蒂夫人< 11adame

办，为私有合伙商号.本部孟买，

Bottu) 主持开办.巴黎设代理行.

上海汉口路及科伦坡、蒙巴萨、马

承做巳黎最新式样女服童装，经

达加斯加、南美、欧洲等地设分号

营巳黎产胸衣、衬衫、香水、假花、

或代理处。华行进口德、印、荷、日

女帽头饰、假花驼羽.未几易主，

所产假石、食品、菜蔬产品、植物

华洋行名依旧. 1929 年尚见于记

泊等;出口绸缎、丝绣品、青豆、芝

载，业主为骨巴拉尔夫人 C11rs.

麻、杂谷等，兼理煤炭备办供应业

A. Ballard) 。

务。独家代理印度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沪行尚见于记载，其时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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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伙东兼经理为葛伦捷 (N.

.~

J.

Insurance Co. , Ltd.

Karanjia) .往来银行为"有利"、"大

日本保险公司 o 1907 年 5 月

英"、"和嘴"、"东方汇理"、"花旗"

开办，本店神户明石町。旋即来华

及"汇丰".

开业，在上海、烟台、汉口诸埠先
后分别以中桐洋行、合名会社铃

神户水火保险公司

Kobe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木商店、茧绸社、三井洋行及昭和
海运公司等为代理行，经营水火

日本保险公司.本店神户市

保险业务。 1920 年代以森原氏为

神户区明石町，日文原称神户海

代表，设代表处于青岛 o 1930 年代

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东京、大

中尚见于记载，其时核定资本为

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福冈诸埠

1 ， 500 万日元，实收 375 万日元.

设分支店所，世界各主要城市设

与神户水火保险公司关系待考。

代理处 01920 年代来华开业，在烟

_..

台以三井洋行为代理行，经营水

费而特飞火险公司

Fire Ass∞ib

火保险业务。 1930 年代以志智新

tion of Philadelphia , Pa.

八郎为代表，以铁普利 (Alan Tip-

美国保险公司 01817 年始建，

ple) 为代理人，在上海黄浦滩路设

1820 年即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分支机构，经营水、火、运输、汽

1834 年启用现名。 1918 年参加美

车、伤害、盗难、信用及其它保险

国保险公会，旋即来华开业，在上

业务。 1940 年前核定资本为 1 ， 500

海、天津、汉口、哈尔滨、香港、广

万日元，实收 375 万日元，准备金

州诸埠，以美国保险公会为总经

1 ， 088.8 万日元."新京"设支店.

理，经营火、水、风暴、地震、汽车、

嗣上海营业所升格为支店，志智

飞机等各种保险业务 o 1938 年核

任支店长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社

定资本为 200 万美元，收足 o 1940

长冈崎忠雄，华职员钱德茂.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神户海上运送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费特地毯公司

Kobe Marine , Transport &. Fire

Federal Inc. , U. S. A.

Fetté Rug Co. ,

逊 8正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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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商地毯工业公司。
1920年费特家族 (Mrs.

Helen E.

Inc.

I

Borden's

Produce Co.,

Inc.

Fetté) 发起开

美国蛋业公司 .1914 年开办，

办. 1926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

本部纽约市。上海杨树浦路及腾

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初设

越路先后设蛋厂，资本为规银 50

于西总布胡同，嗣迁东单二条胡

万两，骨卡梅伦 CH.

同营业。上海及马尼拉设分号.经

工程师任厂长.经营冰蛋及蛋品

营中国地毯织造业，进口美国文

加工、打包、出口业务，销往美、英

具及办公用品，出口所产"费特"

及欧洲大陆 •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手工地毯，销往美、菲、英、加、澳，

记载，经理婚庞德 CT.

兼营戏装、首饰及中国文物出口

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通".

Fett昼及 H.

C. C.

•,

H. Cameron)

H. Pond) ,

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花旗"、"汇丰"及"麦

泰东洋行

加利" •

Co. , Ltd.

Taito Co.

I

Taito &.

大连山县通日商贸易行.
逊昌 i掌行

s. ,

1924 年原福昌公司经理田中知平

Hudson &. Co., J.
Hudson &. Co.

个人开办.沈阳设营业所.经营机

宁波西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械工具、汽车、农具、烟草及杂货

幡赫德逊。.

S. Hudson) 个人开

进出口贸易，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S." 。

1930 年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称株式会社泰东洋行，核定资本

代理英、美、加、日、法诸国几家保

100 万日元，实收 50 万日元.嗣迁

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后期添机器

本店于"新京气大连改支店，沈阳

进出口贸易，兼相关工程及咨询

及哈尔滨设营业所. 1943 年尚见

事。 192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经理

于记载，社长田中知平，董事星野

骨小赫德逊 (A.

仙藏、下山只一、吉芳亮.往来银

办，西名 "Hudson

&. Co. , ].

J.

Hudson) 。

行为"横滨正金"、"满洲兴业"及
班达公司

司

Amos Bird Co. ,

,

"满洲中央气株式会社泰东制作

‘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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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商零售百货业中居极高地

所为其子公司.

位.经营呢绒绸布、服饰用品、食
寨西洋行

--

Westem

Co.

品杂货、酒类、家具、船具、女服女

美国贸易行，本部芝加哥.

帽等，承做各式服装，兼航运及政

1924 年前来华开业，于烟台海岸

府承包业务.所设备部门自成系

街设分号，经营发网等出口贸易.

统.代理欧美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1908 年发行公司债券银 35 万两1930 年代中由会德丰洋行董事长

泰安纺纱公司

Taian Spinning

铃茂登 (C. E. Marden) 等接办，
设静安寺路分号，经营咖啡、茶叶

Co. , Ltd.
汉口日本棉纺织工业公司.

及洋酒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1924 年日本棉花会社开办，本店

记载.吴培贞、吴文辉尝充是行买

大阪，日文原称泰安纺绩株式会

办.

社，俗称泰安纱厂.工厂设于武昌

•

北营坊.生产经营棉纱、棉布.为

泰来洋行

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会员 o 1937

N ölting &. Co., Telge &. Co. ,

年 6 月投资总额为 5 ， 605 ， 498 日

氏，

元，专务近藤宗治 01944 年尚见于

Telge &.

Schr出ter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58 年原

&. Co. , Wm.)

记载，其时资本记为 500 万日元，

鲁麟洋行 (Pustau

大坪市郎主其事.

驻日本神奈川职员泰来。

泰兴公司

La时.

Crawford &.

Co. , Ltd.

•

Telge &. Co. , Telge ,

Telge) 个人创办，西名 "Telge

&.

1867 年前铃诺尔廷 (G.

N

Co.>>.

ölting) 入伙，更西名为 "Telge ， N

上海南京路英商洋杂货行。

ölting &. Co." .1882 年前由泰来氏

1896 年〈或作 1895 年)就香港连

之侄辈怜小泰来 (Rudolph Telge)

卡刺佛公司沪行改组开办.资本

接办，更商名为 "Telge

银 25 万元，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R. 飞经营总进出口贸易，承包中

注册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在

国政府军需品、机器、铁路材料等

&. Co. ,

泰

564

，一

采办业务。汉堡及天津设分号。

计、代放款项、代客估价、买卖房

1899年前铃施勒特尔(

地产、代理保险诸业务 .1923 年改

H.

&.

组为私有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

Schroeter" 新百名，其后虽屡易伙

注册章程注册，更西名，自兰泰任

Schroeter) 入伙，启用 "Te1ge

东，华洋行名依旧。 1908 年井怪矿

常务董事.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务局成立，"泰来"为业主之一，并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陶敬

充全权经理. 1912 年前添北京及

斋、陶善蒜、陆仲甫、陶让卿、李吉

汉口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

祥、李景韩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

度停业。 1920 年代初恢复.进口机

经理.

'‘

器、化学品、钢铁、人造丝绸、纸、

汽车及杂货，出口中国产物，代理

泰孚洋行

德国及其它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

Twyford &. Son , Ltd.

Twyford &. Co. • ].

I

, ].

数十家.兼理相关工程及包工事

天津英商贸易行. 1915 年前

务.嗣增设香港分号 .1943 年尚见

铸庸泰孚(]. Twyford Thornas) 主

于记载，业主为铃贝格 (Rudol

持开办，西名 "Twyford

Berg) ，往来银行为"德华"。吴活

]. " .初设于英界河坝道，嗣迁法界

卿、胡二梅、王铭槐及唐宝泰等尝

社总领事路营业.英界董事道设

充是行买办.

工程处，北京先后设代理处及分

&. Co. ,
r-

号。经营迸出口贸易。承办供暖及
泰利洋行

Brandt &. Rodgers I

家至十数家。 1932 年改组为父子

Brandt &. Rodgers , Ltd.
上海宁波路英商洋行.

卫生工程，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

1900

有限责任公司，遂变更其西名为
".在香

年(或作 1901 年〉建筑师白兰泰

"Twyford &. Son , Ltd.

(Wi 1liam Brandt) 与律师陆舌儒

港注册，华名别称泰孚父子有限

(W. L. Rodgers) 合伙开 5打。初为

公司.所属工程处则独立注册，是

律师事务所，兼办建筑及房地产

为泰孚机器有限公司 (Twyford

事。来几陆氏退出，迁四川路营

Engineering , Ltd. ).进口麻袋、打

业，经营道契挂号、经租、建筑设

包麻布、麻线、纸、油漆、纺织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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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仪器、焊接器材、工业机器、

Reiss ,

铁路矿山材料及化学品、橡胶、五

Reiss , Bradley & Co. , Ltd.

Massey & Co.,

Ltd.

,

金、染料等 F 出口中国产物。 1940

英国贸易商行。 1845 年礼时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青岛中山路

(Reiss) 创办于广州.上海、香港、

设店，往来银行为"中国"及"麦加

福州及日本横滨先后设分号，因

利"。

名 "Rei回&Co. "。经营丝茶贸易。
1872 年前改以香港为总号，上海

泰昌公司

~

T'a Ch'ang Kung Sze

诸埠设分号. 1910 年代汉口、天

上海英商公司. 1906 年前原

津、烟台、广州相继开业.经营打

担文律师事务所职员铃孔苏 (Y.

包厂及码头仓枝.为保丰洋行

S. Kums∞)个人开办.初设于西

(

藏路，嗣迁新闸路营业.经营煤

Ass∞iation ， Ltd. )联号. 1923 年

炭、焦炭、柏油贸易，尝充大英自

原伙东铃霍利约克 (P. Hobson

来火房所产焦炭独家承包商。兼

Holyoak) 与上海分号职员曾梅西

营地产、房地产及相关经租业务.

(Ph i1i p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西名为 "Holyoak ，

Angl。一

w.

Chinese

Engineers'

Ma~ey) 发起改组，更

Massey & Co. ,

Ltd. " ，上海、广州、烟台设分号.
泰昌洋行

Grove

&Co. ,

G. R.

1926 年再度改组，即变更西名为

上海四川路西商建筑工程

" Reiss , Massey &. Co. , Ltd. "，按

R.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Grove) 发起开办.一度迁广东路

限公司，核定资本 100 万港元，实

营业.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工程、

收 40 万港元.梅氏任常务董事.

测绘及其它营造业务，兼营地产

1936 年前后第三次改组，收并汕

及房地产.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

头德记洋行，启用 "Reiss ，

载•

& Co. , Ltd. "新西名，汕头分号华

行. 1903 年祷格罗夫(Geo.

Bradley

名仍称"德记飞进口英、德、印、
泰和洋行
•

卢呵

,
Ltd. ,

Reiss &. Co.

Holyoak , Massey & Co.,

埃、加等国足头、原棉、纸张、工程

用品、黄麻、麻厂材料、机器、建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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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木材、食品、罐头、打字机、加

咱

泰信洋行

Taishin Yoko

法机、保险柜、五金工具、滚筒布、

天津臼商贸易行. 1920 年开

染料、亚麻、绣花钱、毛纱、羊毛、

办。青岛及北京、石家庄、徐州、海

办公设备及杂货 F 出口生丝、丝

州、彰德、新乡、甘苦郭诸埠先后设

头、绣货、手帕、揩嘴布、猪察及其

支店或营业所，日文原称株式会

它中国产物，销往英、澳、新及德

社泰信祥行.经营棉花、棉纱、棉

国、南非、巴达维亚诸地.代理欧

布、纺织品、麻、麻袋、钢铁五金、

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

石油、海产品、食品、化学品、杂

十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

谷、木材、泊漆及杂货进出口贸

时资本为 5 万英镑，驻沪董事华

易，兼营相关经纪及代理业务.所

金笙 (P.

F. F. Watkinson) ，沪行

属青岛新兴织布工场，生产各种

经理纳襄(Denys Reiss) ，往来银

布足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行为"汇丰飞许春荣、劳敬修、顾

本为 100 万日元。代表董事手岛喜

佑朝、王来蒜、王岳峰及倪钦章、

兵卫，董事冈村政男、木村忠男及

薛南溟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

掏口修二，监查樱井捕次郎、田中

理。

定次郎.青岛支店长池回启三，北

~

F

京营业所主任山元末男.
寨和银公司

Shanghai Finance

&. Real Estate Co. , Ltd.
上海九江路日商贷款及房地

产公司。 1931 年前开办.日文原称
株式会社泰和银公司.经营放款

泰晤士报馆

Shanghai Times

,

Shanghai Times &. Shanghai Sunday Times
上海英文报馆. 1901 年美商

及房地产、证券交易，兼相关经纪

茂生洋行暑经理鲍尔 (Frank

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社饮水

Ba11) 发起创办，馆址设于南京路.

团进，专务武川铁雄，常务赤冻武

出版发行英文《泰晤时报申报》

雄.往来银行为"朝鲜"、"三井"、

(The Shanghai Times) ，旋定华名

"华比飞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

为《泰晤士报)，骨考恩 (Thomas

铭尝为公司董事。

Cowen)首任主笔.嗣收并《赛胜猎

P.

.-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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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sip) 为其星期附

五金、橡胶、工业材料、化学品及

刊，一度迁九江路营业 .1911 年前

杂货，承办相关工程包工业务 F 代

《捷报)

Ga配tte) 少馆

理欧美几家保险、轮船及其它公

主铸欧希(John O' Sh臼)购得产

司厂商 .1937 年尚见于记载，沪行

权，自任主笔. 1914 年由经理诺丁

经理铃弗赖尔 (C.

汉姆 (E.

来银行为"汇丰飞朱裴章尝充是

报 HSport

(The China

A.

Nottingham) 个人接

办，始为英商报馆.编罄发行《泰

H.

Fηer) .往

行沪庄买办.

晤士报>.承接一般印刷出版业
务、代理伦敦《泰晤士报以Times)

出版物. 1920 年代先后迁博物院

Mac1 ay

&. Co.

天津法界美商贸易行。 1891

H.

路及法界爱多亚路营业，增出周

年前骨麦克莱 CR.

刊《星期泰晤士报) (Shanghai

人开办.纽约、旧金山及伦敦、汉

Sunday Times) .1930 年代中日报

堡设分号.经营杂货迸出口贸易，

销 6.000 份 z 周报销 1.000 份。

华名"丰昌气未几即无所闻 01899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年前复见，更华名为"泰隆"，纽约

行为"汇卒".马郁之、周文若尝充

及旧金山设分号. 1920 年代末尚

报馆部门主任.

见于记载.

泰隆洋行

泰隆洋行

Barlow &. Co.

英商贸易行. 1860 年骨巳洛

Maclay} 个

Michaelian

&.

Kohlberg , Inc.

(Thomas B缸low) 家创办，本部曼

美国贸易商行 .1923 年开办，

彻斯特，伦敦、加尔各答、新加坡、

本部纽约.波斯设分号.旋即来华

吉隆坡设分号. 1891 年前来华开

开业，先后设代表处及分号子天

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在九江

津，经营中国地毯出口贸易，主要

路、新康路、北京路及广东路营

市场为美国.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业.福州及汶口相继设次分号.进

于记载，铃布迈耶(Carl H. Buh-

口欧美及澳洲机械工具、工业设

meyer) 主其事.

备、印刷机、纺织机、食品、足头、

，导唰

泰隆洋行

,

在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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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慎洋行 F 泰慎股份有限公司

埃及贸品公司

Harvey , Main &. Co. • Ltd.

Trading Co.

Egyptian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贸易行.

上海埃及贸易商行. 1933 年

1933 年 3 月原英商伊文思图书有

金城影片公司主人赞阿萨杜里安

限公司驻天津分号董事祷哈维

(Haig Assadourian) 等发起开办.

<Alexander Harvey) 、《博医会报》

初设于法界霞飞路，嗣迁法兰西

事务经理梅鸳亭 (S.

Du ncan

外滩营业.开罗、神户、马尼拉及

Main) 及天津泰孚洋行主入骨唐

吉布提设分号.进口埃及、阿比西

泰孚(J. Twyford Thomas) 等发起

尼亚棉花、肥料、地沥青、磷灰岩、

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咖啡、烧碱、卷烟、皮及干枣酱等，

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鹰洋

出口茶叶、大米、烟叶、肥皂、火

10 万元.重庆及广州!设分号.进口

柴、生丝、丝线、丝鼠、绸缎、丝袜、

科学仪器、实验室材料、化学用

绣手帕、花边、绣货、化学品、玩具

品、文具、测量器材、五金、机械工

及棉布，销往日本、埃及、阿比西

具、纸类、卫生设备、铁路设备及

尼亚及美国. 1940 年代初尚见予

杂货，出口禽毛、棉籽饼、大豆及

记载.经理幡晗曼吉安 (E.

薄荷醇等.为华愁工业制造厂全

Hamamdjia的，买办孙经翰.往来

权经理.代表或代理英、德诸国厂

银行为"东方汇理".

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撤退.战后恢复，设总号

相雷儿有限公司

子番港皇后大道中，上海圆明园

Co. • Ltd.

Burrel1 &.

路改分号. 1947 年 10 月在华注

英国油漆工业公司，本部伦

册，资本为 3.3 万港元 .1940 年代

敦米尔沃尔 .1925 年前来华开业，

末尚见于记载，哈维任常务董事，

以自鸥特 (G.

E. Bird) 为代表，先

Harvey) 任

后以法商立兴祥行、英国通用电

董事，华商章育文任董事兼华经

器公司及英丰祥行为代理行，进

理.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

口经销所产油漆、染料、颜料及清

利"。

漆等. 1938 年尚见于记载.

精小哈维< Alistain

•

J.

格桃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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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洋行

Grefen , Herman I

Grefen &. Co., H.

,

桃源洋行

Togen

Yoko

上海日商进出口贸易行.

Grefen ßι

1927 年前野毛大三主持开办，先

Wilde
青岛大西镇德商贸易行.

后在四川路及北京路营业.北四

1920 年代中特恪利芬氏 (Herman

川路赫林里、南京桃源码头设文

Grefe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店，江阴城外黄回港设营业所.经

名.经营牛皮出口贸易 01930 年前

营小麦、大米、猪、蔬菜、木材、竹

后格氏与汉堡商人骨维尔德 (c.

材、砂石料、棉花、蚕茧、麻、畜产

Wilde) 等合伙，遂变更其西名为

品、禽毛及石油、煤炭、杂货等，兼

"Grefen &. Wilde 气设总号子上

营航运代理业务 o 1943 年尚见于

海，青岛及汉口设分号.出口腾猪

记载，店主野毛大三，店员木村正

肠、羊肠衣及牛皮等，销往德国.

治等.往来银行为"汉口"、"大陆"

1930 年代中迁总'号子青岛，上海、

及"三菱气

天津、北京、南京诸埠设分号.生

•

产罐头食品，出口所产罐头食品、

根利洋行

肠衣及其它动物产品 o 1944 年尚

and Ou tfitting Stores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

Drapery and Ou tfitting

"大陆飞

Ltd.

Broadway Dr apery

, Broadway
Stor白，

上海百老汇路西商绸布应及
格林福保险公司

Glen Falls In-

服饰用品店. 1894 年铃普雷布尔

, of New York

(A. Prebble) 个 λ 开办.经营呢

美国保险公司，本部纽约.

绒、绸缎、布页三、女帽、头饰及男

1918 年参加美国海外联合保险公

女、儿童服饰用品，兼营佣金代理

司一一美国保险公会，旋即来华

业务 F 承做各式女服、童装 o 1899

开业，在上海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年前易主，由法国廉价市场职员

由美国保险公会经理. 1940 年代

铃埃万斯 (w. T. Evans) 承顶接

surance Co.

后期尚见于记载.

办，华洋行名依旧 01913 年前改组
为有限责任公司。 1916 年尚见于

吗咄.

都真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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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 -

黄浦滩路、松江路、法界爱多亚
路、江西路及丸江路营业。 1920 年

都约翰 3举行

Duff ,

J.

L.

, Duff

代末尚见于记载.

&.. Co. • J. L.
丸江老马渡英商洋行.

1890

Mashima &. Co.

年代原弟兄会传教士都约翰{John

上海九江路日商贸易行.

L 队Jff}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1931 年原内外棉纱厂职员真岛胜

名，枯岭设分号. 1908 年前改组，

次个人开办.一度迁江西路营业.

启用"Duff

L." 新西

经营工厂材料设备、线袖、染料、

名.经营食品及杂货贸易，承办

化学品、泊类、机器、棉布、五金、

运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开办有

纺织用品及杂货进出口贸易，代

特岭牛奶场及枯岭备办公司，生

理日本及美国几家厂商公司.

产枯岭牌食品. 1940 年代尚见于

1942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记载。

10 万元，往来银行为"三井气

都易洋行

,

&.. Co. • J.

Toeg ，

R. E.

, Tc吨&

莫律兰工程司行

Leth - MoIler

&.. Co. , V.

Ba rff Toeg &. Read
上海四川路犹太商牙行.

北京丹商工程行. 1920 年代

1899 年前原寓港经纪人都易 (R.

中前伦葛工程公司职员莫律兰

Toeg)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行名.经营票据及金银经纪业。

(V. Leth - Mol1er )及费尼霍尔姆
(E. Nyholm) 合伙开办.拥设于羊

1901 年前与原仁记洋行职员骨已

肉胡同，嗣先后迁西总布胡同及

失 (C. S. Barff)合伙，更西名为

箍筒胡同营业.承办工程咨询、钢

"Tωg

&.. Barff飞经营股票及一般

筋混凝土工程及钢结构设计等业

经纪业务 .1906 年前改组，由都易

务，兼营进口贸易 .1930 年代先后

与原美孚行职员椅里德(H.

在天津法界巴黎路、特一区山西

E.

-

真岛洋行

H.

Read) 合伙接办，启用 "T臼g&.

路及上海江西路开业. 1930 年代

Read"新西名.嗣先后迁广东路、

末尚见于记载.

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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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民银行

dny

Moscow Naro-

Ba nk. Ltd.

荷兰国橡皮公司

Guttapercha

英国俄商综合银行. 1919 年

therlands

创办，总行伦敦 .1925 年设柏林分

Ltd.

行. 1934 年来华开业，辟上海分

Ltd.

行，先后在江西路及法界爱多亚

N甜剖andsche

Maatschapij

Gutta

, Singapore

,

Percha

Ne-

Co..

Rubber Works.

荷兰橡放工业公司. 1898 年

路营业.核定资本 175 万英镑，实

开办，西名作 "N副ξrlansche

收 125 万英镑(或记为 163.5 万英

percha Maatschapij" .本部海牙.新

镑) .资产负债总额为 726 万余英

加披帕西班让设厂，华名称星嘉

镑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董

坡树胶厂 (Singapore

事长铃伍尔 (M. D. Wuhl). 驻华

Works).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经理骨米希夫 (M.

海博物院路设分号.进口经销所

V.

Mikh回:V).

Gutta-

Rubber

产之古榕波脏、天然橡胶制品、机
荷兰水火保险公司

&. Fire Insurance Co.

Batavia 缸a

械用橡胶制品及胶木制品 o 1930

, Batavia sea

年改组，在海峡殖民地注册为英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商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Sin

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商保险公

gapore Rubber Works. Ltd. "新西

司. 1843 年创办，本部八打威(巳

名，资本为 2.000 万功币，本部新

达维亚〉卡利伯萨尔 .1867 年前来

加坡.上海及巴达维亚、加尔各

华开业，在香港以美商旗昌洋行

答、泪水诸埠设分号 .1940 年代初

为代理行，经营水火保险业务.嗣

尚且于记载，沪行资深经理铃沙

渐扩展至上海、天津、汉口、青岛、

尔(H. Schall). 往来银行为"和

广州、哈尔滨、沈阳、烟台、济南诸

嘀飞

埠，设分号或代理处.充其代理行
者先后有"顺利"、"良济"、"保大"、
"连纳"、"礼和"、"鲁麟"、"茧绸社"

East India 缸a&.
Fire Insurance Co. East India Sea

等洋行及"望费"、"上海"等保险

&. Fire Insurance Co. Ltd.

公司.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
叫

荷兰保险公司

,

荷兰水火保险公司，本部巴

荷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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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亚(雅加达) 0 1913 年前来华

庄序易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副买

开业，在香港、上海、天津诸埠，分

办，

别以"些刺士"、"好时"、"锦隆"、

"上海"等公司行号为代理行。经

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

营水火保险业务。 1930 年代末尚

Sugar Mfg. Co. , Ltd.

Ensuil

台湾台商日商制糖工业公

见于记载.

司。 1907 年 3 月就盐水港制糖合
荷国安达银行

dische

Néd位landsch In-

资会社改组开办，资本 500 万日

,

元，棋哲首任活务董事.属三菱

Commercial

系. 1910 年代先后兼并"高砂制

Handelsbank ,

Netherlands

lndia

N.

V.

Ba nk

糖"及"台东拓殖"等会社.经营甘

荷兰商业银行 o 1863 年创办，

煎种植及庶糖生产加工业务，兼

总行阿姆斯特丹，附海牙分行，为

营海运及相关生产投资事 o 1930

股份有限公司.巴达维亚及洒水、

年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2 ， 925 万

三宝垄、棉兰、新加坡等十余埠设

日元，实收1. 743 万余日元。东京

支行或代理处。 1908 年前来华开

设支店，东京、大阪、大和、高雄等

业，首设立行于香港德辅道中。经

地设糖厂。 1940 年核定资本增为

营存放汇款、汇票买卖及国际汇

6 ， 000 万日元，实收 3 ， 693 万余日

兑等商业银行业务 o 1919 年核定

元。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由中国

资本为 6 ， 000 万荷盾，实收 3 ， 500

政府接管，其时有 8 厂.

万荷盾。 1920 年后上海、汕头、厦
门等地相继设支行 o 1930 年代中

哥 n 及德忌厘士洋行

核定资本为 1 亿荷盾，实收 5 ， 500

&. Douglas

万荷盾$资产负债总额为 18 ， 186

Goddard

香港英商祥行 o 1908 年前英

万余荷盾。增鹿特丹、加尔各答、

国造船师学会准会员哥打 σ.

S.

神户、东京等支行 01940 年代后期

Goddard) 及德忌厘士 (Capt.

].

尚见于记载.杨奎侯、杨倍之、凌

T. Doug!as) 等合伙开办。华名别

润经及方炳坤、臼格外、许心灿

称"哥达及德忌刺士".先后在雪

哥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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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街及德辅道中营业.承办当地

各式男女服装.一度开设冷藏部.

保险行号及主要轮船公司检验公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证事务，兼营相关工程咨询业务.

代理挪、德、美、英、法、日多家轮

晋丰号

Califomia Ba.kery

船及保险公司. 1940 年代尚见于

上海百老汇路美商食品杂货

记载，其间合伙人屡易，华洋行名

店. 1901 年前邵德铭。. Tarmet)

依旧.

主持开办.初营食品杂货、雪茄、
纸烟及粮食进口经销业务，嗣添

哥伦比亚牧场

Inc. • U. S. A.

营商包、糕点、酒类及小百货.

Columbi a. Dairy ,

, Columbia Dairy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上海虹桥路洋商牛奶公司.

,
Chinhsin &. Co. , Shin Shin Yoko ,

1934 年前原惠东洋行主人铃希姆
罗德(E.

H.

晋借洋行

Himrod) 及美敦洋行

伙东铃爱思乐 (W. I. Eisler) 与日

Chin Hsin &. Co.

Shinshin Yokò

商右崎良工就爱光社牛切公司改

天津日商贸易行. 1907 年创

组开办，注册为美商公司.生产经

办于估衣街，先后在日界荣街及

销鲜牛奶及奶制品. 1930 年代末

旭街营业.大阪设支店，北京设营

美资撤出，恢复爱光社日文原称，

业所.进口经销耐火砖、卫生陶

"哥伦比亚"华祥行名依旧，石崎

瓷、建材、电机、采矿机械、农业机

良二主其事 .1943 年尚且于记载，

械、农药、泊漆及防火材料等，出

山本兽医师任董事长.往来银行

口草帽、羊毛、猪熏、棉花、中国酒

为"汇丰"等.

及其它土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其时有资本 20 万日元，代表野村

哥楼洋行

武洋，经理宫崎耕次郎.

Krugliak , R.

天津英租界中街西商洋行.
1931 年前侨商哥楼氏 (R. G.

晋隆洋行$老晋隆洋行

Krugliak) 个人开办.经营英国呢

&. Co., Mustard &. Co., Inc. ,
Mustard &. Co. , Ltd.

绒、皮货、成衣及服饰用品，承做

Mustard

•

•
懒

•

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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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商贸易行。 1862 年(或

作 1908 年)起士令(起士林，

Al-

作 1870 年)骨马斯塔德(R. W.

bert Kiessling) 个人创办，即以姓

Mustard) 个人创办.嗣与骨贝内

字为行名。初设于法界大法国路

特 CC.

C. Bennett) 合伙，行名"普
隆 "(Mustard &. Co. ) ，经营百货及

及葛公使路角，俗称"法中街外国

总佣金代理业务。 1900 年马氏去

心。嗣迁德界第一号路(即后之特

世，由贝内特与铃小马斯塔德 (L.

一区威尔逊街〉营业。 1910 年代末

W. Mustard) 接办 .1903 年按照美

与内弟侵巴德 CF. Bader) 合伙，遂

国法律注册为有限公司.天津、香

更西名为 UKiessling

港、汉口、广州、哈尔滨、沈阳诸埠

营巧克力进出口及伙食备办业

先后设分号。经营总进口贸易及

务. 1930 年代中由职员铃赖歇尔

佣金代理业务，西名 "Mustard

&.

CW. Reichel)及赞托比希 (R. T o-

Co. , Inc‘"，华名"晋隆"及"老晋

bich) 合伙盘顶接办，先后于天津、

隆"混称。 1925 年改组，按照香港

上海、北京、北戴河诸埠设总、次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公司，

分号及代理处。沪行别设露天餐

启用 UMustard

&. Co. , Ltd.

"新西

点心铺"。生产经销商包及糖果点

&.

Bader 飞添

馆.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名，华名"老晋隆".股权渐为驻华

英美烟公司所有.进口欧美办公

顾发利公司

,

用品、五金工具、制冷设备、电器、

Goodfe lIow , W m.
Gordon &. Co. Gordon &. Co. ,

药品、杀虫剂、香水、食品、化妆品

Ltd.

,

及杂货，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

上海四川路英商洋行. 1897

至十数家。 1939 年 9 月 20 日停

年原大英自来火房领班装配匠顾

办，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

发利 C W m. Goodfellow) 个人开

银行为"汇丰飞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各种金
属制品及煤气装置陈列室. 1906

起土林点心铺

Kiessling ,

,

Albert Kiessling &. Bader
天津德商食品厂。 1906 年(或

年前由戈登(J. D. Gordon) 受盘

接办，遂变更西名为"Gordon

&.

C0.". 承接水暖、卫生、照明工程，

均由一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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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几家英国厂商公司.汉口英

责任公司，启用 "Harper

界洞庭街设分号。 1916 年改组，按

Ltd. , Wallace" 新西名，华名别称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夏巴有限公司，晏道夏巳之子骨

限公司，启用"Gordon

&. Co. ,

华莱士夏巴 (Wal1ace Harper) 任常

Ltd. "新西名，华名依旧，戈登任

务董事，添轩尼诗道分号。红勘漆

常务董事。添南京及青岛分号.承

成道及深水埔塘尾道设配件及组

包水暖、卫生、冷气、通风、消防等

装车间，军器街设维修服务站.

工程.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中改组，复迁至香港营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规银 15 万

业，更西名为 "Harper

两。 1937 年前后迁圆明园路营业。

Ltd. " ，华莱士夏巴仍充常务董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事，原广州分号经理铃谢伊(J.

行为"汇丰"。华商用寿甫及许锡

Shea) 等任董事。经营汽车进口及

麟尝主其事.

相关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

&. Co. ,

&.

Sh钮，

F.

尚见于记载。
夏巴洋行

Harper , Andrew

Harper &. Son, Andrew

,

,

, Harper

&. Co. , Ltd. , Wallace Harper &.
Shea , Ltd.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商汽车

Herlofson , H.

,

Herlofson &. Reeves J Herlofson ,

Gordon &.

Reev臼

上海四川路英商牙行. 1914

行. 1924 年前晏道夏巳 (Andrew

年前江西路海定洋行 (Heidom

Harp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Her1ofsen) 合伙人夏老臣 (H.

名.充"福特"等几家美国汽车公

Herlofso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司特约经销维修店.九龙阿士甸

行名.经营船头、煤炭及地产经纪

道、弥敦道及江西曲漆咸道先后设

业. 1920 年代初与法外滩大丰英

维修服务站，广州设分号.嗣与其

行 (Lang ，

子合伙，遂更西名为"Harper

&.

(W. M. R回ves) 合伙，更西名为

Andrew 飞迁九龙芒角弥敦

"Herlofson &. Reev<由".嗣迁法界

道营业。 1928 年前后改组为有限

爱多亚路营业. 1934 年前后与高

Son ,

烟

夏老臣洋行

&.

L. V.) 职员曾里夫斯

夏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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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洋行主人高登 CC.

W. Gordon)

1924 年前来华开业，设支店于青

等合伙经营，复变更其西名为

岛，先后在山东路及中山路营业.

Gordon &. Reeves" .先

经营一般航运业务.为适应侵华

后迁黄浦滩路及法界法兰西外滩

战争需要， 1939 年 8 月根据日本

营业.经营航运代理及船头、运

政府规定，与"日本邮船"、"大阪

输、煤炭、地产、船舶买卖租赁等

商船"、"日消汽船"、"近海邮船"

经纪业务，代表"北太平洋"及"英

等十余家轮船公司合组东亚海运

加"两家航运公司，代理中兴煤矿

株式会社，包揽远东航运.其后即

公司供应船舶用煤. 1940 年代初

无所同.

"Herlof:ωn ，

尚见于记载，高登及里夫斯主其
、

原因组合名会社

事.

Arculli , A. F.
Arculli & Sons , A. F.
夏离利洋行

,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印商食品

Co.

, Haradagumi

Harada

&

大连山县通日商迸出口贸易

行 .1926 年前原因民等合伙开办，
沈阳及大阪、东京设支店或营业

F.

所.经营钢铁、机械工具、油类、涂

Arculli)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料及其它工业材料.代理英国谢

名.经营食品及陆海军生活用品

菲尔德及德国柏林几家厂商公

包办业务. 1914 年前改组为父子

司. 1936 年尚且于记载.

备办行. 1908 年前夏高利 CA.

公司，启用.. Arc ulli

& Sons ,

A.

F. "新西名.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原因商事株式会社

载.所属面粉厂设于九龙大角嘴.

Co.

与合德洋行为兄弟行.

,

Harada &.
Harada Shoji Kaisha , Ltd.

日本进出口贸易公司.

1923

年开办，本部大阪 .1926 年前来华
原因汽船株式会社

Kisen Kaisha ,
Steamship Co.

Ltd.

I

Harada

开业，沈阳千代回通及北京东被

Harada

捕胡同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日本轮船公司，本社大阪.

营建材、机器、工具、涂料、矿山用

品、铅管卫生材料、农业机械、钢
•

原振峰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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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一般工业用品及棉布、人造丝

法界福照路，嗣迁黄浦滩营业.经

绸、花边、绣货、搪瓷器、纸、纸浆、

营进出口贸易，代理欧美制造厂

化学品、木材、羊毛、毛皮等，其沈

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总

阳支店尝任 1938 年度"奉天商工

经理金古朴，资深协理协格雷布

会"干事。 1940 年核定资本为 100

洛克(0. ]. Graybrook).

万日元，收足。 1943 年尚且于记

载。社长原因龟太郑，出口重雄及

峰村油房

大爆八郎曾分别主持华行事务.

Ltd.

Minemura Oi l Mill ,

青岛日商制汹工业公司.
原合名会社

Hara &. Co.

I

Hara

1914 年峰村民创办，称峰村洋行.
经营进出口贸易及榨泊业。 1920

Gornei Kaisha
日本丝业贸易行及缴丝厂.

年代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启

1899 年开办，本店横滨.大阪、神

用现名，日文原称峰村榨泊株式

户及纽约、里昂设支店或营业所.

会社.资本 40 万元.生产花生油、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哈尔滨、上

棉籽油及花生饼、棉籽饼，日产油

海、天津、青岛诸埠先后设分支店

约 18 盹 s 出口花生油、花生饼及花

所. 1930 年代初有资本 200 万日

生，销往美国及欧洲 .1936 年尚见

元。经营生丝、丝头、禽毛及一般

于记载，经理铃哈林 (F.

杂货迸出口贸易.沪店设于九江

Halling)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R.

路，宫崎正作及斋藤谦司尝主其

事.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晓士及何富洋行

,

Hughes &.

Hough Hughes &. Hough , Ltd.
振华贸易公司

Asia Trading

经纪人晓士(E. ]. Hughes) 与何

Co rp.
上海美商贸易行. 1937 年前
原美商赫金公司 <Harking Irnport

富 (Thomas Frederick Hough) 等

合伙开办，定西名为 "Hughes

&.

Co. )经理金古朴 (Ray

Hough飞初设于泄兰街，嗣先后迁

mond S. King) 主持开办.初设于

雪厂街及德辅道中营业.经营政

&.

由

香港西商洋行. 1895 年前总

Ex归rt

晓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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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拍卖、普通拍卖、仓桔及贸易
,

Sisakusho

业，承办股票、煤炭及一般经纪业

日本精密机械厂.鸭下佐七

务.拥有土家湾冷库 .1924 年前改

家开办，本店东京 .1930 年代来华

组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开业，北京、天津、沈阳、南京设支

为 "Hughes

"，原资

店，东京、北京、天津设制造厂。生

J. de

产度量衡器、计量器、测量器械、

Figueiredo) 任常务重事.添营进出

气象器械、理化学器械、试撞器

口贸易，接续总拍卖及煤炭承包

械、光学器械、制图仪器、测量工

商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具及通用铁工机械，进口经销军

& Hough , Ltd.

深合伙人骨菲盖雷杜 (E.

需品，兼精密仪器修理业务.

晓维洋行，法华贸属公司
、

Fran-

1944

年尚且于记载.

chine Trading Co.
上海法界醉华立路法商贸易

鸭川洋行

Kamogawa & Co.

行. 1930 年万国储蓄会及法商汇

上海百老汇路日商洋行.

源银行合资开办，翌年按法国法

1901 年前鸭川家开办.汉口设支

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

店.初营照相反卷烟贸易，嗣改营

本规银 20 万两，收足.进口经销法

日本美术品、古玩及花式货品，汉

英所产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

口支店兼营药房. 1920 年代末尚

胡椒、部荷及开胃洒等 .1941 年在

且于记载.

华注册.往来银行为"法商汇源"、
"万国储蓄会"及"中国实业"等.

鸭绿江木材公司

Fermigier )及步维贤( FeHx

Yalu River
Oryokko
Lumber Co., Ltd.
Mokuzai Kabushiki Kaisha

Bouvier) 、希戈 (E. Sigaut>等先后

安东日商木材公司. 1920 年

任总经理或董事，张英才、项思义

开办.日文原称鸭绿江木材株式

尝克是衍买办或华经理.

会社.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实收

晓维 0. Sauvayre) 、范米乾 (C.

P.

,

25 万日元.朝鲜义州郡设支店.经
鸭下制作所

Kamoshita

营锯木厂及木材贸易. 1930 年代

响

•

鸭晏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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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见于记载.

(WilIiam Anderson) 等发起开办.
初设于德辅道中，嗣迁雪厂街营

鸭绿江造纸公司

Yalu River Pa-

per - M ilI Co. • Ltd.

, Yalu River

业。经营钢琴、风琴、哥伦比亚留
声机、唱片以及其它乐器，兼钢琴

Paper Manufacturing Co., K.
K.
Oryokko Seishi Kabushiki

调音及相关修理业务.代理几家

Kaisha

记载.

,

欧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尚见于

安东日商造纸公司. 1919 年

大仓洋行及王子证券株式会社合

盎斯洋行

资开办，日文原称鸭绿江制纸株

Co. • O. H.

Anz

&.

Co., An z

&.

式会社.东京设支店.初营木浆生

烟台德商贸易行. 1880 年后

产业务 .1927 年设造纸分厂.生产

任比利时驻烟台领事昂师〈盎斯，

纸浆、毛边纸、宣纸及牛皮纸.

O.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500 万日

卫先后设分号，为私有合伙商行.

元，实收 400 万日元.年产纸浆八、

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九千吨.社长大川平三郎，副社长

务.代理欧美日本轮船、保险及其

门野重九郎. 1939 年年产纸浆达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6.297 吨，各种纸 11.342 吨，社

年尚且于记载.肖侠君及陶遵敏

妖大仓喜七郎，副社长长谷川太

尝充是行威海卫分号华经理及高

郎育，专务足立正，常务牟回育之

级华职员.

Anz) 家开办.青岛、大连、威海

1943

助及向原三郎 .1943 年有职工 560
人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由中国

政府派员接收.

恩克师洋行

Angus

&. Co.

上梅英商船货检验公证行.
1920 年原英商泡立生噩惟洋行

晏打臣洋琴有限公司

Anderson

Music Co. • Ltd.

(Paulsen

&. Bayes -

克师。.

Y. Angus) 个人开办。初

Davy )职员恩

香港西商乐器行. 1914 年前

设于仁记路，嗣迁九江路营业，承

原英商连架剌佛公司职员晏打臣

办验船、验货公证业务，兼理验馅

•

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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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1930 年代初改组，与日商海明

纱、布廷、啤酒、大米、面粉、水泥、

公司业主合伙，更华名为"海明"，

钢缆、纯碱、五金、麻袋等迸出口

先后迁四川路、博物院路及黄浦

业务。代理多家日本保险、航运及

滩路营业.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其它公司厂商. 1923 年改组为股

载，美国航运信托有限公司 (Chi

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铃木商

nese Maritime Trust

店。 1927 年宣告破产.

Ltd.

(1941).

)董事铸唐纳利(Ivon

A.

DonnelIy) 等主其事.往来银行为

笔笃洋行

"麦加利飞孙伯威尝充是行华经

Puthod. A.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06 年前
笔笃 (A. Puthod) 发起开办.初设

理。

铃木商店

&. Co.

,

Suzuki Shoten Suzuki

• Ltd.

于法界天主堂街，嗣先后迁博物
院路、南京路、仁记路、圆明园路、
法界公馆马路、法兰西外滩、海格

日本工贸公司. 1868 年前后

路及星加坡路营业.经营生丝、茶

始建，与"三井"、"三菱"等同为大

叶及杂货出口贸易，兼公共丝检

"政商 n. 1902 年改组为合股公司，

公证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称合名会社铃木商店，资本 50 万

载.

日元，本店神户，大阪、东京、门司

'

设支店，总经理金子直育.旋即来

笔喇洋行

华开业，首设代表处于上海南京

Pila &. Co.

Pila

&. Co. • Ulysse ,

, Pila &. Cie , S.

A.

路，经营砂糖、面粉、梅脑、薄荷、

上海博物院路法商贸易行.

肥料迸出口贸易及其它中日产

1878 年(或作 1868 年〉侨商笔喇

品.拥有神户制钢所等多家企业，

(U! ysse Pila) 创办，西名 "Pila

1910 年代后香港、大连、哈尔漠、

Co. •

青岛、天津、济南、汉口、厦门、广

1908 年前迁九江路营业. 1913 年

州、长沙、长春诸埠相继设支店或

前由怜笔乔治 (Georg西 Pila) 出面

营业所，华名别称铃木洋行.经营

接办，变更西名为 "Pila

生丝、丝头、烟叶、肉桂、席垫、棉

192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

Ulysse" 。经营丝业贸易.

&. Co. " •

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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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启用 "Pila

&. Cie , S. A."新西

名，总号里昂，上海及西贡设分

见，在五岳路费业，倪克仍为总
裁.

号。出口丝头、纱头、样丝、生丝，

销往欧洲，兼营杂货进口贸易。

停尔德云石厂

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华比气

Bertucci Marble
Works , B. I Bertucci , B. I ltalian
&. Belgian Marble Co. , Ltd.
上海意商大理石公司. 1921

陈秉苏尝克是行高级华职员.

年原公和洋行职员伴尔德也-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沪行
经理骨迪罗歇 (R.

Du rocher) 0

往

Bertucci) 个人开办，西名 "BerhIcci

倪克洋行

Nichols Super Yarn &.

Marble Works , B." 0 加工制作及

Carpets , Inc. I Nichols Chinese

进口经销大理石、碑石、意大利大

Rugs , lnc.

理石、雪花石膏、水磨石制品及马

天津英界海大道美商毛纺织

赛克等.嗣更百名为 "Bertucci ，

工业公司 o 1925 年原海京洋行天

A. B.

B. " 01931 年改组为比商私有有限
公司，启用"Italian &. Belgian Mar-

Nichols) 发起开办，即定西名为

ble Co. , Ltd." 或"Bertucci ， B.

"Nichols Super Yarn &. Ca rpets ,

(Successors)"新西名.核定资本银

1nc. " .经营毛纱纺织及地毯织造

45 ， 000 两，收足.年营业额约墨祥

业.华名别称倪克纺毛厂，资本

15 万元.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100 万元，原恒丰泰洋行 (Thomas

载.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及"汇

&Co.， F.) 少主人曾托马斯 (G.

丰".

津分号总经理倪克 (W.

M. Thomas) 尝出任副总裁 o 1937
年前后改组，更西名为" NichoIs

停根置有限公司

Chinese Rugs , Inc. " 0

Brothers , Ltd.

隔迂持一区

苏州路营业，经营中国地毯织造

Pilkington

, Pilkington Broth-

ers (China) , Ltd.

业，执业名律师莫礼逊 (A. Rωs

英国玻璃工业公司.傅根登

Mo盯ison) 任副总裁.太平祥战争

σilkington) 兄弟主持开办，西名

期间寂无所闻. 1940 年代后期复

"Pilkington Brothers , Ltd. 气本部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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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海伦斯。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

佣金代理、五金及一般经纪业务。

上海以祥泰洋行为代理行，进口

1917 年前由资深经理祷伊莱亚斯

经销所产各种玻璃。 1924 年于上

(R. H. Elias) 个人接办，迁北京

海设立驻华子公司，定西名为

路营业，旋更西名为 "Elias ， R.

( China ) ,

H. "。经营股票、汇兑经纪及一般

Ltd. " .核定资本银 20 万两，实收

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初先后

9 万两，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迂中央路及九江路营业。 1934 年

为私有有限公司.进口母公司及

尚见于记载。施圣麟尝充是行买

其它名厂所产平板玻璃、薄玻璃

办.

"Pilkington Brothers

板、夹丝玻璃、压花玻璃、仿古窗

玻璃、三合玻璃、瓷板玻璃及店面

倍来亨洋行

金属装饰板条等。代理英美几家

Beraha

厂商公司。香港地区业务委托明

(D. )

Beraha , Matheo

&. Stetten , Ltd.

,

, Bera~

&. Stetten , Beraha , D.

新公司代理.总经理骨基明斯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18 年前

(John L. Kimmins) ，往来银行为

裴喇哈 (M. Beraha) 个人开办，即

"汇丰"及"麦加利飞 1938 年前后

以姓字为行名，华名初称"裴喇

华行关闭，公司业务仍由祥泰洋

晗"，嗣改"借来亨飞天津及巴黎

行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设分号.经营钻石、珍珠、手表及

杂货迸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
倍左洋行

Bielfeld

Bielfeld , Alex.

&. Co. , Alex.

,

, Elias , R.

务. 1923 年(或作 1926 年〉与倍来
亨 (D. Beraha) 及怜斯特顿 (M.

R. D. F. Stetten) 合股，更西名为

H.
上海广东路德商祥行. 1891

"Beraha

&. Stetten , Ltd.

"，添拉绍

年前倍发 (Alex. Bielfeld) 个人开

德封分号。 1933 年改组，启用"Be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拍卖及

raha (D.)

经纪业. 1899 年前改组，遂启用

哈瓦拿分号.进口瑞士、法、美、

Alex." 新西名，

英、马尼拉、哈瓦拿所产钟表、有

迁四川路营业.添营公证、估价、

声电影材料、药品、照相机及雪茄

"Bielfeld

&. Co. ,

&.

Stetten" 新西名，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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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p 出口美术品、猪肠衣、芝麻、猪

初设于北京路，嗣迁黄浦滩路营

察、绣货、瓷器及其它中国产物。

业.美国西雅图及加拿大温哥华

1940 年代中拆伙，由倍来亨个人

设代理处.进口经销木材及檀香

维持，坦更西名为 U Beraha ,

D." ,

木等.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注册为西班牙商，添纺织品、化学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品、染料、食品、五金、毛纱、皮件

资本国币1. 5 亿元.往来银行为

进口及古玩、准宝石出口业务.

"有利"及"汇丰飞俞珊山、周世盈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资本 2 万美元.往来银行先后为
"和嘀"、"华比"、"大通"及"中法工
商"等.郑肇基尝充是行高级华职

倍奇公司

Be jonjee &. Co.

印度贸易商行，本部孟买。
1919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南京

员.

路设分号。经营丝绸贸易及佣金
倍利洋行

Jabara &. Br'ω. , F.

代理业务.华名别称倍奇洋行.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沪行资

M.
美国工业贸易公司.铃哈巴

深经理骨什罗夫 (N. B. Shro{ f).

拉 (F. M. Jabara) 兄弟合伙开办，

总号纽约市 .1920 年代来华开业，
以纽约美乐洋行沪行经理骨文沃
德 (William

,

徐壁雅洋行

Su bira Frères

云南府〈昆明〉法商贸易行.

M. Awad) 为经理，设

1922 年前徐壁雅兄弟 (B. Subira

分号于上海及汕头，经营手工花

及 J. M. Subira)合伙开办。经营

边绣货加工织造业及相关出口贸

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

易.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

理"万国储蓄会"、"保太保险公
司"及其它几家法商行号。 1940 年

倍林考洋行

BalIi ngall &. Co.

代尚见于记载.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35 年原

-

天泰洋行<Tison

&. Co.

)经理倍林

考(R. M. Ba1lingall) 发起开办.

翁开尔洋行

Unkel , H.

J.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4 年(或

•

爱

584

作 1925 年〉原先宁洋行经理翁开

年加拿大建筑师爱尔德 (A. E.

尔 (H. 1. Unkel)个人开办.初设

Al gar)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

于西摩路，嗣先后迂昌平路及九

名。嗣与英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毕

江路营业.广州设分号.进口德、

士来 <Percy M. Beesley) 合伙，更

英、美、瑞士所产药品、药材、制药

西名为.. Algar

材料、药用杂货及化学品、染料

改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

等，代理欧美医药厂商公司十数

为私有有限公司，启用新西名，爱

家.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2 万

民任常务董事.承揽建筑设计及

元，年营业额约 25 万元. 1940 年

测绘事.兼营地产、房地产及保险

代初尚兔子记载.往来银行为"浙

代理业务.为沪上最老的外商营

江实业".

造企业之一.曾主持杭州通商场

&. Be臼ley" .1915

•

年

总体设计，津 t户两地不少著名建
爱尔曼轮倔公司

Bucknall S. S. Co.

Eller Illann &.

筑物出自爱氏之手，天津李鸿章

Ltd.I E l1er-

私邸 øp 其杰作 .1928 年，其全部已

,

发行资本银 22.5 万两悉数由沙逊

mann Line

、

英国轮船公司，开办年代及

集团所属华'坠地产公司收买，遂

本部未详 .1914 年前来华开业，在

成为沙逊集团附属公司. 1940 年

上海、香港、广州、福州、汉口、天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津诸埠，先后以"三井"、"怡和"、

"汇丰飞丁秋阶、丁伯英、丁季超

"走平"、"裕昌"、"保和"、"兔那"、

尝充公司买办.

"永丰"等洋行及银行轮船公司为
代理行，经营各地航运业务. 1940

爱兰近百利有限公司

年代尚见于记载.

Ha nburys , Ltd.
E&

AU

WA

Jnum
'KE

于伦敦，嗣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
有限公司，加拿大、印度、南非及

行
程

筑

海

Mh 门建
·配，商

B

司倒英

公

德&上

尔r&
mvh
爱

英囡医药公司。 1715 年创办

美国等地设分号. 1912 年来华开
业，设分号子上海，先后在北京

•

叫

A1 len &.

~

爱

585

,

路、广东路及汉口路营业.进口批

1882 年爱礼司 (Aug. Ehlers) 个人

发经销所产化学药品、化妆品、外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进口

科器械、医院设备等， 1940 年代初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06 年前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业主爱礼司归驻不来梅，本店代

顺发洋行 1930 年代以来为公司代

签有效人美益。h. Meyer) 等入

理行.新亚大药房经理何维硕及

伙，改组为私有合伙商号，更百名

严子裕、唐威廉等尝充公司买办 •

为 "Ehlers

&. Co. , A. " ，华名则有

"爱礼司"、"美益"并称者.天津、

Deutsche Stickstoff
Handelsgesellschaft
Krauch &.

青岛、宁波、汉口设分号。第一次

Co.

初恢复，华名"爱札司"、"美益"混

爱礼司洋行

,

...

,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7 年(或

称，称"美益"者渐多.谢克明及刘

作 1925 年)开办，为美因河畔法兰

渭亭充广东路东祺盘街分销处经

克福椅大德化学肥料工业公司(1.

理.嗣先后迁四川路及江西路营

G.

Aktienge-

业.添营口、济南、沈阳、苏州、重

配IIschaft) 之子公司.初设于北京

庆、太原、郑州、芜湖、丸江、南昌、

路、嗣迁四川路营业.天津、青岛、

长沙诸分号或代理处.进口经销

汉口、福州、厦门、广州、香港诸埠

德、英、意呢绒、布廷、金属制品、

先后设分号.上海、香港、广州设

刀具、毛线、苯胶染料、青定青.化学

农业咨询处.进口经销母公司及

品及乐器、留声机唱片等，代理

其它德国厂商所产化学肥料及染

德、英、法、意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料等。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

商多家， 1943 年尚且子记载.其间

来银行为"德华"、"和嘀"、"花旗"

虽数易伙东，行名依旧.往来银行

及"浙江实业".

为"和嘀".

Farbenindustrie

爱辛L 司洋行，美益洋行

Aug.
4

世界大战后一度歇业。 1920 年代

, Ehlers &. Co. , A.

Ehlers ,

上海汉口路德商贸易行.

爱伦厂

Allen ， Sons

&. Co. ,

Ltd. , W. H.
英国工业公司， 1879 年爱伦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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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William Henry AlIen) 父子开办，

万美元 .193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本部贝德福 .1913 年前来华开业，

海、天津、香港、北京诸埠设分号

在上海、香港、天津诸埠，分别以

或代理处.分别以"克鲁伦"、"宏

"祥泰"、"威林诗积"、"禅臣"等洋

安"、"美最时"、"赫尔"等洋行及

行为代理行，选口经销所产泵机、

保险公司为代理行，经营水火保

高速引擎、压缩机、柴汹机、汽轮

险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机、电机设备及轮船机件等. 193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爱伦辉贤洋行

Fein. Aron

上海北四川路俄籍犹太商贸
爱伦炼钢厂

Allen &. Co. •

易行. 1914 年爱伦辉贤(Aron

Fein) 个人开办。法界霞飞路设分

Ltd. • Edgar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爱伦

号.经营迸出口贸易 p 批发零售呢

(Edgar Allen) 发起创办，本部谢

铺、棉纱、麻纱、亚麻花边、丝绸制

菲尔德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品、绣货、男女服饰用品及杂货$

海等埠先后以德商泰来洋行、英

特设服装加工部，承做男女时装，

商怡和洋行及怡和机辑有限公司

兼理制造厂家代表业务. 1930 年

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碳钢、高

代初改以霞飞路分店为主店，其

速钢、工具钢、合金钢、锺钢、铮件

时资本为鹰洋 16.5 万元，年营业

及各种压磨机器. 1940 年代末尚

额约 21.5 万元 .1940 年代后期尚

见于记载.其间，公司在关东业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

务，一度由大连日商原因组 (Hara-

"汇丰".

da &. Co.)代理.
霍克门机器工厂
爱伦斯保险公司

Alliance In-

surance Co. of Philadelphìa

Acme En-

gineering Worksl Ginzburg

s.

Br但.

•

&. A.

美国保险公司 .1904 年开办，

上海徐家汇路俄商机械铁工

本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初办资

厂. 1937 年前勤士勃兄弟 (s.

本 50 万美元 .1920 年累增至 100

Ginzburg 及A. Ginzburg) 合伙开

."

•

'咱

办.天津英界巳克斯道设分厂.生

迂中央路、南京路及法界霞飞路

产通用工厂设备及相关零部件，

营业.纽约市设分号.进口亚麻布

进口铁路设备及机器工具，承揽

反棉线，生产亚麻工艺美术品、花

热力中心设计及营造业务. 1940

边、绣货、手帕，采购汕头、烟台、

年代中天津厂由原经理，泰东反

温州、无锡及徐家汇所产花边，出

毛公司合伙人铃托德林(Leo

T o-

口销往美国.兼营相关零售业务.

drin)接办，华洋行名依旧 .1940 年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代末尚见于记载.

银行为"大通".

爱克英广告公司

Acme Adver-

‘

ElIis , J. J. , E l1is

J. J.

上海英美广告代理行. 1928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31 年前

年前原克劳孝广告公司 (Craw

原德商德华洋行( Metropolitan

shaw Outdoor Publìcity Co. , H.)

Trading Co.)职员爱利司。.

主人克劳孝 (H. Crawshaw) 等合

Ellis)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伙发起开办.韧设于北京路，嗣先

切设于广东路，经营制造厂商代

后迁九江路、博物院路、法界爱多

表业务.翩迂南京路营业，经营澳

亚路及南京路营业.经营广告代

毛进口及杂货贸易，代理英国布

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雷德福一家纺织工业公司. 1930

其时常务董事为传埃德蒙兹 (H.

年代末改组为家族合伙商号，更

C. Edmunds) 及雷达威(Dr.

西名为 "Ellis

J.

Elbaroideries

&. Co. , J.

,

Basha , Ellis T.

J. 飞添蕾

记载.
爱邻葛公司

上海美商工艺美术品行.

Ellinger &. Co.

Ellinger &. Co. ,

,

Ltd.

T. Basha)

英国纺织品公司，本部曼彻

个人开办.初设于九江路，嗣先后

斯特及布雷德福. 1914 年前来华

1919 年爱利巴西 (El1is

•

咱-

J.

总经纪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G. Ledwidge) ，华经理李选卿.
量利巴西洋行

唱

爱利司洋街

&.Co.,

tising Agency

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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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先后于香港及上海设代表

处，经营棉布、呢绒及人造丝绸进

•

& Loan Co. , Ltd.
天津英界英商房地产公司。

出口贸易.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

1928 年前名律师爱温斯 (R.

载。

Evans) 及瑞隆祥行主人曾戴威斯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有限责任

A l1an , E. C.

上海九江路美商牙行。 1921

公司。初设于威德大院，嗣迁中街

年原华革和服鞋行推销员爱纶

营业。经营房地产及相关货款、抵

(E. C. Allan)个人开办.经营汇

押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票及金银经纪业务. 1924 年行主
爱纶与盘根优. Buchan) 合伙另

,
爱胞狄士洋行

Aboitiz , F. S.

组新行，原行业务照!日进行.翩添

上海西班牙洋行. 1913 年前

股票经纪业务 o 1940 年代初尚见

爱胞狄士 (F. S. Aboitiz) 个人开

于记载.

办。初设于广东路，嗣迁汤恩路营

业。经营佣金代理及西班牙葡萄
爱耶太华橡皮公司

Ayer Tawah
Rubber Plantation Co. , Ltd.
马来亚英商橡胶种植公司.

酒进口业务， 1920 年代中添人力
洋行 (Sìno-Spanish

Trading Co.)

的创办及经臂，本店渐湿没无闰.

旋即来华开业，以华昌洋行为代

汤东海尝充是行华经理.

理行兼文案，经营对华贸易.

".

车制造业。其后爱氏致力于恒利

1909 年开办，本部下霹雳实兆远.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银 20 万商，实

爱美电码公司

Acme Cod e Co.

收 19. 925 万两.嗣核定资本累增

美国电码出版公司，本部纽

至银 50 万两，分 50 万股. 1930 年

约.经营海底电报电码、特殊电

代中已发行 33 万余股，收足 .1940

码、电码索引、作品简缩本及银行

年代初尚且子记载.

出版物的编篆出版业务. 1925 年
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广州、大连

爱威有限公司

~-

(R. S. Davis) 等发起开办。按香

,

爱纶洋行

T.

Tientsin Building

诸埠，先后以"祥美"、"祥利"、"利

，也

-

•

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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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比来"等洋行及"冯登记"、

瞿擂浪靡袁IJ 珠宝钟表行

"中贸行"等为代理行，开展对华

G. A

业务 •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辈巴

Efron ,

比利时珠宝钟表行.爱福浪
(G. A. Efron) 个人开办，本店安

量高洋行

Egal &. Ci e

特卫普 .1928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

上海法界霞飞路法商贸易

海设分店，先后在闵行路及南京

行. 1925 年原立兴洋行职员爱高

路营业.烟台设次分店.进口批发

低. EgaD个人开办.一度迁爱多

经销钻石、钟表及宝石，承接玉

亚路及朱藻三路营业.进口经销

器、钻石加工，自金嵌镶、雕矮及

法国葡萄酒、罐头食品、化妆品及

钟表修造诸业务. 1940 年代后期

化学药品，代理里昂、巴黎、科涅

尚见于记载.

Egal , R.

J

克及波尔多诸埠法国厂商公司数

家至十数家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中法
工商".

L' Urbian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法国保险公司.西名原称 "Cie

、

d'Assuranαlncendie

量雷利司纺织机器制造 r

Asa

Lees &. Co. , Ltd.

•‘

拿平燕梳公司

L 'Urbia肘，

Paris" ，本部巴黎. 1901 年前来华
开业，在上海、香港、叹口、广州、

英国纺织机械工业公司，本

天津、哈尔滨、烟台、汕头诸埠，先

部奥德拇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

后分别以"立兴"、"马娇云"、"黎

上海、天津、汉口、香港诸埠，先后

壁"、"好时"、"志利"、"葛瓦里斯

以"瑞记"、"安利"等洋行及怡和

基"、"永兴"及"顺泰'等洋行为代

机器有限公司，以及安利洋行与

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务. 1930 年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联营之纺织机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间一度于

器总经理处为代理行，进口经销

香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设分号，

所产棉纺织机及团在机等 • 1940

经理幡安德森 CC.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上海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尝充是行

G. Anderson).

远东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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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只洋行

Cozzi ， E.

'

于上海、汉口及香港诸埠设代理

汉口俄界凤阳街意大利食品

处。进口经销"高平"在美三家工

杂货店。 1908 年原上海意大利侨

厂及加拿大高平公司产品。"激瑟

商郭只 (E. Cozzi) 夫妇开办。生产

德"、"和记气"慎昌"、"康贻"等洋

经销意式及法式高级糕点糖果，

行及华商新华行尝充其代理行.

兼营酒业贸易、一般食品杂货及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佣金代理业务。 1920 年代初尚见

银行为"花旗".

,

子记载。

高尔庭洋行
高士奇父子公司

Gossage &.

Golding , ~ W.

上海广东路西商洋行。 1930

年原美商美敦洋行伙东高尔庭

Sons , Ltd. , W iIliam
英国肥皂工业公司。高士奇

(F. W. Golding) 个人开办。经营

(William Gossage) 父子开办，本部

棉花及船货检验、管理及公证业

未详.

务，代表棉业货主利益，为日商印

1918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

港、上海及汉口诸埠，先后以绍昌

棉运华联益会 (lndian

洋行、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祥茂洋

Importers' Association of China )

行、卡内门洋碱有限公司等为代

正式聘任之管理监查人. 1940 年

理行，进口推销所产肥皂. 1940 年

初尚见于记载，大班高尔庭，协理

代尚见于记载。上海驻华祥茂肥

李鹿笙，往来银行为"大通飞

Co tton

,

皂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
高乐洋行
I

奥地利文化用品公司.本部

Corbin Locks &. Hardware Corbin

及总厂设于维也纳，在维也纳注

Cabinet Lock Co.

册，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1920 年

离平公司

唰

Koreska ， W.

Corbin Lock Co.

美国锁类及建筑五金工业公

代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汉口、

司. 1915 年开办，本部纽约市，制

昆明、香港、天津及哈尔滨诸埠设

造厂设子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

制造厂及经销行，或记为德商.华

1920 年前来华开业，设销售公司

行进口奥地利铅笔、打字墨带、复

k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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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纸、铁笔蜡纸、复印泊墨、绘图

Co. "。经营纸张、呢绒、绸布、女帽

墨水、复印纸、复印器零件及书籍

头饰、文具及一般进口贸易。 1920

杂志、办公用品等，生产高乐牌蜡

年代初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

纸及各种文具。 1940 年代中尚见

为"Cooper

于记载，资深总经理幡申德勒 (K.

为家族合伙商号，乃启用 "Cooper

Sc hindler) ，陈周岐、李林复、龚雷

&. Co. , G.

同及王杰等尝任职于沪行。

迸出口贸易。 1940 年代尚兑于记

&. Son" .1939 年前复改

、民

"新西名.经营杂货及

载。
高兴利洋行

GolokololsoH &.

Co. , W. D.

I

GolokolosoH , W.

D.

、

高利洋行

Greer , Ltd. , H. &.

W.
天津俄商洋行. 1916 年前寓

英国贸易商行.高利家族(H.

津侨商高兴利(高兴立， W. D.

Greer 及 W. Greer) 发起开办，本

Golokol恼。ff)个人开 5句，西名作

部伦敦。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

"GolokolosoH &. Co. , W. D.". 先

于上海九江路、天津英界宝士徒

后在俄界普克第路、俄国路及波

道及北京东长安街设分号.经营

皮路营业.经营天津一一北戴河

逃出口贸易，代理伦敦几家厂商

一带地产及营造业务。 1920 年代

公司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谢

末渐涅没无闻。 1930 年代末复见

金铺尝充是行沪庇买办。

于记载，西名为"Golokol恼。日，

W.
离林洋行

D. " •

Collins &. Co.

,

Collins &. Co. , Ltd.
离吧公司

,

C∞per &. Co.

, Cooper

&. Son C∞per &. Co" G.

..

天津英商贸易行. 1870 年代
初高林氏(Collins) 发起开办，为华

香港威灵顿街英印商贸易

北机器打包业之先驱. 1882 年改

行. 1908 年前高吧家族 (P. N.

组为合伙商号，阙于伦敦设办事

Cooper , B. P. C∞per 及 D. P.

处。 1889 年添上海分号。除从事羊

C∞per)合伙开办，西名"Cooper &.

毛清整及打包业务外，经营广泛

'..-'''"~，霄-<时叨叨

高

592

.一-

的进出口贸易. 1919 年前改组为

及苏州、无锡相继设支店.进口日

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注册.出口

本农业机械、飞机、电池、皮带、锅

羊毛、棉花、纤维品、生皮、毛皮、

炉、煤炭、起重机、电料、机械工

坚果、猪察、籽仁、蛋品及其它中

具、三轮摩托、水泵、柏油、铁路材

国产物，进口英美足头及机锦.兼

料、电话机、电话机零件、橡胶制

营佣金代理业务，充糖沽地租公

品、建筑材料、电器、牙科材料、化

司全权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学品及杂货，出口矿砂，销往日

歇业，战后恢复. 1947 年尚见于记

本.代理日本几家厂商公司.兼营

载，往来银行"麦加利".怡和洋行

土建营造工程.上海同向路设厂，

买办梁彦青及陆庆莱等尝充是行

加工生产淀粉. 1944 年尚见于记

买办.

载，西久保政辉主其事.往来银行

-

'

为"三井"、"横滨正金"、"住友"及
高茂洋行

Shanghai Packing

Co.

"汇卒"。

上海英商打包公司. 1925 年
前亨茂洋行主人麦掰而(James

高宝森般份兼各行经组行

MagiJl)主持开办.初设于新康路，

Grose ,]. F. , Grose &. Co. ,

嗣迁江西路营业.经营古玩包装

F.

等业务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

香港皇后大道中西商牙行.

业主为英商亨茂有限公司总经理

1918 年前原德辅道中英商伊尹氏

铃高尔丁 (C.

B. V. Golding) 。

及弥咸律师事务所 (Ewens
Needham) 职员高宝森(].

离岩洋行

Takaiwa &. Co. , K. ,

T e.kaiwa &. Co.
日本贸易商行. 1905 年高岩

~

J.

&.

Francis

Grose)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

名.经营总经纪业务 .1920 年代中
僻里贝罗 (F.

X. V.

Ribeiro) 加

氏 (K. Takaiwa) 个人创办，本店入，成为合伙行号，变更西名为

句.

大阪 .1914 年来华开业，设支店于

"Grose &. Co. , J. F." ，迁德辅道

上海江西路，嗣改沪店为本店，先

中营业。经营股票及一般经纪业

后在四川路及九江路蕾业.东京

务，代理房地产，高宝森主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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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高倍洋行

N.
高津洋行

‘·

、

Co.

Nippon Sugar Trading

, Kodzu Yoko , Nippon Sugar

Trading Co. • Ltd.

Gobhai

&. Co. , M.

, Gobhai. Karanjia , Ltd.

印度英国贸易行 o 1913 年高
倍 (M. N. Gohhai)发起开办，西
名"Gobhai

&. Co. , M.

N." ，本部

日本糖业贸易公司。 1910 年

孟买，上海设分号。经营丝绸贸易

开办，本店东京。 1911 年来华开

及佣金代理业务。广州毕爹利洋

业，先后子上海、汉口、大连诸埠

行为其代理行 01919 年改组，在孟

设分支店所。为在日本注册之私

买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启

有有限公司.进口经营日本及爪

用"Gobhai ，

哇砂糖，兼营大米、酒类及空瓶贸

名.上海及大阪、神户、卡拉奇、阿

易。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100

姆利则设分号.核定资本 500 万印

万日元，实收 75 万日元。大阪、下

度卢比 .1930 年代中实收 250 万

关及泪水设分支店.代理几家日

印度卢比。沪行先后在四川路、汉

本糖业厂商公司。 1937 年尚且于

口路、法界公馆马路及江西路营

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业.进口印度檀香木及象牙等，出

"台湾"、"三菱"及"朝鲜".

口绸缎、生丝及豆类，销往印度.

Karanjia. Ltd." 新西

往来银行为"汇卒"、"麦加利"、
高桥洋行

Takahashi Shirt Co.

天津日商衬衫店 o 1925 年前

"有利"、"大英"及"和气钱善触
尝充是行买办.

后大和屋汗衫洋行 (Yamatoya

-

~

Shirt Co. )天津支店经理高桥氏

富得洋行

(K. Takahashi)就大和屋汗衫洋

Gurski. Kurt

Gurski

&.

Co.. K.

,

行津店改组开办.初设于英界中

上海北京路德商贸易行.

街，嗣迁特一区威尔逊街营业.经

1932 年原瑞士商盛亨洋行职员高

营衬衫加工制作及经销业务。

得 (Kurt Gurski) 个人开办.进口

1944 年淌见于记载.

经销德、英、美诸国棉毛印染整纺
机械、缝纫机、纺织材料及亚麻

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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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鞋线等 F 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

.‘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

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中尚见于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德

离德洋行

华"、"华义"及"浙江实业"等。

Goddard , Dr. John

上海西商眼镜行. 1906 年前
高德医生(Dr.

高隆洋行

Colonial Agencies

J.

Goddard) 个人

•

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迁南京路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商贸易

营业.经营眼镜及验光、配镜诸业

行 .1938 年开办.进口经销无线电

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飞纳

机、扬声穗、电气设备、电炉、留声

医生(Dr.

机零件、药品及化学品等.代理几

事.

W. T.

Findley) 尝主其

家英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
见于记载，总经理骨伍迪尔

(George

A.

W创ier ).往来银行

高德洋行

A. S.
美国贸易行.高德兄弟 (A.

为"永安"及"华比气

S.
离路登巴洋行

M.

,

归rt ，

Gold &. Br'ω. ， Inc. ，

Goldenberg.
Goldenberg Expo民&. ImInc. , in U. S. A.

Gold 及 Robert

I. Gold) 发起开

办，本部纽约. 1933 年前来华开

v

业，先后于天津法界威尔顿路、哈
尔滨道里及上海四川路设分号.

上海波兰贸易行. 1926 年高经营皮货及兽皮进出口贸易.
路登巳 (M. Goldenberg) 个人开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靶子
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宁波路营

离秘顿有限公司

Lipton ，

Ltd.

业.进口德、美、英诸国毛皮、兽皮

英国茶业公司，本部伦敦、科

及呢缄足头，经营丝绸贸易及皮

伦坡及加尔各答. 1920 年代来华

货批发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开业，在香港、上海、天津、大连及

迁美国，西名"Goldenberg

Export

沈阳诸埠，先后分别以"东利"、

&. Import. Inc. , in U. S. A.". 战

"公兴"、"德康"、"隆兴"、"麦边"、
E

后复员.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协祥"、"济美"、"仁记"及"公利"

•

斋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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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号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锡

占胶州后即无所闻. 1920 年代初

兰茶及印度茶. 1940 年代末尚见

复见于山东路，专营中西药品，称

于记载.其间一度以瑞来 (Henry.

凌基药房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P. Suπey) 为经理设分号子上海

其间一度迁中山路营业。

黄浦滩路，经营对华贸易，兼理远

东、澳洲及英属东非诸地销售组

海外通商株式会社

织业务.

Tsusho Kabushiki Kaisha

Kaigai

日本迸出口贸易商行 o 1927
斋蔑洋行

Saitoh &. Co. , K. ,

Sa itoh &. Co.

•

•

年杉山、千叶清及旗村和夫等发
起开办，本社东京.资本 30 万日

日本贸易商行. 1905 年斋藤

元，大阪、名古屋及沈阳、上海、天

家开办.本店大阪市东区本町，日

津、柏林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文原称株式会社斋藤商店. 1918

营精密机械、精密仪器、机械工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在汉口、宜

具、防水材料、饰墙布及杂货进出

昌、台湾、上海、南京、蚌埠、当涂、

口贸易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

泰县等地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

银行为"横滨正金".护行经理佐

日本染料、能青、铅粉、热水瓶、

藤淳.

针、烟草、食品、棉布及杂货，出口
生大漆、五倍子、水银、药材、棉

海生洋行

Hassaram &. Co. , K.

花、锦缎，销往日本. 1944 年尚见

印度英国贸易兼佣金代理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00 万日元，

行. 1930 年海生(Seth Hassaram

汉口文店长井筒信治郎.

Righmal)家族开办，总号印度信德
海得拉巴(今属巴基斯坦).上海、

凌基洋行 F 凌基药房

Linke , Ot-

马德拉斯、横滨、德班设分号.经

to

咱

仙哪

香港及孟买、加尔各答、大吉岭、

青岛德商洋行 o 1906 年前凌

营丝业贸易及相关加工业务.出

基 (ütto Linke) 个人开办.初营贸

口生丝、绸缎、丝绸衬衣及皮箱、

易业，嗣兼营药材 .1914 年日军强

羊毛地毯、黄铜器、葛制品等，销

-团"……·四-聊.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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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印度、锡兰、非洲、海峡殖民地

"军管理"，由明华产业株式会社

及爪哇等地。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经理。洋行本部则撤退至纽约市。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有利"

战后复员，资本为 40 万美元。 1940

及"和嘀"。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

员。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事
海宁洋行，海宁生洋行
配n

Produ~

Ring配 n

lIenning-

Co. , Ud. , Hen-

Produce

Co. ,

Federal

长哈克生 (U.

'

S. Harkson). 往来

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及"上海

商业储蓄飞王锡蕃、汪兆佛尝充
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Inc. , U. S. A.
上海美商食品公司. 1918 年
(或作 1913 年〉美国俄亥俄州波特

海列司洋行

兰市商人海宁生 (A.

E. R. , Har巾， H. E.

P. Hen-

ningsen) 发起开办.初设于兆丰

4柳

Harris

&. Co. , J.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5 年前

路，嗣迁闸北沙泾港路营业.华名

怡德洋行代理人海列司(J.

初称"海宁生"，旋定名"海宁".经

Harris) 个人开办，西名 "Harris

营进出口贸易及海宁蛋厂。 1929

Co. , J.E.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

嗣先后迁福州路及江西路营业。

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规银

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13.5 万商，收足.生产加工冻蛋、

务。 1932 年(或作 1923 年及 1929

干制蛋、冰漠淋、人造奶油及糖果

年〉由职员海列司 (H. E. Harris)

糕点.进口欧美、澳、新奶粉、黄

接办，更西名为 "Harris ，日. E." 。

池、干酶、奶制品、糕点糖果原料

一度迁博物院路营业。出口毛皮、

及白铁皮等 z 出口所产冻蛋、于制

反货、肠衣、纤维品、头巾、子工绣

蛋、冰泯淋及糖果，销往英、美、法

货、葛制品、猪察、芝麻、桐泊、生

及西班牙语固。 1940 年前后迁广

丝、棉花及地毯、黄铜器、北京珠

东路营业，工厂及定货部仍设于

宝、手工制品等。 1947 年有资本法

肇勤路(沙注路).太平祥战争爆

币 500 万元.天津、济南、北京设分

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实行

号。添营染料、化学品、药品及一

E. R.

&.

R.". 初设于广东路，

,

,

般进出口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

海麦洋行

于记载.刘星福、周文禧、王家璧

Inc. , Alex. J.

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职员.往来

New York

Harnrah &. Co. ,

, Harnrah Bros.

of

美国贸易商行.海麦 (Alex.

银行为"汇丰"及"花旗".

,

]. Ha mrah) 兄弟发起开办，本部
海达亚洋行

Hedaya Irnporting

纽约. 1920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
于上海，先后在南京路，法界爱多

Co.
美国贸易商行 .1920 年开办，

亚路及九江路营业.经营花边、绣

总号纽约市，为在美注册之私有

货加工制作及出口业务. 1930 年

有限公司.上海法界朱藻三路及

代初尚见于记载.

汕头设分号.华行加工生产亚麻
制品、花边及绣货，并向纽约出

海利洋行

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行一度

Gensburger &. ]udah , Ltd.

记为法商，经理海达亚(1. A. He-

daya) ，往来银行为"大通".

G剖由urger

&. Co.

,

海而维西保险公司

Helvetia

Swiss Fire Insurance Co.

,

上海福州路西商洋行. 1899

年前金士伯 (Henri Gensburger) 等
合伙开办，西名 "Gensburger

、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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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0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设分号.
经营钟表及珠宝首饰，兼总进口

瑞士保险公司，本部圣加尔.

贸易.嗣迁南京路营业，天津分号

1918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福州

停办. 1913 年前改组为有限公司，

诸埠，分别以"慎傲"及"凌德"等

更西名为"Gensburger

洋行为代理行，经营火灾保险业

Ltd. " ，华名依旧.迁仁记路，改营

务。 1940 年前后于上海九江路设

股票、证券及一般经纪业务，兼地

远东代表处，以德商美最时洋行

产贷押等佣金代理业.来凡，恢复

上海分号职员怜施奈德(0.

原称，先后在法界洋泾洪、爱多亚

Schneider) 为代表，经理中国及其

路及四川路、仁记路、中央路营

它远东国家业务 •

业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卓绍

&. Judah ,

秋妖期克是行买办，沈棋元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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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华经理。

,

设总号于海牙，改上海本部为远
东总号，汉口、香港、天津、重庆、

海陆公司

Nippon Kairiku

昆明及广州先后设分号，添中国

土产出口业务，代理法、英、荷、

Transport Co.
上海密勒路日商运输公司。

德、美、瑞士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

1925 年前开办，日文原称"日本海

家.华名别称海昌洋行有限公司。

陆运送会社"或"日本海陆运送

1948 年前后远东总号资本为国币

店"。四川路设支店，车库设于东

2 1. 12 亿元，往来银行先后有"和

有恒路。经营海陆运输、报关及保

嘀"、"荷国安达"、"浙江实业"、"华

险代理等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

比"及"大通"等，总经理祷皮内多

载，经理森冈浅育，协理林宗四

(E. J. de Pinedo) 。潜国祥、周序

郎，职员阪本龙一.往来银行为

初、齐纪乡、严志俭及许承位、钟

"台湾"及"上海"。

惠勤、钟惠庆、杜子英等尝充是行

•

高级华职员.
海昌洋行

Klink , P. J.

I

Klink ,
海京洋行

Ltd. , P. J.
上海新康路荷商洋行。 1927

年 1 月原海通洋行护庄署经理善
克林克 (P.

明

Inc.

I C心le-

,

man &. Co. , Inc. , G. R.
美国毛纺织工业贸易公司。

Klink)个人开办，即

1920 年(或作 1921 年)海京 (G.

以姓字为行名。汉口、香港、天津

E. Huggins) 等发起开办，定西名

设分号.进口英、法、德、美、荷及

为 "Elbrook ， Inc. " ，按美国法律注

瑞士所产药品、化学品、工业原

册，本部纽约市。上海、北京、天津

料、香水、照相材料、外科器械、摄

设分号，开办有天津海京毛织厂

影机、光学品、五金、钟表、石油、

(Elbr∞kW∞len M ilIs) 及上海海

炼乳及纸张等，兼厂商代表业务.

京地毯厂。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60

1939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

万美元。进口纺织原料、纺织品及

西名为 "Klink ， Ltd. , P. J. 飞在

纺织机器，生产毛纱、呢绒、地毯、

J.

有属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注册，

•

Elbr∞k ，

床毯 4 代销地毯、毛织品、毛毯及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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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纺织品 F 承包纺织厂、发电

海洋社

Kaiyosha I Kaiyosha Co.

厂、汽热装置及其它工程。代理欧

上海黄浦路日商船务行.

美纺织、电力、商粉及其它机器厂

1915 年前开办，西名 UKaiy但ha"o

商公司十数家至数十家 o 1940 年

经营海难救助、火轮及拖驳服务、

代改组，原副总裁骨科尔曼 (G.

运输及海运经纪，以及航运代理

Coleman) 出任总裁，遂更西名

诸业务 01918 年前后改组为公司，

R.

为 U Coleman

&. Co., Inc. , G.

更西名为 UKaiyosha

Co. " ，华名依

R. " ，华名别称海京洋行股份有限

旧.嗣先后迁广东路及黄浦滩路

公司.嗣加入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营业.添营码头仓挠、海事承包及

改营迸出口贸易 o 1948 年资本为

煤炭贸易等业务.拥有浦东等两

国币 1.01 亿元。进口工业机穗，纺

处码头 01930 年代尚见于记载，总

织机器、设备及材料，发电及电力

经理铃船越氏.

传输设备，面粉机器设备，回态油
等 F 出口棉花、羊毛、绸缎及其它

海通洋行

中国产物.兼理相关工程业务.往

.. Transmarina

来银行为"中国"、"上海商业储

Trading Co.

蓄"及"大通".沪行经理杨锡仁.

Handelmaatschappij
"1

Tran皿Earina

荷兰贸易商行.总号阿姆斯
特丹，安特卫普、纽约、波士顿、里

海南洋行

Hai Nam

&. Co.

厦门海后路日商贸易行.

斯敦等埠设分号。 1919 年前来华

1915 年(或作 1912 年〉开办.进口

开业，先后子上海、天津、香港、汉

经销台湾及日本之煤炭、水泥、啤

口、广州、青岛及汕头诸埠设分

酒、马粪纸、帆布、五金工具及酒

号.经营食品、饮料、石油产品、皮

精、印书纸、棉花、机器、砂糖、苯

革、机器、化学品及土产迸出口贸

胶染料、灯口、食品、海产杂货等.

易，代理荷兰、荷属东印度群岛、

宏汉路设支店.0 1943 年尚见于记

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载，经理陈学海.

十数家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

栩

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金

载.刘鲸卿、艾翼鸣、张孟溪、叶秉

海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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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颜绍贤、叶善先及金镇堂等先

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西路，

后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嗣迁广东路营业.充圣彼得堡俄

国出口商会代表，经营 JE 头、橡
海瑞洋行

Campbell. H. B.

,

Ca mpbell Paint Co.
上海美商贸易行 01923 年(或

胶、洋泊、胶合板、香水、杜仲胶及
杂货迸出口贸易，代理莫斯科、里
加及海参威几家厂商公司 o 1917

作 1922 年〉原恒信洋行销售经理

年前后变更西名为 "Heimann

铃坎贝尔(H. B. CampbelD 个人

Co.,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福

号.代理丹麦哥本哈根罗细亚保

州路，嗣先后迁四川路及静安寺

险公司及其它几家俄英厂商.其

路营业.相继设营业、迸出口、油

后复迁本店于江西路， 1920 年代

漆、泊漆工程诸部及染料工厂、找

末尚见于记载.沈德馨及陈似兰

房。进口美国泊漆、真漆、清漆、泊

尝充是行买办.

&.

s. ".天津英界广东道设分

类及泊刷、喷枪、砂纸、干颜料等，
精加工进口材料，生产染料，承包

浪华洋行

Naniwa Yoko

泊滚及美术装饰工程 F 代理美国

大连浪速町日商贸易行.

几家化工厂商 .1941 年前后出倒，

1914 年前开办.经营呢缄绸布及

由拉脱维亚商人茄狄根{Louis

杂货批发零售业务. 1936 年尚见

Jedeikin} 受盘接办，即更百名为

于记载.

"Campbell Paint Co."，迁法界褐
照路营业，工厂仍设于拉都路.

益丰洋行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Abraham , E.

"花旗"及"汇卒".

Abraham ， D. E. J. ,

上海英商犹太贸易行. 1890
年原华车手羊衍 <Abraham

海满洋行

Heimann , S. S. ,

Heimann &. Co. , S.

&. Co. ,

A. E. J.} 伙东骨亚伯拉罕(D.
E. J. Abraham) 个人开办，即以

上海俄商贸易行. 1913 年前

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西路，嗣迁

海满 (S. S. Heimann) 个人开办，

北京路营业.早年经营鸦片及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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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贸易，兼总佣金代理业务。 1910
年代后改营进出口贸易.进口英

Life lnsurance Co.
surance Co. , Ltd.

国足头及纺织品，出口芝麻、地

, Yorkshire ln-

英国保险公司 .1824 年开办，

毯、古玩等，兼营经租及总佣金代

西名 "Y orkshire

理业务。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

后渐无所闻. 1940 年代末复见于

前来华开业，在上海、汉口、香港、

记载，更西名为" Abraham ,

E." ,

天津诸埠分别以"天祥"、"金逐"、

经营总进出口贸易.往来银行为

"旗昌〈新旗昌)"、"捷成"等洋行

"汇丰"及"麦加利飞李晓园尝充

为代理行，经营水、火、兵难、盗难

是行华经理及买办.

及一般保险业务. 1908 年改组，启

urance Co. " ，本部约克。 1906 年

用
益记洋行

Ekki Yoko , Ekki &..

Fire &. Life In-

"Yorkshire

Insuránce

C<-.,

Ltd. "新西名，本部新约克及伦
敦，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1915 年

Co. , Ltd.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0 年(或

前后子上海四川路设驻华分号，

A.

作 1911 年〉伊藤益二个人开办.初

顾德优.

G创〉首任经理.

设于汉口路、嗣迁在西路营业.南

1920 年代初改任驻华分号经理爱

京、无锡、芜湖、蚌埠、泰县及大阪

立生 (H.

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日、英

总理.香港、天津、汉口、福州、烟

等国呢绒、棉布、绸缎、化学品、纺

台、哈尔漠、广州、青岛设次分号

织机械零配件、五金工具、食品、

或代理处."天祥"、"万记"、"仁

肥皂、砂糖、海产品及杂货，出口

得"、"旗昌保险"、"德利"、"好时"、

头发、猪察、废棉及中国土产品，

"仁德"等洋行公司先后充其地方

销往日本及美国.开办有光中染

代理行.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为

织厂及益记被服厂等企业. 1944

100 万英镜，实收 29 万余英镑-

年有资本 100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潘明孙、

"横滨正金"及"住友".

傅有才及张启仁等尝充公司买办

W. Allison) 为东方全权

或高级华职员.

益兴保险公司

Yorkshire Fire &.

益兼
益利号

602
益昌洋行

Eddie &. Co. , C.

上海百老汇路贸易商行。
1916 年许廷佐 (C. Eddie) 个人开

,

Chandless , Ba touieH

&. Co. Chandless &. Co.
l臼s &. Co. , Ltd.

, Chand-

办。经营食品杂货、船具、轮船伙

天津英界海大道西商贸易

食承包及煤炭贸易，进口英美化

行. 1912 年前原俄商隆昌洋行主

学品、鲜果及食品，兼营船货装卸

人巴图也夫 (M.

业务.先后开办有"益利西饭店"、

普尔洋行 (P∞le ，

"益利机器冰厂"、"益利汽水公

代签有效人铸钱德列斯 (R.

司"、"益利玻璃厂"、"益利轮船公

Chandlel!娼〉合伙开办，定西名为

司"等企业 .1930 年代中有资本鹰

"Chandless , BatouieH &. Co.

祥 50 万元.往来银行为"上海商业

营进出口贸易，代理英俄几家保

储蓄".

险公司，充业兴公司全权经理及

D.

BatouiefD与

Lauder &. Co. )
H.

".经

文案. 1916 年前拆伙，由钱氏接
益利汽水公司

Water Co.

办，更西名为 "Chandl，四&.

Eddie Aerated

, Eddie Aerated Water

1921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启用 "Chandless

Co. &. Eddie Glass Factory
上海华德路汽水厂. 1925 年

Co. ".

&. Co. ,

Ltd." 新

西名.钱氏驻纽约，赞普尔 (G.

T.

益利号主人许廷佐 (C. Eddie) 主

P∞le) 任总经理.嗣改以纽约为总

持开办，资本 30 万元.百老汇路设

号 .1927 年前后在香港注册，专营

发行所及营业处.进口化学品，生

出口贸易. 1930 年代初尚且于记

产销售汽水、葛瓦斯、玻璃瓶及玻

载.

瑞器皿 .1930 年代中出盘，由美商
汇众银公司承顶接办，迁宁国路

兼松洋行

营业. 1941 年前后改组，华商某入

Kanematsu &. Co.. Ltd. , F.

伙，迁武定路.厂长许文贵 (V.

Kanematsu Shoten , K. K.

Eddie).
载.

K.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Kanematsu , F. ,

,

日本贸易商行，日文原名兼

松商店. 1889 年 8 月兼松房次郎

个人创办，本店神户，悉尼及东京

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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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支店 .1901 年前来华开业，首设

行为"横滨正金".

文店于上海法界公馆马路，经营

总进出口贸易，嗣渐无所闻.

1918

年兼松氏引退，本店改组为股份

诸星油墨公司

Morohω，hi

Print-

ing lnk Co.

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500 万日元，

日本泊墨公司. 1925 年诸垦

收足.东京、大阪、名古屋、天津、

千代育创办，日文原称诸星千代

青岛、济南、沈阳、"新京"、哈尔

吉商店，本店横滨.东京、大阪、名

滨、上海及西贡、坷内、仰光先后

古屋、福冈设支店. 1929 年前来华

设支店，高雄、安东、北京、大连、

开业，先后设支店子上海监山路·

石家庄、张家口、彰德、保定、太

及沈阳富士町. 1932 年改组为放

原、徐州、唐山、南京、杭州、无锡、

份有限公司，资本 30 万日元，称株

苏州、南通、汉口、牡丹江、佳木

式会社诸星千代吉商店， 1935 年

斯、包头、厚和、大同、新乡、德县

诸星千代育去世，小岛龟三郎出

等地设营业所.华行进口经销羊

任社长，增资为 50 万日元.添设天

毛、牛脑、棉花、小麦、洋酒、机械

津、大连、北京、营口，"新京"诸分

工具、化工品、海产物、饮料、食

支店所.横滨及上海塘山路设制

品、毛纱、毛织物、棉纱、棉布、丝

造厂.华行进口经销泊墨、袖墨材

绸、人造丝绸、纤维制品、电器、石

料，印刷机械、纸类、印刷材料及

油倒品、度量衡器及杂货，出口羊

文具，生产并出口孔雀牌油墨.

毛、猪援、禽毛、毛皮、皮革、小麦、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小岛龟

面粉、桐泊、植物泊、茶叶、玉米、

三郎，常务宫永梅三.往来银行为

杂谷、泊类、生丝、清凉饮料、蛋、

"横滨正金".

蛋制品、皮革制品、丝绸制品等.
上海设茶叶加工厂. 1940 年核定

祥生锚厂

资本累增至 700 万日元，分 14 万

Boyd &. Co.

股，收足. 1944 年尚见于记载，专

瑞卿

I

Nicolson &. Boyd
Boyd &. Co. • Ltd.

,

上海浦东英商船舶修造厂.

务林庄太郎及御前纲一，常务松

1862 年内格生 (A.

木兼一及谷口三树三郎，往来银

及包义德 (G.

M. Nicolson)

M. Boyd) 合伙创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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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西名 "Nicolson

&Boyd" ，华名

"内格生". 1865 年内格生去世，即

赤井兵治郎，往来银行为"三井"
及"台湾".

改由包义德与警亚当 (Robert

Adam) 等合伙接办，旋更西名为

祥记洋行 F 衣巴耳目l 谦洋行 F 鸭都剌

"Boyd & Co. " .称"祥生船厂".日

利洋行

本长崎设分厂.经营船舶修造及

Co.

Abd∞，lally ，

Ebrahim

&

相关工程业务. 1879 年所雇工人

印度英国帕栖贸易商行.

即达 1 ， 000一-1 ， 400 人. 1891 年

1849 年鸭都刺利 (Abd∞lally Ra-

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Boyd

jabally) 家族及衣巴刺谦

"新西名.资本银 80

(Ebrahim) 家族合伙开办，本部孟

万两，在浦东拥有大型船坞及机

买，香港、广州、上海诸埠先后设

器厂。 1900 年〈或作 1901 年〉并入

分号.上海分号称"祥记"，香港先

& Co. • Ltd.

& Co.

, S.

后称"衣巳剌谦"及"鸭都刺利".

C. , Ltd. )，是为英商耶松船厂公
司 (Farnham ， Boyd & Co. , Ltd. ,

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S. C.).

零件、原棉、橡皮带、黄麻、麻袋、

耶松船厂 (Famham

务.华行进口加、美、印所产汽车
虫胶片及檀香木等，出口生丝、谷

祥记公司

Fukusho Co. , Ltcl.

物、绸缎、纸姻、茶叶、棉纱及布

上海汤恩路日商贸易行.

足，销往印度、锡兰、亚丁、安商及

1929 年开办，日文原称株式会社

苏丹港等地. 1947 年沪行资本记

福祥公司.大阪设事务所.经营日

为法币 4 ， 342 万余元，经理斐士

本玻璃、法琅原料、黑铅柑塌、硅

(Faiz C. Ebrahim). 1940 年代末

砂、滑石、耐火粘土、化工品、硝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气

石、萤石、干电池材料、石墨、健砂

"有利"及"麦加利"。朱联塞尝充

进口及一般进出口贸易，别设工

是行买办.

场.代理"日本瑞涡"、"柴臼矿
业"、"藤村商店"等几家日商公

祥兴洋行

司. 1944 年有资本 10 万元，专务

Co.

,

Craig , Marshall &.
Calder - Marshall &. Co.

,

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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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der-Marshall &. Co. , Ltd.

法兰西外滩营业.经营酒类进口

上海英商贸易行 o 1905 年马
锡尔 (R.

Ca lder - Marshall) 与伦

敦商人普克雷格。.

T.

Craig) 合

伙开办，西名 "Craig ， Marshall

&.

及生丝、茧绸、水牛皮、烟叶、茶叶

等出口贸易.买办陈朗帘 01930 年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核
定资本银 10 万两，收足.阿扎迫安

J.

Co.飞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夫人及原职员铃斯巳思 (N.

理业务.嗣克氏退伙，由马锡尔独

Sbath) 、原买办陈朗甫为董事.添

力接办，遂更西名为"臼lder

亚麻布进口及绣货、棉花等出口

-

Marshall &. Co. "0 1913 年改组为

业务.*泯路中国啤酒厂 (Nation

有限责任公司，按照香港公司注

al Brew，町〉为洋行产业. 1937 年

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规银 15 万

前后改组为父子合伙公司，启用

两，马氏任总理.进口英国纺织机

"A坦.dian

械、钢金、铁路设备、矿山机械、石

口酒类、原棉、羊毛、纸、黄铜、自

棉制品、钢丝索、羊毛、呢缄等，出

铁、化学晶、染料、皮带、金属管

口丝绸及亚麻布制品.代理欧美

材、机器、光学品、电器、五金工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

具、钟表、药品，出口生丝、茧绸、

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棉纱、烟草、绣货、茶叶、绸缎及杂

银行为"汇丰飞贺其良、戴丈卿

货.·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清〉及王贤章等尝充是行买办或

数家. 1946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法

华经理.

币 5 ， 000 万元.香港、广州及纽约

Fils , Ja吨U臼"新西名.进

设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祥利洋行

Aza dian. Ja叫U回，
Aza dian , Jacques (Sociét垂 Anonyme) , Azadian Fils , Jacqu臼
上海法商贸易行 o 1903 年骨

其时总经理为怪小阿扎迪安 (C.

Azadian). 往来银行为"汇丰"、"和
嘀"、"中法工商"及"有利"，陈少

甫尝克是行高级华职员.

阿扎迫安(Jacques Azadian) 个人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江
•

叫

西路，嗣先后迁博物院路及法界

祥利洋行

Meh钮，

B. R.

汉口英印商贸易行. 1925 年

•

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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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顺利洋行 (ShroH ，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70 年(或

Son &. Co. )
汉口分号经理铃梅赫培(B. R.

作 1880 年及 1858 年〉骨克罗迈

Mehta) 个人开办.初设于英界洞

(Cromie) 与后任公共租界董事会

庭街，嗣迁特三区营业.进口英、

总董伯克 (A.

法、美、印、菲产食品、葡萄酒、衣

办，西名 "Cromie

帽、服饰用品、糖果点心、纸张文

生丝及丝头出口贸易. 1891 年前

具、雪茄及纸烟等 F 出口桐泊、兽

克氏退伙，由伯克个人接办，即改

脂、五倍子、蛋黄、蛋白、火麻及芝

以姓字为行名. 1896 年复改组为

麻等，销往英、德.兼营佣金代理

父子行号，更西名为 "Burkill

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Sons , A. R.". 1898 年伯民退休，
业务全部由伯基尔兄弟 (A. W.
Burki1l及 C. R. Burkill) 主管.经

祥茂公司

如bnchurian

Co. ,

R. Burkill) 合伙创

&. Burkil1" .经营

&.

营总进出口贸易，承办公共丝检

Ltd.
哈尔滨商岗英商贸易行.

业务.进入 20 世纪，代理业务日益

1908 年开办，上海英商祥茂洋行

扩大，特设保险房、地产部、橡皮

R.) 为其全

部，代理轮船及保险业务，经理地

权经理.长春、上海、洗阳、大连先

产、房地产、橡胶种植罔及其它企

后设分店.经营进出口贸易，兼地

业.一度于汉口英界华昌街设分

产、房地产、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

号. 1935 年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

业务.嗣于香港注册.各年代理欧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进口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不等.

欧美、澳洲、东南亚化学品、药品、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资深常

小麦、大米、纸、呢绒、布廷、橡胶、

(Burk i1l &. Sons ,

务董事普沃森(].

A.

机器及杂货 E 出口丝头、棉布、茶

S. Watson).

叶、芝麻、禽毛、炀衣、桐泊、猪祟
样茂洋行

Burkill , A. R.
A. R.

R.

Cromie &. Burkill

,

, Burki1l &. Sons ,

, Burkill &. Sons , Ltd. , A.

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及非
洲.代理及总经理欧美公司厂商
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中迁总

号于香港，上海改分号.其时有资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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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30 万港元。 1940 年代末尚虱子

工程有限公司为代理行，进口经

记载，总经理梅洛 (W. MeI1or) ，往

销所产电线、电缆及变压器等.

来银行为"汇丰飞陈耀烧、陈炳谦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等尝充是行买办.
祥和洋行
样昌洋行

Sho Sho &. Co.

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5 年前

Baroukh Trading

, Baroukh' s
上海法商洋行. 1923 年怜巴

鹤冈健造等合伙开办，日文原称

鲁克 (Daniel

合资会社祥昌洋行.先后在仁记

办，西名"Baroukh

路及洒泾路营业.榆林路设祥昌

初设于南京路，嗣迁江西路营业.

铁工厂.进口纺织机械、加工染色

经营办公用品、书籍、文具及电码

整理机械、通用机械、木管及其它

本等等 o 1933 年前变更其西名为

纺织用品、皮革、皮革制品、五金

"Baroukh's" .制作经销绣货、花

工具等.工厂生产圆二牌纺织机

边、亚麻工艺品、庭外套及男女服

器及零件，有职工 30 人，厂长激阿

饰用品等.一度以廉价商店闻名.

清文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有

资本 15 万日元，经理鹤冈健造，协

资本国币 1.5 亿元.进口纸、药品、

理鹤冈祯次郎。往来银行为"三

毛料、服装、汽车部件，出口地毯、

菱"及"台湾".

绣货、花边、棉布及玩具、服饰等

F.

Baroukh) 个人开

Trading Co.飞

新颖小商品.往来银行为"中法工
样异富烈播五金机

John回n

商"及"大通".

&. Phillips , Ltd.
英国电机工业公司，本部伦
敦 .1910 年代来华开业，于汉口英

祥美洋行

Gross - Manley

&.

Co. , Manley Manufacturing Co.

界都阳街设分号.经营电气及通

上海广东路美商工贸公司，

用机器承包业务.嗣在天津、香

1922 年前开办，西名 "Gr，倒一

港、上海诸埠，分别以高林洋行、

Manley ~ Co.气总裁锵格罗斯

香港客店公司电气部及信昌机器

也. A. Gro画〉驻旧金山，沪行由

一一一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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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自备"老祥泰"、"新祥寨"等九艘

Manley) 主持.经营中国手工产品

千吨级铁壳轮船参与货运. 1913

制作加工及相关出口业务.代嘎

年资本为银 55.9 万元. 1917 年后

两家电码公司. 1926 年前后曼民

安利英行逐渐取得对祥泰的控制

出任总裁，遂更西名为" Manley

权，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英资企

Manufacturing Co. ". 1930 年代中

业. 1923 年"安利"更成为祥泰之

尚见于记载.蔡秉生及汤眉寿尝

全权经理行.翌年创办上海夹板

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厂. 1930 年代中"安利"之地位由

副总裁兼经理骨曼和IJ
,

σ

新沙逊样行取代.核定资本增至
祥察木行

&. Export Lumber Co. , China Import &.
China Import

Export Lumber Co.
、

•

,

Ltd.

银 500 万两.天津、汉口、营口香

港、青岛、济南、威海卫、南京、蚌
埠、芜湖、洗阳、北京、福州、大连、

上海西商木材行. 1884 年德

安东、烟台、镇江、宁波、开封、徐

商样搞样行主人斯奈司来治(H.

州、杭州诸埠及美国波特兰设分

Snethlage) 发起开办.经营木材迸

号或代理处，上海、马尾、天津、汉

出口及加工业务.初办规模甚小，

口、青岛、福州及波特兰设锯木

但业务发展迅速. 189.4 年已累积

厂.进口北美洋松制板料、原木、

资金近银 10 万两. 1902 年改组，

桩材，花旗松枕木，日本硬木，菲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

律宾、婆罗洲、澳洲、遇罗、缅罗产

‘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柳安木料及其它硬木，西伯利亚

银 50 万两，实收 35 万余两.旋设

及库页岛松木，兼及相关五金工

总场于杨树浦路，占地 170 余亩，

具.经营国产木材贸易，加工各型

雇工约 400 人. 1905 年斯氏病故，

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

由美籍职员蔡士 (C. L. SeÎtz) 继

领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战

任经理.嗣先后邀德华银行静舒

后恢复.未几宣布自动清理.往来

尔茨(E. Schulz) 、瑞记洋行安拿

银行为"汇丰飞汪诚达、叶集元

(H. E. Arnhold) 等为董事会董

(源〉、朱之椿、李厚奎、郑法圣及

事，业务蒸蒸日上。专设运输处，

蔡吉利等尝充是行买办、华经理

--.-→-一一

祥

609
或高级华职员.

组，更西名为"Scott ， Harding

&.

Co. , Ltd. "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样泰洋行

Rathbone. Birley &.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进口电料、

Co., Rathbone. Worthington &.

玻璃、机器、马达、水泵、反革制

W orthington &. Co. ,

品、纺织厂材料、油厂设备、锅炉、

Turnbull , Howie &. Co., Scott ,

疏泼机械、五金及杂货等，承办相

Scott , Harding &.

关工程业务，代理欢笑保险及其

Co. ,

Birl町.

Harding &. Co.
Co. , Ltd.

I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兼营

英国贸易商行 .1843 年(或作

房地产经租事. 1947 年资本为法

G.

币 9 ， 800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

Rathbone) 等合伙创办于广州，西

于记载，其时董事有唐炳源、铃丹

名 "Rathbone ，

Bir1ey &. Co. ".经

尼森 (N. Denison) 、钟相青、尤寅

营丝茶出口贸易. 1845 年设上海

照等.往来银行为"汇卒"及"上将

分号，西名 "Rathbone ，

商业储蓄".沈辅卿、萧舜琴等尝

1842 年〉幡拉恩伯恩(Samuel

Worthing-

ton &. Co.气 1850 年代初南北分
离，沪庄更西名为.. Birley , W or-

充是行买办.

thington &. Co. .. ，汉口及九江一度

祥福洋行

设分号 .1871 年增设火险部 .1880
年由资深伙东铃特恩布尔

Snethlage &. Co., Snethlage &.
Co. , G. m. b. H.

(William A. Turnbull) 及而浑

上海黄捕滩路德商贸易行.

(W. Howie) 等合伙接办，启用

十九世纪后期斯奈司来治(H.

"Turnbull , Howie &. Co.

"新西名.

Snetl巾ge)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1898 年从九江路迁北京路，由伙

行名.经营五金杂货进口贸易-

东施高塔 0. L. Scott} 及铃晗丁

1884 年发起创办了日后成为著名

(J. W. Harding) 等接办，始更西

英商木材公司的祥泰木行. 1899

名为"Scott ， Harding

"，添

年前讲西姆森(Alfred Siemssen)

伦敦分号.经营 JE 头及杂货进出

入伙，改组为合伙行号，更西名为

口贸易，增工程机器部. 1922 年改

"Snethlage &. Co. ".嗣先后于青

&. Co.

Snethlage , H.

,

,

陶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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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天津、烟台、营口、汉口、镇江

西路营业.孟买设分号.进口印度

诸埠设分号.本世纪初改组为股

檀香木及非洲象牙器等，出口绸

份有限公司，充祥泰木行全权经

缎、豫鲁茧绸、棉纱、粗布、细布、

理 o 1905 年斯民病故，美籍职员蔡

生丝及青豆等，销往印度及非洲.

士 (c. L. Seitz) 出主衍务 o 1908

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o 1943 年尚见

年后渐无所闻.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有利"、"大

英"、"汇丰"及"麦加利".
陶达洋行

Doughty &. Co. , C.
J. , Fed. Inc. , U. S. A.

陪森洋行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o 1929 年

上海美商工程行. 1924 年美

商采暖及通风工程学会会员陶达

(C. J.

Doughty) 等合伙就原上海

Vasunia &. Co.

广州沙西昌记祥行 (Vasunia

Co.

, J,

P.) 伙东威申也 CF.

&.
P.

Heating

Vasunia) 与上海帕栖商陪森洋行

Plumbing &. Well Di gging Co. )改

CShroff , P. B.) 主人陪森 CP. B.

组开办.先后在仁记赂、南京路及

Shroff)合伙开办.初设于仁记路，

勃力南路营业.承包采暖、卫生、

嗣先后迁江西路及黄浦滩路营

铅管、防火、燃油诸工程及设施.

业.香港、广州及神户设分号.母

1930 年代初原天津美清公司华人

公司 1881 年始建于孟买，西名为

工程师某入伙，成为中外合资行

"Kavarana &. Co., E. F.". 进口

号 .1940 年代尚见子记载，往来银

象牙器、檀香木及麻袋、虫胶片、

行为"上海商业储蓄气

檀香木油等 F 出口生丝、绸缎、青

卫生工程所 (Shanghai

豆、粗细布、棉纱、茶叶及杂货，销
陪森洋行

Shroff , P. B. , Shroff

Silk Store , P. B.

往印度、亚丁及吉布提等地.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骨瓦迪

上海英印帕栖商贸易行.

阿(J. S. Wadia) ，往来银行为"汇

1910 年陪森 (P. B. ShrofO 个人

丰"、"有利"、"大英"、"中央"、"荷

开办.华名别称倍生祥行.初设于

国安达"及"麦加利".张沪亭及王

北苏州路，嗣先后迁仁记路及江

仲贤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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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公司

The General Mc•

"Fittkau &. Wo民rau". 未几沃民退
伙，由菲待考独力经营，更西名为

tors
美国汽车工业公司 o 1908 年

"Fittkau , H. 飞初设于四川路，嗣

创办，原名新泽茵通用汽车公司，

先后迁北京路及博物院路营业。

1916 年启用现名，总公司底特律.

南京及杭州相继设分号.承办建

1920 年代初来华开业，在香港、天

筑设计、土木工程，兼营房地产及

津、哈尔法等埠，分别以香港大酒

保险代理业务 o 1930 年代中尚见

店车房及"嘉泰"、"三井"、"恒信"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气陈君

诸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

毅尝克是行买办.

卧车及卡车 o 1929 年设销售行于
上海，西名作 U General Motors

通利洋行

Pelstruωf ，

M. V.

China , Inc." 或 U Ge neral Motors

哈尔滨追星俄商贸易行.

China , Ltd. " ，华名称"美国通用

1910 年错佩尔斯特鲁索夫 (M.

汽车公司"，在美国注册为私有有

V. Pelstrusof)个人开办.蒙古及

限责任公司.先后在北扬子路及

日本函馆一度设分号.经营机器、

法界迈而西爱跻蕾业，香港及天

铁路器材、杂货进口及一般出口

津设分号.进口经销本公司及美、

贸易，代理或代表欧美保险及其

英、德其它公司所产汽车、汽车零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o 1940

件、电冰箱、空调设备及照相设备

年代尚见于记载.

等，兼理相关维修业务 01940 年代

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

通利洋行

旗飞

Ltd.

I

Ramsay &. Co. ,

Ramsay &. Co.

, N. B.

上海四川路英商贸易行。
通利洋行

Fittkau

&. Wo院raul

Fittka口，且

上海德商蕾造行 o 1921 年将
菲特考 (H. Fittkau) 与赞沃泽劳

(H.

地

1915 年前原老公茂洋行职员铸拉
姆齐 (No 石 1

B. Ram剑y) 、公平洋

行职员普怀特 (W. A. White) 及
大兆公司董事金氏 (Z.

D. King)

Wωerau) 合伙开办，西名集股开办.西名 "Ramsay

&. Co. ,

i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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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经营进出口贸易，充商文

son &. Da l1as. Ltd. "新西名.天津、

印刷有限公司全权经理.未几停

北京、汉口、南京、长沙诸埠先后

业. 1918 年由拉姆齐个人出面恢

设分号. 1920 年代按香港公司注

&. Co. • N. B."

册章程注册.兼营机电工程、工业

B." 新西名，先后

设备供应、房地产经理及保险代

在北京路及南京路营业.经营贸

理诸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易业，兼营佣金代理业务.代理伦

记载，华名别称通和有限公司，英

敦及格拉斯哥儿家厂商公司.

国测绘师学会会员铸西尔比 (R.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D. K.

行为"和嘀".

为"汇丰"及"麦加利"。应毛云尝

复，启用 "Ramsay
或 "Ram国y.

迪和洋行

N.

Atkinson. Brenan

Atkinson &. Dallas

, Atkinson

,

Silby) 等主其事.往来银行

充是行华经理.

&.通顺洋行

Dallas. Ltd.
上海四川路英商建筑工程

Emens &. Co. • W.

s. , Emens &. Co.

• Ltd. • W. S.

J

Emens &.Co.

行 o 1895 年前原有恒洋行建筑师

上海美商贸易行 o 1913 年前

赘阿特金森 (Brenan Atkinson) 个

原美国驻沪副总领事，茂生祥行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1898 年

津号经理及上海丰泰洋行伙东易

与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工务写

孟士 (Walter

字楼资深职员协达拉斯 (Arthur

办，西名 "Emens

Dallas) 合伙接办，遂变更西名为

嗣改组为有限公司，更西名为"E

Dallas 飞相继迁九江

mens &. Co. • Ltd. • W. S. "01919

路及北京路营业.承办建筑设计

年易孟士去世，由伙东小易孟士

及土木工程。先后承办有阜丰机

。. Sc ott Emens) 个人接办，启用

器面粉厂、龙华"奏办机器造纸公

"Emens &. Co. "新西名.初设于江

司"及市力、自来水厂等营造工程，

西路，嗣先后迁南京路、仁记路及

因而饮誉远东 o 1913 年前改组为

法界法兰西外滩营业.经营代办

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Atkin-

贸易，兼营进出口业务，主要向欧

"Atkinson &.

Scott Emens) 发起开

&. Co. , W. S." ,

通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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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出口头发及帽子 o 1930 年代末

公司之一. 1908 年前来华开业，首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设驻华日代表处于香港，骨布兰

及"中国实业"。

奇 CN. F. Blanch) 任总代表.嗣于
上海福州路设远东总号，香港、哈

France 一 Impo此

尔滨、北京、天津设分号.经营旅

汉口法界吕钦使街法商贸易

游、水陆运输及保险代理等业务.

行 o 1929 年开办，长沙设分号.进

发行取银信〈旅游支票) ，办理汇

口批发经销法国葡萄酒及烈酒、

兑事宜 o 1924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

英国威士忌、西班牙雪利酒及葡

公司，在英格兰注册.核定资本 80

萄牙红葡萄酒等，经理青岛狮牌

万英镑，收足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啤酒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

记载，沪衍经理精英阿符。.

理铃菲奥拉托 (D.

G. Fioratos) ,

Mouat). 钮孝熊、何润源、罗乃豪、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华比"

郑镜字、杨四海、柯一回、回仁宝

及"花旗".

等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通济隆公司，通济隆有限公司

通裕洋行

通济洋行

Cook , Thomas I Cook &. Son ,
Thomas
Thos.

,

C∞，k

&. Son , Ltd. ,

L.

Tsuyu Yoko

天津日界日商祥行. 1916 年

前打鸟勇雄个人开办.初设于曙
街，嗣先后迁寿街及松岛街营业.

英国旅游运输及银业公司.

经营佣金代理、报关、航运及保险

1841 年作家及出版家赞谷多马氏

代理等业务，兼营卡车运输业.

(Thomas

C∞k) 个人创办于莱斯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特，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铁路客
货运输业务 o 1865 年迁本部于伦

,

Thomas" 。业务

Servanin &. Cie. P.
Compagnie d'Exportation de Produits Asiatiques

.发展迅速，至本世纪初已成为分

上海江西路法商贸易行.

支机构遍及世界的著名旅游运输

1923 年前原九江路有馀洋行本店

敦.未几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
为 "C∞k

嘲

骏源洋行

&. So n ,

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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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代签有效人铃塞尔旺南 (P.

中国古玩，销往法国 .1944 年尚且

se凹anin) 、职员库利乌( C.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Couliou) 及穗号代签有效人赞卡

及"中法工商飞

萨(]. Cassa) 合伙开办，西名"Ser-

vanin &. Cie , P." ，广州沙商及香

理顿洋行

港设分号.经营生丝、茧绸出口及

&. Co.

一般进出口贸易. 1925 年塞氏退

Layton ，

B.

, Layton

香港雪厂街西商牙行 o

•

1891

伙，由库利乌接办，变更西名为

年前理顿也. Layton) 个人开办，

.. Co mpagnie d' Exportation de

即以姓字为行名. 1908 年前骨佩

Produits Asiatiques 飞嗣先后迁广

特森(J. Paterson) 加入，改组为合

东路、法界法兰西外滩及新永安

伙行号，更西名为"Layton

街营业 0 ， 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墨

Co.气先后迁德辅道中及垦后大

洋 5 万元，年营业额约 80 万元.出

道中营业.经营票据及金银经纪

口生丝、茧绸、蛋制品、棉丝头、丝

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其间

头及其它中国产物. 1947 年资本

合伙人屡易，华洋行名依旧.

&.

为法币 2 ， 000 万元，库氏仍主其

Wicking , Harry

事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域景洋行

银行为"大英"、"交通"及"东方汇

Wicking &. Co. , Harry

理".陈民强、金恒源尝充是行高

&. Co. , Ltd. , Harry

,

, Wicking

香港西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级华职员.

域景 (Harry Wicking) 个人开办，
理格洋行
Ni∞las ，

Nicolas &. Cie , G.

,

G.

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法商祥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贸易及佣

金代理业. 1899 年前改组为合伙
行号，启用 "Wicking

&. Co. , Har-

行 o 1905 年(或作 1906 年〉理格

ry"新西名，先后在海傍中约旦雪

Nicolas) 个人开办.郑州一度

厂街营业.进口钢铁材料、五金工

设分号。进口经销法国葡萄酒、烈

具、建筑材料、香精、反件、棕制

酒、饮料、咖啡及食品杂货$出口

品、玻璃器、涂料、体育用品、呆子

CG.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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噜

盐、化妆品、科学仪帮、橡胶制品、

会所文案代办业务。先后经理 t

家具、银器、肥皂、药品、化学品及

海火险公会、上海马来橡皮公司、

杂货 F 出口丝绸、丝货、乌木器及

开平橡皮公司、和明商会、中国汽

其它中国产物，代理英、美厂商公

车公会、上海水险公会等文案代

司数家至数十家. 1930 年代初改

办业务. 1920 年伦敦会计师协会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任经理及

准会员史璜(R. N. Swann) 入伙，

伙东铃休斯 0.

更西名为"Beck

Owen

Hugh臼〉等

为董事.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Swann"

0

1921

年培克退休，由史璜个人维持.
1920 年代中迁黄浦滩营业.经营

培亚洋行Baer

&. Co. • A.

会计、审计及文案代办业务.经理

上海瑞士贸易行. 1923 年原

公司会所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

北京路慎馀洋行董事培亚 (A.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Baer)个人开办.初设于圆明园路，

"汇丰飞朱永庆、周仲良、屠规元

嗣迁法界公馆马路营业.进口瑞

等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士及法国苯胶染料、香水、香精、
-、

棉绒、刺绣亚麻制品、花式货品及

培林洋行Be1汀，

欧洲杂货，出口生丝、丝头、茧绸、

茶叶及杂货$销往欧美及非洲.代

&. Co., Behr &. Mathew , S. ,
Behr &. Mathew. Ltd. , S.

理瑞、法几家厂商公司 .1943 年尚

英国贸易公司 .1912 年〈或作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东方汇

1911 年〉培林家族 (S. Behr 及 K.

理"、"??丁卒"及"麦加利飞

Behr) 开办，西名" Behr , S.

S. 8，ι 氏， Behr

&.

K. 飞本部伦敦. 1915 年来华开
培克洋行Beck.

M. G. , Beck &.

&. Mathew , S." ，嗣渐扩展至青

Swann
上海英商代办行. 1910 年培
克 (M.
..‘

业，于上海设分号，西名为" Behr

G.

Beck) 个人开办，即以

岛、汉口、天津、济南、烟台诸埠.
1927 年在伦敦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姓字为行名.初设于福州路，嗣迁

司，启用"Behr

汉口路及北京路营业。经营公司

S."新西名.汉堡、柏林、巴黎、格

&. Mathew , Ltd. ,

~干

培掘

616

拉斯哥设分号.核定资本 35 万英

"Lind坦y.

镑，收足.华行经营冻蛋及鲜蛋出

西名. 1935 年前后林氏退伙，铃威

口贸易，主要销往英、德、法、西、

尔逊(L. R. WiIson) 入伙，复变更

意大利.公司拥有多处冷藏库及

西名为"Drakeford. Davis

Drakeford &. Da vis" 新

&. Wil嘀

制冰厂，自备轮船运输 .1947 年尚

四n". 华名依旧. Ul4 0 年代初尚见

见于记载，添五金及化学品进口

于记载，往来银们为"汇丰气

业务.往来银行为"大英"及"汇

丰飞石希克尝充是行华经理.

培德洋行

Peters &. Co. , H. K.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30 年原
培林洋行

Lindsay &. Beath

Lindsay ,
Drakeford

&. Davis

MacIntyre

,

,

,

&.

怡和洋行所属怡和打包厂及怡和
冷气堆横经理培德 (H.

K.

Drakeford

Peters) 个人开办.初设于九江路，

Drakeford , Da vis &.

嗣迁四川路营业.出口绵羊毛、山

Lind田y ，

羊皮、猪巅，皮货及其它中国产

Wilson
上海广东路英商牙行. 1920

物，销往欧美 .1940 年代后期尚见

年代初林氏 (H. S. Lindsay) 与原

于记载，经理培德，买办邬友方，

有利银行沪行经理培氏 (C.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T.

,‘

B刨出〉等合伙开办，西名"Lindsay

&. Beath" ，经营汇兑及票据经纪业

嘱井警写堂

务.来几培氏退伙，由林氏与原德

Toshado

记洋行董事铃德雷克福(T.

Horii &. Co.

, Horii

G.

日本文化用品公司. 1896 年

Drakeford) 及众业公所会员警麦

掘井家族开办，本部东京，荒川区

金太尔 (H. A. MacIntyre) 合伙接

日暮里町设制造厂. 1911 年来华

办，更西名为"Lindsay ， MacIntyre

开业，先后于上海、天津、汉口、南

Drakeford 飞嗣迁黄浦滩路营

京、北京诸埠设支店或营业所.进

业. 1930 年前后再度改组，麦氏退

口经销所产掘井誉写板、细井铁

伙，原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职员特

笔、蜡纸、打字纸、复写纸、复印

&.

A

戴维斯 (R.

Davis) 入伙，启用

机、泊墨、胶墨辘，以及日、英、法、

梅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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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各国摩托车、人力车、印刷材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料、文具、橡胶制品、杂货等 F 出口
菜籽、芝麻、麦麦夫、五倍子、石膏、

梳沙洋行

杂谷及肥料，销往日本 .1944 年尚

Sou回&. C<J. ,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De Sousa &. C<J.

I

De

Ltd.

香港德辅道中葡商贸易行。
1914 年前原三利洋行(Barretto

金".

&.

C<J. )职员梳沙 (E. V. M. R. de
梅罗洋行

Minarolo

&. C<J. , G.

Sousa )个人开办，上海设分号.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意商贸易

1920 年代初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行. 1922 年原新大昌洋行职员梅

司，梳沙任常务董事.进口面粉、

罗 (G. Minarolo) 个人开办.资本

皮件、染料、搪瓷器皿、食品、玻璃

为墨洋 1 万元.进口经销意大利、

器皿、棉花、亚麻布、呢绒、电器、

法国及英美所产葡萄酒、烈酒及

发动机等，出口大米、茶叶、生姜、

食品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锡器、应 f牛、生皮、头发、精泊及其

行为"华义".

它中国产物 .1928 年后渐无所闻.
张调梅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吁，

梳沙洋待De

Sousa &. Cia

上海葡商贸易行. 1926 年香

乾元工程处

E也11

&. Hall

港梳沙洋行护庄代签有效入梳抄

上海博物院路英商建筑工程

de Sousa)个人开办.初

行. 1927 年前清和洋行建筑师何

0. M. C.

设于江西路，嗣迁圆明园路营业.

永乾 (W.

纽约、伦敦、汉堡、墨尔本及佛罗

无 (W.

K.

Hall)及总经理何永

伦萨诸埠设代理处.进口经销葡

Y. Hall)合伙就清和洋行
(Ha ll , Du nn ßι Co. )工程部改组

萄牙沙丁鱼、软木、软木塞、橄榄

开办.承接建筑设计、土木及测绘

泊及大麻纤维等 s 出口中国造帽

工程.经营地产及房地产业务.

子及其它产物.代理葡、法几家厂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载.

商公司.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祥
k

14 ， 000 元，年营业额约1-2万元.

乾 gPi商店 B 株式会社乾即商店 F 乾

乾副菱
即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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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uiu &. Co. , Ltd.

,

•

尚见于记载.

Inuiu Shoten. Ltd .
日本贸易商行. 1902 年乾卵
家开办，本店大阪，东京及福冈诸
•

副华洋行

Fukka Yoko l Fukkwa

埠设分支机构，资本 100 万日元。

Yoko.
天津日界日商贸易行。 1~16

1910 年代来华开业，天津、大连、

年前副田家开办，初设于曙街，嗣

沈阳、青岛、上海、哈尔滨、"新京"

迁旭街营业. 1930 年代于北京王

等埠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

府井大街设支店.经营钟表、眼

药品、工农业用化学品、染料、颜

镜、乐器、留声机、唱片、美术品、

料、食品、泊脂等迸出口贸易.

文具、徽章、体育用品、磁器及金

1938 年关东诸支店及营业所以沈

银器、宝石等批发零售业务.代理

阳为本店别立，亦称"株式会社乾

东京及名古屋几家厂商公司。

卵商店"，核定资本 30 万元，实收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副团理

24 万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天

市.

一

津支店代表星宪三.
董华仓库株式会社

乾州利土洋行

Gonzalez de

Bernedo &. Co. , J. G.
de Bernedo , J. G.

, Gonzalez

香港雪厂街智利洋行. 1914

Rioka Soko
Kabushiki Kaisha Rioka Wh atf &.

,

Warehouse Co. , Ltd.
上海日商仓棋运输公司.
1919 年三菱公司发起开办.核定

年前智利驻香港领事乾州和l士。-

资本银 100 万两，收足.为私有有

Ga民on Ch. Gonzalez de

限公司.拥有原德商类最时洋行

Bernedo)
与人合伙开办，西名"Gonzale:: de
Bernedo &. Co. , J. G." ，经营总佣

家渡码头.经营仓储、码头、搬运、

金代理及委托寄售业务. 1919 年

装卸及水陆运输代理诸业务.往

前改组，由乾州利士个人接办，更

来银行为"三菱飞 1938 年后渐无

西名为"Gonzalez

所同.

de Beme旬， J.

G. ".添营进出口贸易. 1920 年代

呼v、

Z" 同春福找"(张家泯码头)及董

一'

•

菲萨爸

619
菲美洋行

Import

4

Phi1i ppine - American

&. Export Co.

&. Co. , Paul E. ,

Federal Inc. , U. S.

A" 及"Sam

上海菲律宾贸易行. 1921 年

mann &. Co. (China) , Paul E. "新

铃特奥多罗 (A. Teοdoro) 主持开

四名.香港、天津、大连、哈尔滨及

办.先后在南京路、福州l 路、博物

纽约、新加坡、马尼拉、巴达维亚、

院路及黄浦滩路营业.进口木材、

曼谷、大阪、东京诸埠先后设分号

吕宋绳缆、火麻、煤、棕榈纤维、藤

或关系公司.华行进口美、德所产

料、烟叶、珍珠母、食糖、椰仁干及

五金工具、汽车零部件、汽车修理

椰油等 F 出口瓷器、黄铜器、漆器、

厂设备、广播器材、电料、化学品、

绣货、绸缎、棉布、油菜籽及食用

仪器仪表、实验室材料及杂货，代

油等.代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本部于旧金

L.

山，更西名为"Sammann Manage-

Teodoro) ，经理铃赫罗尼莫 (P.

ment Co. , Paul E. 飞上海、广州、

Geronimo). 往来银行为"有利"及

香港及曼谷设分号或办事处.添

"友邦".赵凌沧尝充是行华经理.

轮胎、五金、机糖、罐头等进口及

管伙东为赞小特奥多罗 (A.

气'

用"Sammann

杂货出口贸易. 1947 年注册资本
萨门洋行

Sa mmann , Paul E. ,

为 1 万美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 Paul E. , Feder-

记载，沪行主其事者为震世豪及

Sammann &. Co.

,

al Inc. • U. S. A. Sa mmann &.
Co. (China) , Paul E. Sa mmann

•

Management Co.

,

, Paul E.

刘文 (Gωrge Lewin). 往来银行为

"汇卒"、"麦加利"及"劳埃德"
(L1oyds Bank) " •

上海美商洋行. 1924 年萨门

(Paul E:. Sammann) 个人开办，即

营口水道电气有限公司

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博物院路，

Yingkow Waterworks &. Electric

，嗣迁广东路营业.大阪设营业处.

Co. , Ltd.

经营五金工具、工具、汽车零配件

营口日商水电公司. 1906 年

等厂家代表业务 .1929 年改组，启

创办，资本银 48.7 万元，日文原称

~

•

-

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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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经营自

营之同名行号改组开办.拥有渡

来水厂、发电厂及电话房。 1930 年

轮、汽艇十数艘.经营黄浦江轮渡

代初核定资本累增至 200 万日元，

及拖驳运输业，兼营游览汽船出

收足.社长今井氏。 1934 年 11 月

租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呵，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统一经

营东北地区满铁之外的火力发电

基士得耶印机厂

事业，营口水道电气会社电厂被

Ltd. • D.

兼并.

Gestetner.

英国复印机具工业公司，
1881 年开办，本部伦敦. 1925 年

黄浦拖驳有限公司

Whangpoo

Tug &. Lighter Co. • Ltd.

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先后以"利
•

卒"、"怡德"及 "fs 敦"诸洋行为代

上海江西路英商拖驳运输公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复写器、光圃

司 .1928 年创办，嗣按香港公司注

及新式复写复印机、复印机材料

册章程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亨

等. 1929 年前后于新加坡成立远

茧洋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怜怀亚

东子公司，定西名为" Gestetner

特 (H. Wyatt) 、英商茂泰有限公

(Eastern). Ltd. • D.". 对华业务

司经理郝经士 (w.

J. flawkings)

渐由其取代.香港、上海及吉隆

及华商严德明等任董事.经营拖

坡、马尼拉、曼谷、巴达维亚、泪水

驳运输业务，亨茂洋行有限公司

诸埠先后设分号. 1942 年日军占

经理，会德丰佯行所属上海拖驳

领新加坡后改由伦敦母公司继续

公司代理文案. 1940 年代初尚见

对华业务.战后远东子公司恢复，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飞扬钦

1940 年代末尚鬼子记载.

r

章尝充公司高级华职员.
基达洋行

黄浦轮渡局

Whangp∞ Ferry

k凹ice

McKe副n&.

Robbins. Inc.
美国药业公司.本部初设于

上海英商轮渡运输公司.
1925 年茂泰洋行就华商宋文魁经

纽约，嗣迁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
特 .1920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以

A

,

,
~

J一

‘

•

盛费

621
科发药房及美祥洋行 (Rogers.

有限公司.孟买、神户、曼彻斯特、

&. Co.)为代理行，进口经

米兰、波士顿诸埠设分号 .1920 年

销所产药品及化妆品.其后于博

来华开业，上海、双口、青岛、济南

物院路及法界公馆马路设朱号，

及天津先后设分号，或记为德商.

铃格普蒂尔 (A. M. Guptill) 任经

进口美、印、埃及所产原棉、羊毛、

理 .1928 年后渐次扩展至汉口、重

人造丝、纺织品、纺织机及杂货，

庆、万县、云阳、木洞诸埠，添营迸

出口原棉、纱头、棉织品、生丝等，

出口贸易，兼航运及保险业务.

销往欧美.代理美、印、埃及、巴西

1933 年在华业务改由叹口生利洋

几家厂商公司 o 1940 年代末尚见

利 (Vongehr. O. E.) 代理 o 1940

于记载，沪行经理铃霍夫曼 CH.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代理行为上

D. Hoffman). 往来银行为"荷国

海华商生利贸易行 (Independent

安达'、"和嘀"、"汇丰"、"有利"及

Trading Co. )

"大通".鲍国棵一度任是行青岛

Brown

-0

0

分号总经理，周国国尝充华经理.
盛记洋行

'

Curtis

Br但.

烟台商商贸易行. 1901 年骨
柯蒂斯兄弟 (Fred.

J.

Curtis 及

资丽琴行

Lyra Music House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商乐椿

E. S. Curtis)合伙开办.经营总进

行 o 1934 年前幡夏皮罗 (E.

出口贸易，兼营拍卖、船难打掳营

Shapiro) 主持开办.经营钢琴、留

救、房地产、保险及一般佣金代理

声机、唱片、乐谱、乐器、乐器零件

业务.代理几家欧美公司厂商.

及杂货、收音机、收音机零件等.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附设维修服务部，承接钢琴调膏、

S.

收音机及乐器修理业务 o 1940 年
盛亨洋行

Prooucts. Ltd.

,

"Sa pt" Textile
"Sa pt". Ltd.

瑞士贸易商行 .1915 年开办，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资利牛奶棚

American Dairy

本部苏黎世.核定资本 600 万瑞士

上海美商牛奶场. 1913 年前

法郎，收足.为在瑞士注册之私有

资利 (M. Langley) 个人开办.初

•

费

622

设于韬朋路，嗣迁平凉路营业.生

Machinery Trust , Ltd.) 合并，启

产供应鲜牛奶、奶酥、黄油等。

用现名，在伦敦注册为公众性有

192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时

限公司，核定资本 250 万英镑.柴

F.

郡奥特林厄姆设有全英最大的印

经理为资利夫人 (Mrs.

M.

?等

~

铸机器制造厂.法、比、西、意、阳、

Langley).

埃、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
费宏洋行

Carasso ， L. S.

及世界各主要城市设分支机构或

上海江西路希腊商贸易行，

代理处，对华业务由怡和洋行代

1938 年前原意大利商联成公司

理。 1923 年后相继设上海、香港、

(China Manufacturers Export As-

哈尔滨诸分号，华名别称费纳洋

sociation) 经理骨卡拉索 (L.

S.

行.迸口推销所产资纳排印机、印

Cara碍。〉个人开办。进口经销五

刷机、印报机、铸版机、石印机及

金、化学品、染料、香精、机车及自

印刷材料.上海法界爱多亚路厂

行车零配件等，出口茶叶、茧绸、

生产各种印刷及铸字机器. 1930

烟叶、绣货、地毯及其它干杂货

年代中，公司实收资本为 195 万余

品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其时

英镑.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有资本国币 2 ， 500 万元，往来银行

远东经理为铸埃利斯 (Herbert

为"和嘀飞杨季良、杨光裕先后充

li时，华职员黄汉昭.往来银行为

是行买办.

"汇丰"等.

资纠印铸机器制造厂

Linotype

费赐洋行

Möll钮， Nils , Möller

,

,

1887 年创办于伦敦，西名原称

"Li notype Co. " ，远东业务由上海

(Hongkong) , Ltd.

英国阳铸机器工业公司.

,

EI-

&. Sons , Nils Möller Brω.
Möller &. Co., Möller &. Co.
(Shanghaj), Ltd. , M öller &. Co.

&. Machinery , Ltd.

‘

《赛胜猎报》周刊主编骨奥多德

上海英商洋行. 1859 年费赐

(Jωeph H. O' Dowd) 代理. 1903

(Nils Mδll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d

年与失机器信托有限公司 (The

为行名.经营拍卖、经纪及总代理

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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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1895 年前改组为父子公司，更

西名为 "Mδ l1er

&. Sons , Nils".

S.

La zaro) 合伙开办.初设于四川

改

路.嗣先后迁南京路及法界霞飞

营航运业，兼运输及总佣金代理

路营业。缅甸仰光及印度新果阿

业务.本世纪初费赐退休，由其子

(帕纳吉〉设分号. 1930 年代中实

马勒 (Eric Möller) 兄弟接办，遂更

收资本鹰洋 10 万元。进口美、德、

西名为 "M öller Bros. 飞添营贸易

捷、加诸国所产乐器、乐谱、钢琴、

&.

钢琴零件、风琴、风琴零件及唱

Co."新西名。 1918 年前改组为有

机、唱片等 F 制作钢琴及风琴 F 经

限责任公司，设香港分号，沪、港

营相关批发、出口及零售业务.代

两地公司西名均标以地名.盛时

理美、德、捷几家厂商公司.

拥有轮船 7 艘. 1920 年代中复改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为私有合伙行号，恢复原西名.

"大通"及"和嘴".

业.

1913 年前启用 "M

ö ller

1940

1930 年代中有船 17 艘， 53 ， 135

吨，代理挪、丹、法多家公司.

1937

年前再次改组，是为家族有限责

•

任公司，变更西名为 "Mollers'

•

雪南洋行

Senet. P.

A.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20 年雪
商 (Pierre

A. Senet)个人开办.先

Ltd. " ，在香港注册，旋更华名为

后在法界爱多亚路、法兰西外滩、

"马勒洋行". 1940 年代后期尚且

公馆马路及辣斐德路营业.初营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所

公共会计业务，嗣改蕾迸出口贸

属企业有"马勒机器造船厂有限

易.进口法国建筑材料、胶合板、

&.

机器、航空材料、水上滑翔机、船

公司" (Moller' s Shipbuilding

Engineering Works , Ltd. )等.

舶马达、航空机械工具、卫生工程

材料、建筑五金、自行车、自行车
费瑞罗音乐所

La zaro Bros. ,

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36 年尚

Sa m
上海葡商琴行 .1917 年〈或作
1916 年〉费瑞罗兄弟 (B.

『

一→一一

零件及五金工具等.代理法国厂

de Sam
La zaro , M. de S. Lazaro 及 J. de

且于记载.所办之飞机制造业代
理行西名为" A viation G创岳rale

Française of Shanghai". 华名亦称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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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南洋行.

岛、烟台、上海、天津、海口、海参
殷及汉堡、基尔诸埠先后设分号，

捷宁有限公司

Gillespie' s , L td.

经营航运及军火贸易等，代理几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贸易行.

家德国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

1932 年旅护侨商骨麦格雷戈 (A.

1913 年前后改组，上海、青岛、汉

MacGregor) 等发起开办.按香港

口、济南、镇江、北京、沈阳、长沙、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广州设分号，启用"Diederichsen

司，伦敦设分号.进口苏格兰、大

Co. ,

不列颠及法国所产葡萄酒、威士

号。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包中国政

忌、自兰地、女服材料、女帽头饰

府采办业务，经理贷款，代理航运

用品、香水、除臭剂、调味品及药

及保险.开办有青岛机稽砖瓦厂.

品等，出口服装、帽子、内衣、草帽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坯及葛制绣货等，销往东方各国、

1920 年代初复业，注册为丹麦商

非洲、澳洲及英国.代理欧美儿家

号.翩恢复 "Jebsen

相关厂商公司.开办有"欧庄"

本部奥本罗，香港、广州、上海、厦

(Suzette) 服装制作及出口行.往

门、汕头、天津、北京、汉口诸埠设

来银行为"麦加利飞

分号.迸口欧美及印度、印度支

一

&.

H." 新西名，改以基尔为总

A

&. Co. "西名，

'

那、爪哇诸地汽车、汽车设备、五
捷成洋行

Diederichsen ,
Diederichsen

&. Co. ,
&. Co.,

Jebsen
Jebsen

料、化学品、纺织品、塑料、化妆品
及大米、砂糖等，出口禽毛、黄麻、

&. Co. , H.

香港德商洋行 .1894 年(或作

鸽砂、茶叶、生皮、反货、藤料、生

1895 年〉捷成(Jakob Jebsen) 发起

姜、泊类等，销往欧美及北非.代

创办，百名称 "Jebsen

理丹、德、英几家轮船、保险及其

&. Co. " .嗣
H.

它公司厂商.或记其为德商号，本

Jωsen) 及基尔商人德达生(H.

部汉堡及奥本罗. 1940 年代末尚

Diederichsen) 相继入伙，更西名为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Diederichsen , Jebsen

"中国"、"德华"、"荷国安达"及"花

后德国汉堡商人赞耶森(].

叫

金、五金工具、机器、引擎、电缆材

&. Co. .. .青

,

-

…

一一一

拢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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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雍剑秋及庄鹤卿、殷伟良、丁

雀巢奶品公司

祖峰、汪勉斋、葛子纯等尝充是行

Products (China) , Ltd.

买办、副买办或华经理 •

Products (China) , Ltd.

,

Milk

上海瑞士商奶品销售公司.
捷成黄包车公司

Express Rick-

1937 年前就英瑞炼乳公司〈企公
牛奶公司〉华行改组开办。初设于

sha Co.
上海东嘉兴路希腊商人力车

苏州路，嗣迁法界法兰西外滩营

1912 年卡天氏 (D. Katem-

业。天津、汉口、香港及广州、江

S归ulas) 及赞卡拉韦夫蒂斯(G.

门、汕头、厦门、福州等地设分号.

Calavitis) 合伙开办.经营人力车

避口经销英瑞炼乳公司产品，包

租赁业务 o 1920 年代由卡天洋行

括牛奶、奶制品、巧克力、可可粉、

(Shanghai General Store) 经理，迁

糖果、糕点及雀巢咖啡等等 o 1947

东有恒路营业.嗣由公司职员铃

年 1 月改组，变更其西名为 "Milk

梅克塞斯 (G. L. Mexis)个人承顶

Products (China) , Ltd." ，总公司

接办 .1938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设于瑞士拉图尔德佩，上海、天

行为"汇丰".

津、汉口、福州、厦门、汕头、广州

行o

•

Nestle's Milk

设分号.进口炼乳、婴儿食品、巧
捷利洋行

Karlson , Zeltin &.

Co. • Ltd.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铃捷尔

廷 (Karl Zeltin) 等发起开办，本部

克力、咖啡精等.代理瑞士韦维、
美国斯坦福德及英国伦敦"雀巢"
系统各公司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柏林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先后于

『

哈尔滨南岗及道里设分号.进口

晚香堂大药房

经销五金工具、链条、保险箱、自

Dispen回ry ，

Bankodo

Ba nkodo
Pha口nacy

行车、延头、染料、药品、食糖、纸、

上海吴淤路日商药房. 1914

美术明信片、可可、瓷器及杂货.

年开办.经营药物、专利药品、工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业药品、化妆品、卫生材料及医疗
器械等批发零售业务 o 1944 年尚

野鄂崇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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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5 万日元，

北京分行资深经理鄂葛岭 (A. ].

业主兼经理织回清，往来银行为

Eggeling) 个人开办.初为德华银

"上海"及"汉口气

行代理人，嗣充制造厂家代表，经
营佣金代理业务 o 1930 年代一度

野村木材公司

Nomura Lumber

在天津开业，称中德韩萨公司.

. .西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Co. , Ltd.
日本木材公司 o 1918 年野村

家发起创办，日文原称野村木材

崇信纺织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本社大阪。小梅及东京

Cotton MiJ1s , Ltd.

设分支店 o 1921 年来华开业，于上

上海英商棉纺织工业公司.

海设支店，先后在江西路、广东路

1920 年庚兴洋行沪庄经理骨培特

及东百老汇路营业.别设锯木厂.

(B. D.

进口美国铁杉原木、臼松、橡木、

纱厂经理吴麟书等发起开办，嗣

桦木、柳按原木、抖木等，兼及五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

金、机械、杂货 F 出口木材、五金、

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银 200 万

机械.经营木材加工业.代理几家

两，实收 150 万两.先后在法界公

日本厂商公司，往来银行为"台

馆马路及宁波路营业.纺织厂设

湾" 0 1940 年前后改组为野村产业

于谭家渡泯北(西光复路) ，有职

株式会社，添铁工机械生产业务.

工 2 ， 100 余人，布机 30 台，纱徒

华盛路、榆林路、平凉路及浦东塘

34 ， 000 枚.生产"大发"牌棉纱、方

桥华昌街设工场，苏州设营业所.

格被单、彩条毛巾等.由庚兴洋行

社长野村久一，常务桥本消藏，董

代理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董事

事兼经理池田成一 o 1944 年尚见

长塔特，华董有诸藻忠、边瑞馨、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2 万日元.

邵声涛等人。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鄂葛岭洋行

铝业有限公司

Eggeling , Alfred J.

北京西城太平湖小五道庙德
商代理行 o 1923 年前原德华银行

喇喇跚跚:

Zoong Sing

,

Tata) 、买办董仲生及统益

'

Aluminium

Union , Ltd.
加拿大铝业联合公司 o 192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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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开办，本部初设于蒙特利尔，嗣

重事祷贝蒂 (L. D. M. Beattie) 出

迂伦敦.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旋

任经理，华名或径称为保和有限

即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海，先后

公司.有资本 10 万港元，香港设分

在北京路、四川路及法界爱多亚

号，称银行轮船有限公司.添营进

路营业.进口北美、英国及欧洲大

出口业。进口生铁、煤、泊捺、钢

陆商品铝，一度充华铝钢精厂经

姐、轮船构件、木材、机器、染料、

理. 1947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 100

船用引擎、锅炉构件等，出口桐

万加元，添香港分号.进口商品

池、植物油、粗帆布及其它中国产

铝、相关化工产品、镇砂及镜健

物，代理几家英国厂商公司. 1940

等，代理加拿大及瑞士几家厂商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汇丰飞黄兆新、朱耀联、戈金生、

来银行为"花旗".骨海克斯(John

谭耀经等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M. Hykes) 及夏少平先后任沪行
经理.公司国籍记载各异，或作

符连女裁缝店

英、或作加、或作美 •

M.

Flint , Madame

, Au Chic Parisien
香港法商服装店. 1900 年符

•

银行轮船公司

4

...

Bank Line ,
Ltd. , Bank Line (China) , Ltd.

连夫人 (Mme M. Flint) 个人开

英国轮船公司，本部来详.

辅道中，嗣迁皇后大道中营业.上

1914 年前来华开业，于香港及广

海、广州、天津、澳门及马尼拉先

知|设分号.经营航运及海运经纪

后设分店或代销处.承做女服童

业。代理欧美轮船及保险公司数

装，经营巴黎时装及女帽、头饰.

家至十数家. 1934 年香港分号独
立，启用.. Ba nk Line ( China ) ,

1920 年代中尚且子记载.

Ltd. "新西名，华名依旧，本部在

第一公司

华业务均由新行代理. 1941 年日

-ichi Kogyo Seiyaku Co.

办，华名别称芙莲洋行.初设于德

Dai 一 ichi

&. Co. , Dai

,

Ltd.

军占领香港后停业.战后恢复，转

日本化学工业公司. 1918 年

以上海为总号，原保和有限公司

开办，本店京都，日文原名第一工

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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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业制药株式会社.大阪及东京、名

司。 1924 年前来华开业，设东方分

古屋、京城设支店或营业所，京

号于上海，先后在四川路及因明

都、东京、大阪、四日市及伏见设

园路营业.进口经销所产专卖药

制造厂。 1926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

晶。营口地区以源来盛洋行为代
.~

子上海、青岛、汉口、济南设支店

理行 .1940 年代初沪行关闭，在华

及制造厂，南京、苏州、广州、天

业务改由原华职员刘我生所办费

津、北京、沈阳设营业所.进口化

生西药行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

工原料，生产经销肥皂、肥皂粉、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其

工业用碱、泊脂加工品、表面活性

时本部设于克罗伊登。

剂、单宁剂及其它化工品 .1944 年

尚见于记载，社长小野茂平.往来
银行为"三菱"、"往友"及"朝鲜".

Diedon &. Co. ,
Dieden &. Co. , Ltd. , B.
第腾洋行

B.

瑞典纸业贸易公司。第腾(8.
第邑公司

Tyeb

Dieden) 主持开办，本部马尔默.

&. Co.

香港英印商行. 1921 年前骨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

第邑布坎 (K. A. Tyebkhan) 等就

汉口、香港设代表处，分别以"怡

&. Co. ,

大"、"宝顺"、"仁记"、"新旗昌"及

H. )改组开办。初设于德记拉街，

"太平"等祥行为代理行，进口经

嗣迁皇后大道中营业.孟买设联

销纸浆、造纸机器、造纸原料、钢

号.经营女帽杂货及呢绒绸布，陆

铁、杂货及其它瑞典制造品.上海

续添丝茶及杂货进出口贸易，兼

百老汇路设楼房. 1918 年前后改

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见于记载.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周国荣、倪献

亚治协都刺洋行 (Hipt∞，\a

1920

廷、何德初尝充是行买办.
第威德制药公司

De Witt &.

Co. , E. C.
英国制药工业公司.本部伦
敦，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

兜安民西药公司

Foster-Mc-

C\ellan Co.
美国药业公司。 1898 年开办，

斗→→

v

得盘猛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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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纽约州布法罗.制药厂设于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驻华经

布法罗及伦敦。上海、天津、沈阳、

理卫尔基 (E. Wilke). 总工程师铃

汉口、广州、香港、重庆及新加坡、

扎尔费森 (A.

E.

Salve阳。.

悉尼、阿姆斯特丹、巴黎、布鲁塞

-

尔、米兰诸埠设分号.驻华总号设

盒根爱纶洋行

上海九江路美商牙行.

子上海.华行进口经销所产兜安

1924
C. Al-

民秘制保肾丸等专利成药、一般

年爱给洋行主人爱纶 (E.

西药及化妆品. 1940 年代初尚且

lan) 与原友华洋行上海分行经理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上

盘根 (R. Buchan) 合伙开办.经营

海商业储蓄飞袭毕胜 (Ha町 E.

禀据、金银及汇兑经纪业务.

Gihson) 任沪行经理多年，郑少南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

尝充是行买办.

通".

得为风根无线电报公司

猛狮车辆厂

Telefunken East Asiatic Wireless

Co. • Ltd.

Telegraph Co..

'

A J1an &. Buchan

atische

Hurst. Nelson &.

Ostasi-

英国车辆工业公司，本部苏

fuer Drahtlose

格兰马瑟韦尔. 1913 年前来华开

Ltd.

G回ellschaft

,

1940

Telegraphie m.

b.

" Tele-

业，在上海以江西路鹰扬洋行

funken 勺East

Asiatic Wireless

(Grave. J. U. R.) 为代表，选口

Telegraph Co.

"Telefunken " •

推销所产铁路客货车厢、电车、车

H.

轮、车轴及转向架、底盘等各种承

Ltd.
德国无线电报工业公司，开

压钢件.嗣渐涅没无同 .1930 年代

办年代未详，本部柏林 .1913 年前

复旦，业务由上海英商亚斯盘钢

来华开业，在上海、汉口、北京、沈

铁有限公司远东分号代理.

阳、广州诸埠，以西门子电气公司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1940

驻华子公司〈西门子电机厂〉为代

理行，进口经销所产无线电电报
或电话设备，兼理相关工程业务 •

•

今‘

逸信洋行

Bielfeld

&. Sun

天津德商贸易行. 1901 年原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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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 )职员停

tile Printing Co. , Ltd. ". 1925 年

尔福(L. Bielfeld) 与华商孙树助

改组，启用 "Mercantile Printing

合股开办.翌年谋与蒙古喀拉沁

Co. (1925) , Ltd." 新西名，添营

王订立合同开办金矿，未果.北

书刊杂志。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信义洋行 (Mandl

京、上海、汉口、福州、沈阳诸埠设

-~

载.

分号.经营综合贸易，承办中国政
府所需机器、铁路器材、武器弹药

商业印字房

及舰艇等之采购供应业务，进口

Sociét垂Anonyme

A. B. C.

Pr'臼s ，

经销德国药品，出口中国文物，代

上海瑞士商〈或作德商〉印刷

理德、荷几家厂商公司 .1917 年中

出版行. 1923 年原上海海关总署

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后歇业. 1920

造册处职员铃黑爱德 (Eduard

年代初恢复. 1930 年代中尚见于

Haenggi) 发起创办.实收资本墨洋

记载.其间虽屡易伙东，华洋行名

20 万元，在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

依旧.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初设于九

.

江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印

商文印刷有限公司

Printing Co.,

Ltd.

,

Mercantile

刷、出版、石印等业务。 1934 年 8

Shanghai

月曾发行总值婴洋 30 万元之公

,

司债券，每券 500 元 .1940 年代初

Mercantile Printing Co., Ltd.

(1 925) ,

Mercantile Printing Co.

,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

Ltd.
上海威海卫路英商印刷公
司. 1913 年前原公共租界工部局
工程处职员铃纽曼 (B.

喇帽

Investment &.

Trading Co.

L. New-

上海中正东路〈前法界爱多

man) 与华商某等发起开办，按香

亚路〉苏联贸易商行 .1945 年前天

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经营石印

津教华银行沪行经理赞恩 (S.

及活版印刷业务，兼装订及本册

Zenn) 与合通银行会计罗司甘 (M.

制作事.商名 "Mercantile

N. L∞tsky) 等合伙开办.有资本

Co. ,

•

商业投资公司

Printing

Ltd." 或 "Shanghai Mercan-

J.

法币 4 ， 800 万元.进口经销商粉、

'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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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机器、五金、玻璃、化学品及

主办的英文《中国商务名录》、《日

纺织品等，出口泊类、籽仁、坚果、

本、中国及远东商务名录》、中文

肠衣、生皮、皮货及猪祟.代理美

版f 中国商务名录》等 z 经销中国

国及捷克斯洛伐克几家厂商公

香港版、日本"满洲国"版及菲律

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为

宾版《商务工商手册>><The

银行为"有利"、"中国"、"大通"及

macrib Commercial and lndustrial

"中兴".

Manual 〉 F 承揽各种商业零担印

cc•

刷、照相凹版印刷及信纸帐薄等
商业信托公司

Mercantile Ser-

vice Bureau
上海美商商业征信所及信托

印刷业务.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
记载，董事长为骨鲍恩 (F.

A.

Bowen) ，往来银行为"浙江兴业".

公司。 1931 年前开办.初设于香港

路，嗣先后迁回川路及江西路营

商务证信所

业。承办商业信用调查，经营代收

Commercial &.
Credit Information Bureau Com-

帐款、股票经纪、证券买卖及房地

mercial Credit Bureau

产代理等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formation Bureau

于记载.

,

, Credit In-

上海美商商业证借调查出版

公司. 1923 年〈或作 1922 年〉原美

商务印刷所 F 商务证信印刷所

国友华银行驻华总行职员骨鲍恩

Co macrib Press , Fed. , lnc. , U.
S. A.

(F. A. Bowen) 发起开办，西名

"Commercial &. Credit Information

上海博物院路美商印刷所.

Bur饵u 飞香港设分号. 1927 年按

1927 年商务证信所( Commercial

美国法律注册为公司，资本为 1

Credit &. lnformation Bureau) 开

万美元.经营商业信用调查、编篡

办。 1932 年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

商务证倍报告、出版商务名录等

章程注册为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业务.先后编寨出版有英文版《中

银 60 万两，迄 1934 年底实收 15

国商务名录'及《日本、中国及远

万两。印刷出版发行商务证信所

东商务名录》、中文版《中国商务

望康

632
Java sea &.
Java Sea &.

名录》、《商务工商手册》等.开办

望资保险总公司

有商务印刷所及商务证信所电光

Fire Insurance Co.

摄影部等出版印刷机构.代理欧

Fire Insurance Cc. , Ltd.

I

美及埃及商业信息公司数家至十

荷兰保险公司 .1861 年开办，

数家 .1939 年前后改组，沪行更西

本部爪哇八打威〈巴达维亚)，西

名为 "Commercial

名 U Java

Credit Bure
创
au"

sea

&. Fire Insurance

Information

Co. "0 1372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

Bur阔u 飞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港、上海、广州、厦门诸埠，以"瑞

载，往来银行为"大通".

记"、"丰泰"、"德记"等洋行为代

港行更西名为 "Credit

理行，经营水火保险业务.本世组
望益纸馆

初按荷属东印度群岛公司注册章

Carvalho , A. H. 巾，
Carvalho &. Co. I Noronha &.
Sons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西名

上海葡商印刷行 .1857 年前，

Co. , Ltd. " 0 上海、香港、广州、天

后任葡萄牙驻沪领事及暑总领事

津、汉口、哈尔滨、青岛、烟台、汕

贾法略 (A.

Carvalho) 个人

头诸埠及欧亚两洲其它主要城市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印

设分号或代理处 o 1930 年代中资

刷、装订、文具及一般书商业务.

本为 150 万荷兰盾. 1940 年代后

187。年代中改组为合伙行号，更

期尚见于记载，暑经理葛礼克 (G.

西名为"Carvalho

&. Co. " • 1878 年

J. Grilk , Jr. )，往来银行为"荷国

出倒，由香港葡商曝郎也印字馆

安达""和嘀"及"汇丰".朱巫显、

受盘接办，启用 "Noronha

陶听轩尝充公司沪行买办.

H. de

&. Sons"

为 "Java

sea

&. Fire Insurance

新西名.翩后脱离香港本店而独
立，改由赞丰塞卡 (v.

P.

Fon回ca) 主持接办，华洋行名依

旧 .1895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店设
于广东路。

康生洋行

Gilardi , E I Bianchi ,

C.
上海四川路意商食品店.
1902 年祷吉拉尔迪 (E. Gilardi)个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01913 年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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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由本店资深职员备恩治 (C.

开办.初设于仁记路，嗣先后迁苏

Bianchi) 受盘接办，遂更西名为

州路、广东路、四川路及黄浦摊路

"Bianchi , C. ". 1920 年后多次易

营业.经营茶叶贸易，出口花边、

主，先后迁南京路及静安寺路营

绣货、古玩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

业，或独营，或合伙，华洋行名依

欧美制造广商. 1930 年代初尚见

旧.生产经销上等糖果糕点及面

于记载.

包饼干，包办伙食供应，兼营茶室
及餐馆.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康来洋行

其时是行业主为铃龙科罗尼 (L.

&. Co. , D.

Clark , Duncan , Clark

威海卫刘公岛西商贸易行.

Ron∞roni).往来银行为"华义"及

1898 年康来 ω. Clark) 个人开办，

"汇丰".

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佣金代理
康记洋行

Koenigsberger , L. ,

业. 1906 年前更西名为 "Clark

&.

Co. , D. "0 经营杂货贸易，包办海

Kingsh i1l Trading Co.
上海德商贸易行 o 1916 年前

陆军伙食及用品.代理"大英书信

原增裕洋行职员康耐司盘格(L.

馆"及几家欧美公司.经营有几家

Koenigsberger) 个人开办.初设于

旅店.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派克弄，嗣先后迁靶子赂、南京

L

路、博物院路、九江路、法界公馆

康利洋行

马路及霞飞路、南京路中央房子

A.

Camporelli &. Co. ,
•

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上海意商贸易行 .1932 年〈或

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作 1931 年〉原中法求新制造厂职

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涅

员康波来礼 (A.

没无闻 •

开办.初设于百老汇路，嗣先后迁

Camporelli )个人

四川路及虎丘路〈博物院路〉营
•

康而福洋行Comerford

&.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 1920 年前
康而福 cw.

E.

Comerford) 个人

‘

•

业.进口意大利机器、武器、五金、
管材及 JE 头等，出口中国产物，承

接工业检验业务，包办工程建设.

e>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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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全权经理及代办文案. 1940 年代

行为"华义"及"有利飞

初尚见于记载.

康利洋行

康盈有限公司

Kanitz &. Co. , Ltd.

Ed.

Cohen , Ltd. ,

Henry H.
天津英界领事道奥商贸易

上海圆明园路英商贸易行.

行。 1912 年前开办，维也纳及汉堡

1925 年原丸江路国安进口公司

设分号.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

(Australian Export Association) 主

务，代理瑞士苏黎世一家保险公

人固安(康盈， Henry H.

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撤回奥地

发起开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

利，改以维也纳分号为本部.

1930

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年代复东来，在上海以匈牙利商

墨洋 50 万元，迄 1934 年底实收

伊马地洋行为代表，开展对华贸

7. 1 万元.北京设代表处，新加坡

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及南非德班设分号.经营西式女

Cohen)

子绸缎服装制作及出口贸易，兼
康所利得叠植橡公司

idated

Rubber

Co nsolidated

Estat.筒，

Rubber

Conso\-

营进货代理业务.一度在上海开

Ltd.

办有钮扣厂.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

Estates

(1 914) , Ltd.

记载，董事长回安〈康盈)，往来银
行为"汇丰".

马来亚西商橡胶种植公司.

一

1910 年开办，本部霹雳实兆远.旋

康泰保险公司

即来华开业，在上梅由美商中国

ance Co. , Ltd.

Comhill Insur-

营业公司全权经理及代办文案.

英国保险公司 .1905 年开办，

1914 年改组，更西名.核定资本 5

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万英镑，实收 36 ， 853 英镑 F 发行 8

本部伦敦.贝尔法斯特、伯明翰、

厘可更换股票债券 2.5 万英镑.拥

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及蒙特利尔、

有实兆远及卢穆特两处橡胶种植

布里斯斑、墨尔本、悉尼、威廉斯

园. 1920 年代改以英商祥茂洋行

王城、孟买诸埠设分号 .1928 年前

""_~.-

.-. .~"，，~…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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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开业，设远东及驻华分号子

营业.重庆、杭州、南昌先后设分

上海黄浦滩，经营水、火、汽车、盗

号。经营土木结构及测绘工程，兼

难、玻璃、战祸及其它保险业务.

相关咨询业务.承包港口、桥梁、

"望费"、"天祥"、"利兴"、"达理"等

坷海疏泼、钢筋混凝土、混凝土

保险公司及洋行先后充其代理

桩、建筑防火桩、钢桩及一般基础

行 0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50 万英

工程 o 1940 年代初有资本 200 万

镑，实收 25 万英镜，总准备金为

元 o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载.

40 万英镑 o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康隆洋行

载.

Komaroff ,

C. D.

上海广东路英商贸易行.
康泰绒布厂

Kong Tai Hosieη

上海华德路日商工贸公司.

1923 年原美商美兴公司远东总号
出口部经理骨康玛诺夫 (C.

D.

1925 年前开办，日文原称康泰绒

Komaroff) 个入开办，一度迁九江

布株式会社.生产人骆牌及北斗

路及江西路营业.进口经销美、

七星牌产品，经营批发及零售业

英、比诸国泊墨、铝倍、火柴、胶、

务.出口棉织薄绢，棉织衬衣、针

铮贝白及杂货， 出口兽皮、山羊

织品材料及加工棉布等 o 1943 年

皮、皮货、桐泊、猪援、五倍子及其

尚且于记载.总经理(专务〉根户

它中国土产，销往欧美.代理美英

泰介，往来银行为"三菱"、"台湾"

加澳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及"朝鲜".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往来银
行为"汇丰"及"大通".

康益洋行

coπi t

&. Co. , Corrit ,

A.

康福洋行

Cambefort &. Co. , E.

1920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21 年前

年前原慎昌洋行职员，丹麦土木

康福 (E. Cambefort)发起开办。初

工程师学会会员考立德 (Aage

设于南京路，嗣迁广东路营业.进

co时t)个人开办.初设于四川路，

口经销法国绸缎、人选丝绸、呢

嗣先后迁法界圣母院路及江西路

绒、布足及杂货 01940 年代初尚见

上海丹商建筑工程行 o

5吨

•

•

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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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记载，侨里布萨门(].

A. Reb-

samen) 及赞施特格迈尔 (E.

作 1804 年〉渭水家创办. 1915 年

R.

改组为合伙行号，称合名会社清

Stegmaier) 先后任经理.鲍和卿尝

水组，本店东京，名古屋、京都、大

充是行买办.

阪、横滨、仙台诸埠设分支店所.
1917 年前来华开业，首设分号子

悖信洋行

上海有恒路，承办建筑设计及相

Dyce &. Co.

上海九江路西商贸易行.

关包工业务。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1870 年后任公共租界董事会董事

300 万日元，台湾、大连、"新京"相

泰斯 (C.

Dyce) 主持开办.经

继开业. 1937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

营贸易业，代理几家苏格兰保险

公司，称株式会社清水组，核定资

公司. 1895 年前与职员祷马修斯

本 1 ， 200 万日元，收足.本社东京、

A.

M.

Matthews) 合伙.经营丝

名古屋、大阪、京都、札幌、福冈、

业及总进出口贸易，全权经遵信

金泽、神户、广岛、长崎、下关、小

昌缴丝公司，兼营丝厂及保险代

仓、京城及台北、北京、上海、大

理业务. 1913 年前原倍昌鳞丝公

连、"新京"、沈阳、鞍山、营口、牡

司经理，义克利洋行主人意商义

丹江、青岛、石家庄、张家口、大

克利 (Ernesto Denegri) 及骨科恩

同、南京、汉口、广州、天津、济南、

富特(Ed ward

Cornf∞t)出主行

海南岛等地设支店或营业所.经

务，华洋行名依旧.一度迁汉口路

营建筑工程承包业务，兼及证券、

及江西路营业. 1930 年代中尚见

不动产投资事业，社长清水钉吉，

于记载.陈香和、张理卿尝充是行

副社长清水扬之助. 1945 年日本

买办.与始建于 1854 年之英商悖

战败投降，华行关闭，由中国政府

倍洋行(Bamet

派员接收.

(G.

J.

&. Co. •

Geo.)关

系待考.
渭水洋行

渭水组公司

Co.

Shimizugumi &.

, Shimizu-Gumi Co. • Ltd.
日本建筑工程行. 1807 年(或

Shimizu Y oko

天津日界宫岛街日商洋行.

1905 年清水家开办.经营食品、肉
类、酒类、饮料、烟草及玩具、化妆

清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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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日用杂货等.天津设工场，酿

清喜洋行

造清酒及醋. 1932 年于北京西被

Yoko

捕胡同设支店，门头沟设营业所.

Seiki Yoko , Seyki

天津日界日商贸易行.

1913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年清水喜十郎个人开办.初设于

50 万日元，店主清水吉夫.

寿街，嗣迁须磨街营业.经营兽

皮、皮革、原棉、棉籽、款糠、骨头
滑和洋行Seiwa

&. Co.

上海泪泾路日商贸易行.
1915 年开办.吴淤路及无锡、汉口

及农产品出口贸易，主要销往日

本.兼一般进口业务 .1943 年尚见
于记载。

先后设支店.经营玩具、文具、工
艺材料、化妆品及杂货进出口贸

鸿文洋行，飞尔洋行

易.所属沪东昆明路清和赛璐珞

<:0. , R. H.

Felgate &.

厂，生产赛璐珞玩具，森本真一主

上海英商油漆装饰公司.

其事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店主森

1921 年原吉星洋行上海分号职员

本德好.其时有资本 12 万日元，往

飞尔 (R.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初设于新康路，嗣先后迁南京路

"朝鲜"、"三菱"、"上海"及"汉口气

及静安寺路营业.法界赵主教路

H. Felgate) 个人开办.

设工厂.进口英国及加拿大花纸，
清原洋行

Kiyohara

&.. <:0.

承接包揽油崽、广告、室内装饰、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3 年(或

墙纸被糊、地极磨光及防水处理

作 1909 年〉清原八郎主持开办.初

等业务 0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设于九江路，嗣迁四川路营业.鸭

往来银行为"汇丰气公司华名初

绿路设贮煤场.进口经销煤炭、矿

作"鸿文"， 1930 年代初改作"飞

产物及杂货，出口煤炭及杂货，兼

尔".

营航运代理业务. 1944 年尚见于
记载，其时有资本 10 万日元，经理

鸿发有限公司

野崎文雄，华经理张伯坤.往来银

Ltd. , H.

行为"汉口"、"台湾"、"往友".

Lee &. Co.

,

上海南京路英商贸易行.

•

"

'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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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原美纶公司职员李鸿儒

原上海法界爱多亚路法商宝多祥

但. Lee) 个人创办，行名"鸿发"

行总经理僻迪反伊 (P. Ðupuy) 等

(Lee &. Co. • H. ). 1924 年改组，

发起开办，总号巴黎.上海设分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

号，先后在四川路及黄浦滩路营

有限公司，启用现名，资本 2 万元.

业。进口经销法属印度支那鸿基

何永乾、李子培 (Thomas Lee) 等

煤矿所产无烟煤，代理巳黎鸿基

为董事.进口经营体育用品、照相

煤矿公司。 1947 年华行注册资本

器材、持猎用品、仪器文具、乐器

为法币 2.01 亿元 .1940 年代末尚

及书刊杂志等.代理比利时一家

见于记载，迪民主其事.往来银行

公司. 1948 年有资本国币 1 亿元，

为"东方汇理".

J

总经理李鸿儒，经理李子培.往来
银行先后有"德华"、"上海商业储

鸿基煤矿公司，东京鸿基煤矿公

蓄"及"花旗"等.

司岛ciété Françai盹 des

bonnages
鸿达洋行Gonda. C. H.

Française

上海西商建筑工程行. 1924

d臼

Tonkin I

Ste

Charbonnages

du

Tonkin I Charbonnages du Tonkin

H. Gonda) 个人开

法国煤矿公司.本部巴黎，所

办.初设于新康路，嗣先后迁博物

营煤矿位于印度支那鸿基.海防

院路及法界爱多豆路营业。承办

设代理处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

建筑设计及绘守、监工诸业务.

上海以莫尼诺洋行(法国利荣机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1928

器公司. Syndicat

年前后鸿达一度与法商"宝昌"

Constructions

年前鸿达 (C.

(Busch.

E.

)合伙，西名 "Gonda

&.

Lyonnais de

Industrielles) 为代理

行，进口经营所产煤炭.华名称东
京煤矿公司.嗣先后于香港、上海

Busch" ，华名"鸿宝气
,

诸埠设营业所及分号，继续对华
鸿基售品有限公司

Hongay

Sa les. Ltd.
法国煤炭经销公司. 1937 年

叫

du

Char-

贸易，称鸿基煤矿公司.德威洋行

及鸿基售品有限公司尝充其销售

代理行.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鸿波盖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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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寺路，嗣先后迁汇山路及倍开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尔路营业.南京及靖江设支店.经
鸿源纱厂，鸿源纺织有限公司

营水磨石、大理石、花岗岩、砖瓦

Intemational Cotton Manufactory

及其它建筑材料，承办建筑工程

Co. , Ltd.

包工业务.兼营杂货贸易.代理几

上海美商棉纺织工业公司.

家日本厂商公司 o 1943 年尚见于

1895 年发起开办， 1897 年正式建

记载，往来银行为"三菱"、"台湾"

成开工，核定资本银 105 万两，实

及"上海".

收 77 万余两.纱键 4 万枚.厂设

于浦东。初办时囱美商茂生洋行

盖苓美术建筑事务所

金权经理，华名别称"茂生纺织有

Rolf

限公司 "0 1899 年 1 月 1 日起，改

天津特一区浙江路奥商(或

由股东公推之董事会经理，其时

作德商)建筑工程行 01924 年前奥

董事会董事为英商公平洋行伙东

地利驻天津副领事，建筑师盖苓

骨普罗布斯特 (E.

A.

Probst) 、义

(Rolf

Gey1ing) 个人开办.未几与

源洋行伙东骨布兰德 (David

土木工程师施克孚 (F. Skoff)合

Brand) 、祥泰洋行伙东施高培 0.

伙，迁英界中街营业，更西名为

L. Scott)、同孚洋行伙东幡西曼
(]. F. 缸aman) 、花纱经纪人怜琼

"Geyling

行".承办建筑设计及相关工程咨

斯(Jallle Jon回〉及华商朱藻三等，

询业务.所设计的马场道几所斜

无锡荣瑞馨任华代办.几经波折，

面住宅颇负盛名 o 1930 年代初拆

1914 年纱绽累增至 5.32 万枚，织

伙，盖苓独自开业，恢复原称.先

机 300 台 0 1 918 年出盘，由日商接

后在博目哩道及威德大院营业.

办，是为日华纱厂.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i炎海洋行

Tanhai

&. Co.

上海日商建筑材料行 o

&. Skof{"，华名"同义祥

窑丰绒线厂

1908

年太田常治主持开办.初设于静

w

Geyling ,

Patons

&.

Baldwins , Ltd.
英国毛纺工业公司 o 1785 年

,

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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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嗣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有

店. 1848 年密采里 CA. Michel}个

限公司，本部伦敦.英格兰之哈利

人开办，未几成为合伙行号，定西

法克斯、苏格兰之阿洛厄及加拿

名为" Hotel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设分

Colonies飞初仅小楼一撞， 20 间客

公司 .1924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

房. 1888 年前后改组为股份有限

于上海北京路，错安德鲁斯(J.

公司.旋因业务不景盘出 .1898 年

W. D. Andrews)首任经理.进口

产权再度转移. 1901 年组成联合

经销所产蜂房牌租"业丁因"线，

体接办，变更西名为 "Hotel d臼

华名称博德运制造厂 .1932 年〈或

Colonies Co. , L td. " ，其时拥有客

作 1934 年}始在上海部阳路设厂，

楼三幢，总经理为赞培瓦尔(J.

生产蜜蜂牌及蜂房牌绒线.华名

M. Tavares). 1910 年代中由幡圭

初称博德运绒线厂，嗣定名为密

迪切 CFilippo Lo Guidice)接办，启

丰绒线厂.总公司资本为 628 万英

用 "Hotel

镑 .1947 年沪行注册资本为 75 万

年代初迁爱多亚路营业.为上海

英镑.进口毛条、苯胶染料、化学

主要法式饭店. 1930 年代初尚见

品、纺织机、纺织机器部件及打包

于记载，其间虽数易其主，华洋行

材料等，出口针织就线袜及纺织

名依旧.

et Restaurant des

de Fran饵"新西名. 1920

纱线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其时本部设于达林顿.沪行总经
理欧智 (R.

T. Oat回)，往来银行

密勒转运公司

Millers Co.

上海北京路俄商运输公司.

为"汇丰"及"有利".黄德时、唐禾

1931 年原怡泰运输公司 CLand

卿尝充公司华经理.

sea Transport Co. )经理密勒 (G.

&.

S. Miller) 家族开办.经营拖运、驳
密采里饭店

Hotel et Restaurant

运、转运及一般运输代理业-兼报

des Colonies , Hotel des Co lonies

关及仓储堆钱业务.仓库设于韬

Co. , Ltd I Hotel de France , Hotel

朋路及华德路. 1940 年代中原开

de France et des Colonies

明实业进出口行 (Chemo

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法商饭

Industri-

al Co.)伙东铃德鲁克 (H.

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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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ker) 出任经理，华名称密勒转

Robinson &. Co. "新西名.日本横

运行 0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或

滨及神户设分号 o 1895 年前罗民

记为美商。董事长赛权曼，经理吴

退伙，由谋得利独力维持，更西名

孟起.

为 "Moutrie

&. Co. , S.

n ， 增设天

津分号.经营钢琴生产制作及乐
谋利洋行

Síno Aryan Trading

住股份有限公司，按香港公司注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 o 1926 年原

•

器经销业务 o 1900 年改组为公众
册章程注册，复更西名为 "Moutrie

拈好治洋行护庄职员伶谋东 (A.

&. Co. , Ltd. • S. " ，以资本银

B. Madon) 个入开办，初设于江西

万元，子上海设乐器厂，香港、北

J 路，嗣先后迁圆明园路、四川路、

京及新加坡、育隆坡、伦敦、槟椰

博物院路、北苏州路及四川南路

先后添设分号.华名别称"谋得利

( I日法界天主堂街〉营业.出口茶

洋行"、"谋得利公司"或"谋得利

叶、丝绸，销往埃及及印度，兼营

津琴公司 "0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

杂货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o

1940

为墨洋 50 万元，实收 30 万余元.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增至 409 ，

为"有利"及"和嘀飞

750 元.进口经销钢琴、风琴、乐

12.5

谱、唱片、收音机及其它乐器，生
谋得利琴行

Moutrie ,

Moutrie , S. ,
Robinson &. Co.,

, Moutrie

产制作钢琴、风琴及其它音乐器
具，代理英、德、比各国相关厂商

&.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

Co. , Ltd. , S. , Moutrie &. Co. ,
(H. K.) , Ltd.

尚见于记载，其时潜行西名别作

Moutrie &. Co., S.

"Moutrie &. Co.

K. ) ,

(H.

上海南京路英商乐器行.

Ltd. "，常务董事骨伯奇 (R. T.

1847 年 0874 年 1) 谋得利 (Syden-

Burch).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郑景

ham Moutrie)个人创办，即以姓字

林、徐乾麟及张炳发、张德蒙、陈

为行名.嗣与罗办臣民 (W. G.

富梅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Robinson) 合伙，雇用" Moutrie ,

员.

z
6民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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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当保险公司

Office

, Canton

Ca nton Insurance

上海，先后在四川路及江西路营

Insurance Office.

业.经营时装、女帽头饰及皮货 z

尤精于服装设计. 1938 年尚见于

Ltd.
香港英商保险公司. 1836 年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怡和洋行发起开办，西名 "Canton

Ins
剖
ura
阳
an阴 Oαff仕
ikce
♂"飞.香港各著名商

隆文洋行

Fairhurst &. Co.

家多为公司股东. 1881 年改组为

福州西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专营水险的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

原香港英商太平津行福州分号资

公司，更百名为"Canton Insurance

深职员铮费尔赫斯特 (Thomas

Ltd.". 核定资本 250 万

Fairhurst>个人开办.经营贸易及

元， 1910 年代中实收 50 万元.上

佣金代理业，兼理公共茶叶检验

海、汉口、安东、天津、青岛、宜昌、

事务.先后代理意国轮船公司

重庆、福州、大连、台北诸埠设分

(Navig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及

号或代理处，"怡和"为总代理行，

丹京哥本哈根东亚轮船公司.

华名别称怡和保险间."怡隆"、

191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经理为

"和记"、"锦名"、"义德"诸祥行先

荷兰驻福州领事及挪威驻福州副

后充其地方代理行.经营水、火、

领事高士威(John

Office ,

C. Osw aId).

家庭财产、台风、洪水、地震、行
李、盗难等多种保险业务 .1930 年

隆记洋行

Ryuki Yoko

代中核定资本 200 万港元，实收资

上海百老汇路日商贸易行.

本 100 万港元 p 资产总值 1 ， 500 万

1913 年开办，日文原称合资会社

港元，公积金为 35 万英镑. 1940

隆记洋行.汉口设营业所.经营机

年代尚且于记载.

械工具、钢材、铁材、电料、橡胶制
品、船具、船舶工业用品、石油、化

调格司洋行

Maison

Arcus

学品、灭火器具材料、涂料、石棉

法国时装店. 1914 年渴格司

制品及杂货迸出口贸易. 1944 年

(C. H. Arcus) 发起开办，本部巴

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25 万日

黎 .1924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店于

元，伙东税因隆辅主其事.往来银

,
十→一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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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横滨正金"、"住友"、"朝鲜"

行为"汇丰"及"麦加利".

及"汉口"。

隆茂洋行，隆茂有限公司
隆兴洋行

Battegay &. Cie , Ba t-

tegay &. Cie. So ciété M.
天津法商贸易行. 1921 年华
顺洋行代签有效人赞博待盖 (M.

Mackenzie

Brothers

&.

Co.,

MackenzÎe &. Co., Mackenzie &.

Co. ,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46 年前

Battegay) 等合伙开办.初设于法

麦肯育 CK.

界水师营路，嗣迁狄总领事路蕾

办，西名作 "Mackenzie Bros.

业.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博氏

Co. ". 1861 年前改组为家族合伙

任总裁兼常务董事.出口猪熏、反

商号，变更西名为 "Mackenzie

货、生皮、草帽缎、蛋类、核桃、核

Co. ".在四川路营业.经营船具、

桃仁、花生、麻、毛、棉及其它中国

百货、拍卖及佣金代理业务.嗣添

产物，销往欧美及澳洲 s 进口杂

蕾迸出口贸易. 1888 年设天津分

货. 1937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号，开办大型机器打包厂，从事羊

为"汇丰"、"东方汇理"及"麦加

毛、棉花、毛皮、反革、黄麻等商品

利气

的清整打包业务. 1905 年改组为

R.

Mackenzie) 兄弟开

"&.
&.

有限责任公司，按香港公司注册
隆兴洋行

Dast∞，r

&. Co., F.

章程注册.嗣迁广东路营业，先后

添重庆、汉口、伦敦分号及宜昌代

R.
上海汉口路英商贸易行.

理处.浦东设水压打包厂、电镀

1912 年原公兴洋行职员骨达斯图

厂、冷库堆拽码头，一度自备轮船

尔 CF.

Dast∞叶家开办.进口

数艘经营航运业.进口五金、呢绒

澳大利亚、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

及杂货，出口猪巍、反货、羊毛、原

奶泊、食品、葡萄酒等，出口茶叶

棉、黄麻等.太平佯战争爆发后被

及绸缎.兼营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日伪接收，战后交还 .1940 年代末

澳洲及欧洲几家食品公司广商.

尚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770 万港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元，往来银行为"汇丰飞程桂亭、

R.

段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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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如、陈松源、范平等尝充是行

金、纸张及杂货迸出口贸易，兼营

买办或华经理。

水火保险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德国及荷兰几家厂商公司 o

隆高麦洋行

Lonkomay

上海法界法商贸易行. 1919

192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买办郑钟

潮.

年开办.初设于法兰西外滩，嗣迁
西门路营业.进口法国电机、筑路

隆盛洋行

Ryushei &. Co.

机械、内燃机、水表、水泵、风箱、

天津日商贸易行 o 1925 年(或

空气压缩机、锅炉、蒸汽机、散热

作 1928 年〉开办.先后在日界福岛

器、爱克斯光机、电疗器械、医院

街及南马路晒米厂小马路营业.

材料、药品、无影灯、油漆、化学

进口日本化工品、电机、橡胶制

品、无线电材料及起重机、实验室

品、玩具及杂货，出口药材、羊毛、

用具、放映机、精泊、蔑麻油、纺织

禽毛、矿砂及草帽缎等，销往日

机等，出口桐泊及矿砂，销往法

本.代理日本几家厂商公司 o

国.代理十数家法国厂商公司.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1 万

1943 年尚见于记载.铃马伊教授

日元，田中隆主其事.

1944

(Paul Mailly) 及铃贝多里代 (F.
Bedaride) 先后主其事.往来银行

绪昌丝头公司

为"东方汇理"及"中法工商"。

Silk Bo iling Co.

Shanghai Waste

上海苏州河洪小沙渡路西商
隆培洋行

Lambooy &. Co. , J.

丝头厂 01899 年前开办.经营废丝

上海荷商贸易行 o 1910 年代

清理加工业务，宝昌缴丝局新厂

后期原德商爱礼司洋行职员隆堵

厂长铃里瓦 (Ach. Riva) 为代理

。. Lambooy) 等合伙开办.初设

人，经理为骨费拉里奥 (E.

于洒泾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汉

io) 。来几业务改由英商祥茂洋行

口路营业，北苏州路设找房.汉

代理。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Ferrar-

口、天津、青岛、济南及营口设分
号或代理处.经营颜料、肯定青、五

锥昌洋行

Ekman Foreign

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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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ntral Agency. Ltd. )远东总经

Agencies. Ltd.
上海江西路瑞典贸易商行.

理铃华莱士 (Chas. Wallace) 等联

1914 年〈或作 1909 年及 1910 年〉

络香港、广州华商发起开办.工厂

开办，系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

设于杨树浦路，天津、烟台等地设

50 万瑞典克朗，收足.母公司 1802

分号或代理处.进口绣花线、棉

年始创于哥德堡，西名 "Ekman

&

纱、棉花等，生产出口"福寿"、"五

Co.飞兆丰路设找房，河南路设机

福"、"仙鹤"、"蓝把"、"鹦鹉"、"练

械处.议口、天津、济南、青岛及香

条"、"铁铺"诸牌号棉缝纫线、钩

港诸埠先后设代理处或分号.进

针编织线及花边线等.嗣改以齐

口瑞典纸、纸浆、滚珠轴承、轴台、

物浦路为本店，四川路为营业所.

滑轮、皮带、电话材料、离心泵、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军

机、汽轮机、水轮机、电缆、电线、

尝对之实行"军管理"，由满洲制

柴油引擎、造纸用呢、铜丝、纸厂

条株式会社受托经营，其时有职

材料、机器钢、电器等 F 出口中国

工 181 人，经理青木正受，厂长铃

产物.代理瑞典轮船及其它公司

木三郎.战后恢复，资本为法币 20

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o 1940 年代末

亿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

消见于记载.福哪门 (W.

von Nor-

事骨艾特肯(T. B. Aitken) 主其

rnan川、警布林格特 (R. Bringert)

事.往来银行为"汇卒"、"麦加利"

及费特勒德宗(Ivan

及"浙江兴业".

P. Tr.曲dson)

先后任经理，往来银行为"汇丰"
及"浙江实业飞王杰臣、钱肇基、
吕洞藻及应云纬、严蕉铭等尝充

绵华洋行Central

Agency. Ltd.

英商棉线进口贸易行. 1915
年开办，按格拉斯哥公司法注册

是行华经理或买办.

为私有有限公司，本部格拉斯哥.
锦华线广有限公司

Mien Wh a

Thread Co. • Ltd.

香港、上海、天津、烟台及广州诸
埠设分号.华行进口经销英国及

上海四川路英商纱线公司.

欧洲大陆所产缝纫棉线、刺绣棉

1935 年前英国格拉斯哥绵华洋行

线、花边线及钩针棉织线等 F 代理

4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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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初

博来洋行

Ble :.stein. Inc ,

J. H.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美国皮货贸易行.博来氏。

及"麦加利".公司华名，港行别称

H. Bleistein) 发起开办，本部纽约

"绵华线务总公司".韩楚亭、祝尧

市 .1924 年前来华开业，初在天津

勋等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以英租界海大道宜和j 时洋行

(Weitzenberg , S. )为代理行，经营
琼记洋行

Heard &. Co. ,

Augustine
美商贸易行. 1840 年原旗昌

祥行伙东岛民〈欧德. Augustine

皮货及生反出口贸易.嗣设分号
于英界海大道，赞罗斯奇 (A. H.
Rosche) 主其事. 1934 年尚见于记

载.

Heard) 发起创办于广州.香港开
埠后重心渐移至香港，终至以港

博信堂大药房

埠为总号.广州、上海、福州、汉

Dispen回ry

Hakushin - Do

口、九江、厦门、北京及日本横滨、

天津日租界旭街日商药房.

神户诸埠先后设分号或代表处，

1911 年冈氏家族开办.济南府设

经营鸦片走私及一级迸出口贸

支店.经营商药、药材、成药、医用

易，兼营保险及航运代理业务.

材料及化妆品等. 1942 年 6 月天

1850 年代中开始购造轮船参与航

津生活必需品输入配给统制组合

运竞争，经营广州一一香港航班，

成立，博信堂加入，为医药品都会

为旗昌洋行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员. 1944 年资本为 2 万日元，店主

其后更角逐民江航运. 1870 年代

冈小助.

尚见于记载.亚杨、唐能及刘绍宗
等尝充是行买办.蜀氏之侄辈多

博望保险公司

人先后兼俄罗斯国驻上海及香港

Aa

Blom &. van der

领事.公司华名，香港及广州称

荷兰保险公司，本部阿姆斯

"蜀公司"，上海、汉口、九江向称

特丹。伦敦、开罗、加尔各答、仰

"琼记洋行"，福州及厦门别称"隆

光、鹿特丹、悉尼、巴黎诸埠设分

烦行".

号 .1924 年前来华开业，设远东总

博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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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于上海新康路，天津设分号。经

利士父子(J ohn D. Humphreys 及

营水火保险业务，代理或代表欧

Henry Huml'hreys) 与巴克(Ha此

美保险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1940

Buck) 等合伙开办.初设于皇后大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道中，嗣迁德辅道中营业。经营综

w

合贸易及总佣金代理业务。先后

博隆洋行

BuJling

&. Co. , A.

为"山顶火车有限公司" (Peak

Tramways Co. , Ltd.) 、"堪富利

E.
天津英租界领事道英商贸易
行. 1931 年原义德洋行 (Peters 8ι

士资产有限公司" ( Humphreys

E.

&. Finance Co. , Ltd. )及屈
臣民大药房 (Watson &. Co. ,

Bulling) 个人开办.北京设分号.进

Ltd. , A. S.)全权经理，代理几家

口经销饼干、果酱、剃刀、药品、鲜

英国保险公司. 1940 年代尚见于

果、食盐、可可、鞋泊、威士忌等.

记载.

Co., E.

C.) 职员伯龄 (A.

Estate

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6 年注册

、

为中英合办商号，原协理解滋远

堪富利士资产有限公司

及解宗滨成为合伙人.迁中正路

Humphreys

〈原英界中街〉营业.添化学品、五

Co. , Ltd.

Estate

&. Finance

金、蜡、染料、杂货进口及草帽绩、

香港皇后大道英商房地产及

地毯、籽仁、绣货、花边、豆饼、坚

贷款公司 .1887 年堪富利士(John

果出口业务.代理欧美澳厂商公

D. Humphreys) 等发起开办，为公

司数家至数十家. 1940 年代末尚

众性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及抵押放款业务. 1899 年核定资

"大通"、"金城"及"花旗".

本为 100 万元，已认购资本 37 万
元. 1908 年前迁德辅迫中营业，

堪富利土洋行

Humphreys

&.

Son , John D.

-

"劫行"(仁记洋行)伙东芫得 (A.

G.

W，∞d) 、著名律师虾士甸(J.

香港英商贸易行。 1895 年前

Scott Harston) 、执业医师那布

堪富利士资产有限公司主人堪富

(Dr. Jωeph W. Noble) 、太平洋行

•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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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东骨斯莱德 (H. W. Slade)及何

押放款业务及杂货贸易. 1930 年

东等为董事.络富利士洋行全权

代初尚见于记载，代理人高林士.

经理. 1910 年代中实收资本增至

150 万元.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联合人寿保险公司

虾士甸及兴顺洋行 (Alv臼&.

Life Underwriters

Co. •

上海广东路英商保险行.

Ltd. , J. M.) 总董铃阿尔维斯(J.

M.

Alves) 、汇丰银行董事长椅威

尔金森 (H.

V.

Wilkinson) 为董

1932 年原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代理
入骨尼克尔斯 (8. Nickells) 、铃安

德伍德 (J.

事.

Associated

森 (K.

H. Underwood) 、侨蜻

A. Per阳。与华商李元倍

Groupe-Chine

合伙开办.经营人寿保险咨询及

上海法界法商联营公司.

代理业务.代理英商"皇家"、美商

1930 年由法国勘克勒佐(Le

"永亨人寿"等几家保险公司.开

Creusot)几家制造厂商联合开办，

业不足三年帐面保险总额即达

广州设分号.进口经销联营厂所

500 万美元. 1940 年代初尚且于

产武器、军用材料、铁路材料、机

记载.

联华公司

、r

器及冶金产品等. 1940 年代初尚
虱子记载，揭马尔尚 (G.

Marc-

hand) 工程师长期主其事，往来银
行充"东方汇理".

联合帽公司

La Union Hat Co.
上海菲律宾美商帽店. 1921
年侨商铃阿洛博格 (Visente D.
A1obog) 家开办.初设于海宁路，

联华银公司

Anglo- French

嗣先后迁北四川路及南京路营

业，法界霞飞路设分店.经蕾帽类

China Corporation. Ltd.
北京英法货款公司. 1912 年

零售、修补翻新及制作业务.代理

du

马尼拉菲律宾帽厂. 1940 年代后

Yunnan) 驻华经理高林士 (W. F.

期尚虱子记载.往来银行为"大

Collins) 等发起开办.初设于大方

通".

前，原云南银公司 (Syndicat

家胡同，嗣迁盔甲厂营业.经营抵

-

联

649
联茂贸易公司

United Mercan-

往来银行为"花旗飞沈藻琦尝充
公司沪庄副经理。

tile Co.
二梅福州路法商贸易行。
1936 年开办，华名别称联茂洋行.
4

联络司洋行

青岛西商洋行. 1929 年前原

开罗及神户先后设联号.进口埃

及棉花、亚麻布、人造丝、呢绒、西

Lennox &. Co. , J.

临爱洋行合伙人联络司 (Capt.

药、橄榄泊及杂货 F 出口生丝、绸

Lennox) 主持开办.初设于湖南

缎、茶叶、烟叶、绣货、茧绸、猪察

路，嗣迁浙江路营业.经营拍卖及

及其它中国产物. 1940 年代末尚

估价业务.代理地产及房地产，兼

见于记载，改记为意商，有资本 5

销"百代"、"歌林"唱片及照片.

万英镑，经理讲雅各布(J.

R. Ja-

193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另 g 联

co胁，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及"华

络司与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

比".

曾马克尔(J. F. Magill)合伙开办
之公证行联禄洋行 (Lennox

联美烟叶公司
'

J.

Tobacco Trading

Corporation

&.

Magill) ， 1939 年后华名亦称"联络
司".

美国烟叶公司，本部弗吉尼

,

叫

亚州里士满.为在美注册之私有

联益文具公司

有限公司.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Stationery Co.

United Book &.

安特卫普、伦敦设分号 .1925 年来

上海美商书刊文具公司.

华开业，于上海四川路设分号，其

1924 年前〈或作 1915 年〉开办，先

问一度迁南京路营业.平凉路设

后在法界爱多亚路及南京路蕾

熔烟厂.经营美国烟叶、制烟饥

业.进口批发经销美、德、英文具、

器、铝箱、卷烟纸等进口及烟叶佬

办公用品、学校用品、办公设备、

制加工业务，出口中国烟叶.资本

纸、纸制品、精巧玩具及书籍.代

2 万美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袭或代理欧美出版商及文具制造

载，副总裁铃小弗里曼 (H.

G.

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实为中美图

Freeman , Jr.) 长期主持沪行事.

书公司之批发部。 1940 年代初尚

丁

•

联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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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见于记载，总经理赞莫蒂默 (F.

D. Mortimer) ，销售经理郭国栋，
往来银行为"大通".

朝日轩

Asahi -

ken Restaurant

北京沟沿头日商餐馆.

1926

年前棉本幸之助个人开办。经营

料理业 o 1940 年后改营洋酒及食
联益经理公司

United Agencies

上海法界希腊商行 o 1935 年
份弗拉霍斯 (T.

V.

、』

品杂货批发零售业务 o 1943 年尚

见于记载.

Vlachc田〉主持

开办.初设于赵主教路，嗣迁法兰

朝日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西外滩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及

Asahi Marine &. Fire Insurance

厂家代表业务 o 1946 年注册资本

Co. , Ltd.

为法币 100 万元.进口染料、工业

日本保险公司 o 1918 年开办，

化学品、延头及杂货，出口丝绸、

本店神户.核定资本 1 ， 000 万日

绣货、发网及靡香等.代理美国几

元，实收 250 万日元。 1920 年代初

家厂商公司 o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来华开业，在上海、天津诸埠，分

记载，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

别以佐藤商会及东兴样行等为代

理行，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01930 年
韩森洋行

Hansen (China) Co. ,

代后迁本店于大阪，东京、神户、

横滨、福冈、札幌、广岛、名古屋、

Ltd.
北京小羊宜宾胡同丹商贸易

京都、仙台、金泽及"新京"、天津、

Han阳。

上海、北京、大连、扰阳、哈尔漠、

等发起开办，在丹京哥本哈根注

台北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水火

册，母号设于哥本哈根，汉堡设分

及运输保险业务 o 1940 年前后减

号.经营黄铜器、景泰蓝、绣货、花

核定资本为 500 万日元，实收 125

边、地毯、玩具及其它中国美术品

万日元，社长冈崎忠雄 01944 年尚

出口贸易.所设创造部生产"盾

见于记载，社长级井常雄，其时有

牌"葡萄酒、饮料及食品 o 1940 年

资本 700 万日元.

行. 1933 年韩森 (H.

A.

•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尼森

(F. Nissen)

0

朝鲜银行

Bank of Chosen I Ch o-

M

•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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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ko , K. K.
朝鲜日商银行. 1909 年日本

一及田中铁三郎先后任总裁.顾
楝三尝充是行沪店买办.

帝国政府特许创办，初称韩国银
，他

行 .1911 年 3 月改称朝鲜银行，本

元，为股份有限公司.东京、大阪、

Shahrnoon , E. E. ,
Shahrnoon Bros. &. Co., 5ha4m∞n &. Co. , E. E

神户、名古屋、下关、门司、福冈、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16 年前

店京城(汉城) ，资本额 1 ， 000 万日

'

'

斯文洋行

釜山、平攘、随南浦、木浦、大邱、

斯文 (E.

丽水、仁) 11 、群山、梅州、新义州、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宁波

元山、清津、罗津、光州及伦敦、纽

路，嗣迁北京路营业.经营生丝及

约诸埠设支行.旋即来华开业，上

茶叶等出口贸易， 1921 年前后改

海、天津、青岛、大连、北京、太原、

组为兄弟合伙商号，更西名为

济南、旅顺、安东、营口、沈阳、长

"Shahrn∞nBrω.

E.

Shahm∞n) 个人开

春、哈尔槟、龙井村、辽阳、铁岭、

&. Co. ".未几拆
伙，原行由小斯文 (5. E. Shah-

吉林、满洲里、四平街、傅家店、开

m∞n) 接办. 1925 年斯文再立新

原、保定、新乡、临汾、运城、徐州、

行，启用 "5hahrn∞n

无锡、部郭、榆次、石家庄、阳泉、

丑"新西名.先后在中央路及九江

满安、德县、究州、连云、开封、彰

路营业.经营证券及股票经纪业

德、南通等地先后设支行或营业

务，进口经销欧洲及日本毛辑、呢

所. 1910 年代末核定资本J!P 累增

绒等 .1937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至 4 ， 000 万日元，实收 2 ， 500 万日

行为"花旗"、"汇卒"及"麦加利".

元.经营汇兑、银行券发行、信托

董炜生尝充是行买办.

&. Co.. E.

贷押、日本银行代理及产业开发
等综合银行业务. 1930 年代中资

斯文洋行

产负债总额为 71 ， 710 万余日元.

E.

1945 年 9 月 30 日关闭.市原盛
电

Shahm∞，n

&. Co. , S.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23 年前

宏、胜回主计、美浓部俊吉、野中

小斯文 (5.

清、铃木岛吉、加藤敬三、松原纯

兄弟合伙之斯文洋行 (Shahm∞n

•

E.

Shahm∞n) 就原为

斯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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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改组开办。初设于北

汉口汉正里德商贸易行.

京路，嗣迁博物院路营业.经营贸

1924 年前侨商彭松 (Fritz W.

易业 .1937 年尚见于记载，经理铃

Bahnson)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

科佩尔曼(J. M. Kopelman) 。

行名.经营造口及杂货贸易.未几

Bros.

户

改组为公司，遂更西名为"Bahn啕
斯可达工厂

Skodaworks ,

Skodaworks , Ltd.

, Skoda Works

son

&. Co.,

F. W. "，迁英界河街

及阜昌街营业.重庆一度设分号.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公司。

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产物及债

1899 年著名工程师及企业家斯可

券经纪业务. 1930 年代末尚见于

达 (Emil

记载.

von Skoda) 就比尔森若

干机器厂、锻造厂及工具模具厂

等合并改组创办，总号设于布拉

彭德门洋行

Bandmann , Albert

格 .1921 年前来华开业，子上海北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6 年彭

京路设代表处，铃施特夜 (K.

德门 (A. Bandmann) 个人开办.先

Statz) 主其事.嗣先后于北京及上

后在广东路、福州路、四川路及江

海设远东分号，沈阳、哈尔滨、大

西路营业.进口英、德所产呢绒、

连、香港、广州及日本神户、大阪

纱线、针织机针、针织机、缝纫机、

诸埠设分支机构.经营军需物资、

五金工具、花布及杂货，出口丝

铁路车辆、铸件、轮胎、锻件、辗压

袜、绢丝、草帽等，销往欧美、印度

机、电器及钢铁材料等，兼营相关

及非洲.代理奥、英、比、德、菲律

工程及营造业务.美最时洋行尝

宾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

充其代理行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先后为"大

郑益之及李广亨、法文华、石志远

通"及"德华"等".

等尝充公司沪号华经理或高级华
襄合洋行

职员.

Mongolian 一 China

Trading Co.
彭松洋行

Ba hnson

Bahnson , F. W. ,

&. Co.
,

, F. W.

天津英界海大道西商贸易

行. 1936 年前原华波公司津庄经

,

•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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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羹合 (G.

-‘

J. Yerke) 主持开办.

产代理业务。 1934 年前后改组，更

经营进出口贸易. 1947 年尚且于

其行名为葛礼文建筑地产公司

记载，原进口部主任份安库迪诺

(Krivo臼 Realty

夫 σ. P. Ankudinoff)主其事.

后期尚见于记载.

葛瓦里斯基林业公司

葛扬洋行

Kovalsky ,

Co. ). 1940 年代

Gr，ω:;ean ，

A.

北京崇文门内官帽胡同法商

V. F.
哈尔滨道里西商林木公司.

古董店. 1922 年前原汉口法界公

1925 年前葛瓦里斯基 (V. F. K o-

兴洋行业主葛扬 (Adolphe Grω

valsky) 个人开办.经营锯木场、胶

jean) 个人开办.经营中国古董、珍

合板厂及木材开采特许区.承包

贵美术品及小工艺品，兼古董鉴

木材供应，出口所产木材及胶合

定业务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板.所属保险部尝代理丹、法、加
诸国几家保险公司在哈尔滨及北

满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

总经理为铃鲁特克维奇 (V.

P.

葛来洋行

Gray , John

上海英商工程行. 1918 年英
国采矿工程师学会及机械工程师

学会会员，造船师学会准会员，上

Rutkevich) •

海耶松老船澳职员葛来(John
葛礼文洋行，葛礼文建筑地产公
司Krivo酶，

B. , Krivoss

&. Co.

•

B. , Kri voss Realty Co.

Gray)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

嗣先后迁新康路及四川路营业.

承接船舶、机械、电气工程及相关

上海西商工程行. 1927 年前

咨询业务，办理验船、验货公证，

葛礼文(B. Krivoss) 个人开办，西

代理伦敦及格拉斯哥几家厂商公

名作 "krimss ， B." 或 "Kriv倒&

司，代表宜昌皮托谦洋行 .1943 年

Co. , B. " .初设于法界亚尔倍路，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

嗣先后迁海格路、徐家汇路、稿履

利"等，华职员朱树鑫.

理路、霞飞路及四川路蕾业.承办

建筑设计、工程包工及地产、房地

葛罗赐洋行

Klo距，

•

Wilhelm

,

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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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尚见于记载.

Klose &. Co. , Wilhelm
德国贸易商行.母号汉堡，西
名原称 "Wicke ，

Klose &. Co. " ，葛

罗赐 (W. Klose) 为业主之一 o

-

葛莱洋行

Gray

&. Co. , C. N.
Gray &. Co. , Ltd. , C. N.

向通过代理商在各地进行广泛的

I

•

上海英商时装及服饰用品公

业务活动 o 1905 年于上海汉口路:司 o 1924 年〈或作 1925 年〉原荣彰

Wilhelm".
未几变更商名为 "Kl恼&. Co..

洋行伙东葛莱 (Charles

Wilhelm 气迁江西路营业.进口经

南京路营业.承做男女时装，经营

销武器、电器、服饰用品、 JE 头、食

服饰用品 o 1930 年代初有资本墨

品及杂货 o 1913 年前渐无所闻.

洋 46.000 元，年营业额约为17. 5

1920 年代复见于上海，在九江路

万元 o 1934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 1930 年代

司，变更西名，葛莱任常务董事.

尚见于记载.

嗣添香港分号.进口经销呢绒、棉

设分号，西名 "KJ.ωe ，

N. Gray)

等合伙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迁

布、杂货，出口服装及中国产物.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其时有

Kotwall , E. D. I
Kotwall Co. , E. D. I Kotwall &.

资本 40.800 港元.往来银行为"汇

Co. , E. D.

丰"及"中国国货"。

葛和洋行

F

香港英印商牙行. 1891 年前
葛和 (E.

D. Kotwall) 个人开办，

即以姓字为行名.先后在荔咸街、

葛烈道钢窗公司

Crittall Manu-

威灵顿街、雪厂街及皇后大道营

facturing Co., Ltd. I Crittall
Manufacturing Co.
( China ) •

业.经营花纱及一般经纪业务.

Ltd.

1920 年代初改组为合伙庄号，遂

英国钢窗制造公司.葛烈遵

Co; • E. D. " 0

未几涅没无闻 01930 年复见，启用

(M. N. CrittalD 家族开办，本部
布伦特里，西名 "Crittall Manufac-

"Kotwall &. Co. , E. D." 新西名.

turing Co. • Ltd. "01910 年代来华

添营运输及保险经纪业务 o 1940

开业，在上海、香港、天津、北京诸

更西名为 "Kotwall

m

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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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埠，先后分别以"盈生"、"德记"、

1918 年前葛廉士 (Spencer P.

"卫德"等洋行及怡和机器有限公

Gracey)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司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本厂所产

名.经营票据及金银经纪业务.未

钢窗及其它金属建筑用品。 1920

几与协和养行职员赞施勒 (Henry

年代于上海设驻华分号，葛烈道

Schlee) 合伙，更西名为 "Gracey

首任经理. 1933 年前沪号改组为

Schlee" • 1923 年前后施氏退出，由

生产经销一体化企业，启用 "Cdt

葛廉士与本店职员候皮尔逊 σ.

ta l1 Manufacturing Co. ( China ) ,

C. G. Pe缸son) 合伙接办，启用

Ltd. "新西名，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Gracey &. P臼rson"新西名.嗣迁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总号上

洞庭街营业，添营股票及汇兑经

海黄浦摊，工厂设于韬朋路.香

纪业务.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

港、汉口、青岛、天津、沈阳设分

号.为沙逊集团投资关系公司.生
产钢窗、铜窗、钢门、铜门及多格

窗框等，兼相关出口业务，进口英

•

喜望机器铁工矿厂一一孟阿恩桥

Gutehoffnungshuette-M. A. N. Works

国铜窗、柜台铁栅窗等，安利洋行

德国矿山钢铁工业及桥梁、

常务董事安拿<H. E. Arnhold) 、

电厂、工业设施总承包公司 o 1900

新沙逊洋行经理费达维 CF.

R.

年开办，本部设于纽伦堡，百名原

Davey) 为董事，精加德纳(G.

F.

称 "Maschinenfabrik

Augusburg-

Gardner) 任常务董事.往来银行为

Nuemberg , A. G.". 系公众性有

"汇丰飞 1934 年改组为霍葛锅品

限责任公司 o 1920 年代中来华开

公司 (Hope

业，于上海设远东总号，先后在黄

Crittall (China).

浦摊路及四川路营业.青岛、沈

Ltd. ).

阳、北京、仅口、晗尔漠、广州、香

葛廉士票行

『

t俨咆帽

Gracey , S. P. ,

港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孔士"、

Gracey &. Schlee , Gracey &. P回T-

"拜思孔士"、"必达"、"伊记孔士"、

son

"亚细亚商务"及"雅和~"等洋行公
汉口英界宝顺街西商牙行.

司为其地方代理行.承办钢产品、

J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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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铁路材料、桥梁钢结构、造船材

惠而逊洋行

Wilson , A. W.

料、汽艇、浮坞、高炉、蒸汽锅炉、

上海英商纺织品代理行.

钢厂设备、采矿机械、电厂设备、

1928 年前达克洋行职员惠而逊

柴汹机、内燃机、涡轮压榨机、铁

(A. W. Wilson) 个人开办.初设

路车辆、电车、卡车、吊车、天车、

于北京路，嗣迁四川路营业.进口

扬水站设备、油厂设备、煤气罐、

呢绒、棉布、棉纱、毛纱、毛条、精

紫铜产品及其它工厂设备.代表

梳短毛等，代表或代理布雷德福、

分布于奥伯豪森、施泰克拉德、格

曼彻斯特几家厂商公司. 1940 年

尔森基兴、施韦尔特、纽伦堡、奥

代初尚见于记载.

.-

格斯堡、吉斯培夫斯堡、汉堡、埃
斯林根、斯图加特、奥斯纳布吕

惠昌洋行

Rahf ，

C.

克、埃森等地的"喜望"及"孟阿

上海德商代理行. 1925 年原

恩"亲缘公司，以及其它相关厂商

仅口开利洋行及上海嘉利洋行职

公司十数家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员普拉夫 (C. Rahf)个人开办.初

往来银行为"德华"、"汇卒"、"花

设于南京路，嗣迁法界爱多亚路

旗"、"东方汇理"等.

营业.经营商业及佣金代理业务，

'

兼制造厂商代表事 o 1940 年代初
惠龙饭店

Bridge Hou四 Hotel ，
Bridge House Hotel , Ltd.
南京下关西商饭店. 1913 年
前骨马丁 (W.

A.

Martin) 夫妇开

办 .1920 年代初出倒、囱铃西姆夫
人 (Mrs ，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

惠罗公司

Whiteaway , Laidlaw
&. Co. Whiteaway , Laidlaw &.
Co. , Ltd.

,

Christina Sim) 受盘接

英国百货公司 o 1882 年始建

办. 1927 年前改组为私有有限责

于加尔各答，嗣在伦敦注册为公

任公司，更西名为.. Bridge House

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设本部

Hotel , Ltd." ，西姆夫人任总经

于伦敦.海峡殖民地、印度、爪哇、

理. 1937 年尚见于记载.

东非及阿根廷设分号. 1904 年来
华开业，上海、香港、天津及汉口

,

F

•

患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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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埠相继设店.进口经销呢绒绸

经销全套室内家具及办公室用家

布、服饰用品、靴鞋女帽及日用百

具等。 1947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货，承做各式服装。 1908 年核定资

行为"麦加利"。

本为 70 万英镑，实收 68 万余英
.‘

镑.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150 万英

森永糖果公司

镑.嗣添北戴河次分店 .1940 年代

fectionery Co., Ltd.

末尚见于记载，沪庄经理骨沃德

Seika Kabushiki Kaisha

Morinaga Con

,

Morinaga

(W. J. Ward) ，往来银行为"麦加

日本糖果公司 • 1910 年森永

利"及"中国".孙家骥尝充公司沪

太一郎发起开办，日文原称森永

庄买办 •

制革株式会社，本杜东京 .1925 年

前来华开业，首设销售店于香港
惠斯民烟公司

Westminster T o-

糖果、糕点 4 上海方面则委托重松

bacco Co. , Ltd.

•

德辅道中，进口经销所产巧克力、

英国烟业公司，本部未详.

大药房代理. 1930 年代初核定资

1915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设东

本为 1 ， 500 万日元，实收 1 ， 380 万

方营业处，先后在博物院路、黄浦

日元.嗣添南京支店、上海营业所

滩路、北苏州l 路及苏州路营业.天

及天津、北京配给所 .1940 年前减

津及汉口相继设分号.进口经销

资为1. 000 万日元，实收 850 万日

所产土耳其纸烟、弗吉尼亚纸烟

元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社长松崎

及烟叶.与英美烟公司关系至密.

半三郎，常务大串松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森村汽车公司

森木司洋行

H

Sims

&. Co.

Morimura Garage

Co.

天津英商家具行. 1916 年原

上海日商汽车行. 1925 年前

福利祥行天津分号职员森木司

开办，华名别称森村洋行.初设于

(W. S. Sims) 个人开办.初设于

斐伦路，嗣迁海宁路蕾业.经营汽

英界中街，嗣迁眯哆士道营业.进

车出租及商车修理业务. 1940 年

口家具材料及装饰材料等，制作

代初尚见于记载，行主小林贯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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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嚣飞汽车公司

经理小林武

•

Ford

Service , Federal Inc. ,
森宝i举行

Sc homburg &. Co. ,

1丑 re

U. S. A.

上海美商出租汽车公司.
1919 年美孚行上海分号职员费库

A.
海南岛海口德商贸易行.

尔特(L.

P.

Kurt) 发起开办，嗣按

1891 年前不来梅商人森宝 (Aug.

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为般

Schomburg) 等合伙开办。北海设

份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为鹰洋 10

分号.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万元，收足.先后在法界环龙路及

代理德、英、荷诸国保险、航运及

仁记路、长泯路营业 .1930 年代中

其它公司厂商多家，本世纪初森

年营业额约为鹰洋 150 万元 .1940

宝归驻不来梅，伙东份子德尔(L.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理祷布鲁

Jüdel1)主持行务，嗣改以北海为主

尔 (R.

店. 1915 年前后清理.

公司华总经理.

森洋行

Mori &. Co.
Yoko Gomei Kaisha

I

Mori

W.

.-

Brewer).盛变生尝充

罢尼尼云石公司

Vannini , A.

I

Vannini &. Co. , A.

忧阳春日町日商贸易行.

香港意商大理石行. 1926 年

1926 年森真三郎家人合伙开办，

亚雪年尼{霆尼尼， A. Vannini)个

日文原称合名会社森洋行.初办

入开办.初设于湾仔道，称"亚罢

资本为 10 万日元.大连、"新京"、

年尼-"，嗣迁筒宾湾道营业，旋定

哈尔滨、辽阳、天津、北京诸埠先

名"霎尼尼飞进口意、美、西等国

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经营钟表、照

所产大理石板、大理石片、墓碑等

相机、留声机、眼镜、自来水笔、照

大理石制品、石材加工及打磨机

相材料、金银摇、珠宝首饰等，

具、白水泥、彩色水泥等，代理几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时资本为

家相关厂商公司.生产经销水磨

48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满洲中

石板、水磨石砖、大理石纪念碑及

央"、"满洲兴业"、"横漠正金"及

其它大理石建筑制品. 1943 年尚

"奉天气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中法工

,

d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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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雅利洋行

Augustesen China

Trade. H. C.
霍锦五彩石印公司
•

Natzio &. Co., Ltd.

,

, Glathe &. Witt

Norbury ,

上海丹商贸易行. 1910 年代

Norbury

末，原烟台德商哈喇洋行 (Sietas.

Plambeck &. Co. )驻青岛伙东铃奥

Printers. Ltd.
英国印刷公司，饶福来 (F. ].

古施特森 (Hans Christian Au-

Norbury) 家发起开办，定西名为

胆悦目en) 就原行改组开办，西名

"Norbuη'.

Natzio &. Co.

,

Ltd." ,

1(

Augustesen China Trade. H.

本部曼彻斯特及伦敦. 1906 年前

c. 飞天津、汉口、北京、烟台、营

来华开业，先后在上海设分号或

口、沈阳及重庆设分号.经营进出

代理处，经营彩色日历及纺织品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20 年

商标承印业务.顺发有限公司长

天津及北京分号别立，更西名为

期充其独家代理行. 1938 年前改

"IIackmack &. Co.气华名仍称"雅

组，更西名为 "Norbury Printers ,

利 ".1927 年本店由经理骨格拉特

Ltd. " .仍由"顺发"代理. 1940 年

(AHred Glathe) 及汉口店经理骨

代初尚见于记载.

维持(L. A. Witt) 合伙承项接办，
启用 "Glathe

雅达烟公司

Ardath Tobacco

Co. • Ltd.

&. Witt"新西名，注册

为德商行号，华名依旧.南京及昆
明设分号.进口欧美澳军火、军队

英国烟业公司，本部伦敦.

及政府用品、机器、铁路器材、面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香

粉、大米、帽子、鳞鱼、化学品、霓

港、天津诸埠，先后分别以"jBi

虹灯零件、光学仪器、纸类、纱线、

顺"、"香港商业"、"德隆"等洋行

铁丝及杂货 s 出口膨香、大黄、五

及英瑞炼乳公司、大美烟公司、兆

倩子、草帽、古玩及兽皮等，销往

孚烟公司为销售代理行，进口经

欧美 F 承办相关工程业务.代理

销所产纸烟及烟叶. 1940 年代末

德、比、瑞士、挪、美、加各国厂商

尚见于记载.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30 年代后
期维持退伙，由格氏独力维持，华

牙住紫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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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行名依旧.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各种药品。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

格拉特任经理，戴双瑞充买办及

商业协进会会员，设出口公司，西

华经理，高级华职员童雨农.往来

名 U Abbott

银行为"德华"、"中法工商"及"麦

Laboratories Ex阳rt
Corp." ，以宋希 (H. Henry Sung)

加利".

为驻华代表，总揽对华进口业务.

•

1940 年代后期尚见子记载.
雅利洋行

Hackmack &. Co.

天津德商贸易行，前身为上

紫东洋行

海丹麦商雅利洋行 (Augustesen

Co., Inc.

Eastem Fur Trading

China Trade , H. C.) 天津分号.

天津法界大沽路西商皮货贸

1920 年由原经理骨哈克马克 (A.

易行 .1936 年前开办.英界海大道

Hackmack)接办后启用现名.先后

设门市部，上海、哈尔滨、大连设

在法界大法国路，俄界普克第路、

分号，纽约、伦敦、巴黎设代理处.

来觉福路，法界古拔路，英界中街

经营皮货及兽皮进出口贸易.

及特一区威尔逊街营业.北京设

1947 年尚见于记载，总裁蜡希夫

分号.出口毛织地毯及其它中国

曼 (P. Shifma时，副总裁椅罗多夫

产物，进口西药、染料、香精油及

斯基 (M. Rodovsky) 。

,

杂货。代理几家德国厂商公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辉记洋行

Traders Co.

厦门大同路及思明东路英商
雅培药厂

Abbott

Laboratories

美国药业公司.本部伊利诺

呻

贸易行. 1927 年和记洋行代签有
效人铃史密斯 (F.

R.

Smith) 等发

伊如|北芝加哥 o 1934 年前即来华

起开办，漳州及泉州设分号.进口

开业，在上海以大强公司 (David

德、日、英、美、澳所产五金工具、

Sung ßι Co. )为代表，拓展对华业

机器、汽车零部件、轮胎、药品及

务.嗣改以柳韩洋行 (New

Ilhan &.

杂货.代理欧美几家轮船、保险及

Co. )为代理行。 1938 年前子圆明

其它公司厂商. 1943 年尚见于记

园路设分号，进口经销本厂所产

载，董事史密斯，协理吴新民、李

.-

挥 v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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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基.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William Morrison Harvie) 个人开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先后在江西

辉华面粉公司

Fisher Flouring

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899 年

M iIIs Co.

•

路及北京路营业，伦敦设联号.经

美国留粉工业公司，本部西

前改组为合伙行号，遂启用

雅图 .1911 年来华开业，于香港车

"Efarvie&C0."新西名 .1901 年前

打道设分号，进口经销所产各种

由哈维(J ames Harvíe) 及铃米尔恩

面粉. 1925 年后渐无所闻. 1940

(J. M cI. Milne) 合伙接办，更西名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

为 "Harvie

员，港埠业务由利信洋行代理.

业. 1906 年前米氏退出，由哈维与

1940 年代未尚见于记载.

原代签有效入骨库克 (H.

&.

Milne". 迁福州路营

S.

Cooke) 合伙，复变更西名为
噪喇沙洋行

UHarvie &. C∞ke".1913 年前再度

Graça &. Co.

香港西商贸易行. 1899 年前

改组，赫登 (Leslie

昵喇沙 CF. Graça}个人开办。初设

伙，启用 UHarvie ， C∞ke &.Co."新

于必打街，嗣迁云咸街营业.经营

西名，曼彻斯特设办事处.嗣先后

外国及香港邮票、明信片、书籍、

迁汉口路及四川路营业.活景垣、

玩具、花种、雪茄等迸出口贸易.

张翰章、李晋愁及卢贤蒜相继充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小喋喇沙

买办. 1931 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F. M. P. de Graça) 主其事.

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更百名
为 "Harvie.

喊厘洋行

Harvie , Wm.

, Harvie &. Co., Harvie
M i1 ne , Harvíe &. Cooke ,

Cooke &. Co. • Ltd. " •

核定资本规银 50 万两，实收 26 万

Morrison

两.伦敦设分号.进口纺织品、纱

&.

线、人造丝绸、五金、五金器具、建

Harvie. Cooke &. Co.

,

Harvie.

材、香水、肥皂、化妆品、化学品、
工业材料、钢丝索、船舶用品、体

Co oke &. Co. • Ltd.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80 年〈或

育用品、印度土产、制刷纤维、保

作 1883 年及 1870 年〉哈喊厘

险箱、家具陈设、地板材料、卫生

,

叫

W. Hutton) 入

品景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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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具、挽衣设备、白铁皮、石棉制

汉口英商建筑工程行。 1913

品、刀具、精泊、亚麻布、大理石及

年前英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景明

橡胶等等 F 出口绣货、花边、地毯

(R. E. Hemrnings) 与澳大利亚维

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欧美厂商

多利亚皇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骨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法界天主堂

伯克和tl

街别设保险部，称"喊厘保险行"，

力办、，西名 "Hernrrπm
町
EndE
mihhrn
让山
吨
1恕
.gs &.ι Be缸
r】kle
叮:y"

王藻华、梁朝生主其事.经营欧美

初设于俄界领事街，嗣迁英界景

保险公司之水火保险代理业务。

明大楼营业.承包建筑设计及土

1940 年代中设香港事务所于皇后

木工程. 1920 年代初于天津英界

大道中。 1947 年 12 月在华注册，

领事道设分号，英国皇家建筑师

资本为 200 万港元. 1940 年代末

学会准会员帕尔克因 (W.

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铃贝尔 (R.

Parkin) 为合伙人.未几津行别立，

D. Bell) ，华经理〈买办〉陈志梅，

更西名为 UHernmings

往来银行为"汇丰"。

华名仍称"景明"，天津新平安电

(E. J.

Ber
浊
kleyρ〉等合伙开

•

G.

&. P缸kin" ，

影院，麦加利银行、和记祥行工厂

Oc ulists Institute
Oculists Institute Co. , Ltd.

及乡谊俱乐部主楼等建筑均其杰

上海南京路英商眼镜公司。

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Hernrnings &.

1920 年前后来生洋行及上品鲜蛋

Parkin , Ltd. 气汉口及天津两处

公司经理，根科学及验光学搏士

"景明"， 1940 年代初均仍见于记

来生〈岛. C. P. Raku段时发起开

载.

晶光眼镜公司

Co.

,

,

作. 1930 年中天津"景明"改组为

,

办.经营验光及配镜业务 .1928 年

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
注册，来生博士任常务董事. 1940

鼎兴洋行

Abraham Brothers

上海犹太商贸易行. 1919 年
前侨商铃亚伯拉罕见弟 (A.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E.

Abraharn , M. H. Abraharn , R.
景明洋行

,

Hemrnings &.

Berkley Hemrnings &. Parkin

Abraham 及 D. Abraharn) 合伙开

办。初设于北苏州路，嗣先后迁商

•

储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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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仁记路、赫司克而路及沧州1

林.在德国注册为公众性有限公

路营业.美国旧金山及帕勒斯坦

司。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以

设联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

禅臣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

代理业务，兼报关及水陆运输代

产铁路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理事. 1934 年后渐无所阂。 1940

对华业务一度中断。 1920 年代初

年代初复见，在西摩路太平园营

恢复，海门 (P. Heimann) 为驻华

业，铃迪亚伯拉罕 (D. Abraham)

代表，仍以"禅臣"为姐家代理行，

及幡恩亚伯拉罕 (N. Abraham) 主

进口经销所产机车、挖土机、疏竣

其事.

机及起重机等.嗣子上海设分号，
海门任驻华经理.未几改分号为

储金管理有限公司

Provident

代表处.上海、天津、香港各埠业
务自禅臣洋行及怡和机器有限公

Trustees. Ltd.
上海苏州路英商储金管理公

司、顺利五金号等代理.往来银行

司. 1927 年英商驻华英美烟公司

为"德华气 1940 年前后改组，变更

有限公司董事裴磊〈培雷. Robert

西名为 "Maschinenbar und

Bailey) 、狄克生 (A.

bedarf , A.

L. Dick回川、

Ba hn-

G. 飞

莫逸士 (William Morris) 、特普赖

斯 (D.

W. M. Price) 、马那桐

奥国轮船公司

Austrian Lloyd

,

(Brigadier- General. E. B. Mac-

Austrion Lloyd Steam Navigation

naghten) 等发起开办.用以管理英

Co.

美烟公司系统职工储金存款.

奥地利轮船公司，本部的里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英商颐

雅斯特. 1891 年在政府资助下首

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柯深史

开的里雅斯特至上海定期航班.

也. G. Cousins) 等主其事.

翌年三月第一艘船抵达上海、嗣

天津、广州、香港、汉口诸埠陆续
奥伦斯登科伯尔厂

Orenstein &.

Koppel. A. ----G.
德国机械工业公司。本部柏

叩W

开通.先后分别以"利康"、"兴
盛"、"华昌"等洋行为代理衍，经
营相关航运业务。 1913 年前子上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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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川路设分号，铃普赫尔 (Wil-

元.进口经销日本煤、木炭、食品、

Pucher) 首任经理 o 1917 年

罐头等，出口中国土产，销往日

helm

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本.代理航运及保险业务，兼营汽
车租赁事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

粤部文洋行

Ut∞mall

8. As-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汉口"及
"上海".

sudamal Co.
香港英印商贸易行 o 1927 年
开办.初设于云咸街，嗣迁都爹厘

徨和裕洋行

Fukuwayu

&. Co.

街营业.上海、广州及横演先后设

日本贸易商行 .1894 年开办，

分号.护庄别称奥都文洋行，出口

本店神户.本世纪初来华开业，先

丝、丝织品、魏翠、象牙器、骨器、

后于上海及汉口设支店，镇江、天

景泰蓝、黄铜器、古玩、棉货、围

津、扬州诸埠设营业所.进口砂

巾、反仲、梅木箱、帆布、地毯、亚

糖、火柴、麻布、建材及杂货 F 出口

麻制品、手电筒、电池、服装鞋帽、

主麻、植物油及其它土产品 F 代理

火柴、爆竹、针织品、桂皮、青豆

"大日本制糖"、"中央制糖"等几

等，进口丝纱、棉布、呢辑、麻袋、

家日本厂商公司 o 1930 年代中资

黄麻制品及杂货.兼营航运及其

本为 10 万日元，年营业额约为 30

它佣金代理业务 o 1940 年代末尚

万日元.嗣迁本店于上海，店主马

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100 万港

宗杰〈司马宗杰)，经理荒木端东.

元，其时业主为铃瓦斯文尼 (P.

1944 年资本累增至 20 万日元，往

Vaswani )，往来银行为"汇丰"、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麦加利"、"有利"及嘀".

"住友"、"朝鲜"、"三井"、"中国"、

"交通"、"中央"、"金城"、"盐业"及
徨-洋行

Mataichi Yoko

"中商"等.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5 年林

彼一个人开办.先后在汉口路、南

缸利洋行

Gully

&. Co. ,

J.

海路及文监师路营业.青岛设支

天津法界狄总领事路及宝总

店. 1930 年代中资本为墨洋 2 万

领事路法商进出口贸易行 o 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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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原永兴洋行津号经理组和~ (J.
GuIly) 发起开办。进口经销法比成

Bristle Co. • W. H. I Bolton Bristle Co. , F ed. Inc. • U. S. A.

药、症苗、玻璃及化学品等，出口

上海白和j 南路美商猪鬓厂.

蛋、蛋白、干蛋黄、蛋黄粉、蛋制

1922 年原上海美华制刷厂经理铃

品、核桃、核桃仁、山羊毛、棉花、

梅尔顿 (W.

羊毛、头发、猪察及花生等，销往

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核定资本

美加及欧澳.代理法国尼斯一家

25 万美元，以无票面价值股票形

症苗厂及美国麻省一家保险公

式发行，定西名为"Bolton Bristle

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Co. • W. H.".

为"大通"、"麦加利"、"中国"、"东

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启用

方汇理"及"中法工商".

"Bolton Bristle Co.. F ed. Inc.

U. S. A.
桓昌洋行

Burkhardt ，

L. R.

H.

Bolton) 发起开办，

1929 年复据美国

,

..新西名.核定资本规银

50 万两，实收 17. 6 万两.浙江实

上海西商公共丝检及佣金代

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及中国银行经

理行. 1899 年前原瑞士商新时昌

理贝祖贻均位到董事.泸州、重

洋行沪应职员怜伯克哈特(Louis

庆、长沙、芜湖、沈阳诸埠设分号.

Burkhardd 个人开办.初

经营猪第收购、精选梳整、漂白消

设于黄浦滩，嗣先后迁香港路、法

毒及加工出口业务，主要销往欧

界天主堂街、仁记路、汉口路及江

美及日本. 1940 年代初新丰洋行

西路营业 .1910 年代中歇业 .1920

伙东葛布生 (C.

年代初恢复，先后在九江路及法

任总裁，李铭任副总裁.往来银行

界公馆马路营业，添茶叶、生丝出

为"中国"及"浙江实业飞太平洋

口及茶、烟检验业务，并充克发洋

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

行经理 .1927 年前后"究发"停办，

实行"军管理"，由岩井商店受托

遂取而代之，更华名为"克发"，西

经营，华经理缪金渭.

Rudolph

D. Culbertson) 出

名依旧.不数年即无所闰.
舒美柯洋行

侄美洋行 4 侄美猪提广

"伽

Bolton

Shoemaker ,

Art hur I Shoemaker Art

L∞，ms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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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总布胡同贡院西大街

美商洋行。 1920 年原清华学校及

'卫洋行

Topor，回lty ，

Viborel

&. Co.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舒美柯

上海法商洋行 o 1929 年原震

Shoemaker) 个人开

旦大学院及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

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药材、

校教授、中国机器电气蓄电池厂

药品及医院材料等，代表美国产

(Elecmecani) 经理鲁卫(Louis

品.嗣添中国工艺地毯织造业务，

Viborel)个人开办.初设于法界朱

启用 "Shoemaker

Art L∞ms"新西

冻三路，嗣先后迁公馆马路、法兰

名.上海江西路、静安寺路及法界

西外滩及博物院路营业.承办测

福腹路先后设分号及陈列所.华

绘及土木工程业务，经营地产及

名别称舒美柯地毯公司.出口所

房地产，进口经销瑞士及法国测

产手工提花本包丝光工艺地毯，

绘仪器、晒图机、英瓦合金钱及地

兼及古物、原毛、胡麻等，主要销

图、书籍等.代理法、瑞几家厂商

往美国 o 1930 年代初增马尼拉分

公司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号，本店相继迁东交民巷、西总布

载，经理鲁卫夫人 (Mrs. M. Vi-

胡同及商测沿营业.添营古物、~

borel) ，往来银行为"东方汇理"及

古物、瓷辑、翁翠、漆帮、卷袖、牙

"中法工商气

(Dr. Arthur

A.

雌等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行为"花旗"及"德华".

鲁威洋行

Continental Import &.

Export Co.
鲁义士洋行

Loonis &. Co. , A.

上海西商贸易行 o 1915 年开

上海九江路比商洋行. 1930

办.初设于博物院路，嗣迁香港路

年代原美商中国营业公司董事兼

营业.天津及广州设分号，纽约、

副总裁鲁义士 (Albert Loonis) 主

马赛、伦敦、哈瓦那、马尼拉、巴塞

持开办.经营房地产及保险代理

罗那及日本设代理处.进口机器、

业务 0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葡萄酒、食品及杂货，出口蛋白、

华职员颜乃义、邬星一、胡锡良、

蛋黄、干脆动物内脏、豆类及蔬菜

徐芹香.

制品 .192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经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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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铃马尔 CM.

Maher). 钱幼

M.

伊特民 (Reuter) 及后任瑞典挪威
联盟驻广州副领事伯立曼 CF. A.

有及麦绍芳尝充是行买办.

Br öckelman川合伙创办于广州。
鲁意师摩洋行
M∞，re

&. Co.

M∞re.

• L.

I

M∞，re

L.

&. Co.

I

阅二年设香港分号. 1885 年在上

•

海开业 .1890 年代增台湾及天津

分号.嗣渐转以上海为总号。经营

Ltd. • L.
上海江西路英商洋行。 1872

总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年前鲁意师摩 CLewis M∞re) 个人

1910 年代后陆续添北京、广州、青

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一度迁汉

岛、济南诸分号.进口德、英、法、

口路营业.经营经纪及佣金代理

比、美、加、澳及新加坡所产纸、玻

业务. 1891 年前更西名为 UM∞re

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鲜果、

&. Co. ,

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

L. 气添拍卖业务。 1906 年

C∞per) 等合伙

学品、铁器、橡胶片、香水、石蜡、

接办，陆续添营房地产及地产房

毛纱、棉纱、布 JE 、照相机、自行车

地产经纪、火损精算、财产估价、

部件及杂货，出口纱头、生丝、茶

会计、古瓷器代办诸业务 .1910 年

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

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葛制品、肠衣、猪鬓、古玩、蛋制

前由柯柏 CE.

&.

Q.

Co. • Ltd. • L." 新西

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

名，柯柏任常务董事.嗣于天津英

发网、滑石粉、啤酒、北京工艺美

界宝士徒道设分号，渐以拍卖及

术品、籽仁、生庄、兽脂及其它中

公证为主业. 1930 年代先后迁北

国土产，销往欧、美、澳、非各地.

京路及博物院路营业。 1940 年代

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

后期尚见于记载.黄式章尝充是

厂商数家 .1944 年尚且于记载，总

行买办及董事.

经理瞥海因 (R. Heyn). 往来银行

"M∞re

为"汇卒"、"和嘀"、"大通"、"荷国
鲁麟洋行

Reuter. Bröckelmann

&. Co.
德国贸易商行。 1878 年脊罗

安达"、"上海商业储蓄"及"德

华".虞洽卿、黄敏生、刘企峰、范
文荣、瞿文勋、钟玉亭及麦锦泰、

•

•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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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儒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
理.

敦立公司

Dunlop , W. &.
Dunlop , Ltd. , W. &. C.

c. ,

ton &. Co., H. E.
Co. • Ltd. , H. E.

烟台海岸街英商贸易行.
1913 年前原志大祥行及雪锦五彩

(H. E. Railton) 发起开办，西名

雷德福及曼彻斯特. 1910 年代来

.. Railton

华开业，在上海先后以"伯来克

Co. , H.

H.

&.

Railton

石印公司驻上海代理人铃雷尔顿

英国纺织贸易公司，本部布

盘 "(0.

,

Blackburn) 及"好雷"

&.

Co."或 U

&.

Railton

E." 。未几改组为有限责

任公司，启用，. Railton

&. Co. ,

R. H∞!ey) 为代表，进口经销

Ltd. , H. 丑"新西名，雷尔顿任常

呢绒、布廷、棉纱、毛纱及纺织原

务董事，伦敦设办事处，经营茧

料. 1930 年代中改以安福洋行

绸、花边、绣货、抽纱品加工织造

(Elliston &. Co. )为代理行，继续

反出口业务，兼营杂货迸出口贸

对华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易.代理英国几家保险公司.

载.

年尚见于记载，挪威籍董事卡勒

。.

1943

毕(G. H. Krüper) 任经理.
敦华银行

Tientsin Investment
敦德药房

Corporation , Inc.
天津英租界中街美商银行.

Universal Pharmacy

天津英租界狄更生道西商药

1936 年前开办，上海广东路设分

房 o 1927 年前铃敦尼克也.

行.华名别称天津敦华银行.经营

Tunik) 及骨德沃金(J.

各项银行业务，兼及出口单据交

Dvorkin)合伙开办.法界大法国路

易、运输、保险及仓楼等. 1947 年

及北戴河海演先后设分店.华名

尚见于记载，副总裁兼总经理错

别称敦德大药房。 1930 年代初敦

波格里贝茨基一梅尼策施 (A.

民退伙，由骨德沃金夫人 (Mrs.

E.

Pogrebetzky- Menezes).

S. Dvorkin)接办. 1947 年尚见于
记载.

敦和洋行

Railton

&. Co. , Rail-

B.
E.

渣滋割普

669
渣华邮自由公司

Java 一 China 一

格圣(发多玛〉先后担任比、法、
西、俄诸国驻烟台领事，副领事或

JaçanLi jn , N. V.
荷兰轮船公司 .1903 年〈或作

额外署副领事. 1901 年前添威海

1901 年〉创办于荷京阿姆斯特丹

卫分号.本世纪初代理英、法、美、

及精属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在

德、日各国轮船公司、保险公司、

荷兰注册。华名别称渣华梓行.航

贸易公司及银行等多达 30 余家，

行于爪哇、中国、日本间.开办之

1892 年后曾任比、法、俄、西驻烟

初 BP 拥有 6 艘 6 千吨巨轮。为在华

台领事或副领事的韦历奇 0. P.

运蕾需要，香港、上海、汕头、厦

Wake) 及 1894 年曾任美国驻烟台

门、广州l 诸埠设分支机构.轮船所

副领事的伙东达纳履 (A.

到之处，北至大连、营口，商至琼

Donnelly) 主其事.

R.

州、北梅、几遍中国沿海各口岸，

甚至深入长江，到过镇江及汉口。

割洛万茶行，喀拉王茶叶商店

自营航运之外，尚代理荷、德几家

轮船、航空及贸易公司 .1930 年代

Caravan Tea Trading Housel The
Caravan

中核定资本为 900 万荷兰盾，收

哈尔滨南岗俄商茶叶贸易

足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

行. 1928 年原和j 昌祥行 (Russian

来银行先后有"德华"及"和嘴"

Oriental Co. )汉口分号经理善希

等.吴文屋、吴清休尝充是行买

英林 (Nicholas

办.

开办.上海法界格罗希路及圣母

A.

Shimolin) 主持

院路先后设分号.经营茶叶及一
滋大洋行

F町gusson

&. Co.

烟台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法格圣 (T.

T.

Fergus田n) 个人开

办，天津设分号.经营贸易业.嗣

般进出口贸易，兼营代办商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其时
沪店经理为揭列别杰夫 (P.

LebedefD.

后任丹麦驻烟台副领事哥兰克

W喃

•

(W. J. Clarke) 加入，华洋行名依

普丰洋行

18..

Co.

1870 年代及 1880 年代业主法

M.

I

Pottinger , Paton &.

Pottinger &. Co.

I

Pottinger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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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莫陶.英格兰设联号 .1914 年

&. Co. , Ltd.
天津英界中街英商贸易行，

前来华开业，设驻华分号于北京

1915 年原利津铁厂文案骨普廷杰

镇江胡同，铃马特纳 (Fritz Mater-

(w. 1.

Pottinger) 及厂长椅普顿

na)首任经理.上海、哈尔滨及天

(A. S.

Paton) 合伙开办，百名

津、汉口、广州、沈阳、青岛、太原

"Pottinger , Paton &. Co. "0 经营工

诸埠设次分号或代理处.华名别

程材料、供暖及卫生设备进口贸

称曾达洋行.进口本厂及它厂所

易，兼相关工程业务 e 嗣普顿退

产高级工具钢、锋钢、汽车特种

伙，由普廷杰个人维持、更西名为

钢、镇钢、建筑钢、锻钢、耐锈耐酸

"Pottinger &. Co. ". 1924 年前改

钢、铸钢、军火材料及其它合金钢

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遂启用

等.禅臣洋行为公司驻华总代理

"Pottinger &. Co. , Ltd." 新西名，

行，捷成洋行等一度为地方代理

称普丰洋行有限公司.进口英、

行. 1930 年代中资本为 2 亿克朗.

美、加、澳、德、荷、法诸国所产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头、面粉、五金、五金工具、电料、

行为"汇卒"等.陈延庆尝充是厂

泊漆、搪瓷及猎枪、弹药、打包箍、

沪行买办.

化妆品、滑泊、苏打等，出口中国
产物.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充

普利洋行

Blíwass , Sam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西商贸易

业兴公司及天津打包公司全权经

理及代理行 01947 年尚见于记载，

行.

错布里奇(H. V. Bridge) 主其事.

wass) 个人开办，华名吊拉华司洋

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行.经营皮货、兽皮、人发、地毯等

1925 年前吊拉华司 (S.

Bli-

销售及出口业务.未几涅没无同.
普达钢厂

Poldi

Steel Works

1930 年代中复出，迁达文波道营

捷克斯洛伐克钢铁工业公

业，始启用"普利"华名，经营皮货

司 o 1889 年(或作 1899 年)创办，

进出口贸易 01947 年尚见于记载.

本部布拉格，在本国注册为私有
有限公司。制造厂设于克拉德诺

•

唰

•

普纶洋行有限公司

China Fur

普

671

料及杂货.代理欧美及内地几家

Trading Co. , Ltd.
英国反货贸易行。 1920 年开

烟酒食品厂商公司. 1927 年前启

&.

办，在英格兰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用 U

司，本部伦敦。旋即来华开业，设

Store" 新西名，称普罗烟酒公司，

远东总号于天津，上海、哈尔滨、

为沈阳第一流烟酒店。 1940 年代

大连、沈阳、库伦、张家口、满洲里

尚见于记载.

诸埠设分号。惠司登(L.

Mukden Tobacco

Wine

S. Wein-

stein) 首任远东经理.其个人经营

普益地产公司

L.

Asia Realty Co. •
Federal Inc. , U. S. A.

S. " ，华名亦称普纶洋行.避口欧

上海美商地产公司， 1922 年

美毛皮及反货;出口中国毛皮及

就普益银公司地产部改组开办.

皮货，销往欧美 .1940 年代后期尚

初按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注册，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

1926 年元旦复按美国在华商务注

"花旗"，远东经理小惠司登 (v.

册章程注册.先后在南京路及四

S. Weinstein) •

JIJ 路营业.经营房地产、地产、经

的反货号，西名 "Weinstein ，

租、投资、抵押及评估等业务.至

普罗烟公司 s 普罗烟酒公司

,

Mukden Tobacco Emporium
Mukden Tobacco Store Mukden
Tobacco &. Wine Store

产商之一.资产从初办时的 80 万

沈阳浪速通希腊商烟酒店.

余元.所属营造部设计施工能力

1912 年〈或作 1913 年〉祷晗佐普

均强，除本公司开发计划外，且能

罗斯(E.. N. Hatzopoulos) 发起开

承揽各种外部工程. 1940 年代末

办，西名 "Mukden Tobac∞ Empo-

尚见于记载，其时拥有地产 231

,

"或

元左右，激增为 2 ， 200 余万元.核
定资本额 1 ， 100 万元，实收 534 万

Tobacco

亩，房屋 240 幢共 80.239 平方米.

Store" ，华名别称普罗斯烟公司.

往来银行为"大通"、"汇丰"及"花

安东设分号.批发零售雪茄、纸

旗".怜霄文 (F.

烟、烟叶、葡萄酒、饮料、烈酒、香

司总裁及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

rium

呻

1930 年代中，已成为上海著名地

"Mukden

J. Raven) 尝充公

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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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徐新六位列董事，杨秋生、

Co. , Ltd. , C.

张杏村及李骏恩先后任买办或华

Inc. , C.

J

Berthel

&. Co. ,

, Berthel &. Co. , E.

M.

上海德商药房. 1893 年幡伯

经理.

塞尔 (earl Berthel)个人开办，即
普益银公司

Raven Trust Co. ,

以姓字为行名.南京等处设营业

, Federal

所.生产配制乙院、氨水、殃町、酸

Ltd. ; Raven Trust Co.

及水扬酸化合物等，经营药品批

Inc. , U. S. A.
上海美商信托公司. 1914 年

发和迸出口业务，独家代理德、

中国营业公司常务董事祷雷文

奥、瑞士近十家药品及医疗器械

(F. J. Raven)及《大陆日报》编辑

厂商. 1913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

铸霍默 (C. H. Homer) 、礼明律师

公司，启用 "China

,

Pharmaceutical

事务所合伙人礼明 (Willism S.

Supply Co.

Fleming) 等发起开办，西名作

Co. , Ltd.. C."新西名 e 南京、香

"Raven Trust Co. , Ltd. ".初设于

港、汉口、沈阳、广州及内地各埠

江西路，嗣迁南京路营业.经营放

设分支店 52 处，兼营中国美术品

款、抵押、理财、遗产管理、财产托

及古玩出口贸易.嗣总经理铮小

管等业务，兼营水火保险. 1920 年

伯塞尔 (Charles B佼theD 移驻纽

代中按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

约， 1917 年前后更西名为"Berthel

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 "Raven

&. Co. , Inc. ,

Trust Co. , Federal Inc. , U. S.

经理骨依姆伯塞尔 (E.

A. "新西名.

Be眈heD 出主行务，遂变更西名为

1935 年 5 月 24 日宣

Ltd." 及" Bert hel

&.

C. 气 1925 年前原任

, E.

M.

布自动破产.杨秋声尝充公司买

"Berthe18ι Co.

M.... 天津、

办，戴玉珊一度为公司保险部华

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及纽约、汉

经理.

堡设分号或办事处.添蕾矿产贸
易 .1927 年前后自动清理.倪树声

普惠药行 F 普惠西药公司

Berthel , C.

, China Pha.t maceuti-

cal Supply Co. , Ltd.

, Berthel &.

尝充是行华经理.
普鲁华洋行 F 鸿发洋行

句

,

Brewer ,

4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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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W.

Co.,

本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嗣注册

Brewer

&. Co. , Ltd. , Brewer &.

为私有有限公司 o 1928 年来华开

I

Brewer

Co. (1 918) , Ltd. , Brewer , H.

办，在上海博物院路设驻华代表

E.

处，进口推销所产上等成药，吴志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商洋行.

卫主其事 o 1930 年代中改驻华代

1895 年前普鲁华 (Walter W.

表处为远东代表处.统理上海、香

Brewer) 个人创办，即以姓字为行

港诸埠及新加坡等地业务.太平

名.上海南京路设分号.经营书

洋战争爆发后对华贸易中断.战

籍、报刊、文具、乐谱、杂货、花式

后恢复，改以香港雪厂街道安行

货品及纸烟等，承揽印刷及装订

有限公司 (W ong

业务. 1899 年前更西名为 "Brewer

T. 0.) 代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 Co.

".未几迁本店至上海，香港

&. Co. • Ltd. ,
•

记载.

及伦敦设分号. 1908 年前改组为
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Brewer

&. Co. , Ltd.

"，巫治 (Edney

page)

任总经理 01918 年再度改组，启用

善成公司 p 德昌洋行

Import. S. A.

Chungking

, Chungking 1m

‘

port (China). S. A.

"Brewer &. Co. (1918) , Ltd." 新

天津瑞士商贸易行. 1924 年

西名. 1920 年代末公司解体，由原

前开办，定西名为 "Chungking Im-

任经理普鲁华 (H.

po扰.

E. Brewer) 接

S. A. 飞华名"善成".重庆、

办， np 改以姓字为行名.先后迂江

汉口、北京、上海先后设分号及加

西路及四川路营业.经营印刷、装

工厂，华名别称"德昌飞经营肠衣

订、制本、镑版等业务 o 1938 年尚

及猪祟等出口贸易 .1931 年 11 月

且于记载.洋行华名，港号向称

改组，更西名为 "Chungking Im-

"鸿左"，沪庄则称"普鲁华气陈乔

port (China). S. A. 气出口咸猪

尝充是行买办.

肉、羊肠衣等，销往德、美、法、荷、
西班牙及波兰各国. 1940 年代迁

普强公司

Upjohn Co.

美国制药公司 .1860 年创办，

回旷呵

总号子巴塞尔 01947 年在华注册，
资本为法币 3.75 亿元，华名德昌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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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瑞士钟表，出

纱厂 1944 年有职工近千人，经理

口咸猪肠衣、五倍子、芝麻、腐香、

中西喜一，厂长根本胜治.

发网、驼毛及其它动物副产品.代
理几家瑞士厂商公司。 1940 年代

富士公司

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荷国

Ltd.

安达"、"汇丰"、"东方汇理"、"中

Sheishi Kabushiki Kaisha

Fují Paper Míll Co. ,

, Fuji Paper Co.

Ltd.

, Fuji

国"、"聚兴诚"、"邮政储金汇业

日本造纸工业公司，日文原

局"及"中法工商"等.谭兆惠及李

称富士制纸株式会社.本社东京，

华亭、李藻清等尝充是行买办、华

造纸厂设于大阪、北海道及静闪

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诸地，神户设支店 .1914 年前来华

开业，汉口、天津、上海、香港、广
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

FujigaI

发经销所产高级纸张及卡纸板.

Kabushíki

1933 年并入王子公司 (Oji Paper

su Cotton Spinning Co., Ltd.
Fují Gasu
Kaisha

Boseki

州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进口批

Mfg. Co. • Ltd. ).

日本棉纺织工业公司。 1896

年创办，本社东京.初称富士纺绩

富林洋行

株式会社，开办资本 150 万元.

H. Z. H.

Karamelahi &. Co. •

1906 年与东京瓦斯纺绩株式会社

印度英印贸易商行，总号孟

合并，启用现名.大阪、横滨、名古

买。阿尔及利亚布海德拉、海参

屋设纺织厂 .1921 年来华开业，在

殿、德里、白沙瓦及其它印度、阿

青岛及上海设厂，称富士纱厂.生

富抨主要城市设分号. 1914 年前

产"五星"及"五彩星"牌棉纱及棉

来华开业，以赞卡拉梅拉希{Haji

布.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 4 ， 500

KaramelahD 为经理，设分号子上

万日元，实收 3 ， 400 万日元.

1940

海倍尔福路，华名初称"北槽"，旋

年核定资本增至 5 ， 000 万日元，实

定名"富林".经营杂货贸易及佣

收 3 ， 737.5 万日元，董事长日比谷

金代理业务.嗣沪行改由精埃拉

平左卫们，常务木内直.青岛富士

希 (H. K. Elahi) 接办，先后迁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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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圆明园路及博物院路营业，

道门朗公司

添营茶叶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

Co. , Ltd.

尚见于记载.

Dorman , Long

&.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开办年
代未详.本部米德尔斯布勒. 1910

富罗洋行

Russel1

&. Co. , G.

C. F.

年代来华开业，在上海先后以"聚
源"、"茂隆"洋行及英商亚斯盘钢

青岛冠县路英商贸易行.

铁有限公司为代理行，进口经销

1925 年前原烟台和记洋行青岛分

所产建筑钢、生铁、铁锤合金、钢

号代签有效人铃罗塞尔 (G.

C.

轨、枕木、金属板、角钢、工字钢、

F. Ru自由1)主持开办.经营酒类及

丁字铁及矿渣砖、耐火砖等 o 1930

杂货进出口贸易，兼营航运、保险

年代初尝与英商伟茂电机厂等九

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1930 年代

家企业合组"道门朗联合公司"

中年营业额约为 75 万元. 1940 年

(Dorman Long &. Associates <
China> , Ltd. )在沪营业.旋自设

代初尚见于记载.

分号于上海黄浦滩，承包钢铁产
富隆有限公司

Xavier Bros. ,

品供应业务. 1940 年代初尚且于
记载，经理骨斯科特 (E.

Ltd.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贸易行.

K.

Scott).

1918 年骨泽维尔兄弟 CF. A.
Xavier 及 Fred.

A. Xavier) 发起

开办.经营总进出口贸易.进口瑞

Canadian Trading

士手表等，出口大米、油类、手杖、

Co. , Ltd. I Canadian Trading Co.
(China) , Ltd.

膝料、膝制品、手电筒、电池、棉

加拿大英商贸易公司。道尔

货、胶鞋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儿

(W. R. W. DockriU)主持开办，

家欧洲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

西名作 "Canadian Trading

Xavier) 及峰吉择维尔 0.

Ltd. " ，本部温哥华. 1927 年前来

Xavier)

华开业，设上海及天津分号。经营

主其事，往来银行为"有利'气

木材、面粉、铅块进口及中国产物

•
•

Co. ,

A.

见于记载，铃浑维尔 CF.

'

道尔洋行

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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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兼营航运及佣金代理

名为"Dowdall

业务。 1931 年华行脱离温哥华母

建筑设计、土木工程及其它营造

号别立，变更西名为 "Canadian

业务. 1900 年马矿师退伙单独开

Ltd. 飞核

业，洋行再度由道达独力维持，恢

Trading Co. (China).

&. M∞rhead飞承办

定资本规银 10 万两，按香港公司

复"Dowdall.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1919 年前建筑师礼德 CW. S.

道尔任常务董事.总号上海，香港

Read) 入伙，启用 M Dowdall

九龙设分号.进口美、加、菲、婆罗

Read"新西名.添测绘及房地产经

圳、爪哇、马来所产木材，加工制

租业务 01920 年代初道达退休，工

造箱盒、家具、地板及室内装饰料

程行由礼德与建筑师铃图拉斯内

以供出口，兼航运代理业，代理母

CA. Tulasne)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

号及其它几家英美公司.香港道

"Dowdall. Read &. Tulasne" .华名.

尔玩具厂 C Cantraco

依旧.

Toys Works)

W.

M." 原百名.

&.

为洋行产业 o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道孚洋行

Dau &. Co. • C.

烟台大马路德商贸易行.
道达洋行

Dowdall. W. M. ,

1929 年原济南太隆洋行代签有效

Do wdall

人道民 CCarl Dau) 发起开办，济南

&. Read I Dowdall. Read &. TuIa sne

设分号.经营总迸出口贸易 01930

上海北京路英商建筑工程

头发、发网、花边、绣货、羊毛、杏

行. 1891 年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

仁及其宫中国产物，销往美国，进

会会员及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

口杂货.代理几家欧美保险公司.

道达 CW.

M. Dowdall)个人开办，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即以姓字为行名 o 1895 年与英国

"中国"、"上海商业储蓄"及"汇

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原北祥

丰"等.

Dowdall &. Moorhead I

年代中渐以济南行为主号.出口

铁轨官路总局副工程司马矿师

(R. B. Moorhead) 合伙，遂更百谦义洋行

•

Karimbaksh. H. A .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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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Karimbaksh , H. K.

品、丝内衣、绣花手帕、黄铜器、石

B.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1901 年
前赞卡里姆巴克什(H.

器、雕花木棒、草蓝、中国地毯及

A. G.

玩具、服饰等新颖小商品，销往

Karimbaksh)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美、加、澳、欧及墨西哥、巴拿马.

为行名.先后在法界天主堂街及

在香港、九龙、上海及马尼拉各经

公共租界仁记路、江西路营业.经

营有一家礼品店，西名称 "Gray's

营茶叶及丝绸迸出口贸易，兼营

Yellow Lantern Shop 气兼营采购

佣金代理业务。 1918 年前后更西

代理业务。 1930 年代中有资本 30

名为 "Karimbaksh ，

H. K. B.". 嗣

万元。 1942 年前改组为股份有限

先后迁南京路、北京路、博物院路

责任公司，即启用 "Gray Trading

及北苏州路营业 o 1930 年代初尚

Co. , Fed. Inc. , U.

见于记载.李曰熙尝充是行买办

名，迁总号子四川路，宁波及香港

及华经理.

先后设分号.其时有资本 15 万美

S. 丸"新西

元，黯莱任总裁。 1940 年代末尚见
谦礼洋行

Co., Inc.

,

Greywolf Trading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大通气徐树

,

棠、陈志刚、陈廉华等尝充是行买

Gray Trading Co.

Gray Trading Co. , Fed. Inc. , U.

办或高级华职员.

S. A.
上海美商贸易行 o 1920 年前
开办，百名作 "Greywolf

Trading

谦信机器有限公司

Chien Hsin

Engineering Co. , G. m. b. H.

Co. , Inc. " 0 初设于汉口路，嗣迁

上海江西路德商机器公司.

南京路营业 o 1921 年〈或作 1922

1927 年就礼丰洋行(Leyseco Chi-

年〉由经理黯莱 (Wm. N. Gray ,

na Co. , Ltd.) 改组开办，为私有

Jr. )及掰莱夫人 (Mrs. F. C.

有限公司。资本 50 万马克，股权为

Gray) 合伙接办，更西名为 "Gray

谦倍洋行 (The China Export , Im-

Trading Co. " 0 嗣先后迁仁记路及

归民&. Bank

北京路营业。加工制作花边、绣

香港、广州、天津、汉口先后设分

货、发网 F 出口花边、绣货、葛制

号，青岛、济南、福州、大连、哈尔

Co. , Ltd. )所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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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设二级代理处.进口纺织机、柴

诸埠先后设分号.进口德国药品、

油机、起重机、转运机、采矿机、工

制药材料、染料、化学品、泊墨、钟

具机、印刷机、造纸机、冷冻机、水

表、文具、五金工具、工业原料及

轮机、汽轮机、压缩机、机车、水

杂货。代理几家德国厂商公司.

泵、钢、熔铁炉及各类工厂机器设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备，兼营相关工程承包业务.代理

行为"和嘀"、"德华"及"荷国安

德国著名机器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达飞周宗良及陈耀庭、高慎敏、姜

数家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凤竹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行为"德华"、"汇丰"、"中法工商"
激顺洋行

及"荷国安达".

Heath &. Co. • P.

,

Heath &. Co. • Ltd.
谦信洋行

China Export - Import

,

&. Bank Compagnie China Ex归口. Import &. Bank Co.. A.
G.
China Export. Import &.
Ba nk Co. • Ltd.

,

德国贸易商行. 1852 年〈或作

天津英商贸易行 .1900 年(或
作 1899 年〉原上海汇中洋行职员
希士 (P. H臼th) 个人开办.嗣与传

卡佩尔<H. Capel)合伙，于上海宁

波路及汉口设分号，经营进出口
贸易及制造厂商代理业务.

1908

1856 年〉创办，本部汉堡，西名原

年前迁总号子上海，先后在汉口

Lembke &. Co. " • 1890

路及北京路营业，天津、汉口及伦

年启用现名.旋即来华开业，设远

敦设分号. 1927 年上海总号改组

东总号子上海广东路，香港及神

为希时有限公司，津行在法界大

户、横滨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

沽路继续营业 .1930 年代中尚见

易.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在

于记载.其间虽屡易其主，华洋行

华业务一度中断. 1920 年代初恢

名依旧。林焕章、邱彩安尝充是行

复.嗣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资本

买办。

称.. Justus

150 万德国马克.改以上海为总

号，香港、天津、长沙、广州、哈尔

谦泰洋行，立昌洋行

滨、大连、青岛、贵阳及大阪、东京

Chibunovsky &. Co. • A. G.

•

•

, Chi-

谦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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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ovsky. A. G.

靴材料及杂货，出口罐头食品、竹

俄商工贸公司. 1888 年创办

器、花边、绣货及其它中国产物，

于莫斯科。 1921 年来华开业，设总

销往美国等地. 1943 年尚见于记

号于哈尔滨道里。沈阳、上海、吉

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汉

林、大连设分号，承包水暖、卫生

口"及"朝鲜".

及电气工程，经营铁路及工厂设
备，进口木材等.总经理骨奇布诺

G. Chibunovsky).

夫斯基 (A.

•

梯臣洋行

Siemssen &. Co.

德国贸易商行. 1846 年旅华

1930 年迁上海，先后在圆明园路、

德商禅臣 (G.

法界金神父路及自班路营业，巨

法某些公司支持下创办子汉堡.

泼来斯路设专用钱房.代理美、

1847 年禅氏抵广州，翌年在广州·

德、加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开业.经营综合贸易 .1855 年扩展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至香港，静尼森 (w. Nissen) 成为

银行为"汇源飞公司华名初称"谦

合伙人.遂以港行为总号，越年建

泰" ， 1940 年前后改称"立昌飞玉

上海分号，为第一家建立香港

树滨尝充是行高级华职员 •

一一上海一一广州间正式轮运的

T.

Siems号en) 在英

商行.未几福州开业 .1865 年迁总

谦源洋行

Chieiyuan&C0. ,

Kengen Yoko

‘

号子汉堡.嗣陆续添汉口、天津、
青岛、北京、济南诸分号，增设专

上海密勒路日商贸易行.

门机器部及电器部.第一次世界

1925 年(或作 1914 年〉佐佐木谦

大战爆发后华行一度清理停业.

三等主持开办，为私有公司. 1930

1920 年代初恢复，改以上海为总

年代中投入资本墨洋 200 万元，收

号，汉堡为母号，香港、广州、汉

足.年营业额约 3 ， 600 万元.进口

口、天津、北京、济南、青岛、沈阳、

日本帆布、铁丝网布、铁丝、铁钉、

大连、太原、长春、昆明、新疆及库

黄铜、机械工具、小五金工具、金

伦先后设分号，纽约设办事处.

属器具、橡皮带、橡胶制品、呢绒、

1930 年代中复迂总号子汉堡，资

皮革、管材、纸、纸制品、文具、制

本 1 ， 000 万德国马克，增设锦州、

A

‘

禅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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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京"两分号及伦敦、巴黎、组

事及后任德国署福州领事谢弥沈

约、曼谷代理处.进口德、美、英、

(G. Siemssen) 创办，即以姓字为

捷、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所

行名，华名"禅臣". 1899 年前原裕

产军火、化学品、药物、颜料、泊

丰洋行(Schδnfeld

&

Co.) 职员普
A

漆、铁路材料、呢绒 Æ 头、钢铁、五

克罗恩 (Werner Krohn) 入伙，遂

金、电厂设备、机器、化工设备、反

更西名为 "Siemssen &.

带、仪表、汽车、飞机、化妆品、食

私有合伙商号.经营茶叶出口贸

精、大米及杂货，出口皮货、生皮、

易，兼总佣金代理业务.开办有锯

猪巍、头发、花生、蛋品、矿砂、羊

木厂及羽绒厂.第一次世界大战

毛、棉花、地毯、席垫、绣货、瓷器

中一度停业 01920 年代初恢复，即

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欧美.代理

迁总号子上海，华名"兴成"，先后

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在九江路及博物院路蕾业.福州

百余家.兼理相关工程及土建承

设分号，仍称"禅臣飞出口茶叶、

包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合伙

炀衣、帽子、烟草，销往欧美.兼营

人兼沪行经理骨隆德 (E.

Lund).

一般进出口贸易.代理几家欧美

往来银行为"汇丰"及"中国"等.

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43

曹子俊、曹子伪、梁金池、陆敬南、

年尚且于记载，伙东为谢弥沈之

Krohn" .为

张麟魁、林志道、张丹荣、郁均侯后裔骨谢斐迪 (Fred.

W.

反顾泽甫、赵柏友、郑渭江、何泳

Siems能n) 及骨渤乔治 (G. Th回·

昌、张珍侯、朱五均、徐佩仁、魏廷

Siem脱n) 等.往来银行为"德华".

元、石布前、宗桂鑫、蒋文伟、严蕉

刘尚粥、孙梅卿等尝充是行沪应

铭等尝充是行买办、华总经理或

华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部门华经理.
禄义洋行

禅臣洋行，兴成洋行

G.

I

Siem配n

Siem8.'!始n.

& Krohn

Lo uis. G..I Louis

gι

Co., G.
上海西商贸易行 o 1920 年前

福州德商贸易行 .1886 年(或

原美商美鹰祥行沪行代签有效人

作 1887 年〉瑞挪联盟驻福州副领

禄义 (G. Louis) 个人开办.初设于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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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江西路，嗣先后迁九江路反法界

上海厂长泽井幸雄，天津厂长山

霞飞路营业.经营生丝、杂货出口

本利雄.往来银行为"三菱"、"朝

及一般进口贸易 o 1930 年代尚且

鲜"及"住友".

于记载.
裕中饭店

裕丰纱厂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英商饭店

Yu Fong Millsl Yu
Fong Co tton Spinning Co. , Ltd.

公司，开办年代未详. 1903 年在香

上海杨椅浦路日商纺织厂.

港注册，其时在天津及华北地区

1920 年代初大阪东洋纺绩株式会

拥有数家饭店.天津店初起即有

(Toyo Co tton Spinning Co. ,
Ltd. )开办 o 1929 年由经理菱田逸

40 套陈设齐备的客房，其余各店
分别建于大沽、北戴河、山海关及

次出面接办，改组为私有有限公

营口诸地 .1917 年津店扩建.太平

司，日文称裕丰纺绩株式会社，资

洋战争爆发后一度由日入接办，

本 500 万日元，发行所设于汉口

更华名为"帝国饭店". 1945 年日

路 .1936 年于天津设分厂，大阪设

本投降后恢复旧称. 1940 年代末

办事处.进口棉花及纺织材料，生

尚见于记载.

丰t:I:

‘·

Imperial Hotel , Ltd.

产并出口"仙桃"、"龙头"、"栗子"

诸牌号棉纱及阳光牌棉布，销往

•

裕平公司

Bollenhagen. H.

印度及南洋群岛.兼营化工品制

天津旧奥租界德商贸易行.

造业.公司为在华日本纺绩同业

1927 年前原荷兰商宝生公司 (N.

会会员. 1937 年 6 月投资总额为

v.

29 ， 537.841 日元 .1939 年 5 月为

哈根 CH. BoIlenhagen) 个人开办.

30.163.437 日元.嗣受军方委托，

经营总进出口贸易. 1930 年代末

经营申新纺织第五厂、上海印染

尚见于记载.

"Far East勺驻津代表铃博伦

纺织厂及吴掘永安纺织第一、第

四厂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天
津厂职工达 3.800 人，副社长菱田
逸次，董事津回千秋、美浦敏三，

裕记洋行

Dauver

& Co.

厦门英印商贸易行. 1861 年
前骨道维尔 (Hormnusjee

Rustom-

，

裕

η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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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e Dauver) 发起开办.经营鸦片及

裕昌洋行

杂货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嗣

Hewett &. Co.

后虽屡易其主，华洋行名依旧。

Co. , G.

1916 年尚见于记载，铸绍加尔 (P.

Hewett &. Co.

,

,

w. , Grayrigge &.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91 年前
替休伊特 (w. Hewett) 等发起开

MJA

&达姓开

"罗 以 华
-m 年即来

n 剧协醉
川

曲同

U名
-m
行

1·
-aa 刷刷

财协品

01 7 1 M

R

行国，
洋德

MA
吨

如也例中札

比附几几惆

M. Saugar) 主其事.

梢"，.--轧

办.西名为.. Hewett

&. Co.

…'

"或

"Hewett &. Co. , W. "。先后在北
京路及宁波路营业.香港及汉口
英界相继设分号.经营足头进口、
拍卖及杂货贸易，代理英、德几家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910 年代

业，设分号于上海泪泾路.经营贸

中由经理葛雷烈 (G. Grayrigge)

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01 年前改

出面接办，更西名为 "Grayrigge

组为合伙行号，变更西名为 "Ro-

Co., G. 气华名依旧.嗣复迁至北

hde &. Co.飞嗣先后迁北京路、香

京路营业，尝充加拿大一家公司

港路、圆明园路及九江路营业.

之办庄. 1920 年前后由香港洛士

1920 年代添汉口分号.进口机器、

利洋行 (Loxley

皮革及杂货 F 出口毛皮、兽皮、猪

并，是为洛士利洋行沪号.

&. Co. , W.

&.

,

R.) 兼

票、羊毛及其它中国产物，兼理营

造业务.沪行经理缪森(Otto

裕和洋行

Meuser) 本世纪初一度出任工部

Sidney

PoweIl &. Co. ,

J. , Powell , Sidney J.

局董事会副总董， 1930 年代中为

上海英商建筑工程行。 1915

商行合伙人，驻汉堡.华行 1943 年

年原美孚汹行护行建筑工程部工

尚见于记载，合伙人兼经理协施

程师，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

特赖布 (U. Streib). 往来银行为

员铸鲍威尔 (Sidney

"荷国安达"、"东方汇理"、"和嘀"

人开办.初设于广东路，嗣迁四川

及"浙江实业".

路营业.北京大方家胡同一度设

J.

Powell)个

代表处，提商和费祥行代表.承办

•

F

•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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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建筑设计、测绘及土木工程，兼地

伙开办.先后在英界宝士徒道、博

产、房地产经租代理业务 .1940 年

罗斯道及法界领事馆路营业.哈

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尔漠、海拉尔、沈阳及满洲里设分

丰" •

号或代理处.经营羊毛、毛皮、兽
皮、肠衣等，并向欧美诸国出口.

裕泰洋行

,

Da llas , Ba rnes Dallas

194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或记为

苏联商号.

&.Co.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53 年〈或

..

‘

作 1852 年 M 达拉斯 (Barnes Dal-

裕通洋行

las) 个人创办.经营逃出口贸易，

roux &. Co. , V.

Moyroux , V.

, Moy-

承办中国政府代购业务，兼营经

天津法界法商百货店. 1912

纪及佣金代理业. 1897 年这氏去

年前旅日侨商铃穆瓦鲁 (V. Moy-

世，由幼子骨达理查 (Richarc:l Dal-

roux)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

las) 接办.佣金代理业务得以广泛

初设于古拔路，嗣迁大法国路营

扩展，开办静安寺路"老裕泰"马

业.经营烟、酒、香料及食品杂货，

房 .1920 年代中迁总号于北京，由

兼营保险及运输代理业务.代理

达民子孙合伙经营.天津及张家

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几家相关厂

口设分号.进口英国机器、铁路材

商公司. 1924 年前兼并大丰洋行

料、电器、纸、油漆、羊毛、汽水及

(Herou &. Co. , Ch.

化学品等，兼顾商、工、金融、保险

店，更西名而华名袭其 I日 .1930 年

代理及中国政府代购业务.

1940

代中由原代签有效人骨拉普拉斯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J. La place )接办，启用" Moyroux

为"汇丰飞

&. Co. , V. "新西名，北京分店停

)北京店设分

办，添泊业贸易. 1947 年尚见于记

裕通洋行

Kaplan &. Varshavsky

载.

天津俄商贸易行. 1911 年骨
卡普兰(L.

R.

Kaplan) 及铃瓦尔

沙夫斯基 (G. M. Varshavsky) 合

裕康洋行

Davic:l

D. M.

•

&. Co.

, David ,

•

裕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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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美犹太商贸易行。

'

裕德公司Schuster ， Ernst

M. David)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5 年美

个人开办.初设于北京路，嗣迁仁

商古司马洋行( Cosmos Paper

记路营业.镇江设分号.经营综合

Co. , Inc.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尝充拥资

ter) 个人开办。初设于江西路，嗣

银 14 万元之裕康牛胶公司 (Yue

迁四川路营业.华名别称"许世德

Kang Glue Factory Co. , Ltd.) 全

公司"。进口经销纸张、文具、书刊

权经理。代理曼彻斯特及伯明翰

及广告时新商品，代理或代表德

几家厂商公司. 1920 年代中尚见

国几家厂商公司. 1943 年尚见于

于记载.

记载。

1895年前骨戴维 (D.

裕隆洋行

Habibullah Co. , H.

)经理许世德(E.

瑞士保险公司

, Ltd.

上海英印商迸出口贸易行。

瑞士保险公司，本部苏黎世.

1930 年印度自沙瓦(今属巴基斯

1916 年前来华开业，在香港、天

M.

津、上海、北京诸埠，先后分别以

Habibullah) 个人开办.初设于北

"太平"、"新时昌"诸洋行及"克鲁

苏州路，嗣迁仁记路营业.印度白

伦"、"北美洲"等保险公司为代理

沙瓦、卡拉奇(今属巴基斯坦〉、克

行，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930 年代

什米尔斯利那加、停路支(今属巴

中于上海、天津、北京设分号，荷

基斯坦〉、查曼及日本静冈设分

商克鲁伦 (R. A. Kreulen) 任总经

号.进口经销印度及阿富汗所产

理.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坦〉商人赞哈比布拉赫(H.

þ-

Switzerland Gen-

eral Insurance Co.

M.

Schus-

,

狐皮、猫皮、皮货 F 出口茶叶、生
丝、绸缎，销往印度、伊朗及阿富

瑞丰公司

汗。兼营厂家代表及佣金代理业

Confectionery

务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往来

t \Onery

银行为"有刺飞李邦新尝充是行
华经理.

Winiko ff' s Ba kery &.

,

Astoria

Confec-

上海百老汇路西商食品公
司。 1919 年怜威尼可夫氏(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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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ikoH) 出面主持开办，西名作

横、汽车修理厂、卡车及拖驳服务

"Winiko日's Bakery &. Confection-

社等 .1941 年改组为瑞士公司.资

ery 飞制作经销商包及糖果糕点，

本为法币 300 万元. 1940 年代后

经营茶室 .1926 年出倒，由希腊商

期尚见于记载，经理古德 0.

界丰洋行伙东雷米脱来司 (Kyr.

Gut) ，往来银行为"华侨".

Dimitriades) 个人受盘接办，旋更
西名为 U Astoria Cot由ctionery" ，北

瑞丰洋行

四川路设分号。经营有糖果糕点

ho Yoko

Jui Feng &. Co.

, Zui-

厂、巧克力厂、咖啡馆、法式及俄

天津日界日商贸易行. 1915

式茶室等.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

年大野家开办.初设于寿街，嗣先

约为墨样 10 万元 .1940 年代后期

后迁旭街及淡路街营业.经营糖

尚见于记载.

果点心、文具杂货、合成染料及一

般进口贸易.尝充东京森永糖果
瑞丰转运公司

Commercial Ex-

pr'臼5 &. Storage Co.

"

, Commercial

公司华北总代理行. 1944 年有资
本 15 万日元，经理大野伦一

Express &. Storage Co., Fed.
lnc.

, U. S. A.

pr臼s

, Commercial Ex-

&. Storage Co. , Ltd.

瑞丰洋行

Co. , Ltd.

Stromwall Trading

, Stromwall , HoJdo

上梅圆明园路美商运输行.

上海圆明园路瑞典商贸易

1921 年原晋隆洋行职员椅卡茨

行. 1920 年代初第腾洋行沪号经

(JamωB. Katz) 及和j 德洋行职员

理及驻华瑞典总会副会议骨施特

骨斯顿伯格 (~ax Sternberg) 合伙

龙瓦尔 (Holdo Stromwall) 等发起

开办. 1934 年前按美国在华商务

开办，西名作 "Stromwall Trading

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Co., Ltd. " ，为有限责任公司.宜

法界天主堂街及四川路、兆丰路、

昌及重庆设分号. 1927 年本店改

保定路设堆楼.承办报关、结关、

组，变更其西名为.. Stromwall.

转运、货运、古玩及家具打包等业

Holdo" ，重庆分号仍其!日.嗣迁江

务，代理保险及航运.经营有难

西路营业.进口瑞典及欧洲所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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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灯塔设备、机器、机械工具、引

,

骨舍斯特德(L.

V. Sjostedt) 任总

擎及杂货，出口绣货、古玩、古绣、

经理.代表荣彻平瑞典火柴有限

丝织品、茧绸、手工品及矿砂等，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1930 年代中

销往瑞典、挪威、丹麦诸国』经营

尚且子记载.傅荣卿及李骏惠尝

航运业，一度为两家轮船公司全

充是行买办.

~-

权经理;兼营佣金代理及相关工
程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瑞生机器陈列所

往来银行为"荷国安达"及"汇

chine Co.

丰飞周国荣尝充是行纸货买办。

chine Co.

,

Ltd.

Shanghai Ma-

, Shanghai

Ma-

上海德商机器行. 1904 年瑞
瑞中洋行

Swedish - Chinese

Export &. Import Co.

, Swedish-

生洋行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迁
宁波路营业.汉口、天津、北京先

Chinese Export &. Import Co.,

后设分号.经营机器、电料、机械

Ltd.

工具、工程材料、油漆、水泵等进
上海瑞典商迸出口贸易公

口及零售业务.代理欧美厂商公

司. 1920 年前铃奥伊伦 (S. Y.

司多家.苏达伯 (T. Solterbeck) 首

Eur，臼〉主持开办，西名 "Swedish 一

任技术代表，瑞生洋行全权经理.

Chinese Export &. 1m阳rt Co.". 初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停办.

设于四川路，嗣先后迁法界爱多

1920 年代初恢复，迁江西路营业，

亚路营业.香港、汉口、天津相继

改由天利洋行全权经理，添青岛

设分号或营业所.华名别称"瑞中

分号.不数年 øp 无所闻.

有限公司"或"瑞中火柴有限公

司飞经营火柴及制火柴原料，兼

瑞生洋行

及胶化纸板等.代理瑞典及芬兰

Bidwell ,

几家厂商公司。 1929 年前后改组

Buchheister &. Co. , Ltd.

为有限责任公司，遂变更西名为

Buchheister &.
Buchheister

&.

Co.,

德国贸易商行. 1871 年卡加

"Swedish - Chinese Export &. Im-

士达(J.

port Co. , Ltd. " ，迁九江路营业，

韦尔(H. S. Bidwell)合伙创办，本

,

J.

Buchheister) 与普比德

'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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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汉堡.旋即来华开业，设驻华总

植物泊、坚果、籽仁、兽皮、禽毛及

号于上海广东路，西名 "Buchheis-

其它中国产物出口贸易. 1941 年

ter &. Bidwell". 比德韦尔退伙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

llP 更西名为 "Buchheister

&. Co. " •

尝对之实行"军管理"，受托管理

1889 年设天津分号，嗣添汉口分

者为三菱公司.瑞记有限公司本

号.一度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进

部被迫迁往伦敦.战后上海、香

口机器、武器、弹药及杂货，承包

港、纽约诸埠营业相继恢复.添进

中国政府采购业务. 1904 年于上

口业务，主要进口羊毛、棉花、五

海南京路开办瑞生机器陈列所

金、化学品、烟草、工程材料及延

(Shanghai Machine Co. )，专办零

头等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董

售，兼理相关工程技术业务. 1910

事长安拿 (H. E. Amhold) ，往来

年代中相继添北京、沈阳、重庆诸

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王篱

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停

臣及王巨章兄弟尝充公司买办及

业，未几恢复，改以津号为主行.

华经理.

代理英、德、比、澳厂商公司数家
至十数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瑞记纺织公司

载，业主兼总经理史谛法 (C.

Spinning Co. , Ltd.

Stepharius) .何丹书尝充是行买
办.

Soy-chee Cotton

上海杨树浦路德商纺织工业
公司 .1895 年瑞记洋行发起开办.

华名别称瑞记纱厂.核定资本银
瑞记有限公司

Arnhold Trading

Co. • Ltd.

100 万两，分 2 ， 000 股，每股 500
两，旋即订去 1.400 股，下余 600

上海四川路英商贸易行.

股在上海公开招募. 1897 年纱厂

1935 年安利洋行创办人安拿兄弟

正式开工，有纱铠 4 万枚，职工约

(C. H. Arnhold 及 H. E. Am-

于入.由瑞记洋行全权经理.洋董

hold) 及原安利洋行买办吴申伯等

有耶松船厂董事备加勒斯 (G.

发起开办.汉口、香港、天津、常德

Gal1es) 、禅臣洋行代签有效人骨布

及伦敦、纽约设分号。经营桐泊、

罗德森 (C. Brodersen) 及德华银

1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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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上海分行经理费卡贝 CE.

敦、纽约、柏林设办事机构.祥行

Karbe) 等，信义洋行买办孙仲英

业务不断扩大.几乎涉及到当时

及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尝以股东

中国所有经济领域 g 从化妆品到

充公司临时董事 o 1914 年第-次

飞机大炮的贸易业、办工厂、开矿

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纱键总数增

山、兴航运、乃至筹募对华贷款，

至 50 ， 768 枚.嗣瑞记洋行总分号

无所不包.兼理相关工程及包工

因战事相继清理关闭，公司改由

业务，代理欧美日本保险、航运及

英商安利祥行全权经理 o 1917 年

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先

前后更名为东方纺织公司〈岱ieF

后充瑞记纱厂、瑞纶丝厂、上海火

, Ltd.) ,

泊池、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及瑞

tal Cotton Spinning Co.
亦即东方纱厂.

·一

储机器船厂等企业全权经理.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总分号先

瑞记洋行

Arnhold , Karberg &.

后清理关闭，其在华资产由汇丰
银行代管.战后由安利洋行接收.

Co.
德商贸易行 o 1866 年旅英德
绅，原恶时佛洋行(Oxford

&. Co. )

伙东老安拿(J acob Arnhold) 与丹

黄云溪、吴少卿、芮玉望、陈协中、
孙仲英及朱壁达、林湘如等尝充

,

是行买办.

商骨卡伯 (Peter Karberg) 及后任
荷兰驻广州领事李粥顺(Alexan

der C. Levysohn)合伙就"恶时佛"

瑞记洋行

Malαmpo

&. Co.

厦门西班牙商贸易行. 1891

改组开办.初设于广州向南，旋迁

年前骨马尔坎波 Ooaquin

沙面，来几迁香港.经营丝业及杂

campo Quioga) 家族开办.香港、台

货贸易，兼保险代理业务 .1881 年

商、淡水、温州及上海诸埠先后设

设上海分号， 1883 年设汉口分号，

分号，沪庄别称"瑞记福裕南洋

1897 年设天津分号.嗣青岛、芜

行"、"福裕南洋行"或"德发行".

湖、九江、营口、重庆、沈阳、镇江、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兼营

北京、济南、长沙、常德、宜昌诸埠

航运及保险代理 o 1915 年后渐无

相继开业，中心渐移至上海.伦

所同.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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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dah ßιSaydah.

瑞达洋行

Inc.

, Saydah &. Saydah
美国贸易公司. 1924 年纽约

4凰

铃瑞达进口公司 (The

Saydah Im-

瑞华公司

Swiss - China Trading

&. Manufacturing Co.

Co. of New York) 开办，

上海法界瑞士(或作意大利

为私有合伙商行，本部纽约市。旋

瑞士〉商工贸公司. 1931 年开

即来华开业，于上海设分号，先后

办.初设于马斯南路，嗣迁金神父

在法界朱碟三路及四川路营业。

路营业.华名别称"瑞华洋行"或

进口爱尔兰、比、法、日所产亚麻

"瑞华迸出口行".经营人造奶油、

布、棉线、棉布及化学品、杂货，加

肥皂、消毒剂等制造加工业，进口

工织造装饰亚麻制品、花边、缘

创皂原料、葡萄酒、葡萄子、精泊、

带、台布、手帕及其它手工绣货，

香料、五金及饮料等，出口肠衣、

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出

肥皂、芝麻、蛋品、豆类及甜酒、饮

口。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驻远

料.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500 万元.

阳rting

K.

Sa y-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骨

dah ).往来银行为"大退"及"汇

索尼埃(J. V. Saunier). 往来银行

丰飞苏秉衡、张仁鸿尝充是行高

为"上海商业储蓄"及"国华"等.

东及中国总经理瑞达 (E.

•

尚见于记载，华经理程耀伯.

级华职员.
瑞华洋行

瑞成洋行

Czametzki. F. , Czar-

netzki &.臼.

Saul Trading Co.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21 年前
备格路易(Louis Glemby) 与铃萨

长沙德商贸易行. 1921 年原

克斯 (Nathan Sachs) 等合伙开办.

捷成撑行上海分号职员铸恰内茨

初设于江西路，嗣先后迁北京路

基 (F. Czametzki)个人开办，即以

及九江路营业.济南设分号.经营

姓字为行名.常德设分号.经营迸

发网、花边织造及出口业务. 1928

出口贸易。 1930 年代中小恰内茨

年前后迁总号子济南东关山水沟

基 (A. CzametzkD 出主行务，更西

仁智街.未几格、萨二民转赴纽

名为 "Czametzki

•

&. Co. ".

1943 年约，行务由铃罗赫特 (W.

E•

,

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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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hte) 主持，称美商. 1943 年尚

鲁塞尔.经营蛋品加工及相关出

见于记载，总经理为骨格舍温德

口业务. 1920 年代中由资深股东

(H. Geschwind) ，华经理张子高.

骨罗桑(Georges H. R伽en) 出面

宋庚周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接办，启用 "R∞田n ， Georges
或"Belgian

瑞兴洋行

Bickerton &. Co. , T.

H. "

Egg Factory" 新西名，

~

原西名并存.嗣添天津分厂，法商
立兴洋行全权经理. 1941 年尚见

L.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99 年前
原谋得利琴行职员别克登 (T.

于记载.

L.

Bickerton) 家族开办.初设于南京

路，嗣迁江西路营业.伦敦及斯德

瑞利洋行Soares

&. Co.

香港士丹顿街玻利维亚洋

哥尔摩设联号.经营综合贸易及

行. 1888 年梳厘 (A.

佣金代理业务. 1913 年前迁静安

岛创臼〉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寺路营业，改营代办贸易及地产、

名.经营股票及一般经纪业务，华

房地产经租业. 1920 年代后期尚

名称"梳厘经纪行". 1895 年前更

且于记载.

西名为"缸缸es

,

Berg , Ltd. , S.
S∞i垂té Anonyme Belge pour l'
Industrié des Oeufs en Chine
R∞回n ， Georges H. Belgian Egg
Factory S. A. P. I. O.
瑞兴蛋厂

,

,

,

汉口比商蛋品公司. 1901 年

&. Co.

F. de].

"，迁连未地

,

士台及盏时厘巷营业.华名别称

"梳利"，嗣定名"瑞利".初营房地
产业，嗣改营迸出口贸易兼佣金

代理业务.本世纪先后迁都爹厘

街及德辅道中营业.进口经营大
米等，出口中国产物. 1911 年后行
东小梳厘 (A.

M. L.

Soares) 一度

前贝格 (S. Berg) 发起开办，西名

出任玻利维亚驻香港领事.

"Berg , Ltd. , S." ，本部维也纳.

年尚见于记载.

1924

1906 年前改组，更西名为"Sociét佳

Anonyme Belge pour l' Industrié
des 臼ufs

喻

en Chine" ，迁本部于布

瑞纶丝厂.

Soy - Lun Silk Fila-

ture Co., Soylun Silk Fil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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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陈列所"或"瑞昌洋行".香港

Co. , Ltd.
上海虹口密勒路德商缘丝

一度设营业处. 1940 年代末尚见

厂. 1894 年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

于记载，其时有资本法币 1 ， 500 万

经手创办，资本银 48 万两，魏机

元，伙东幡小奥利维拉 (V.

480 车，职工 1 ， 000 余人.瑞记洋

liveira) 任经理.往来银行为"汇

行全权经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

丰飞

H. 0-

.‘

大战爆发，瑞记洋行总分号相继
清理关闭，丝厂先后改由英商安

瑞昌洋行

利洋行代理及全权经理. 1920 年

Savul &. Co. , H. A. 1.

前后成为吴少卿(登谶〉个人产

I

印度贸易商行. 1919 年铃萨
武尔 (H.

业，更名为瑞纶安记丝厂.

Sa vul &. Co. , A. I.

A. R.

Savul)个人开办，

本部白沙瓦，注册为英国印度商.
瑞昌机器陈列所

Oliveira , H.

I

Oliveira &. Son , H.

1921 年〈或作 1925 年〉来华开业，
于上海设分号，先后在四川路、圆

上海葡商机器行 .1915 年〈或

明园路及博物院路营业.伦敦、卡

作 1916 年〉原瑞生机器陈列所

萨布兰卡、阿富汗、波斯、克什米

)职员骨奥

尔、锡兰、日本等地设代理处.进

利维拉 (H. Oliveira) 个人开办，即

口阿富汗、波斯、印度、锡兰、克什

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派克舞，嗣

米尔所产狐、水獗、猪、石貌等毛

接办荷商金龙洋行(T. E. M.

皮及茶叶、咖啡、麻袋、粗麻布、棉

A. )样子间，迁北苏州路营业.进

花、烟叶、 JE 头 z 出口茶叶、丝、绸

口经销机器、工具及工程材料.代

缎、中国毛皮、鱼胶、针、桐泊等，

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兼营房地产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1927 年前改组为父子公司，启用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Oliveira &. Son , H."新西名.先

行为"有利"、"大英"及"麦加利".

后迁西华德路、圆明园路、民界法

李邦贤、王友棠、李邦追及陆胜

兰西外滩、广东路及大名路〈百老

泉、蔡颂平、徐文杰、张以敬等尝

汇路〉营业。华名别称"瑞昌洋行

充是行买办、华经理或高级华职

(Shanghai Machine Co.

'

1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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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电器机件、滚珠轴承、滚柱轴

员。

承、船舶引擎、柴油机、电机、电

瑞典火柴公司

Co.

Swedish Match

, Swedish Match Co.

Ltd.

池、电球、升降机、灭火机、水泵、

煤油炉、煤泊灯、电灯房设备、造
~~

瑞典火柴工业公司，本部斯

纸厂设备材料、眼镜、望远镜、五

德哥尔摩 .1925 年前来华开业，在

金工具及锯机、不锈钢等，兼相关

上海、香港、汉口、天津、哈尔滨诸

工程及包工业务 F 出口丝绣披肩

埠，以瑞中洋行为代理行，进口推

及瓷器等，销往瑞典.代理瑞典、

销所产火柴。 1930 年代中迁本部

英国、挪威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

于荣彻平。嗣子上海九江路及香

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27 年后沪

港皇后大道中设代表处，代表本

行渐无所闻，港号 1940 年伐末尚

公司及相关企业在华业务.华名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别称瑞典火柴有限公司. 1943 年
前见于记载，驻沪代表铃胡特曼

瑞典洋行

。.

Co., Swedish Trading Co.

A. Hultma时，驻港代表铃马

寨 (R.

B. Mace).

Swedish Trading

,

of

Harbin Swetco
哈尔滨道里波兰商(或作俄

瑞典洋行

Ltd.

Swedish Trading Co.

, Swedish Trading Co. • Fil.

1930 年开办.经营银器、水晶、餐
具、瓷器、刻花玻璃器皿、厨房用

in China. Ltd.

'瑞典贸易公司 .1909 年开办，
百名原称 "Swedish Trading

具、刀叉及普通玻璃器皿等。 1934

Co. •

年于上海及天津设分号.华名别

Ltd" .在瑞典注册为有限责任公

称"四?在脱高气 1938 年前后迁本

司，本部斯德哥尔摩. 1915 年前来

店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尔模及天

华开业，于香港及上海设分号，西

津设分店，总经理铃亨金 (Wi1l

名为 "Swedish Trading

Co. • Fil.

Henkin).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

in China. Ltd. "。香港设乙快厂。

载，华名记为"瑞兴洋行"，"兴"字

进口瑞典及英国所产纸、钢材、机

呻

商及瑞典商)家用品及礼品店.

疑为"典"之误.铃霍尼希施托克

..

.圈

•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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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Mrs.

•

M. Honigst∞U 任经

瑞金公司

Regine , L. S.

理。往来银行先后有"横滨正金"

北京使馆界东交民巷西口牌

及"法亚"等.范邦安尝充是行华

楼路北西商洋行. 1914 年前瑞金

经理 •

(锐镜，L.

S.

Regine) 个人开办.

经营贸易及承包商业务，兼制造

No 剖， Geo. W. ,

瑞和洋行

Noël , Murray & Co.

, Noël Mur-

上海四川路西商洋行.
年前老糯而 (George

1891

载.

W. NoëD 个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拍

瑞宝洋行

卖、经纪及佣金代理业务， 1899 年

Juipao & Co.

前与原怡和洋行职员幡默里 (W.

•

(Regine's Buildings) ，常年租住者
达十数家.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

ray & Co. , Ltd.

•

厂家代表.所属之瑞金公司大楼

Zuiho Co. , Ltd.

,

上海河南路日商肥皂工业公
司. 1919 年开办，日文原称上海泊

C. Murray) 合伙，遂更西名为 "No
剖， Murray &Co. " .经营拍卖、估

脂工业株式会社.制造厂设于昆

价、精算、股票经纪等及佣金代理

明路.天津批发庄初设于日界曙

业务，兼营花纱布商情通报.

街，嗣迁住吉街营业.北京、汉口、

1906

年前改组为有限公司.启用 "Nd

1, Murray

&Co.

, Ltd." 新西名.

青岛、香港及大阪先后设代理店.
生产经销肥皂、香皂、工业用洗涤

W. NoëD

用品及油脂化学制品.进口泊脑、

以董事出任总经理.嗣在香港注

制皂材料、淀粉原料、杂货、火柴

册为英商公司，先后迁新康路、汉

及火柴原料，出口所产肥皂、香皂

口路及广东路营业. 1940 年代后

及油脂、油脂加工品。 1944 年有资

期尚见于记载，常务董事麦丁

本 50 万日元，为东京都日本泊脂

(Hugh Martin) ，董事纳善 (A. P.

株式会社傍系公司.往来银行为

Nazer) 及俞才元.叶琢堂尝充是行

"朝鲜"、"住友"及"横滨正金"。董

总买办兼董事，ft 清和一度为洋

事代表持因由孝，华经理贺文奎.

1910 年代初糯而 (Ed.

货买办.

Z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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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成号

'

及综合贸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Tsepkin , V. S.

上海法界霞飞路俄商餐厨用

1915 年前由埃德加氏兄弟 0. E.

具店. 1927 年铃蔡普金 (V. S.

Edgar , W. H. A. Edgar , H. A.

Tsepkin) 个人开办。经营厨房用

Edgar) 合伙接办. !lP 启用 "Edgar

具、餐具及陶器、瓷器、玻璃器皿、

Bros. &. Co. "新西名，添汇兑经

搪瓷器皿及铝制品等。 1940 年代

纪、保险及房地产代理业务.尝代

后期尚见于记载，普蔡普金夫人

理营口"领港写字房"、砖瓦厂及

Tsepkin) 任经理，往来

英、法、比几家厂商公司. 1930 年

(Mrs.

H.

银行为"美国信济"等.

--

代中一度淫没无闻. 1940 年代初
尚见于记载.

瑞泰洋行

Charleux ，

R.

法国贸易商行。 1928 年原上
海百利洋行 (Paturel. C. )职员怜

瑞康洋行

joseph. R. M.

上海英籍犹太商贸易行。

夏尔勒 (R. Charleux) 个人开办，

1915 年铃约瑟夫 (R.

本部巴黎.旋即来华开业，设分号

个人开办.初设于南京路，嗣迁黄

于上海广东路.经营丝头、茧头及

浦滩路营业.经营迸出口贸易及

生丝出口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

佣金代理业务. 1940 年代初尚见

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大英"、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有利"及"汇

"东方汇理"及"中法工商飞冯占

丰气吴凤如尝充是行买办。

M. joseph)

江尝充是行华经理.
瑞康洋行

Edgar. J.

,Edgar

瑞隆洋行

Davis &. Co. • R. S.

Davis. Roy.

, Davis. R.

,

S.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英商洋

Bros. &. Co.
营口英商洋行. 1899 年前普

行. 1914 年前戴威斯 (R. Stanley

埃德加(]. Edgar) 个人就瑞林祥

Davis) 出面主持开办，西名 "Davis

行(Davies

&. Co. , R. S.

&. Co. ,

T.) 改组开办.

".经营进出口贸易，

即以姓字为行名.华名初起袭称

兼保险及佣金代理业务. 1919 年

"瑞林"，嗣改"瑞康"。经营百货店

前后一度淫没无同. 1920 年代初

,

••
一→←-

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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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更西名为 "Davis ， Roy" ，迁

瑞嘉洋行

Soyka , L.

英界马厂道营业。北京设分号。未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01 年前

几转营债券、股票经纪及地产、房

瑞嘉 (Ludwig Soyka) 主持开办。先

地产代理业，先后迁河坝道、宝顺

后在广东路、四川路、北京路营

道及领事道营业，启用 "Davis ，

R.

业。汉口及汉堡设分号.经营迸出

s. "新西名。往来店家分布于上

口贸易，兼相关工程业务。代理德

海、香港、伦敦、纽约、新加坡诸

商回本肥皂厂。 1917 年中国对德

埠。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奥宣战后停业. 1920 年代初恢复，
相继迁法界爱多亚路及福州|路、

瑞隆洋行

Works , Ltd.
A. S.

1

Northern Feather

江西路营业 .1926 年后渐无所闻.

Nordisk Fjerfabrik ,

业主瑞嘉先后为上海股份公所及

丹麦羽毛工贸公司。 1901 年
开办，本部哥本哈根。纽约、恰科

众业公所会员，改营股票及汇兑
经纪业务。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
载.

夫、伦敦及纽瓦克设分号或子公
司.核定资本 500 万丹麦克朗，收

瑞籍机器船厂

New

足.在丹麦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Works , Ltd.

1915 年前来华开业，先后于上海、

上海杨树浦路西商造船公

广州、天津、香港设分号，华名别

司。 1900 年(或作 1903 年〉原耶松

称"大北毛厂"，经营禽毛采购及

船厂公司和丰机器厂厂长铅布莱

出口贸易. 1930 年代末改以香港

钦登(J. Blechynden) 等发起创办，

分号为远东总号，总经理骨黑克

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

尔曼 (K. Hecke1 man). 1940 年代

营船舶修造及相关工程业务，由

末尚见于记载，远东总经理铸胡

德商瑞记洋行全权经理。 1907 年

泰迈尔 (Erik Huttemeier) ，往来银

实收资本为银 190 ， 500 两(或作

行为"花旗"、"麦加利"及"荷国安

23.4 万元) ，资产中有一块 20 英

达飞陈松林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亩的空地，临河面1， 100 英尺。船
坞长 455 英尺，宽 60 英尺，人字起

飞

榄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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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架吊装能力为 70 吨. 1913 年增

Vess∞na).

核定资本为银 75 万商，实收 31 万

余两，发行 8 厘优先抵押公司债

赖安工程师行

券银 22.5 万两. 1917 年前改由英

Veysseyre Leonord - Veysseyre-

商安利洋行全权经理，学兰新登

Kruze

Leonard &.

,

(A. W. Brankston) 任常务董事。

上海法界霞飞路法商工程

1920 年代初实收资本为银 255 万

行. 1923 年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

两.沙逊集团兼并安利洋行后成

校教授赖安 (A. Leonard) 及骨韦

为沙逊集团投资关系公司.嗣按

塞埃 (P. Vey黯eyre) 合伙开办，定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公众性

西名为 "Leonard

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银 500 万

办建筑设计、营造工程、测绘检

两， 1929 年实收 300 万两.进口英

验、装饰工程、受托管理及地产房

国钢材，承揽船舶修造及相关铸

地产代理诸业务. 1930 年代一度

造、锅炉制造、电气工程等业务.

与职员铃克吕深 (A.

往来银行为"汇丰飞 1936 年与英

伙，遂变更其西名为 "Lω，nard

商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合并，是

Veysseyre - Kru ze". 1937 年前后

为英联船坞有限公司.

于西贡设分号，韦氏驻西贡. 1940

&. Vey配yre" .承

E. Kruze) 合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
揽士公司

Ramsey &. Co.

,

为各法商银行.

Ramsey Typewriter &. Offi优 Sup
赖瑞地酒厂

ply Co.
香港西商文化用品商店。

Lazaridy's Vodka

Distrill世im

1914 年前开办.先后在碑旬乍街、

上海希腊商伏特加酒厂.

雪厂街、柏拱街及德辅道中营业.

1921 年赖瑞地 (A. N. Lazarid) 个

经营打字机、计算器、留声机及其

人开办.先后在有恒路、常福弄及

它办公用品，承包办公用品供应

法界亚尔倍路营业，哈尔滨道里

及相关修理业务. 1940 年代尚见

设分号. 1930 年代中资本为鹰洋

于记载，业主势韦索纳 (N.

15 万元。生产经销伏特加酒 .1940

飞飞

J.

蓝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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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淌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Razon's
上海中央路英商贸易行。

"汇丰".

1930 年雷上(1. R. Razon) 个人开
蓝乐壁洋行

Lang &. Co. , Inc. ,

办，法界霞飞路设分号.进口亚丁
所产摩却咖啡，加工织造并向欧

R.
上将美商贸易行. 1905 年原

美出口绣货、丝绸衬衫、睡衣裤、

香港裁缝店主人蓝乐壁 (Robert

领带、围巾及袜类，零售杂货及服

Lang) 发起开办.在美国首都华盛

饰、玩具等新颖小商品.太平洋战

顿注册.先后在汉口路、新康路、

争爆发后撤退，设总号于纽约，亚

四川路及北京路营业.出口生丝

丁斯蒂默角设分号. 1945 年在华

及纺织品，进口纺织机器 .1930 年

注册，资本为法币 1 ， 500 万元，在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南京路中央房子营业.进口咖啡、

"大退".莫筋清尝充是行买办.

染料、化学品、纺织品、机器、食

品、自铁皮、五金工具、纸烟、卷烟
蓝烟囱轮船公司

Holt &. Co. ,

,

纸、商粉等，出口丝绸、发网、猪

察、梅脑、茶叶.代理美国十余家

Alfred Blue Funnel Line
英国航业公司，本部利物浦.

厂商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1860 年来华开业. 1866 年投资

载，往来银行为"美国信济"、"麦

15.6 万英镑组建海祥轮船公司

加利"及"汇丰".

(Oc ean Steam Ship Co. )，专门从
事远洋航运，以"蓝烟囱"闻名于

雷门洋行

世.上海浦东及香港九龙设码头

ers &. Co.

公司，称"蓝烟囱轮船码头"

Lexmonshtein Broth-

上海北京路俄商总进出口贸

{Holt's Wharfλ 其在上海、香港、

易行。 1940 年雷门兄弟 (M.

汉口诸埠业务，均由太古洋行总

Leymonshtein 及 A.

代理. 194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

shtein)合伙开办.天津、沈阳及哈

1.

1. Leymon-

尔滨设分号.进口机器、工具、五
雷上洋行

响

Razon Trading Co.

I

金工具、建材、化学品、染料、冰

咱

"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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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玻璃器皿及杂货;出口应货、

海、香港、大连、天津、汉口、青岛

生皮、泊类及其它中国土产.代理

诸埠先后设检验公证处，承办过

美国纽约及奥克兰诸埠几家厂商

往商船船舶及轮机检验业务.

公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1910 年代变更西名为"L1oyd's

来银行为"中国"，老字号曹顺泰

Register of Shipping. 飞 1949 与大

料器发行所经理曹厚载充是行华

英理船会社合并，成为英国唯一

经理.

的船级社.船级社华名，香港称

"奈士"，上海及内地各埠均称"雷
雷民理船会社，奈土理船会社

氏".

Lloyd's Register of British &. For-

,

eign Shipping L!oy<l.' s Register of

雷旭洋行

Shipping

Agence

英国船级社 .1160 年创建，为

de

1元sueur ，

G臼érale

J. H.

,

d' hnportation &.

Repre配ntations

en Chine

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船级社. 1834

天津法租界巳斯德路法商萍

年改组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

行。 1920 年代初前永兴洋行沪行

构.它并非劳合社(L!oyd's) 的组

进口部主任，土木工程师雷旭 0.

成部分，而是由代表航运的保险

H. Lesueu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承保人、船东、造船界、发动机及

为行名.经营总进口贸易及佣金

钢铁制造界各方面组成的理事会

代理业务，兼工商业代表.嗣接办

管理.主要职责为 g 商船分类定

大法国路大丰洋行 (Herou

级、制定造船及相关维修标准、规

Ch. )，别立杂货店，经营百货及酒

定世界范围的技术服务.此外，还

食贸易，独家代理数家至数十家

出版造船及维修标准年鉴，刊载

法国厂商公司. 1928 年前后改组

世界范围内百吨级以上商船船

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其西名为

龄、吨位、分类等详情，说明等级

"Agence

船检验情况.本世纪早年即来华

&. de Representations en Chine".

开业，百名" Lloyd' s Register of

内分五部，分别经营服饰用品、工

British &. Foreign Shipping 飞上

业用品、食品饮料、香料药材、巴
•

G垂n是rale

&. Cie.

d' Im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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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百货、奢侈品杂货及出口业务。

公众性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为法

旋迁圣鲁易路营业，大律师费尔

币 25.000 万元，实收 18.000 万

慕诗 (R. Fermus) 出任联席经理.

元.汉口、天津、青岛诸埠设分号.
接续经营驻华英美烟公司在上海

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及内地各埠所营烟草种植、卷烟

Yee Tsoong Tobacco Distrib-u-

制造及相关进出口贸易，兼营佣

tors. Ltd.

金代理业务.老巴夺烟公司、花旗

上海苏州路英商烟草销售公

烟公司、太平洋投资公司、首善印

司 .1934 年开办，为颐中烟草股份

刷公司、振兴烟叶公司等均为其

有限公司所设专营运销公司.核

附属公司.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

定资本为法币 7.500 万元，实收 6

限公司则为其专营销售公司.太

千万元.南京、天津、北京、汉口、

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

烟台、镇江、沙市、威海卫、秦皇

尝对之实行"军管理". 1944 年改

岛、济南、芜湖、昆明、汕头、北海、

在英国注册. 1945 年 3 月以施维

江门、九江、宜昌、长沙、厦门、福

福 (R. R. Smith) 为代表向重庆中

州、广州、张家口、丰镇、归化、宁

国政府注册. 1946 年 5 月迁回上

夏诸埠设分号或代理处.运销"颐

海，柯深史 (L. G. Cousins) 出任

中"及其附属公司所产烟草及卷

董事长兼经理. 1948 年 1 月复改

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

在香港注册，资本为 17.700 万港

当局尝对之实行"军管理". 1944

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年在英国注册. 1948 年 1 月改在

银行为"汇丰飞

香港注册，同年 10 月自动清理.
嘀丰洋行
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J.

I

Le Roux. GriIk &. Co.

Yee Ts∞ng Tobacco Co. • Ltd.
上海苏州路英商烟业公司.

Grilk. G.

上海荷商贸易行。 1916 年前
原德商利康洋行职员轧力克 (G.

1934 年驻华英美烟公司发起开

J.

办，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名.初设于博物院路，嗣先后迁北

Grilk)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路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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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叹口路、九江路、闵行路及

及私人电报等业务 .1915 年改组，

新康路营业.经营迸出口贸易及

启用 "Reuter's ， Ltd." 新西名.

佣金代理业务.尝代理爪哇望资

1921 年前子上海设远东分号，警

保险公司及万隆奎宁厂等. 1920

特纳 (W. Tumer) 首任总经理.

年代中一度与海通洋行沪行代签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汪济、王

A. W. Le

家骋、高汉斌等尝充公司高级华

有效人赞勒努 (F.

Roux) 合伙，更西名为 "Le

Roux.

职员.

Grilk &. Co.气不数年拆伙，仍由
轧力克个人经营，恢复原西名.

蜀德有限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姜莲

Handels-Gesellschaft m. b. H.

生尝充是行买办.与新嘀丰洋行

Szechuen

重庆德商贸易行 o 1925 年前
原大德国普济医院职员提舒夏尔

关系至密.

特 (Paul Schuchardt) 等发起开办.

路透电报公司

Reuter's

Telegram Co., Ltd. , Reuter' 5 ,

经营迸出口贸易 o 1940 年代初尚

见于记载.

Ltd.
透

英国商业通讯社. 1851 年路

照南有限公司

(Freiherr

T. K.

von

Paul

Julius

Li &. Co. , Ltd. ,

Reuter) 创办，西名作" Reuter' 5

香港德辅迫中英商贸易行.

Telegram Co. , Ltd. .. ，本部伦敦。

1938 年李照商发起开办，在香港

初为商情供给机构， 1858 年开始

注册.沪号初设于江西路，翩迁中

为报社提供新闻稿。海底电缆的

山东一路(黄浦滩路〉营业 o 1948

发展，使其分支机构得以遍布全

年资本为港币 50 万元.进口钢铁、

球. 1872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香

机器、化学品、染料、五金、五金工

港、威海卫、北京、天津、福州诸埠

具、肥料、运输设备、电力设备及

先后设代理处及分局.华名初称

建材等，出口桐泊、植物泊、芝麻、

"福泰"， 1912 年前改称"路透飞经

猪祟、镑砂、错砂、其它矿砂及农

营新闻通讯、商业信息、广告代理

产品.代理美国及加拿大几家厂

照矮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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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公司.往来银行为"花旗"及"浙

锡兰英商珠宝首饰行 o 1920

江兴业"，总经理李照商，经理丁

年卫保黎 CD.

R. Weerappuli) 主

维瀚，护行代表瞿宝丈.

持开办，为中国锡兰进出口公司
组成行号 01934 年前来华开业，设

照像公司，美国照像馆

分号子上海，先后在百老汇路及

Camera

静安寺路营业.加工制作及批发

Craft Co. I Camera Craft

零售钻石、珠宝、自金、首饰及古

北京东交民巷美商照像馆.
1912 年前骨朱姆布龙(John

玩等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D.

Zumbrun)个人开办.经营照相业
务，兼营照相材料及各种泊画、水

锦名洋行

彩画. 1931 年前出倒，由华商某受

Cumine

&. Co. • Ltd.

上海英商建筑工程及房地产

盘接办，迁王府井大街营业，更华

公司.

名为"中华".

CCumine &. Milne)改组开办，为有

1925 年前就克明洋行

限责任公司.初设于江西路，嗣先
矮克发洋行

后迁宁波路、四川路及北京路营

Agfa China Co. I

&. Co.

业.承揽建筑设计、测绘及营造工

上海四川路德商照相材料

程，经营地产及房地产 .1940 年代

'行. 1929 年司马汉 CF. Semmel-

初资本为 5 万元. 1940 年代后期

hack) 主持开办，济南设分号.进口

尚见于记载，资深常务董事克明

经销德国"矮克发"照相机及照相

CHenry M. Cumine}. 张俊望、徐

材料，兼营合成香料及制造厂商

继辉尝充是行富级华职员.

Ut to

代理业务.其在香港事务，一度由
德孚洋行经理. 1943 年尚且于记'锦隆洋行
载，经理骨劳尔 (Paul

King , W. W. I King
&. Son , W. W. I King , Son &.

Laur) ，蔡荫

梓为济南分号经理.

Ramsay I King , Simpson &. RamsaYI Westphal , King &. Ramsay ,

锡兰钻宝石首饰公司

Ltd. I Harrisons , King &. Irwin.

Ceylon

Gems

Ltd.

‘
、

•
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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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川路英商洋行.十九

江西 J! 营业。乍浦路设找房.汉

世纪后期锦民 (W. W. King) 个

口、福州及天津设分号。进口经销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茶

英国纺织品、木材、橡胶、钢带材

叶检验公证业务. 1895 年前改组

料、建材杂货，出口茶叶及其它中

为父子公司，更西名为 "King

&.

国产物，销往英、美、德、荷诸国，

So n. W. W.". 锦氏归驻伦敦，华
行由其子养锦惠廉 (W. S. Kii1 g)

代理欧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

主持。 1906 年前汉口太平祥行主

迁总号子伦敦，上海滇池路(仁记

E.

Ramsay) 入伙，

路〉、香港皇后大道中及福州l 设分

启用 "King. Son ßιRamsay" 新西

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名。经营贸易业，代理欧美日俄轮

银行为"汇丰"、"麦加利"及"有

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10 余家。

利飞丁家英、丁子乾、丁润涛、丁

其汉口分号华名仍称"太平飞职

钝涛及丁文耀等尝充是行买办。

人拉木塞(I-{.

员铃戴尔 (S.

H.

厂商数家至数十家。 1940 年代初

Dyer) 驻科伦坡。

未几，福州裕昌洋行(Odell &.魁昌洋行

Co.

)伙东骨辛苦森 (A.

P. Simp-

Pennell &. Go. • E.

I

Pennell &. Co. • E. W.

回 n) 加入，遂更西名为 "King ，

天津英界英商贸易行. 1915

Simpson &. Ram田y". 其福州分号

年前原马记洋行职员铃彭内尔

华名袭称"裕昌". 1908 年改组为

(E. Pennell) 发起开办，西名作

有限公司，复更西名为 "Westphal.

"Pennell &. Co. • E." 。初设于中

King &. Ramsay. Ltd.". 华名依衔，嗣迁董事道营业。北京设分
旧，迁仁记路营业. 1918 年再度改

号。进口批发英国葡萄酒、烈酒及

组，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

啤酒，兼营英、澳食品。代理欧美

私有有限公司，启用 "Harrisons ，

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别设同

King &. Irwin , Ltd. "新西名，锦惠

名行号经营拍卖、地产房地产及

廉任常务董事.核定资本 5 万英

总佣金代理业务。英商茂盛洋行

镑，分 5 万股，每股 1 镑， 1934 年

老主东骨华茨(]. Watts )I 920 年

实收 2 万镑.嗣先后迁北京路及

代一度为洋行合伙人。 1930 年代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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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小彭内尔 (E. W. Pennell)与

业，进口经销自动加煤机、废热锅

周捷三等出面接办，启用 "Pennell

炉及一般锅炉等，兼理水暖及锅

W." 新西名。 1940 年

炉工程事务.经营机械铁工厂，为

代末尚见于记载，进口葡萄酒、纸

齐齐哈尔路亚洲机器铁厂< Asia

姻、面粉、罐头、药品、足头、麻袋、

Engineering &. Iron Works) 业主。

玻璃器皿、自行车等 z 出口植物油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 Co. , E.

及地毯等.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赵锡脚、周捷三、回占一等尝充是

鲍克兄弟洋行

行买办或高级华职员。

N. ].

Bo xer &. Co. ,

, Boxer Brothers

上海苏联贸易商行 o 1928 年
鲍士洋行

Bortz &. Co. , Nikolai

上海波兰商贸易行 o 1939 年

(似应为 1938 年〉鲍克兄弟时. ].

Boxer 及]. ]. Boxer) 合伙开办.

Bortz) 与怜施特斯勒

初营皮货业，嗣改营进出口贸易.

<Hugo M. Stoessler) 合伙开办.初

进口革制品、兽皮、皮货，出口皮

设于圆明园路，嗣迁江西路营业.

货、兽皮、绸缎、胡麻、胡麻油及羊

进口精泊、农工业用化学品、精制

毛等 0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化学品、芳香化学品、专利成药及

来银行为"交通"及"大通".

鲍士 (N.

染料等，出口植物泊、香泊、菜籽、
莱枯、薄荷脑晶、梅脑制品及杂

鲍利葛造纸有限公司

货.代理挪、意、美几家厂商公司。

gaa时，

Bo町f

A. S.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其时资

挪威造纸工业公司，本部挪

本为国币 7.500 万元。往来银行为

威 .1935 年前来华开业，设销售行

"华比"及"和嘀"。

子上海。先后在法界福履理路及

法兰西外滩营业.进口经销本厂
鲍门机器公司

Ba uman , Carl A.

上海德商机器行。 1934 年前

所产纸及纸浆. 1940 年代末尚见

于记载，沪行经理←阿特伦(J.

B.

鲍门 CC. A. Bauman) 个人开办.

A t1 une) ，买办徐大统.往来银行为

初设于汉口路，嗣迁圆明园路营

"花旗"及"大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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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er , G. W.

本部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波士

上海仁记路英商贸易行.

顿、亚特兰大设分号 .1899 年前来

1932 年原好华洋行上海分号经理

华开业，在香港、上海、汉口诸埠

跑资 (G. W. Bowler) 个人开办.

以英商保安保险公司为代理行，

进口经销欧洲所产呢绒、布廷、毛

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918 年加入

线、毛条、精梳短毛、回纺绒线及

美国保险公会，改以美国保险公

杂货.代理布雷德福、基思利及伦

会为驻华总经理.嗣渐无所闻.

敦几家相关厂商公司. 1940 年代

1940 年代中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

会员。

鲍资洋行
,

丰".
薪大昌洋行

韵秋晒图纸行

Ajax Blue Print

Bracco &. Co. , C.

上海九江路意商贸易行.
1900 年镰布拉科 (C. Bracco) 个人

Co.
上海南京路葡商晒图纸行.

开办. 1904 年元旦接办法商大昌

1934 年前开办，在葡萄牙驻沪总

洋行 (Gaillard Jeune , J.) 进口业

领事馆注册.承揽建筑及其它工

务。 1906 年迁四川路营业.经营

程设计图纸、计划书等晒印业务，

意、法、美葡萄酒、烈酒、食品及足

专拍文书快照，零售透明纸布。所

头、杂货进口批发贸易，出口古

属韵秋蓝白晒图纸厂 (Ajax Blue

玩、兽皮、茶叶等.设有商品陈列

- Print Paper Factory) 设于法界

所。代表众多欧洲大陆国家厂商

辣斐德路，专门生产晒图纸 o 1940

公司 o 1931 年前由梅罗洋行顶盘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经理陈根

接办，迁法界公馆马路营业，华洋

伟.

行名依旧.其时资本为墨洋 5 ， 000

元 01938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新大陆火险公司

Firemen's

为"华义".

Fund Insurance Co. , of' San Fran新大洋行

ciEo
美国保险公司. 1863 年开办，

Ragi &. Co. , R. H.

上海英印商贸易行 o 1927 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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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大洋行伙东骨拉吉 (R.

H.

为墨银 250 万元. 1944 年尚且于

Ragi) 个人开办，资本 5 万元.初设

记载，其时有资本 75 万日元.往来

于四川路，嗣迁北京路营业.出口

银行为"横滨正金"、"三井"及"朝

生丝、布廷、棉纱、蚕豆、籽仁、宽

鲜".

幅被单料及绢丝、绸缎、茧绸等，

销往印度、缅甸、海峡殖民地及东

新丰洋行

非各口.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40

Co.

年代中注册资本为法币1， 000 万

Swan , Culbertson &.

, Swan , Culbertson &. Fritz
上海九江路美商祥行.

1927

元，添五金工具、谷物出口及虫肢

年前后原美丰银行职员，众业公

片、粗麻布、黄麻线、檀香木、杂货

所会员，师煌祥行 (Swan

进口贸易.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J.

载，往来银行为"有利"、"大英"、

柯达公司沪号原经理葛布生 (C.

"麦加利"及"花旗".

D. Culbertson) 合伙开办，经营中

&. Co. •

E.) 主人师煌。. E. Swan) 与

国政府外币债券及地方证券，西
新井洋行

Arai

&. Co.

名 U Swan ,

Culbert回n

&. Co. "0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9 年〈或

1929 年元旦美国五金公司驻沪代

作 1918 年〉新井藤次郎个人开办.

表骨弗里茨 (Chester Fritz) 入伙，

初设于仁记路，嗣迁汉口路营业.

更百名为.. Swan ,

青岛、天津、无锡、镇江、汉口、南

Fritz" ，迁黄浦滩路沙逊大厦营

京、扬州、苏州及徐州、蚌埠、宝

业.香港及纽约、马尼拉、新加坡、

应、芜湖、兴化、高邮诸埠先后设

布宜诺斯艾利斯设分号.嗣先后

支店或营业所.镇江设工厂.进口

加入纽约棉花交易所、芝加哥谷

日、英纺织机及纺织厂设备，经营

物交易所、温尼伯谷物交易所、

化学品、电气机械、建材、涂料、船

(纽约〉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蒙

舶材料、矿泊、煤、钢材、小麦、杂

特利尔〉加拿大商品交易所有限

谷、蛋品、棉花及土产品进出口贸

公司、纽约咖啡糖业交易所，马尼

易，代理日本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拉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股份公所为

商多家.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约

会员.经营国际股票、证券承销及

Culbertson &.

•

仲喃

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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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商品经纪业务，兼营投资及

新民洋行

短期融资事.其后伙东屡易，华祥

Ltd.

行名依旧.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China) , Ltd.

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及"大

,

Shingming Co. ,

Shingming Trading

Co.

天津德商贸易行. 1919 年开

办，华名始称新民有限公司.初设

通飞

新中和洋行

Skott &. Co. , H.

,

于日界旭衔，嗣先后迁英界宝士

徒道及海大道营业.南京、太原、
北京先后设分号。进口欧美铁路

Skott &. Co. , Ltd. , H.
香港商商贸易行. 1895 年前
原中和洋行(Dunn ， M e1bye

材料、矿山材料、机器、五金、化学

&.

品、药品、纺织机械、工厂成套设

Co. )职员铃斯科特 (H. Skott) 个

备、机泊、枪支弹药及足头、杂货

人出面就原行改组开办，西名作

等 F 兼营鸽砂、胡麻、菜籽及一般

"Skott &. Co. , H.". 未几成为合

出口贸易.承办电梯制作及安装

伙行号.初设于皇后大道，嗣先后

业务.原瑞记洋行天津分号职员

迁德辅道中及车打道营业.经营

伴塞克斯(0.

面粉贸易及延头进口业务，代理

事，往来银行为"麦加利"及"德

欧美面粉及其它厂商公司数家至

华". 1930 年代末改组，由代签有

数十家. 1930 年中改组为有限责

效入铃戈择维施 (w.

任公司，更西名为 "Skott

&. Co. ,

个人接办，更名为新民商业洋行

"，复迁至皇后大道中蕾

(Shingming Ha ndels Compagnie ,

业，永乐街设分号.英商兔那洋行

China) ， 1944 年尚见于记载.简寄

董事兔那(John Manners) 及后任

生及朱庆垣、陈宝清、徐俊升、齐

芬兰驻香港领事幡汉森 (w.

J.

崇周、王之田、自联城、林膜生等

Hansen) 等为董事 .1940 年代末尚

尝充是行买办、工程师或高级华

见于记载，经营总迸出口贸易，免

职员.

Ltd. , H.

A. Sixt) 侯期主其

Gosewisch)

那洋行常务董事汉森及董事铃德
拉萨拉 (H.
事。

P. de Lassala) 主其

新发皮件公司
Manufacturing

Leather

Co.

Products

叭.

,.

.'，二啕冉川们叫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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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路美商皮件公司.

由经理会勃 CC.

A.

Weber) 出面

1925年就联益皮件公司改组开

接办，即以姓字为行名.未几改组

办。北京及天津设分号.进口英、

为私有合伙商号，启用 "Weber

美、德诸国材料，加工制作高级坤

Co. , C. A." 新西名.烟台设分

包、钱包、烟盒、小手提包、旅行袋

号。资本为墨洋 4 万元.出口生丝、

及皮箱等，兼相关修理及广告业

绸缎、茧绸、绣货、花边等，代理苏

务。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约为规

黎世"新时昌"本店及瑞士、丹麦

银 12 万元，业主铃巳加曼(H.

V.

几家保险公司。年营业额约为，噎

Bagaman) ，往来银行为"上海商业

洋 50 万元。后期与礼惠(利百丈〉

储蓄飞

洋行关系至密. 1940 年代初尚见

&.

于记载，往来银行为"中法工商"
新时昌洋行

Nabho\z &.
Nabho\z &. Co.

。配nbruggen J

Weber , C. A.

J

I

Weber &. Co. , C.

A.
瑞士贸易商行。纳布霍尔茨

(Herm.

及"汇丰飞扬季良尝充是行买办.

Nabho\z) 与奥森布吕根

新利洋行

Kuhn &. Co.

Bassett &. Co.
Ltd.

J Boy目，

Boyes ,
Ba ssett.

J

上海英商珠宝首饰行. 1902

(Osenbruggen) 合伙创办，百名

年(或作 1903 年〉骨博伊斯 CG.

"Nabholz &. Osenbruggen 飞本部

Mason Boy白〉就 1860 年代创办于

苏黎世，里昂及伦敦诸埠设分号。

日本横滨之匈牙利商行官公司

1891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CKuhn &. Co.)改组开办，袭用原

海南京路.经营贸易兼佣金代理

西名.初设于江西路，嗣迁南京路

业务. 1899 年前改组为纳布霍尔

营业.横滨维持代理处。经营中日

茨家族合伙行号，更西名为 UNab

美术品、古玩及高档餐具、精巧衣

ho\z &. Co. "。嗣沪庄先后迁法界

箱、珠宝首饰等，代理英美几家公

公馆马路及爱多亚路营业.经营

司批发及零售业务. 1915 年前后

生丝及茧绸出口贸易，代理瑞士

与怜巴西特(A.

几家保险公司。 1928 年沪庄停业，

经营，即启用" Bo yes. Bassett

E.

Bassett) 合伙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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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 名。经营中日古玩、珠宝

务迅速发展。经营总选出口贸易

首饰、钟表钻石及美术杂货，承造

及金融、地产、运输、轻重工业、公

金银首饰，兼理钟表.代理伦敦及

用事业等。直属公司、附属公司及

谢菲尔德几家厂商公司. 1930 年

关系公司达五十余家之多. 1940

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遂更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西名为"Boyes.

Bassett. Ltd.".

U 新 tþ逊"、"汇丰"及"麦加利".沈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常务

二园、沈吉成〈席绪延〉、沈增荣

董事铃彭宁 (A. L. Penning). 往

(志华人 tt 志贤〈子贤〉、冯小眉

来银行为"汇丰飞郑建勋、郑有

〔彼眉)、邢鼎墨、吴申伯、吴仲熊

权、刘雨辰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

尝充是行买办.

Co.

级华职员.
新沙逊银行

新沙逊洋行
队，Sa回∞n

Sass∞n

&. Co. • E.
&. Co. • Ltd. • E. D.

Sassoon Banking

Co.. Ltd. • E. D.
香港英商银行 .1930 年〈或作

英国贸易商行. 1872 年沙逊

1925 年)新沙逊洋行发起开办，华

洋行创办人老沙逊之次子铃伊利

名别称沙逊银行.核定资本 100 万

亚斯沙逊 (El1ias

sa国∞的发起

英镑，实收 50 万英镑，按香港公司

开办.本部孟买，香港、上海、天

注册章程注册.资产负债总额为

津、营口诸埠设分号，经营鸦片贸

734 万余英镑.上海及伦敦、曼彻

易. 1877 年涉足房地产业 • 1880

斯特设分行.经营存款、放款、贷

年代扩展至加尔各答、卡拉奇、伦

押、投资、债券、汇兑等业务，兼及

敦、曼彻斯特及曼谷等地、兴办实

地产业。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业.华行除添营棉纱、棉布、麻袋

载，董事妖幡维克多沙逊 (Sir Vic-

等进口贸易外，逐渐转向房地产

tor Sa臼∞川，沪行经理邬藩回 (L.

投资及金融事业. 1920 年〈或作

1. Ovadía). 吴继宏、钱秀山、周纯

1921 年〉改组，在孟买按印度公司

卿尝充沪行高级华职员，吴申伯

法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实收资

为华务顾问.

D.

本 1.000 万印度卢比.其后华行业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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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茂津有

Haiho Trading Co.

H. Roese) 合伙创办.进口正头、电

天津英商贸易行. 1933 年新

机、柴油机、五金工具、化学品、药

泰兴祥行代签有效人赞安德鲁(}.

材及杂货，出口禽毛、抽纱品、绣

A. Andrew)发起开办.初设于英

货及其它中国产物.代理德国轮

界中街，嗣先后迁领事道及海大

船及其官公司厂商十数家.

道营业.进口经销英国钢铁、机械

年尚见于记载，其间合伙人虽屡

工具、电焊材料、船用油及美国化

经变易，华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

妆品、成药等，出口羊毛、驼毛、地

为"麦加利"等.

1943

毯、蛋品、猪暴、杏仁、黄麻、火麻，
销往欧美.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

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

新昌洋行

Shinsho Y oko I Shing
Chong &. Co.
上海日商电气行. 1919 年柴

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合伙人为错

卡林顿 (E.

P. Carrington) 及华商

某.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崎胜正个人开办.初设于北苏州
路，嗣先后迁江西路及北四川路

营业.经营无线电、无线电零配
新明机器制造皮鞋厂
Sh伺 Manufacturing

Shanghai

Co.

上海德商鞋厂. 1934 年前铸

件、蓄电池、干电池及一般电器，

兼相关加工制作业务.代理神户

电机有限公司.在上海无线电商

勒文施泰因 (Karl Loewenstein) 等

界颇著声名.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合伙开办.初设于文监师路，嗣迁

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

法界福照路营业.制造皮鞋，批发

"朝鲜".

经营靴鞋、反革、制鞋机黯及制鞋

零件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新怡洋行 F 义泰洋行

Eickhoff &.

Co.
新昌洋行

Gebrueder R侃sel

R侃se Brothers
汕头界平路德商贸易行.

1907 年怜勒择兄弟也.R侃"及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14 年原
怡大洋行五金杂货部主任骨义克
霍夫 (E.

W. EickhofD个人开办，

华名"新怡飞 1917 年中国政府对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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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德奥宣战后停业。 1920 年代中复

卡里 C L. Concari) 及铃穆托 (E.

出，更华名为"义泰"，为私有合伙

Mutto) 合伙接办，华样行名依旧。

商号(1 930 年代一度为独资).青

1920 年代末由华商某盘接，旋迁

岛设营业所.相继设进口、纸张、

中央路营业，华名称"上海女子美

)E头五金、金属喷镀、体育用品及

容总会". 1935 年后渐无所闻.

运输、保险诸部，经营综合贸易、
迸出口及政府承包商业务，兼及

新绍和行

相关工程，充"德商义泰富安纱

G.

Botelho &. Co. , A.

厂"及"德国捷运公司"经理，先后

香港葡商贸易行. 1935 年(或

开办有"马更捷运动器具公司"、

作 1933 年〉绍和洋行代签有效人

"麦高"进口贸易行及"德华航运

小布爹路 (A.

公司"等企业，代理伦敦"克利"纸

开办，资本 10 万港元。进口膏、西、

业公司。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

荷诸国所产软木塞、软木、沙丁鱼

银行为"汇丰"等.王庆澜尝充是

及奶酥等，出口大米、猪油、精泊、

行买办。

桐泊、茶子泊、桂皮泊、苗香油、豆

G.

Botelho) 等合伙

泊、花生泊、紫苏池、爆竹及其它
新波利

中国产物，销往中南美及美、英.

Shanghai Toilet Club
上海意商女子美容厅. 1859

兼航运代理业务. 1940 年代末尚

年开办，西名 "Toilet Club 飞华名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波利".经营女子美发业务，备有

及"荷国安达飞

上等巴黎及伦敦香水，兼定做各
式假发。 1891 年前后业主为铸弗

新顺县洋行

Du ff &. Co.

镇江西商洋行.十九世纪后

兰齐尼(B. FranzìnD ，在南京路及
四川路营业. 1895 年前由职员铃

期开办. 1891 年主其事者为立生

帕拉齐 (F.

(F.

Palazzì) 个人接办.

Gregson). 1895 年前于芜湖

1901 年前启用现西名，改称"新波

设分号.经营航运及总佣金代理

利"，在商京路营业，日本神户设

业.代理英商"麦边"、德商"禅

分店。 1913 年前由本店职员备孔

臣"、日商"三井"诸洋行及"日本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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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邮船"、"保家"、"裕昌"、"那威佑

汉溪之子汪伯奇为协理 o 1924 年

宁"等几家轮船、保险公司在镇

汪汉溪积劳病故，汪伯奇接任总

江、芜湖地区业务 01910 年代初尚

经理 01929 年福开森将股权出让，

见于记载。

由华商组织公司接办。资本为国
币 120 万元，董事长吴蕴斋，总经

新闻报馆

,

Sin Wan Pao Kwan
Sin Wan Pao. Ltd. Sin Wan Pao
Co. • Ltd.

理汪伯奇，协理汪仲韦，主笔李伯

上海山东路西商中文报馆.

发后改由美国侵太平洋出版公司

,

虞(浩然 λ1930 年代中销 15 万

份，几与《申报》相缚.抗日战争爆
， Inc.) 出

1893 年华商张叔和与英商华盛纺

(Pacific Publishing Co.

织厂董事、美国工程师丹福(丹

版发行.嗣一度在日伪控制下出

科，丹福士.

版.战后由中国政府接收，詹文浒

斐札思 (F.

A. W.

Danforth) 及

F. Feπies )等发起创

任总经理 o 1949 年停办.

办.丹福为总董，斐礼思任总理，
延字林护报馆蔡尔康为主笔.编
h

辑出版发行中文日刊《新闻报).

Wilson &. Co.
Wilson &. Co. , Ltd.
新泰兴洋行

,

以刊登经济新闻及商业行情为其

天津英商贸易行。 1876 年原

特色 o 1899 年丹福个人所办浦东

烟台和记洋行伙东，瑞挪联盟及

砖瓦厂倒闭，报馆为南洋公学监

美国驻烟台副领事威雅森(James

院美人福开森 0.

Wi!son) 发起开办，西名 "Wilson

C. Ferguson) 出

&.

资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理，金照生

C0.". 经营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任总主笔。 1906 年按照香港公司

代理欧美及日本轮船、保险及其

注册章程注册为英商有限公司，

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家.开办

迁汉口路营业，英商文汇报馆总

有机器打包厂 o 1918 年前后职员

董开乐凯 Oohn Dent Clark) 为总

怜巴肯 CR.

董。 1916 年复改组为美商公司，在

务，遂为业主，华洋行名依旧.

特拉华州注册，仍以福开森为总

1938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董，汪汉溪为总理。 1920 年添聘汪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启用

G. Buchan) 出主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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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Wilson &. Co. , Ltd."新西名，华

加拉夜、桑托斯、圣保罗及上海、

名别称英商新泰兴有限公司，原

汉口、香港、哈尔滨诸埠先后设分

经理铃戴奥特(H. F. 胁。tO 任常

支号.华行继续砖茶制作及砖茶、

务董事，巳肯等为董事 .1947 年尚

茶叶贸易，兼营足头杂货进口及

见于记载.靳少卿、宁星普、宁紫

其它中国产物出口业务. 1933 年

垣等尝充是行买办.

沪行由经理势乌兰诺夫 (W.

俨 4

E.

Ulanoff) 个人承顶接办，西名为

新泰洋行

Cheerko日， Panoff

, Pano日， J.

Co.
Co.,

Asiatic

&.

"Asia Trading Co. " ，有资本墨洋

K. J The Trading
Trading Corp. ,

3.5 万元，复注册为俄商，"新泰"

, Asia Trading Co.

办有一家伏特加酒厂，经营茶叶

汉口俄商贸易行. 1895 年前

出口及一般进口贸易. 1943 年尚

原任俄商德昌洋行 (Speshilo日，

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花旗"等.

Cheerkoff &. Co. )伙东骨切尔科

卓振南、冯庚光、曾作霖尝充是行

夫 (S.

A. Cheerkoff)与原阜昌洋
行职员铃潘诺夫(J. K. PanoH)合

沪庄买办.

伙开办，西名 "Ch民rkoff ，

新泰隆洋待

Ltd.

Panoff

&. Co. ".经营砖茶制作及砖茶、茶

Shanghai

Stor臼

Co.
上海南京路西商绸布店.

由洛诺夫个人接办，即改以姓字

1913 年前原根利洋行主人赞埃万

为行名.来几归附莫斯科，启用

斯 (W. T. Evans) 主持开办.经营

"The Trading Co. "新西名.汉口

呢绒绸布、男子服饰用品，靴鞋及

及上海设分号.洛诺夫任汉口店

相关佣金代理业务.未凡由铃沃

代签有效人.十月革命后迁本部

森 (A.

于英国伦敦，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依旧 .1920 年代末尚且于记载，其

司，变更西名为 "Asiatic Trading

时主管业主为铃所罗门。. H.

Ltd. 押，在英格兰注册.加

尔各答、科伦坡、巴达维亚、但泽、

;

,

叶出门贸易. 1899 年前切氏退伙，

Co rp. ,

i

华名依旧.天津及汉口设分号，开

J.

Watson) 接办，华洋行名

Solomon).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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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离制糖株式会社

ar

Niitaka Sug-

pher) 之手。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Mfg. Co. • Ltd.
台湾台中州大溯日商制糖工

‘

业公司. 1909 年开办，资本 500 万

新瑞和公司

日元.经营荒草糖生产加工业务.

R.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额累增至

Smith &. Co. •

, Smith &. Co. • Ltd. • F.

F.

R.

上海仁记路英商房地产公

2.800 万日元，实收 1.075 万日

司. 1931 年和记洋行常务董事铸

元。东京设办事处 .1935 年并入大

史密斯 (F. R. Smith) 发起开办，

日本制糖株式会社.

百名 "Smith

&. Co. • F.

R.". 嗣按

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
新康洋行

Ezra &. Co. • lsaac

,

限公司，史氏任常务董事，美商史
带 (C.

Ezra &. Co. • Edward

V. Starr) 等为董事.华名

上海九江路英籍犹太商贸易

称英商新瑞和有限公司.全权经

行。 1882 年爱资拉(lsaac Ezra)个

理恒业地产公司。 1938 年前后迁

入开办，西名作" Ezra

&. Co. •

黄浦滩路营业，未几添营海格公

I回ac". 经营鸦片贸易. 1906 年前

寓 (Haig Cou时. Ltd. )全权经理业

由后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爱士

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董

拉(Edward

事长铃达夫 (Charl臼 H. DufO.马

为 "Ezra

1. Ezra) 接办，更西名
&. Co. , Edward". 英中盟

锡尔

约停止英属各地向中国输入鸦片

MarshaJl)及史带等为董事.往来

后，转而经营抵押放款、房地产、

银行为"汇丰".

(Sir

Robert

Calder -

保险代理及杂货贸易业，其时拥

资约 2 千万元之谱. 1918 年前后

新瑞和洋行

尝出资收买《大陆报>>

&. Thomas Davies &.

(China

, Davies

Br∞ke

Pre回). 1920 年(或作 1921 年)爱

上海黄浦滩路英商建筑工程

氏去世后，由其遗孀及几个未成

行. 1896 年英国建筑师学会会员

人的孩子继承.实权操之于其舅

罩维思 (Gilbe此 Davies) 创办，即以

sc•

姓字为行名. 1899 年讲托玛斯

兄沙发兄弟 (A. Sopher 及 T.

叩

,

Da vies. G.

呻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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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

(Chas. W. Thomas) 入伙，遂更西

专卖成药、精泊、计算器、罐头食

名为 "Davies ßιThomas" .承建上

品、纺织品、照相机、电影摄影机、

海及外埠华洋住宅、商行、办公

留声机、无线电机及手表等 F 出口

楼，兼地产及房地产代理业务.上

中国产物。代理瑞士、德国及美、

海华洋德律风有限公司全钢筋混

英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凝土大楼、太古洋行新楼、伍廷芳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行经理铃

私邸、天津李鸿章私邸、北京六国

博利格尔 (W. BoIliger) ，往来银行

饭店等均"新瑞和"杰作. 1913 年

先后为"麦加利"、"中法工商"及

铃托马斯退伙，由罩氏与英国皇

,-

"大通"、"华比飞

家建筑师学会准会员蒲六克(J.

T. Wynward Brooke) 合伙接办，
启用 "Davies

新哺丰洋行

Krijgsman

& Co.

,

&. Brωke"新西名.汉

口一度设分号。 1921 年前迁法界

上海闵行路荷兰商船具行。

爱多亚路营业.刘瑞清及刘然青

1928 年前铃克雷伊格斯曼。

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1930 年

Krijgsman) 与晴丰洋行主人轧力

代初拆伙，由蒲民与他人合伙接

克 (G. ]. Grilk) 合伙开办.经营船

办，是为"建兴".

具及装卸业务，供应"渣华"及"荷

h

兰东亚"等几家轮船公司，代理几

Trachsler , Ltd. ,

家荷兰烟酒食品厂商.洋行华名

]. H. / Trachsler (China). Ltd. ,

初称"嘀丰"，翩改称"新嘀车".从

]. H.

1930 年起，洋行即由轧力克主持 e

新瑞Jf<洋行

瑞士贸易行 01885 年创办，本

部伯尔尼，在瑞士注册为私有有
限公司，西名 "Trachsler ， L饨"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业主
兼经理轧力克.

J.

H. ". 1933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福

意国邮筒公司，脱礼爱司脱意国

州路设分号，嗣迁圆明园路营业，

邮船公司

Ll oyd Triestino

西名或作 "Trachsler (China) ,

意大利轮船公司. 1836 年始

Ltd. , J. H." 。进口爱美打字机、

建，本部的里雅斯特。 1920 年以战

•

•

意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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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所没收的 6 艘奥国轮船组建远

保险业务 o 1920 年代于上海黄浦

东船队.翌年添船 2 只， 8 船共 5

滩路设驻华分号 o 1930 年代中核

万余吨.经营的里雅斯特一一远

定资本 6 千万里拉，收足. 1940 年

东航线.上海及天津、香港、福州、

代初尚见于记载，其时驻华经理

汉口、大连、威海卫及神户诸埠先

为日人林民."安和"、"保慎"、"保

后设分号或代理处.意商"马朝

丰"、"康泰"、"德宝"各洋行公司

利"，英商"天祥"、"仁德"、"和记"，

尝充其地方代理行.

法离"永兴"等洋行尝充公司代理
行.沪行买办王镜回 01930 年代运

意商义华轮船公司

初尚见于记载，资本 3 亿里拉.往

Italo-Chinese River Navigation Co. , Ltà.
Società di Navigazione Fluviale 1ta-

来银行为"华义".公司华名，在天

10 一 Chinese

蕾的远洋轮船达 43 艘 .1940 年代

,

意大利轮船公司 o 1927 年上

津一度别称"义兴公司".

海义华洋行总经理铃里吉尼 (G.

Assicurazioni

F. 目前ini) ，汉口宝林祥行主人宝

Generali I General Insurance Ço. ,
Ltd. , of Trieste &. Venice

林 (C. L. Borionj)，宜昌华商某与

意大利保险公司 o 1831 年开

发起开办，在意大利注册为私有

办，总公司设于的里雅斯特及威

无限责任公司.总号初设于米兰

尼斯.伦敦、巴塞罗那、贝尔格莱

及汉口，嗣迁上海广东路.宜昌、

德、波哥大、布鲁塞尔、布达佩斯、

万县、重庆设分号.拥有"永卒"等

开罗、加尔各答、马尼拉、墨西哥

6 艘轮船，经营*江航运业务.

城、巴黎、布拉格、里约热内卢、维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也纳、华沙等埠设分号 .1891 年前

行为"华义".

意泰保险公司

米兰商人铃法索拉 (Paolo

Fasola)

来华开业，在上海、香港、天津诸
埠，先后以"仁记"、"元亨〈些刺

慎昌洋行

士)"、"怡昌"、"禅臣"及"倍纳"等

Co., Andersen , Meyer &. Co. ,

洋行为代理行，经营水火及一般

Ltd.

Andersen , Meyer &.

•

'

•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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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商洋行. 1905 年夏秋

实业"，郁均侯、孙雨阶、严乾亨、

原宝隆洋行职员安德生(1. An-

徐生棠、徐辅卿、郑渭江、丁家英、

dersen) ，马易尔

主拳孙、吴彼谷及顾兰苏等尝充

(V. Meyer) 及裴

德生( A. Petersen) 合伙筹办，翌

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

-

年初正式开业，为丹麦商号.初仅

有一间写字房，经营杂货贸易及

慎鲸洋行

佣金代理业务 .1915 年改组，按纽

Huber &. Co. • S. A. , E.

约州法律注册为美商私有有限公

&. Co. • Succ. E. , S. A.
&. Co. , J.

司.核定资本 35 万美元.北京、天

Huber &. Co., E.

I

J

Huber

I

Furer

津、香港、汉口、哈尔滨、沈阳、青

上海瑞士商贸易行. 1915 年

岛、济南、烟台、长沙、广州、重庆

原惠大洋行代签有效人赞于贝尔

诸埠及伦敦、纽约先后设分号.

(E.

1921 年核定资本猛增至 500 万美

ber &. Co. , E. " .初设于汉口路，

元.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办包揽建

嗣迁北京路营业.江西路设找房，

筑、水电及设备安装、机械修理等

天津达文披道设分号.经营丝业

工程业务.代理欧美保险及其它

及总进出口贸易，兼营佣金代理

公司厂商十数家至百数十家.总

业务. 1922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号设营业部、进口部、出口部、机

司，遂更西名为 "Huber

力仪器部、药品部、建筑工程部、

A. , E. "，于氏任常务董事.不数

卫生器材部、货钱及杨树浦机厂

年天津分号别立，变更百名为

等下属单位，各司其职.太平洋战

"Furer &. Co. , J.". 华名仍称"慎

争爆发后撤退至美国，以纽约为

童在"，营口设分号. 1930 年前后再

总号.战后退华注册，资本为 100

次改组，启用 "Huber

万美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C. 丑，

总经理谢尔凯 (C.

V. Sc helke) ,
副总经理鲍文 (C. A. Bow<钉旧，

银 15 万两，前代签有效人怜菲舍

往来银行为"汇丰"、"花旗"、"麦

Koch) 为董事.嗣先后迁九江路及

加利"、"上海商业储蓄"及"浙江

广东路营业.苏黎世设分号.进口

‘

Huber) 个人开办，茵名 UHu_

尔 (0.

S.

&. Co. , S.

&. Co. , Suc-

A."新西名.资本为规

Fischer) 及铃科克(j.

•
'‘

、

•

煤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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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水、药品、咖啡、表面玻璃等，出

锡开办.编辑出版日文日报《满洲

口生丝、丝吐、府绸、棉花、茶叶、

日日新闻 >.1927 年与辽东新报社

装皮 F 代理瑞士及德美等国保险

合并，改名满洲日报社 .1930 年代

及其厂它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中恢复满洲日日新同社旧称，迁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银

总社于沈阳，大连设支社.旅顺、

行为"麦加利"及"汇丰气丁汝霖

"新京"、哈尔滨及东京、大阪设分

尝充是行买办.

支机构.嗣更于北京东单三条设
北支总局及北京支社，上海长春
路(与大连日日新同社联合}设上

煤气公司 z 中华煤气公司

Hongkong and China Gas Co.
Hongkong

Gas

Co.,

Ltd.

,

,

海支局 .1930 年代末资本为 75 万
日元，董事兼主编细野繁胜，北京

Hongkomg &. China Gas Co.,

支社长颖原淳，上海支局则由河

Ltd.

村好雄主其事. 1944 年尚且于记
香港英商煤气公司. 1862 年

载.

创办.西营盘及九龙先后设煤气

厂.经营港九地区煤气生产及供

满洲制粉株式会社

应业务. 1891 年前由连架刺佛公

Flour Manufacturing Co.

Manchuria

, Ltd.

司(即泰兴公司〉全权经理.至世

沈阳日商面粉工业公司.

纪末改由怡和祥行充地方代理

1906 年(或作 1907 年〉创办于铁

行. 1908 年总资本耗额为 13 万英

岭，资本银 100 万元，日制粉能力

镑，其时董事长为幡菲利普斯 (A.

为时， 600 公斤.嗣核定资本累增

F. Phillips). 1940 年代尚见于记

至 575 万日元，收足.长春、大连及

载.

东京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生产
经销商枪，兼营杂谷及其它相关

Manshu Nichi

代理业务 .1942 年尚见于记载，董

- Nichi Shimhun Sha I Mansyu

事角冈知良、佐藤喜平治、小川重

Nichi - Nichi Shimbun Sha

三，监查久保繁树 •

满洲日日新闻社

大连日商报馆. 1907 年星野

•

涡

718

满洲油漆股份公司

Manchuria

1916 年 12 月开办，日文原称南满

Co.. Ltd.

Paint

沈阳日商制糖工业公司.

大连裙野町日商工贸公司。

洲制糖株式会社.核定资本 1.000

1919 年开办，为日清制泊株式会

万日元(或作 2.000 万日元) .实收

社子公司.核定资本 50 万日元，实

850 万日元.制糖厂设于沈阳及铁

收 25 万日元.大连、沈阳、哈尔滨、

岭，东京设支店。加工生产甜菜砂

天津设工场，上海、天津、青岛、济

糖。 1927 年起因亏累停业 .1930

南、沈阳、哈尔滨、民春及北京先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常务盐民弥

后设分支店或营业所.生产涂料、

太郎、

~

颜料、化学药品，经营涂料、颜料、

染料、油脂、肥皂、化学药品、杂货

满洲银行

及桐泊、 $1 毛迸出口贸易 .1930 年

shu Ginko.

代核定资本累增至 150 万日元，实

Manchuria. Ltd.

Manshu Bank , ManK.

K., Ba nk of

收 70 万日元，社长本多兵一，专务

大连日商银行. 1923 年由朝

小栗半平. 1939 年沈阳、"新京"、

鲜银行发起，朝鲜银行、大连银

哈尔读三支店及两工场别立，以

行、辽东银行、奉天银行及满训商

49.5 万日元资本注册为"满洲国"

业银行共同出资开办.初办资本

法人，称"奉天满洲，吃千::.--1-株式

为 3.000 万日元，嗣减核定资本为

会社".其余各店依旧. 1944 年尚

1.000 万日元，实收 290 万余元.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朝鲜"及

沈阳、安东、"新京"、吉林及金州、

"三井".公司华名，上海支店别称

貌子窝、普兰店、鞍山、抚顺、本溪

瑞祥洋行.

湖、公主岭、范家屯、开原等地设

支行或营业所。经营普通银行业
满洲炼糖厂

Minami Manshu

务。 1936 年与朝鲜银行关东各支

,

店及正隆银行等合并为满洲兴业

Seito Kabushiki Kaisha

South

Manchuria Sugar Refining Co.,
Ltd.

,

银行.

So uth Manchuria Sugar

Mfg. Co. , Ltd.

满蒙毛织百货店

Manmo

‘-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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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Store Co. ,
Manmo

•

Ltd.

,

城〉先后设支店 p 大连、天津、北
京、济南、石家庄、太原、张家口、

Keori Hyakkaten

沈阳大和区浪速通日商百货

厚和、上海、哈尔滨、"新京"、青

店 o 1932 年开办，日文原称株式会

岛、徐州、开封、大同、包头、齐齐

社满蒙毛织百货店，核定资本 35

哈尔、海拉尔、锦县、佳木斯诸埠

万日元，收足 01935 年核定资本累

设营业所，沈阳、密阳、北京、天

增至 200 万日元，收足.满蒙织绒

津、厚和及名古屋、东京设研究

厂为最大股东.本城南八条、安东

所.生产经销毛纱、毛线、毛织物、

及东京、京城(汉城〉等地设支店

罗纱、天津绒毡、帽子、防寒靴、人

或营业所.经营百货批发及零售

造丝绸、布息及麻袋、棉花、羊毛

业务 01942 年尚见于记载，董事长

等。是厂产量，据 1938 年统计，年

椎名义雄，专务平野长秀。往来银

产毛织物 200 万码，毛纱 70 万磅，

行为"满洲中央"、"满洲兴业"、

绒毡 3. 3 万平方日尺，帽子 10 万

"横滨正金"及"奉天商工" •

打。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其时资本
为 3 ， 000 万日元.社长椎名义雄，

•

满藏织铺厂

Ltd.

,

w∞len

Manmo Keori Co. ,

专务佐藤忠敬，常务柏木胜光.往

&. Mongolia

来银行为"满洲兴业"、"满洲中

Manchuria
Weavings

Co.,

Manmo Keori Kabushiki

,
Kaisha ,
Ltd.

ManmoW∞len M i1ls , Ltd.
沈阳铁西区兴亚街日商工贸

央"及"横滨正金".

满累殖产公司

Manchuria

Mongolia Product Co.

公司. 1918 年 12 月开办，日文原

大连日商贸易公司 o 1920 年

称满蒙毛织株式会社。核定资本

就向井龙造之向井骨粉工场改组

1 ， 000 万日元.嗣几经增减， 1939

开办，日文原称满蒙殖产株式会

年改核定资本为 2 ， 000 万日元，

社.原有资本 330 万日元。同年与

1942 年实收 1 ， 674.7 万日元。最

"满洲皮萃"及"奉天化学工业"会

大股东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日

社合并，增资 170 万日元.嗣经两

本东京、名古屋及朝鲜京城(汉

次减资， 1931 年资本仅余 50 万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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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沈阳、"新京"、哈尔槟及鹿儿

路正广和洋行职员怜盛德(J.

岛先后设支店，营口、辽阳、安东、

Gande) 与铃普顿斯 (H. Price) 合

锦州、天津、四平、通辽、挑南、齐

伙开办，西名.. Gande • Price

齐哈尔、海拉尔及赤峰等地设营

Co."。香港设分号. 1896 年拆伙.

业所.生产经销骨粉及骨胶，收购

盛氏留沪独力经营，变更西名为

出口兽皮、兽毛、畜产品、麻及其

"Gande &. Co. •

它土产 .1942 年尚见于记载，专务

浴，其行西名别作 "Price

山地世夫.往来银行为"满洲中

Ltd. , H. ".各自为业，互通声气.

央"及"满洲兴业".

进口批发零售葡萄酒、烈酒、淡色

J.

W.
&.
•

W.". 普氏留

&. Co. ,

浓啤酒、黑啤酒、矿泉水及雪茄

源来盛洋行

A.

, Van

Van Ess &. Co. •

Ess. A.

, Ess &. Co. •

等，为麦根路"源和皮酒厂"总代
理. 1907 年出倒，由香港正广和洋
行职员铃怀特 (F.

A. Van

W. White) 受

营口英商贸易行. 1912 年前

盘接办，业务迅速发展.所属造瓶

原远来洋行代签有效人铃范埃斯

部备有容纳 50 万瓶的库房，日运

(A. Van Ess)主持开办.关东各地

出量达 6 千瓶.嗣复由盛氏收回

及龙口设分号.经营总迸出口贸

与香港华商某等合股续办，更西

易及航运业，代理英、美、德、法、

名为" Gande ,

丹、日诸国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

Ltd.

厂商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初

威海卫设代理处. 1921 年按香港

尚且于记载.

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启用 "Gande ，

源和洋行

Gande. Price &. Co.

Gande &. Co.. J. W.
Price &. Co. • Ltd.

,

, Gande.

, Gande. Price.

e

Price &. Co.,

".香港设分号，天津、沈阳、

Price. Ltd." 新西名.核定资本墨

,

洋 30 万元 .1930 年代中实收 25
万元.华名别称"源和有限公司".
进口经销西洋名酒，各年代理欧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不等.

Ltd.
上海南京路英商贸易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总号子香港

1892 年(或作 1888 年前〉原福州

德辅道中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6.7

,

1

源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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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常

夫茶及砖茶，销往法、德、俄诸国。

务董事盛特 (W.

]. Gand时，往来

代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 1938 年

银行为"汇丰"及"花旗飞李承裕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及翁经寿等尝充是行买办。

及"麦加利气

源泰洋行

源隆洋行

Gentai & 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9 年前

Far Eastern Electric

Co.

牛总佐源太个人开办。初设于文

沈阳浪速通日商贸易行.

监师路，嗣迁狄息威路营业.汉口

1924 年原大阪山口工业株式会社

及九江设支店.进口经销饮料、调

上海支店长及驻满代表尾形清个

料、罐头、西药、染料、食品及杂

人开办。经营电机设备及电料.

货，出口酱油、祥酒、猪察、禽毛、

1943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茶叶及其它中国产物. 1942 年有

"满洲兴业".

资本 80 万日元.往来银行为"横滨

•

正金"、"三井"、"台湾"、"住友"及

滨崎商店，株式会社滨崎商店

"上海".

Hamasaki & Co., Hama国ki 8<.

Co. , Ltd.
源泰洋行

Wershinin

Nakvasin &

, Nakvasin

& Co. , D.

大连山县通日商贸易行.
1916 年前滨崎家族合伙开办，百
名 "Hamasaki

j.
汉口俄界俄商贸易行. 1900

&Co. ".

1922 年前

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更西名为

& Co. , Ltd. " ，槟崎氏

年原新泰洋行职员普纳克瓦辛

"Hamasaki

(D. j. Nakvasin) 及铃韦申宁 (A.

任总裁，大阪设支店.经营商精、

S.

精制化学药品、工农业用化学晶、

We
缸
rs
泊
h、甘由巾
ihhIn
巾
1

"Na
汰
kv
咀
asin

&We臼rshini卫丘由由
ihhIn
俨
俨，"，.
l'

经营茶

叶贸易. 1914 年前改组为纳氏家

火器、弹药进出口及批发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族合伙商号，更茵名为 "Nakvasin
•

i叩

& Co. , D.

j." ，华名依旧。出口工

福井洋行

Fukui 8<. Co. , Fukui

福

Yo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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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i

Yoko

(Goshi

,,

产物.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
十数家 .1948 年在华注册，资本为

Kaisha)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14 年前

828 ， 548 英镑，香港、上海、天津、

开办，为私家商号.初设于汉口

台北及加尔各答设分号.沪行经

路，嗣先后迁泪泾路及四川路营

理铃富勒 (R. G. Fuller) ，往来银

业.天津、北京、长沙设支店或营

行为"麦加利".

.-

业所.经营纸类、纸厂材料、日本

丝绸及一般进出口贸易。 1930 年

福东公司

前后改组为合资商号. 1930 年代

Co. , U. S. A.

中尚见于记载。

Asiatic Transport

哈尔滨道里美商洋行.
年前骨谢雷尔 (A.

福公司

Pekin Syndicate , Ltd.

1924

M. Sherell de

Florance) 家族开办.大连、满洲

英国对华路矿投资公司。

里、长春、上海及苏联赤培先后设

1896 年筹组成立，在英格兰注册，

分号或代理处.经营运输、仓储、

本部伦敦. 1897 年及 1898 年罗沙

反货打包、验伯、保险及一般佣金

第 (Ange1o Luzatti)先后与晋丰公

代理业务，兼营进出口贸易.

司及山西商务局签订矿路借款合

年代尚且于记载.

1940

同，即为公司攫取中国矿路权益
之始.天津、北京、上海、汉口、焦

福生钢厂

作诸埠相继设驻华总号、代理处

Thomas

Firth & Sons , Ltd. ,

及办事机构. 1915 年与罚南中原

英国钢铁工业公司，本部谢

公司合组福中公司。所营河南修

菲尔德 .1913 年前东来，于中国上

武焦作煤矿储量约 2.7 亿吨 F 其时

海九江路及日本东京设分号，进

公司核定资本为 154 万英镑，实收

口经销所产钢仲、锻件、和j 钢、工

124 万余英镑.所属贸易处进口经

具钻、钢钻、锺钢、合金钢、采矿机

营电气、机械、矿山、铁路、工程及

械及枪弹、炮弹等，驻华代表铃纽

其它工业设备，兼营纸张、化工

曼 (F. Newman). 未几分号关闭，

品、药品、照相材料等 F 出口中国

改以聚源洋行 (Repre配 ntation for

"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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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ish Manufacturers. Ltd.) 代

上海日商电料行. 1926 年福

理，业务渐扩展至仅 U; 1920 年代

地美二主持开办.初设于 m 山路，

中添圆周洋行为代理行。 1934 年

嗣迁乍浦路营业.经营电气材料、

尚见于记载.

铅管材料及普通电器，承办相关
工程业务. 1944 年有资本 1 万日

福记洋行

Fukki Yoko; Fukki

元，往来银行为"汉口气

Yoko (China). Ltd .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35 年高

•

福成公司

Fukusei Co.

本只市等合伙开办，日文原称合

青岛陵县路日商贸易行.

资会社福记洋行。初设于北海宁

1925 年吉田辰秋个人开办，济南

路，嗣先后迁北四川路及狄思威

设支店.经营机械、五金工具、钢

路营业。日本大阪及中国苏州、南

缆、电线、涂料、橡胶制品、有色金

京、芜湖、无锡、镇江、常熟、蚌埠、

属、石泊、化工品、麻绳、汽车、汽

嘉兴、峨山、常州、泰县、东台、盐

车部件、陶瓷器及农产品迸出口

城、高邮、宝应、南通、崇明、庐州

贸易，代理水火及人寿保险业务.

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荆州路设

1944 年有资本 50 万日元.

染料工场.避口日本染料、五金、
福伦洋行

渔船 F 出口酒类、毛皮、羊毛、猪

察、禽毛、药材、茶叶及其它中国

Anthony

类、砂糖、布廷、工业原料及拖网

Frankau

,

土产，销往日本.兼营经纪及保险

英国贸易行.福伦 (Adolph

代理业务. 1944 年有资本 45 万日

Frankau) 发起开办，本部伦敦.

元，往来银行为"住友"、"台湾"、

1913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子上

"上海"及"汉口气

海，先后在仁记路及北京路营业，
西名" Frankau

福地电气公司
•

8ι Co.

•
Ltd.. Adolph , Frankau &. Co.
( 1927 ). Ltd.. Adolph Dodd.

机械、纸、文具、食品、化妆品、酒

Co.

Fukuchi Electric

&. Co.. Ltd..

Adolph飞制作欧石商根烟斗及烟
具，进口花式货品、小皮件、棉花、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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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绒杂货，经营雪茄，纸烟及烟
草。 1927 年改组，更西名。在华业

.r

福兴洋行

Follet

&. Cie , H.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31 年礼

务改由远东代表祷多德 (Anthony

信洋行 (Lachard ，

Follet &. Cie) 合

Dod d) 代理，沪行启用"Dodd ，

An-

伙人赞福莱 (Henry Fol\et) 个人就

thony" 新西名.添毛线、生l、线、服饰

原行改组开办。初设于广东路，嗣

用品、衬衫等进口业务。代理几家

迁法界法兰西外滩及新永安街营

英美厂商公司。 1940 年代初迁博

业。出口兽皮、肠衣、纱头、蛋品、

物院路营业，经理多德，华经理陈

丝头、猪蒙、头发、草帽及其它中

培亥，往来银行为"麦加利"。

国产物。 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 5

•

万法国法郎，年营业额约为鹰洋
福州船坞
F∞chow

F侃how

Dock

,

,

50 万元. 1947 年资本为法币 2 千

Dock-

万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Doc k Co.

Fo∞how

来银行为"东方汇理"。

yard
福州罗星塔〈塔亭〉西商船
厂. 1864 年士开 Oohn

V. Skey)

主持开办.经营船舶修理业务.坞

福克斯影片公司

Fox Film Cor-

poration

长 300 英尺，底宽 40 英尺，深

美国电影公司. 1915 年侨美

14 一-17 英尺，备有拖船一艘.嗣

匈牙利犹太人福克斯 (W. Fox) 主

相继添设机器厂、堆钱及铸造厂.

持开办，本部纽约，制片厂设于洛

1870 年代初易主，由英商天裕洋

杉矶。 1921 年前来华开业，在天津

行 (Forster

John) 接办，船

及上海设发行所，迸口发行所产

坞身长增至 400 英尺，上宽扩大为

影片. 1931 年于上海博物院路别

80 英尺，可容船长 380 英尺以内

设发行公司，称"美商福克斯影片

的各种轮船. 1880 年代开始承接

公司"或"狐狸影片公司" (Fox

造船业务 .1891 年后渐无所阁，末

Film , Federal Inc. , U. S. A.λ

任经理为祷桑德斯船长 (Capt.

按照美国在华商务注册章程注册

&. Co. ,

C. Sa unders).

J.

•

为私有有限公司，天津、香港、大
连、哈尔滨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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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发行本厂或其它美国制片厂所产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工艺美术

影片.往来银行为"花旗 ".1935 年

商店. 1924 年前铃柯克帕特里克

与二十世纪影片公司合并，是为

夫人 (Mrs. Kirkpatrick) 创办.经

"二十世纪福斯影片公司 "(Twen-

营童装、帽类、手提包、腰垫、头巾

tieth Ce ntury- Fo宜. F ederal Inc. •

等.来几由意商传阿库尔蒂夫人

U. S.

(Mme. D. Accurti)受盘接办，一

A.) 。

度迁咪哆士道营业.进口经销法
福来洋行

Everett. L.

, Everett.

国服饰用品。 1930 年前后添办美
容院，代理巳黎化妆品厂家.

Inc. L.
上海仁记路美商洋行. 1915

1941

年尚见于记载.

年原大来洋行进口部销售经理亚
哗律 (Leonard Everett)个人创办，

福来德洋行

即以姓字为行名.香港及神户、横

&. Co.

滨、马尼拉设代理处.经营迸出口
贸易及航运、保险代理业务.

1924

Fuhrmeister. Klose

, Fuhrmeister &. Co.

上海四川路德商贸易行.

1902 年汉堡商人，原上海法商拔

年改组，按菲律宾法律注册为私

维晏洋行(Bavier &.

Co. )职员福

有有限责任公司，遂变更西名为

来德 (Fr. Fuhlllleister) 与原德商

"Everett , Inc. , L." ，亚哗律任总

瑞记洋行香港分号职员铃克洛泽

裁兼总经理，迁黄浦摊路营业.经

(W. Klωe) 合伙创办，西名作

营航运、保险代理及经纪业。香

"Fuhnneister , Klωe&. Co. "，汉堡

港、天津及横滨、神户、东京、大

及技口设分号. 1907 年改组，更西

阪、马尼拉、宿务、怡朗先后设分

名为 "Fuhnneister &. Co. "，驻上海

号.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来

合伙人为铃哈特曼(Albert

银行为"花旗"及"大通".公司华

mann). 嗣先后迁仁记路、江西路

名，在香港一度称"亚哗律".

及博物院路营业.出口猪祟、牛

Hart-

皮、蛋品、纱头、丝头、炀衣、草帽、
福来商店

4

,

Fleurette Fleuretté

Modes and Beauty Parlour

可

芝麻、植物油、蚕豆、豌豆及兽皮、
大黄、矿砂、兽腊、烟草、羊毛等，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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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 operative Co. ,

销往欧洲及非洲.代理祥泰木行

Holtz

公司及荷、德、加几家保险公司。

Holtz. Ltd.

Hall &.

1930 年代增设天津分号。 1944 年

上海英商洋行。 1843 年(或作

尚见于记载，其间虽屡易伙东，华

1848 年〉骨霍尔(EÀivvard JIall) 个

洋行名依旧.往来银行为"汇丰"、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百

"麦加利"、"德华"、"和啸"及"花

货店、兼船具业。 1854 年与铃霍尔

旗".瞿恩瑞尝充是行买办.

茨 CAndrew Holtz) 合伙，更西名为

.-

"Hal1 &. Holtz" 。先后在福州|路及
Compagnie Franco 一

南京路四川路口营业，添营面包

Co mpagnie
Franco - Africaine (Shanghai).
Ltd.

及服装制作加工等业务 .1883 年 1

Holtz Co -operative Co.气先后增

上海英商(或作法商〉贸易

设机器锯木厂及家具厂。 1886 年

福时洋行

Africai肘.

Ltd.

I

月改组为公司，定西名为 "Hal1

&.

行。 1913 年福时 (JI. H. Fowkes)

兼并埃凡馒头店 (Evans

等发起开办，初为私有商号，嗣改

属酒厂"厌拜巳了华利 "(Empire

组为有限公司，百名" Co mpagnie

Brewery).1892 年〈或作 1886 年 2

Franco - Africaine. Ltd.". 1930

月 28 日〉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

年按香港公司注册章程注册，启

册为公众性有限公司，启用 "HaIl

用"Compagnie

&. Holtz. Ltd.

Franco - Africaine

&. Co.

)所

,

"新西名 .1893 年宣

(Shanghai). Ltd." 新西名。先后

布自动破产.末几重建.天津、汉

在新康路、博物院路及江西路营

口及伦敦设分号 .1898 年 11 月 26

业，伦敦设代表处.经营茶叶出口

日及 1904 年 2 月 11 日上海店堂

贸易.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

两次毁于大火.公司为沪上百货

来银行为"汇卒".卓君谱尝充是

零售业中之佼佼者。经营男女服

行买办。

饰用品、呢绒绸布、女帽头饰、五
金工具、服装加工、设备装修、家

福利公司，福利洋行

Edward

, Ha Jl

Hal1.

具、室内装饰、酒食杂货等，承包
』

&. Holtz I Hall &.

海军及商船供应业务。苏州罚a兵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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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设饼干厂、面包房及木器间，

迁北四川路阿瑞里、狄思威路及

北浙江路设楼房.本世纪初常年

猛将弄营业，神户设支店.进口日

雇工 250 入左右， 1906 年有资本

本及菲律宾木材、棉罗纱、煤炭及

银 40 万元 .1910 年代中核定资本

百货 4 出口杂货，销往日本，代理

为墨洋 56 万元，实收 52 万余元.

日本、菲律宾几家轮船、保险及其

1930 年代添北戴河分号。 1940 年

它公司厂商. 1943 年尚见于记

代末尚见于记载，在华营业逾百

载，经理福岛正治及福岛秀雄，协

年.经理骨福尔甘 (M. Fergan) 及

理福岛武.往来银行为"朝鲜飞

诺克斯 (E. Noakes) ，华经理张龄
增.往来银行为"汇丰气陈灿庭尝

福林汽车公司

充是行买办.

Ltd.

Fraser Motors ,

上海大西路英商汽车行.

福利倍洋行

Friedman &

,

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核

Beiner Brieman , Benjamin

l

1931 年开办，翌年按香港公司注

天津法租界葛公使路西商贸

定资本规银 25 万两，迄 1934 年底

易行. 1928 年前福利氏也. M.

实收尚不足 9 万两.经营卧车及

Friedman} 与赞倍纳氏 (w.

卡车，兼理相关工程业务.代理鹰

M.

Beiner) 合伙开办，西名 "Friedman

敌运输车、喜临门客车等几家欧

&. Beiner" .经营皮货、兽皮、羊毛

美汽车及汽车配件厂商. 1940 年

贸易. 1930 年前后散伙，由福利氏

代初尚见于记载，董事妖铃麦格

家人( B.

雷戈 (N.

Friedman

及

J.

C.

Macgregor) ，董事兼

Friedman} 合伙接办，遂变更其西

经理福林氏 (D.

名为 "Friedman ， Benjamin 气华名

营业主任余杏苏.往来银行为"汇

依旧.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丰"。

福岛洋行

禧林洋行

Fukushima & 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1 年福
岛家开办.韧设子汉口路，嗣先后

S. M. Fraser) ,

Frinke ，

Bruno

济南德商贸易行. 1928 年前
原太隆祥行(B伺民er ßι Co.

, A.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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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福林氏 (B. Frinke) 个人开

元，实收 350 万日元 o 1944 年尚见

办。初设于小纬四路、嗣迁七马路

于记载，常务相生常三郎，往来银

纬六路东路南营业.经营自行车、

行为"满洲中央"、"满洲兴业"、

化学品、机器、光学制品、照相机、

"横滨正金"、"奉天工商"及"朝

花精泊、香皂、花露水及香料等进

鲜"、"三井"等.

出口贸易.代理德、荷几家厂商公
司及青岛大成洋行 o 1943 年尚见

于记载.

福昌洋行

Fukusho

Yoko

上海福州路日商贸易行.

1933 年开办.经营谷类、泊捕、肥
福昌公司

Fukusho Co. J
Fukusho &. Co. , Ltd. Fukusho
Co. , Ltd.

,

料、饲料及杂货出口贸易 01943 年

有资本 10 万元，经理铃木重夫，往
来银行为"横漠正金".

大连山县通日商贸易行.
1909 年相生由太郎个人开办.经

营迸出口贸易，兼营保险及佣金

福昌洋行

Oriental Supply Co.
Krogh , Martin

代理业务，承包建筑设计及土木

青岛德商贸易行. 1924 年前

工程，办有矿山、砖厂及堆横.

原福利洋行主人铸克罗 (Martin

1929 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称

Krogh) 等合伙创办，西名"Oriental

"株式会社福昌公司'.核定资本

Supply Co.

100 万日元，收足.沈阳、长春、青

营，或以姓字为行名.初设于广西

岛、天津、北京、上海、哈尔漠及东

路，嗣迁湖南路营业.经营肉食、

京、大阪先后设支店，大同、太原、

腊肠、兽皮及船具业. 1939 年尚见

石家庄、开封、济南、连云港、苏

于记载.

".旋改由克罗个人经

州、镇江、南京、芜湖、汉口、无锡、
杭州、淮南、葫芦岛、北票、四平
街、鞍山、抚顺、安东、锦州、吉林

咱阔

J

福罗洋行

Ferrostaal , A. G.
Ferrostaal , G. m. b. H.

,

诸地设营业所 o 1941 年迁本店于

德国钢铁工业公司 o 1929 年

"新京"，核定资本累增至 500 万日

开办，在德国注册为私有有限公

'

J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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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本部埃森。旋即来华开业，于

用 USmith

上海及天津设分号，进口经销所

百名。承办家具制作、室内装饰、

产钢、铁、铁路材料及欧制其它厂

木工、雕刻、油漆、美术装潢及一

家产品，代理几家德国厂商. 1943

般包工业务，经营地毯、穿衣镜、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

床架等，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10

华气

年代中迁至江西路营业，旋更西

&. Co. , R.

名为 ULawrÍe

福颐公司

Java China Trading

Lawrie" 新

- Smith &. Co.

, R.

A." ，添营进出口贸易。 1920 年代
初尚见于记载，普小劳里史密斯

Co. , Ltd.
荷兰贸易公司.本部荷属东

(R. A.

Lawrie-Smith) 主其事.

印度群岛巴达维亚，马尼拉及旧
金山设分号 .1930 年代来华开业，
华行进口化学品、药品、化妆品、

Co -operative
Française de Shanghai , Au Bon
Marché
Magasin "Au Bon

香料、橡胶、爆破器材、纸类及钢

Marché"

设分号于上海、香港及汉口诸埠.

福食公司

,

材等 p 出口丝、茶、桐泊等 F 代理

上海法界霞飞路法商食品

精、英、法、美保险、轮船及其它公

店. 1925 年前吕班路上海法商电

司厂商近 10 家 .1948 年有资本 10

车电灯公司总务协理骨莫尔尼

万荷兰盾.往来银行为"有利'及

CP. Momu} 主持开办，西名 UCo-

"和嘀>>.

operative Française de Shanghai" ,
实为法商电车电灯公司附属商

福顺洋行

Smith &. Co.

Smith , R. Lawrie

,

, R. Lawrie , Lawrie

用品. 1920 年代末骨佩里埃 (G.

Perrier) 出主店务. 1934 年前改

-Smith &. Co. , R. A.
上海南京路西商洋行. 1895
年前普劳里史密斯 (R.

店.经营葡萄酒及食品，兼营化妆

La wrie

Smith)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组，更西名为 U Au

Bon Marché".
经营食品杂货，酒类及饮料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

名 .1901 年前改组为合伙行号，启

回酣

•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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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公司

Ford

Ford Motor Co.

I

&. Son , Inc. , Henry

Volkart} 合伙创办，本部温特图

尔.孟买、科伦坡、科钦、卡拉奇、

美国汽车工业公司. 1903 年

伦敦、特利切里、图蒂科林、加勒、

福特 (HenηFord) 等发起创办，本

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纽约、大阪

部密歇根州底特律，西名 "Ford

及不来梅诸埠先后设分号. 1901

Motor <:0. " ，为合股企业，福特拥

年来华开业，在上海四川路设代

有股份的 25.5

1910 年代来华

理行，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开业，在上海及天津诸埠，分别以

理业务，华名初称"惠大气，嗣定

"怡昌飞"美丰"等洋行为代理行，

名"福家". 1920 年代增设天津代

进口经销所产卧车、卡车、牵引车

理行.进口美、印、埃、缅、印度支

等.

1919 年小福特 (Edsel B.

那、非洲、爪哇及澳大利亚所产原

Ford) 购进全部股权，公司遂成家

棉、食糖、大米及纺织机械、钢丝

族企业，同年按特拉华州法律注

布、羊毛、毛制品等，出口原棉、纱

册，核定资本 1 亿美元.特许生产

头、布廷、棉纱，销往欧、美、荷属

汽车、拖拉机、飞机、内燃机、轮

东印度群岛及澳洲.代理或代表

船、机车及所有相关产品，为当时

欧美日本厂商公司数家至十数

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

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经理

1928 年在上海设销售分公司，统

王德康 (R. Von der Crone) ，襄理

领对华销售业务.嗣于浦东自莲

朋士 (W. Benz) ，往来银行为"汇

泾码头设装配厂。 1940 年代启用

丰"及"花旗".吴萃五尝充上海代

"Ford &. Son , lnc. , Henry" 新西

理行买办.

%.

名.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沪行

销售经理李骏保，往来银行为"花

福勒洋行

旗".

Store of Italian Provision I Ven-

Venturi's Special

turi , F.
福家洋行

上海四川路意商酒食杂货

V olkart Brothers

瑞士贸易商行. 1851 年福家
兄弟{Solomon Volkart 及 T.

G.

店 .1900 年福勒 (F. Venturj)夫妇
开办，西名作 "Venturi' s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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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5tOl-e of Italian Provision 飞进口经

上海四川路德商贸易行.

销葡萄洒、橄榄泊、矿泉水、纸烟、

1932 年铃福尔格 CA. Folger)个人

烈酒及食品杂货，承包海军相关

开办.进口经销德国五金工具、文

供应业务，代理欧洲几家厂商公

具、纸张、电器零件、餐具、天鹅绒

司. 1912 年前后由本店代签有效

及比利时电缆等.代理比利时欧

入祷贝特斯 CE. Bertes) 出面顶盘

本一家电缆橡胶厂商. 1943 年尚

接办，启用 "Venturi ， F."新西名。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

嗣一度迁南京路营业。 1943 年尚
见于记载，经理怜卡米纳达夫人

福隆洋抒

CMrs , Cl. Caminada) 。

Fukuriu

Yoko

上海昆明路日商贸易行.

1904 年开办.进口经销日本杂货 z
福康公司

Gran. A. L.

北京挪威贸易商行. 1921 年

出口药品及陶瓷器，销往日本.代

理东京东洋人寿保险公司等.

原美商慎昌洋行天津分号职员伶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经理五

格兰 CA. L. 臼
G rar
创Eω 个人开办.初

十岚富三郎，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设于东单三条胡同，嗣先后迁煤

金".

渣胡同及马家庙营业.经营工程

材料及铁路设备迸出口贸易，代

福隆洋行

Moyler , Powell &

理公路铁路运输车辆、铁轨、桥Co.
梁、机器、机械工具、电气设备、电

北京王府井大街英商洋行.

话电报材料、五金、建材、油漆、化

1917 年原天津英界中街增茂洋行

学品、爆破器材、皮带及水泵等，

北京分号经理骨莫伊勒 CE.

承办相关工程事务. 1920 年代中

Moyler) 与原英商天津印字馆北京

迁本店于沈阳，添营军械装备，天

分号经理善鲍威尔 (5.

津及香港设分号. 1940 年代初尚

PowelD合伙开办.天津英界中街

见于记载.

及北戴河设分号.经营呢绒绸布、

F.
H.

服饰用品、服装百货、文具纸张及
福康洋行

Folger ，

Arthur

成套家具等，兼男女服装加工业

‘
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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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1943 年尚见予记载.

1925 年原怡和洋行职员传福斯特

(G. P.
福棉洋行

Foox &. Co. • H.

Forster) 发起开办.一度迁

福州|路营业.伦敦设分号.进口法

天津英界犹太商经纪公证

国金属闪光片及其它产品，出口

行.. 1929 年前福克 (H. F∞x) 等

山羊皮、禽毛、蛋品、蚕亘、豌豆、

合伙就福克洋行 (F∞x.

A. G.)

芝麻、羊毛、草帽、烟叶、猪鬓、兽

改组开办.初设于海大道，嗣迁领

皮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英、法、

事道营业.经营棉花、水陆运输、

德、美诸国.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

租船经纪及棉花管理诸业务，代

司。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理一家美商打包公司及一家电话

银行为"汇丰"，华董汪新斋.

公司.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模范牛奶公司
福赐德洋行

Frost ,

Model Dairy

J. , Frost &. Farm

Co. , J.

上海地车路英商牛奶场.

上海四川路英商工程事务

1926 年前潘利 (s.

M.

Perry) 发

所. 1919 年前英国电机工程师学

起开办.生产经销新鲜牛奶 .1930

会准会员、执照电机工程师，原任

年代末由活利洋行 CPe町&.

威麟洋行经理福赐德 0. Frost}个

s.

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承办电

见于记载.

Co. •

M.) 全权经理 o 1940 年代初尚

机工程及相关咨询业务，兼上海

火险公会检验员. 1930 年代末迁
九江路营业，旋更西名为 "Fr'ωt&.

Co. • J. ".

1942 年尚见于记载，其

时营业所在广东路.

模范牛奶房

Model Dairy Fanu ,

-Model Dairy &. Farm
天津西商牛奶场及农场。
1925 年前查尼普鲁夫司济 (Paul

Zadneprowsky) 主持开办.北戴河
福您有限公司

Forster &. Co. •

Ltd. • G. P.
上海江西路英商贸易行.

'
精

•

•

设分号。华名别称"模范牛乳厂"

或"模范牛奶棚".生产经销鲜牛
奶及农产品. 1947 年尚见于记载。

槌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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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口洋行

Higuchi Y oko

上海百老汇路日商迸出口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住友"及"台湾"。

易行. 1926 年开办，别称"真崎洋
行 "(Masaki

&. Co.

).进口经销真

精包洋行

B∞sen

&. co 川

Hans

崎式面粉机械、户上式电力开关

青岛安徽路德商工程行.

及海产物等，出口谷物、肥料、制

1927 年前赫包 (Hans B∞回n) 与

泊原料、戴皮、饲料、牛皮、竹皮、

普施密特 (Max Schmidt) 合伙开

猪摞、五倍子、萤石、胡麻及土产

办.承办土木、电气、建筑、机械等

等. 1940 年代初有资本 3.5 万日

多种工程及工程承包业务. 1943

元.蚌埠兴平西街设支店，芜湖及

年尚见于记载.

庐州设营业所. 1944 年尚见于记

载，经理槌口勇，华经理徐顿金.

瓣孚孟罗氏有限公司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台湾"、

- La Roche &. Co. • Ltd. • F.

"住友"、"朝鲜"及"上海".

Hoffmann

瑞士制药工业公司，本部巴
塞尔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在上海

描口通关所

Higuchi

Higuchi &. Co. ,

Tsukwanj。

及哈尔滨等埠，分别以策勒洋行
及广茂洋行为代表或代理行，进

上海日商报关行. 1895 年槌

口经销所产药品及成药. 1936 年

口家开办.初设于中华街〈靖远

前后于上海北京路设销售代理

里) .嗣迁南得路营业.经营报关

行，西名 "Hoffmann

及装饰诸业务. 1920 年代湿没无

Ltd. " .经销总公司及美国新择西

闻 .1930 年代后期复见，行址在百

州纳特利骨赫孚孟罗民有限公司

老汇路，由原代签有效人奥川马

(Hoffmann - La Roche. Inc. )产

之辅接办，资本 30 万日元，华洋行

品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华行

名依旧.经营报关结关、水陆运

经理沙磊(George SalIe). 往来银

输、仓钱及保险代理诸业务.嗣于

行为"花旗"及"上海商业储蓄飞

- La Roche.

广东路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内设支
所，市丸照雄及牛草辰雄主其事.

赫直林登纺织机器公司

Hether-

•
明"

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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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注册章程注册为私有有限责任

íngton &. Sons , Ltd. , J.
英国纺织机械工业公司，赫

公司，启用 "Harking

Importers &.

s.

直林登 Oohn Hetherington) 父子

Exporters , Federal Inc. , U.

主持开办，本部曼彻斯特 .1915 年

A. "新西名。资本为鹰洋 55 万元.

前来华开业，初期以工程师经玛

天津、广州、香港、青岛、南京、北

(J oseph Seel)为代表，设代表处于

京、汉口、杭州、安庆、郑州、福州、

上海静安寺路，经营所产棉纺织

九江、商昌、太原、济南、芜湖诸埠

机器，一度由保丰洋行代理。 1920

设分号或代理处.进口汽车、摩托

年代初迁驻华代表处于汉口路，

车、自行车、汽车零件、冰箱、轮

侨汤姆林森 (A. Tomlinso川等先

胎、无线电机及军船飞机引擎等，

后主其事，添相关工程承包业务。

出口桐泊、绣货、发网等。年营业

华名别称赫直林登洋行. 1930 年

额约 200 万元.代表欧美几家汽车

代初改以英商万泰有限公司、怡

公司及其它厂商。 1930 年代末洼

和机器有限公司及安利洋行等为

黄浦滩路营业. 1947 年资本为法

代理行，经销特种运转工具及棉

币 1 亿元，吴守馀主其事 .1940 年

纺、毛织、毛纺等纺织机械. 1940

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钱起彭.

年代尚见于记载.

往来银行先后有"花旗"、"浙江实
业"、"香港国民商业"、"中国"、"金

赫金公司

Export Co.

Harking Import &.

, Harking Importers &.

Exporters , Federal Inc.

国农民'及"有利"等。

, U. S.
嘉伦女帽公司

A.
上海静安寺路美商洋行.

确

城"、"上海商业储蓄"、"交通"、"中

Grand Ladies Hat

Manufacturing Co.

1932 年德商亚德洋行主人赫亚德

上海麦特赫司脱路西商帽业

。. H. Hartzenbusch) 与本行职员

公司. 1925 年前开办。百老汇路、

金氏 (Raymond S. King) 合伙开

哈尔滨及美国芝加哥设分号，生

办，西名 "Harking Import

&. Ex-

产经销各式女帽，兼营厄头、钮扣

port Co.飞 1934 年按美国在华商

等。 1940 年代初尚且于记载，总经

•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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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铃嘉伦纳德 (M. Grenader) 。

名。经营海运、股票及一般经纪业

务. 1918 年前原天祥洋行职员小
嘉色啸j 颜料厂

Ca ssella &. Co. ,

H.

嘉劳(A.

Carroll)入伙，成为兄

弟合伙行号，变更西名为 "Carroll

Leopold
德国化学工业公司，本部美

Bros. " .经营水陆运输、股票、移民

因河畔法兰克福。 1913 年前来华

迁徙、房地产及一般经纪业务。一

开业，设分号于上海泪泾路，西名

度为几家英国轮船公司全权经

"Cassella - Shanghai" ，华名"裕兴

理.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颜料厂".北苏州路设找房。进口
经销所产苯胶染料。 1917 年中国

嘉劳洋行

Carroll &. Co.

对德奥宣战后停业。 1920 年代初

香港雪厂街英商贸易行.

恢复，增设天津分号(Ca回el1a

1920 年前嘉劳经纪行主人嘉劳兄

Tientsin) 、汉口代理处 (Cassella

弟 (W.

Hankow) 及长沙分代理处。天津

roll)合伙开办.经营迸出口贸易及

分号华名径称"嘉包喇颜料厂"，

航运代理业务.金权经理或代理

汉口代理处称"裕兴洋行飞嗣华

英美及日本轮船公司多家. 1937

行关闭，上海、天津、香港、济南诸

年尚见于记载，嘉劳经纪行代签

埠改以联德颜料化学厂、些刺士

有效人赞本森 (0.

洋行及谦信萍行等为代理行，继

其事.

J.

Carroll 及 A.

R.

H. Car-

Benson) 主

续对华业务 .1927 年后渐无所周.
嘉利洋行臼ry

浦叔鸿尝充是行沪庄华经理.

&Co.

广州沙面法租界美商洋行.

嘉劳经纪行

Carrol1

Carroll , W. ].,

F.

C町〉个人

开办，经营综合贸易，承办工程包

Br.ω.

1915

工业务，经理矿山，销售矿砂.

年前原车打道旗昌祥行 (Shewan ，

1924 年前原博济医院事务主任铃

Tomes &. Co. )职员嘉劳 (W. J.

班伯里。.

Carroll)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设香港分号，华洋行名依旧。代理

香港雪厂街英商牙行 o

)

1916 年前嘉利 <W.

W.

Banbury) 入伙，增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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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多家，

nelly) 与原美商万国宝通银行横滨

嗣添西提分号. 1931 年尚且于记

分行副会计师骨怀特 (L.

载.

Whyte) 合伙开办.初设于德辅道

M.

中，嗣迁雪厂街营业.广州初，、西设

嘉利洋行

Sc hnabel , Gaurner &.

易，代理法、英、澳、日、埃及名酒、

Co.
德国贸易商行 01895 年(或作
1899

分号.经营洒类及一般迸出口贸

年〉骨施纳贝尔(K.

卷烟厂商及保险公司数家至十数
家 o 192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e

Schnabel) 及骨嘉默尔(Ot to
•

、

Gaumer) 合伙开办，本部汉堡.本

嘉泰洋行

世纪初来华开业，汉口、上海、长
沙、天津、香港及伦敦、纽约先后

Co., Garner , Quelch &. Co.,
Ltd. Quelch &. Co. , Henry

设分号.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保险

上海四川路英商酒业贸易

代理业务.出口矿锡、蛋品、籽仁、

行. 1908 年前原宝泰洋行职员嘉

豆类、桐泊、草帽、肠衣、鸽砂、铅

氏 (c.

砂、铐砂、猪祟、头发、五倍子、茶

员奎尔处 (Henry Guelch) 合伙开

子泊、生皮、禽毛、大黄、班蛮、杏

办，西名 "Garner ， Quelch

仁、麻黄、赢'香、柏油、菜籽泊、楝

一度迁江西路营业.香港、新 2日

脑泊、芝麻、芝麻及其它中国产

坡、伦敦设分号，远东各口岸设代

物，销往欧、美、澳、加.其后合伙

王军处.经营酒类进口批发贸易，所

人虽屡经变易，华洋行名依 1日.

营品种包括梭缪尔自葡萄酒、苏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格兰威士忌酒、红葡萄酒、柯涅克

"德华"及"汇丰气

自兰地酒、瓶装巴斯啤酒、爱尔兰

Garner , Quelch &.

,

E.

Garner) 及源和洋行职

&. Co. " •

黑啤酒、葡萄牙葡萄酒、香槟酒、
嘉泰洋行

府组'

•

Donnelly &. Whyte

苦艾酒、浓啤酒、烈性啤酒、甜露

香港英商贸易行 o 1914 年前

酒、杜松子酒及矿泉水等.代理

原旗昌洋行上海分号〈即新旗昌

法、英、葡、意诸国老牌厂商公司

洋行}职员骨唐纳利 (D.

十数家.应诗钓尝充是行买办。

-

E. Don-

、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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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初一度改组为有限责任

E1lisl

公司，启用" Garner. Quelch

Kadoorie &. Sons. Sir E lI y

Co. • Ltd.

"新西名.旋由奎尔处出

面接办，遂更西名为 "Quelch

Co. •

&.
&.

Henry". 先后迁法界天主堂

Kad∞rie

&. Co.. E. S.

,

上海英商犹太洋行. 1906 年
前伊利士嘉道理<El1í s

Kadoorie)

创办，西名" Kad∞rie

&. Co..

街及爱多亚路营业. 1920 年代末

Ellis" .华名称伊利士嘉道理行.初

尚见于记载.

设于九江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

营总经纪及佣金代理业. 1913 年
嘉基洋行有限公司

Geigy

&.

Co. • E. S.". 先后迁仁记路及江

Trading Co. • Ltd.
瑞士化工公司 .1764 年创办，
西名原称 "Geigy.

前改组，更西名为 "Kad∞rie

J. R. • S. A.".

西路营业.经营抵押、放款、理财
及相关经纪业务. 1920 年代中改

总号巴塞尔. 1920 年代初来华开

组为父子公司，西名 "Kad∞rie

业，在上海先后以"福家"、"美最

Sons. Sir Elly" .华名称"嘉道理父

时"及"培亚"诸洋行为代理行，进

子公司"或"嘉道理父子洋行".

口经销所产化工品. 1946 年 10 月

1930 年代设香港及伦敦分号.

于上海金陵东路设中国分号，有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

资本 20 万瑞士法郎.进口经销本
厂所产苯胶染料、化工精紫、药

矗憔洋行，爹核洋行

品、滴滴涕杀虫剂及萦盼、吸收

Co. • S. J.
S. J.

剂、固色剂、盐剂等，出口五倍子

David &.

, David &. Co. • Ltd. •

及蛋白.代理巴塞尔本厂，曼彻斯

印度英国贸易商行.噩惟 (Sir

特及纽约分公司，以及其它两家

sa路∞n David) 家族合伙开办，本

瑞士化工厂商.华行经理毕立德

部孟买 .1878 年来华开业，设香港

Britt). 往来银行为"荷国安

分号，华名"爹核飞 1884 年添上海

(c.

分号，华名"登惟飞经营印度棉纱

达"及"瑞士信贷"等。

及鸦片等进口贸易.嗣先后增神
嘉道理公司

-

Kad∞>rie

&. Co.

户及伦敦分号. 1910 年代中改组

蔼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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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心渐转移至

创于 1883 年的柏林"蔼益育电机

上海，先后在九江路及江西路营

制造厂 "(Allgemeine Elektrizitaets

业，东西华德路设横房，香港及伦

~ Gesellschaft) 及其它制造商在华

敦设分号。除一般贸易外，主要经

业务。主要经营类别有电气工程

营地产及房地产业。代理"保泰"、

承包、车运、电机、机械、电讯、输

"联东"等几家英商保险公司。

电、航运等.嗣迁本部于上海。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往来

1944 年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

银行为"汇丰"及"麦加利".陈春

"德华"及"中国".

澜、吴凤如等尝充是行买办。
蔼益吉电机制造厂

矗禄洋行

Dell' Oro &. Co.

意大利贸易商行.壶禄 (G.

GeseI1schaft I

Elektrizitaets

1.

AUgemeine

AEG

Dell'Oro) 主持开办，本部米兰.

德国电气工业公司. 1. 883 年

1916 年前来华开业，设分号于上

始创于柏林， 1887 年启用现名.

海，先后在黄浦滩路及广东路营

1901 年来华开业，在上梅、汉口、

业。经营生丝、纺丝、丝头、原棉及

香港、天津诸埠，以瑞记洋行为代

茧绸出口贸易，兼营杂货进口业

理行，拓展对华业务。进口经销所

务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莫梅

产发电机、电动机、电线、电缆、电

卿尝充是行买办.

机零配件等. 1923 年蔼益育中国
电气公司成立后，除以之为驻华

蔼益吉中国电气公司

AEG Chi-

na Elektrizitaets , G. m. b. H.

,

AEG China E\ectric Co.

专门代表外，禅臣洋行及合中企
业公司亦为其重要代理行.

1944

年后对华业务中断.

德国电气工业公司. 1923 年
为适应对华贸易而创办，在德国

聚丰洋行

Vordoni &. Co. , S.

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本部柏林。
上海、天津、广州、香港、沈阳及南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西商食品

京诸埠先后设分号.专门代表始

杂货店. 1918 年前原法商大有洋

聚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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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Magasins Généraux) 职员每沃

公司，迁中正路〈旧英界中街)营

多尼 (s.

业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戴维

J.

Vordoni) 个人开办.进

口经销子酶、酒类及食品杂货。

斯主其事.

1920 年代末由义华洋行接办，华
祥行名依旧，特勒文施泰因 (A.

勇E 源洋得

Loewenstein) 主其事。 1930 年代末

British Manufacturers. Ltd.

Representation for

改由铃勒文施泰因夫人 (Mrs.

北京英商制造厂家联营公

Vera Loewenstein) 接办，迁英界马

司 .1915 年前开办，原英国谢菲尔

厂道营业。 1947 年尚见于记载，业

德福生钢厂 (Firth

主为份已泽奥斯夫人 (Mrs. Vera

Thos.) 资深代表锋纽曼 (William

Ba z旬的。

Franklin Newman) 首任总经理.

&. Sons. Ltd. •

上海、汉口及伦敦设分号.经营机

聚立洋行 s 聚立洋行有限公司

械及电气工程承包商业务.直接

Hatch. Carter &. Co.

代表或代理英国伦敦、谢菲尔德、

J

Hatch.

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各埠厂商公

Carter &. Co. • Ltd.
天津英界西商贸易行。 1906
年前原宝顺洋行 (Hatch

司数家至数十家. 1924 年前后商

)少

北分立，北京启用 "Representation

N. Hatch) 与比商

for British Manufacturers ( Nort h

良济公司天津分号职员铃卡特

China) , Ltd. .，新西名，汉口方面

(E. W. Carter) 合伙开办。初设于

则变更西其名为 "Representation

河坝道，嗣迁达文波道营业。经营

for British Manufacturers (Han-

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

kow). Ltd.... 华名均仍称"聚

理英美几家保险及其它公司厂

源".北行 1929 年后渐无所阁，南

商. 1910 年代原明义洋行 (Lees

号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胡存

东家特哈奇。.

Co.

&. Co.

)资深经理铸肯尼迪 (F.

&.
A.

仁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Kennedy) 及职员视戴维斯 (C. G.
Davis) 等相继入伙，华祥行名依

裴罗氏公司

旧. 1940 年代中改组为有限责任

Machine Co.

Burroughs 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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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算机器工业公司，本

年设汉口分号. 1903 年糟资为 40

部密执安州底特律. 1924 年前来

万元，南京路及江西路各添二支

华开业，在上海、天津、北京诸埠，

店，成为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之

先后以"天祥"、"利商"、"文仪"、

一.经营服饰用品、女帽杂货及地

"仁记"等洋行为代理行，开拓对

毯、家具批发零售业务.北福建路

华业务. 1929 年在上海黄浦滩路

设木器厂，自造家具及陈设装饰

特设直属分号，百名 "Burroughs.

品. 1910 年代中一度于天津法界

Inc. ".称裴罗氏洋行.进口经销本

设分号，其时公司核定资本为银

厂所产力日算机、发票开录机、登帐

60 万元，实收 43 万余 TE F 先后发

机、计算器、现金出纳机、打字机

行公司债券银 30 万两. 1920 年代

及相关产品，兼理安装维修业务.

末尚且于记载，总经理朱满，协理

1938 年前分号关闭，改以英商泰
和洋行独家代理.嗣业务扩展至

特皮奇 (N.

W. P臼ch) .沈树庭、

吴玉堂尝充公司买办.

香港等地.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
羹福 i羊行

载.往来银行为"花旗".

Fog , W iIliamJ Fog

&.

Co. • WilliamJ Fog &. Co. • Ltd.
戴司公司

Weeks

Weeks

&. Co. • T.

I

&. Co. • Ltd.

上海西商贸易行. 1919 年前
集福 (Wil1iam Fog) 个人开办.初

上海英商绸布庄及服饰用品

设于圆明园路，嗣迂新康路营业.

店. 1875 年铃约克 C George E.

汉口设分号.经营植物泊、烟叶、

York) 就宁波路江西路口一家中

反革、兽皮、猪肠衣等进出口贸

型商号改造开办. 1895 年迁南京

易，兼营佣金代理业务. 1923 年前

路营业，后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

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 1930 年

事会董事朱满〈记罗门， Thomas

代初尚见于记载。王佐禹尝充是

E. Trueman) 一度为独资业主.嗣

行买办.

几经变化 .1901 年改组为公众性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朱满任常务
董事，资本为墨洋 20 万元. 1902

最嘉洋行

Quoika. A.

上海捷克斯洛伐克工程行.

响一

白哪理'一<一叫一--

←~一

祺

741
1906 年德国工程师协会会员，机

或代理处.经营水、火、人寿、街

械及电气工程师铃克沃伊卡 (A.

亡、疾病、地震、台风、汽车、玻璃

Quoika) 主持开办.初设于南京

及其它保险业务.放昌(新旗昌)

路，嗣先后迁九江路、北京路、新

佯行全权经理，"安福"、"维昌"、

康路、江西路、福州路、博物院路

"绍和"诸祥行充地方代理行.

及胶州路营业.承办机械及电气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工程，兼相关咨询业务，进口欧美

为"汇丰".

机器.代理奥、德几家厂商公司.
1930 年代中有资本墨洋 8.5 万

旗昌洋行

元.未几即无所同.往来银行为

Ba ndinel &. Co.

"东亚"及"浙江实业".

F. D.

Knight &. Co.
I

I

Farmer &. Co. ,

营口商商贸易衍. 1862 年后
旗昌保险有限公司

China

Underwriters , Ltd.

任美国驻蕾口副领事翻德(Fran-

cis P. Knight) 发起开办，西名

香港英商保险公司. 1924 年

"Knìght &. Co. ". 1877 年前后由

昌兴火轮船公司东方经理费卡梅

美国驻蕾口暑领事及荷兰驻营口

伦 (Allan Camero川、品和j 洋行资

领事，英商班迫诺 0.

深伙东骨布鲁克 (C. B. Br∞，ke) 、

Bandinel)承顶接办，遂更西名为

旗昌洋行资深伙东骨休恩 (R.

"Ba ndinel &. Co.".经营进出口贸

Shewan) 、注册会计师罗沙陀. A.

易兼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美曰

de Rωa) 等与华商多人发起开办，

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

同时在香港及英国注册为私有有

家至十数家. 1907 年由本行职员，

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 501.5 万港

荷兰驻营口领事兼挪威副领事法

元，至 1933 年底巳认购 256 万港

马 (F. D. Fanner)受盘接办，启用

元，实收 102.4 万港元.初设于雪

"Farmer 也Co. , F. D." 新西名.

厂街，翩迁德辅道中营业.广州、

天津、龙口、登州及大连先后设分

江门、上海、天津、青岛、梧州、澳

号.其后一直由法马家族经营，代

门及新加彼、仰光、科伦坡设分号

理欧美日本公司厂商多至数十

J. Frederick

•

旗

742

家。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池、顾寿桥、刘树滋、郑济东、钟其
俊、吴秋筋、杨经德等尝充是行买

旗昌洋行

Russel1 &- Co.

办.

美商贸易行. 1818 年刺素

(Samuel Rus配11) 创办于广州，俗

旗昌洋行，新旗昌洋行

称"老旗昌飞 1824 年启用现名。经

Tomes &- Co.

营鸦片及杂货贸易，兼营丝、茶出

Shewan.

香港英商贸易行。 1891 年原

口业务，为中国最早的洋行之一。

美商旗昌洋行 (Russell

鸡片战争后，逐渐转以港行为中

员骨休恩侃. Shewan) 及伙东善

心，广州、上海、福州、汉口、天津、

托姆斯 (C. Tomes) 就已宣告碰产

九江、镇江、宁波、台北诸埠先后

之旗昌洋行改组开办，更西名，袭

设分号.业务范围迅速扩大， 1850

其华名旧称.广州、上海、天津及

年代即有资本银 40 万两.除进出

纽约、伦敦、神户先后设分号，厦

口贸易外，相继开办有旗昌轮船

门、福州、汉口、台湾及马尼拉诸

公司 (Shanghai S. N. Co.)、旅昌

埠设代理处.进口英、德、美各国

&- Co.

)职

丝厂 (Kee Chong Silk Filature) 及五金、玻璃、电料、无线电机、电
铃旗昌机器烙茶厂等企业，并投

线、化学品、反革、甘泊炸药、象牙

资于汇丰银行、香港九龙码头及

器、铝制品、机器、引擎、食品、建

货仓有限公司，香港榄公司、天津

材、电器及杂货，出口中国产物，

气灯公司等，一度成为十九世纪

销往英属各地.代理欧美轮船，保

美商在华最大的工贸集团。其后

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

因营业不振，于 1891 年清理结束，

家，为香港榄公司、青洲英呢公

由职员铃休恩 (R. Shewan) 及伙

司、中国均益货仓按揭有限公司、

东普托姆斯 (C. A. Tomes) 合伙

中华电灯公司等多家企业全权经

接办，更西名为 "Shewan ， Tom臼

理.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骨小

"，是为新旗昌洋行.伍崇

休恩(1. S. Shewan) 为董事.洋行

耀、吴健彰曾附股于"旗昌"，林耀

华名，上海、天津诸埠别称"新旗

堂、何康玉、陈裕昌、顾丰盛、顾春

昌飞陈晓峰尝充是行沪庄买办 •

&-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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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旗昌缆丝厂

Kee Chong

业. 1934 年尚见于记载。

,

Filature Kee Chong Silk Filature
，巳海美商机器缆丝厂。 1878
、

h

摩希旬公司

Mohideen &. Co.

年旗昌洋行创办，开办资本银 5

Mohideen &. Co. , P.

万两.翌年正式开工，为中国最早

Br臼.

J

, Mohideen

的机器缆丝厂之一.华名别称旗

香港皇后大道中英印商珠宝

昌缆丝局.初仅绿机 50 车，数年后

店. 1905 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

即扩充至 400 车，雇工 1 ， 100 余

员麽希甸 (U.

人。 1891 年旗昌洋行破产倒闭，由

发起开办，西名作 "Mohideen

伙东法商宝昌 (Paul Brunat) 出面

Co."。旧金山设分店.经营珠宝首

接办，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饰及玉器批发零售业务，兼宝石

宝昌缘丝局 (Shanghai

进出口贸易. 1931 年前迁上海，启

Silk Fila-

L. A. Mohideen)

&.

ture , Ltd. )，集资银 15 万两，缘机

用 "'Mohideen

&. Co. , P. "新西名.

近千车。 1908 年仍见于记载，礼和

先后在湖江路、新愚园路及成都

洋行代理。

路营业.添营"麽地杜氏" (Mothi
臼沁时，反麽希旬

咽，

麽地公司

N.

Mody &. Co. ,

, Mody &. Co. , N.

D.

P.

Mohid回n) 任总经理，称麽希甸珠
宝公司. 1930 年代末与铸尤麽希

印度英商贸易行.麽地家族
(Nusserwanj回 B.

(A.

Mody , M. N.

旬 CM.

U. Mohideen) 合伙别设麽

希甸兄弟公司 (Mohideen Br臼.

专营宝石批发零售业务.本店

Mody) 合伙开办，本部孟买.

1861

1942 年后渐无所闻，麽希甸兄弟

年前来华开业，于香港皇后大道

公司 1940 年代后期尚且于记载，

及广州设分号.经营杂货贸易，兼

往来银行为"汇丰锐、"大通"及"有

保险及其它佣金代理业务. 1867

利".姚昌明尝充公司高级华职

年前广州分号停办，专致于香港

员.

1920 年代后期港行迁雪厂街营
,

,

Mody , A. N. Mody 及 J. N.

•

分号的经营.翩添加尔各答分号.
•

)

阁荣离洋行

Kattwinkel , Max

间精赛谆

744

•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09 年阙

资本 400 万港元.华名别称精艺木

荣高 (Max KattwinkeD 个人开办.

厂.初设于九江路中央房子，嗣迁

先后在南京路及博物院路营业.

四川路蕾业.锯木厂设于网北光

香港设分号.经营欧美五金工具

复路.进口高级木材及建材，经营

及人造丝纱进口贸易，充德、意几

木材加工制造业，生产并出口木

家公司远东代表，总代理德国埃

桶板料、茶叶箱、胶合板、木门、地

尔伯费尔德及上巳门两家人造丝

板、嵌花地板条等.代理美、英及

厂商. 1930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往

新加坡几家厂商公司. 1941 年太

来银行为"中法工商气与永亨洋

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一

行为兄弟行.

度对之实行"军管理气战后恢复.

,

•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经理
阑恩洋行

都益，往来银行为"中国"、"麦加

Kann , E.

上海九江路奥商(或作捷商〉

利"、"汇卒"及"金城".

牙行. 1925 年前中华德业银行署
总经理耿爱德〈阙恩， E. Kann) 个

赛连富印字馆

人开办.经营汇兑经纪业务 .1940

&. Co., A. J.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一度与普梅

A. J.

奥东 CE. Mayaudon) 合伙，其时西
名作 "Kann ，

E. - Mayaudon.

,

SerebrennikoH
Serebrenniko{f,

天津英租界俄商印刷公司.
1931 年前赛连富{儿 J.

Serebren-

nikoff)夫妇开办.初设于狄更生

E ".

道，嗣迁董事道蕾业.华名别称赛
精艺木行有限公司

Woodcraft

连富洋行.承揽印刷、装订、石印、

文具、镑版、簿记本册及橡皮图章

Works , Ltd. '
上海英商木行. 1934 年都益

制作诸业务，兼出版发行、书刊销

地产公司主人都益也. F. T伺g)

售及俄文图书借阅事. 1947 年尚

及汽油合作社 (Auto Petrol

见于记载.

Union) 经理铃拉弗韦 (G.

A.

Ravve) 等发起开办，在香港注册，

谭维思洋行

Davies , Eric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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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海黄浦摊路英商工程行.

饼厂等企业.华行进口日、澳、美

1928 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采

所产砂糖、商粉、大米、汽油、纸、

暖通风工程师学会会员及造船师

火柴、棉纱、棉布、木材、海藻、五

学会准会员，原东方铁厂有限公

金铁器、钢材、建材、照相材料、机

司董事谭维思 <Erìc Davìes) 个入

械工具、药品、电信电话用品、电

开办.承办相关工程咨询及检验

器及杂货，出口原棉、大豆、豆泊、

公证业务，充大英理船会社验师.

羊毛、麻、麦麦夫、棉籽、胡麻、菜籽、

1930 年代中年营业额约为墨洋

焊锡、泊脂、骨头、骨粉、猪祟、兽

200 万元 o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

皮、皮仲、草帽绩、花生、核桃及其

记载，华人工程师精明兴尝充谭

它土产，主要销往日本.代理日本

氏副手，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
家 01944 年津店尚见于记载，北京

堪回洋行
刨出Gomei

Ma-

及上海设营业所.经理小林成夫，

Kaisha I Masuda Trad-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朝

Masuda &. Co.

ing Co., Ltd.

"

I

I

Masuda Boeki

Kabushiki Kaisha
日本工业贸易公司. 1862 年

,

鲜".
增茂洋行

创办.本店横滨，东京、大扳、神

E丑rsbrunner

户、下关及加尔各答、悉尼、伦草生

Sι Co.

Hirsbrunner , Jam白'
&. Co. Hi rsbrunner

,

<Peking) , Ltd.

诸埠先后设支店，为私有合伙商

天津英界中街西商贸易行。

号. 1915 年前来华开业，上海、天

1877 年曾赫斯布伦纳氏(Jarnes

津、汉口、台商、大连、丸江等地设

Hirsbrunner )个人开办， Jlp 以姓字

支店或营业所，华名别称马梳打

为行名。经营活食杂货批发及零

公司. 1917 年前后改组为股份有

售业务，兼营佣金代理业 .1906 年

限公司，添小梅、冲绳、名古屋、釜

前由骨约翰串串斯布伦纳(John

山、新加坡及青岛等支店.经营迸

E击rsbrunner) 接办，变更西名为

出口贸易、航运及航运代理业务，

"Hirsbrunner &. Co. " .嗣由职员马
凯 (A. H. Mackay) 受盘接办，华

开办有锯木广、面粉厂、糖厂、豆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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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5

洋行名依旧.北京台基厂设支店。

杭州、峨山、苏州、扬州、徐州、无

添营珍珠、钻石、金银首饰、电镀

锡、常熟、常州、源县、太原、石家

器皿、花式皮件、旅行箱包、十二

庄、保定、顺德、阳泉、济南、开封、

角保险箱、服饰用品、西装女服及

新乡、张店、吉县、礁石、唐山、海

各种香烟 F 特设成衣部，承做各式

州及东京、神户等营业所.在天津

服装 01920 年代末渐无所闻.数年

市郊经营有增幸农场.进口砂糖、

后京号由原经理善穆尔豪斯(J.

香泊、棉布、人造丝绸、呢绒、米

,

S. M∞rhouse) 主持恢复，启用谷、石油、橡胶、橡胶制品、海产
"Hirsbrunner &. Co. (Peking) , 物、五金、火柴、化学品、机器及杂
Ltd. "新西名，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货，出口杂谷、肥料、制泊原料、棉

程注册为英商私有有限责任公

花、桐泊、植物泊、烟草、皮革、羊

司，华名依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毛、禽毛、猪肠衣、猪蒙、茶叶、蛋、

注册为瑞士商号.所办乐器店商

蛋制品、矿砂、生丝、茧、小麦及其

名为 "Hirsbrunner Music Store" ,

它土产.代理日本几家保险及其

华名亦称"增茂".经营钢琴及其

它公司厂商. 1940 年代初资本为

它西祥乐器，兼售唱片、收音机、

100 万日元 .1944 年累增至 200 万

电冰箱等 .1943 年尚见于记载。与

日元，酒寄民任专务，常务为上回

上海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

茂及野崎让.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

Co.)关系待考.

金"、"朝鲜"、"台湾"及"住友".

堪幸洋行

增裕面粉有限公司

suko

8ι Co.

Masuko &. Co. , Ma-

, Ltd.

, Masuko Yoko

•

•

China Flour

Mill Co. • Ltd.

上海福州路日商贸易行.

上海杨树浦路德商机器丽粉

1921 年酒寄发五郎等合伙7.办.

厂. 1894 年(或作 1896 年)增裕祥

天津法界巴斯德路、青岛堂邑路

行开办，资本银 18.2 万元. 1903

及大阪设支店 o 1920 年代末改组

年增资本为银 20 万元，日产面粉

为股份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增

2.000 袋(每袋 50 磅).增裕洋行

幸洋行，先后添蚌埠、芜湖、镇江、

全权经理。 1905 年资本累增至银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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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横

42 万元. 1915 年改归日商三井洋

江、平湖、厦门、汕头先后设营业

行接办，更名为三井面粉厂。

所.浦东陆家渡设泰山油厂，生产
植物泊及植物泊柏，经营农产品、

•

•

增裕洋行

Sc h ä rff

&. Co.

, Wal-

建材、麻袋、麻制品、食品、畜产

ter

上海德商贸易行。 1894 年前

品、植物油、人造丝绸、烟草及杂

原裕兴洋行职员骨舍尔夫 (Walter

货进出口贸易. 1944 年尚见于记

SchärfO 主持开办.先后在南京

载，其时有资本 100 万日元，店主

路、仁记路、四川路及汉口路营

横山小次郎，店主代理横山秀育，

业。经营总迸出口贸易.相继发起

经理竹村青太郎.往来银行为"横

开办有增裕面粉厂 (China

滨正金"、"台湾"、"三菱"、"三井"、

M ilI Co. ,

Flour

Ltd.) 及增裕榨泊厂

(Sch 豆 rff's

Oil

&.

"朝鲜"及"住友飞

Bean M i1Is ,

Ltd. )等企业.前者创办于 1894

横滨正金银行

年累增至银 42 万元 F 后者创办于

Yokohama
Shokin Ginko , Yokohama Sp配ie
Ba nk , Ltd.

1907 年，资本为银 16.8 万元.

日本银行. 1879 年末中村道

1917 年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后渐

太等发起开办，翌年 2 月 28 日正

无所同.

式营业，本行横滨，资本 300 万日

年，初办资本为银 18.2 元， 1905

•

海产品、肥料、饲料、石油、药品、

元，由政府出资 100 万日元。神户

横山洋行

Yokoyama

&. Co.

及伦敦首设支行.经营汇兑、贴现

上海汉口路日商贸易行.

等业务. 1887 年日本政府公布f横

1920 年〈或作 1906 年及 1918 年〉

滨正金银行条例》后，政府控制权

横山小次郎个人开办.经营谷物、

增强，遂为官商合办之"特殊银

肥料及杂货出口贸易. 1930 年代

行". 1893 年来华开业，上海、天

中资本为墨洋 30 万元.嗣迁四川

津、汉口、烟台、营口、大连、旅顺、

路营业，神户及芜湖、台县、东台、

北京、香港、广州、哈尔滨、沈阳、

镇江、常州、无锡、常熟、青浦、松

济南、青岛、铁岭、开原、长春诸埠

•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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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设营业所或支行，经营汇兑、

"

二.

存放款及一般银行业务。 1902 年
12 月即开始在华发行纸币，多次

横渎洋朽

Yokohama Trunk

Co.

承办对华贷款，为五国银行团成

上海四川路日商皮件行.

员. 1918 年资本总额达 4 ， 800 万

1928 年西山雄个人开办。静安寺

日元. 1926 年更增至 1 亿日元，收

路及北海宁路先后设支店及制造

足，资产负债总额 153 ， 797 万余日

厂.加工生产皮箱及其它草制品，

元，在华投资近 3 亿日元 .1930 年

经营皮件材料及制革用五金、人

被日本政府指令为外汇专业银

造丝绸等，兼营杂谷贸易 .1943 年

行，其时华行之外尚有东京、神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朝鲜".

.,

户、名古屋、大阪、长崎、下关等国
内支店及伦敦、旧金山、洛杉矶、

横滨植本株式会社

悉尼、檀香山、孟买、卡拉奇、加尔

Nursery Co. • Ltd.

Yokohama

各答、巴达维亚、泪水、三宝垄、汉

日本花木公司 .1918 年〈或作

堡、马尼拉、纽约、西雅图、仰光、

1919 年)开办，本社横滨.东京、大

新加坡、里约热内卢、巴黎、柏林、

阪、北海道、神奈川设支店或园林

亚历山大等众多海外分支行，往

苗圃 .1924 年前来华开业，于上海

来店家遍布世界各大商业城市.

静安寺路设营业所，角回相太郎

抗日战争期间，控制我国论陷区

首任主任.其后南京、北京等地相

金融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华行停

继设店.经营种子、花木、蔬菜、树

止营业，由中国政府指定银行接

苗、园艺用具、农药、肥料及饲料

收清理.叶明斋、吴耀庭、龚星五

等批发及零售业务，承办庭园、玻

及魏信臣、魏伯刚等尝充是行买

房设计及施工事. 1944 年尚见于

办. 1897 年至 1945 年华行关闭，

记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本部历任总董为相马永舰、高桥

"三井"及"台湾".

是清、三岛弥太郎、永町架裳六、
井上$之助、提原仲泊、儿玉谦次、

横滨橡皮公司

大久保和j 贤、柏木秀茂及荒川昌

ber Co. • Ltd.

'‘

咱'

YokohaIna Rub-

•

•

•

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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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橡胶工业公司. 1917 年

连"橙村洋行本店"关系待考.

开办，本社东京，制造厂设于横

,

‘

•

滨，日文原称横滨护漠制造株式

檀村洋行本店

会社 .1925 年前来华开业，于止海

Yoko

Kashimura 一

仁记路设营业所，进口经销所产

大连浪速町及伊势町日商贸

汽车轮胎、飞机轮胎及工业用橡

易行 .1902 年橙村家族开办.经营

胶制品. 1930 年代初核定资本为

钟表、珠宝首饰、何达照相机、照

380 万日元，收足.嗣迁本店于被

相材料、望远镜、显微镜、眼镜及

滨，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广

其它光学品等直接进口批发零售

岛及札幌、仙台、朝鲜京城设支店

业务. 1920 年代后期由浅回新之

或营业所，大连、台北、北京、沈阳

助等合伙接办. 1936 年 6 月改组

相继设店. 1940 年核定资本累增

为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资本 50 万

至 550 万日元，收足. 1944 年尚见

日元，分 1 万股，每股 50 日元，

于记载，董事会会长中川末吉、专

1939 年 9 月收足."新京"及奉天

务被原拳育，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设支店 .1943 年尚见于记载.专务

金"及"满洲兴业".

浅回新之助，常务松回梅松.往来
银行为"满洲兴业飞与天津"檀村

惺村洋行

Kashimura Yoko ,

洋行"关系待考.

Kashimura &. Co.
天津日界旭街日商贸易行.

樱商行

Cherη&.

Co.

本世纪初惺村家族开办.北京、大

香港日商贸易行. 1908 年樱

连、沈阳、青岛、济南诸埠设支店.

井铁三郎家开办.初设于必打街，

经营照相器材、钟表、美术品、珠

嗣先后迁德记拉街、皇后大道中

宝、金银器及度量衡器等批发零

及德辅迫中营业.大阪设支店.经

售业务.代理"柯达"等几家英美

营进出口贸易及靴鞋制造业.进

厂商公司，济南支店兼营土木建

口日本棉布、棉纱、尼龙纱、芝麻

筑事业。 1944 年尚且于记载，穰村

线、人造草、硫酸、硝酸、除虫菊、

贯及樱村精等分别主其事。与大

双丝布、杂货及澳洲皮革等，出口

•
跚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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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骨、竹竿、藤、麻、牛皮、牛骨等，

英国防腐学会为会员. 1939 年前

销往日本。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改以英国伦敦为总号，更西名为

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台

"Brown Jones Funeral Service". 订

湾飞

做墓碑、安排火葬、包办运送.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业主骨诺

棉记药房

Pharmacie Centrale

德斯 (W.

Oliver Nodes).

汉口法界河内街西商药房。
1899 年布鲁塞尔药剂师铃贝尔纳

(C. Bernard) 等合伙开办.经营

播威钟表店，渣着急行，施唔急行

Gaupp &. Co. • Charles J.

英、法、德药品.别设酒晶部，经销

香港西商钟表眼镜首饰行，

酒类、照相材料及名信片等. 1913

1867 年前渣者急 (Charles J.

年前由毕榜亚 (A. Picca)接办.嗣

Gaupp) 家族合伙开办于皇后大

虽屡易其主，华洋行名依旧. 1920

道.经营钟表、珠宝首饰及钟表修

年代初迁俄界凤阳街营业，业主

造业务. 1891 年前由职员铃黑尔

为骨戈森 (A. Gaussin).1926 年后

曼 (Carl Heermann) 等合伙接办，

渐无所闻。

添营眼镜及光学品，华洋行名依
旧.尝代理英国谢菲尔德及伦敦

晴郎长生店，磅郎尊士长生店

Brown.

Jones &. Co.

,

Brown

Jones Funeral Service
香港英商殡仪馆. 1872 年前

一家金银作及珠宝首饰钻石贸易
行. 1915 年前后清理，清理员为
"核数师"会计师事务所，其时行
址在车打道.

发起开办.初设于春园，西名作

Bovet Brothers &.
&. Co. " .称"窃郎播威洋行
长生店".承办殡仪事，兼碑石镑 Co. , Bovet. G.
UBro啊1. Jones

刻业务。 1890 年代后相继迁皇后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56 年播

大道及摩里信山道营业，称"磅郎

威兄弟 (A. Bovet 及 G. Bovet) 合

尊士".添营大理石及花岗岩纪念

伙开办，西名"Bovet Brothers 8ι

碑石，代收政府公墓费款.嗣加入

Co. ".先后在江苏路、河南路及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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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德

西路营业。广州一度设联号。经营

港、广州、上海、厦门诸埠，以"泰

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1901 年后

租"、"三井"、"德记"等洋行为代

改由小播威 CG. Bovet)个人经营，

理行，进口推销所产煤油、机器泊

更西名为 UBovet ， G. 气迁福州路

及其它石油产品. 1915 年于上海

营业。 1908 年尚见于记载。

九江路 6 号设东方代表处，西名

"Texas Co. "，铃道格拉斯 (F. S.
黎璧洋行

La picque &. Co. ,

P.

Douglass) 首任代表。香港、广州、

厦门、镇江、烟台、长沙、青岛、济

A.
香港雪厂街皇后行法商公

南、芜湖、南京、福州、九江、江门、

司. 1914 年前原法轮船民黎璧

汕头、北京、天津、梧州、沈阳、哈

(Capt. P. A. Lapicque) 等合伙开

尔滨、汉口、枯岭等地相继设分支

办.华名别称黎碧洋行。海口、广

号、泊械或代理处， 1929 年设驻华

州湾、北海及法属印度支那各埠

子公司，定西名为 "Texas

设分号或代理处。经营航运事业

(China) , Ltd.". 资本 500 万美

及迸出口贸易，拥有"河内"等五

元，按特拉华州法律注册为私有

艘轮船。代理安南锯木厂、安南雪

有限公司，华名别称德士古中国

厂、法京燕梳公司、万国寝台特别

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子上海，香

迅车公司，东京玻璃厂、东京火柴

港、天津、青岛、汉口、南京、北京、

厂等数家至数十家法国厂商公

广州、梧州、大连、沈阳、北京、芜

司.一度成为好地轮船公司业主。

湖、济南、江门、九江、福州、哈尔

192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滨、汕头、*沙、烟台、厦门、镇江、

Co.

重庆、杭州、宁波及西贡、何内、海
德士古火油公司

Texas Co.

,

Texas Co. (China) , Ltd.

叫l

防、汉城、仁川等地设分支号或代
L 理处，销售管理网络遍布全中国.

美国石油工业公司。 1902 年

进口推销所产飞机泊、汽油、煤

(或作 1901 年〉开办，本部纽约市，

油、润滑油、柴油、滑脂及其它石

油田及相关工厂多分布于德克萨

油产品. 1936 年纽约德士古总公

斯州境内。 1906 年来华开业，在香

司与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

•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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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andard Oil Co. of Califomia)

时有资本 20 万日元.店主前冈实，

联合组建铸加利福尼亚一一得克

经理峰野富太郎，石仓顺一等为

萨斯石油公司(Califomía Texas

部门主任.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Oil Co. , Ltd. ) ，德士古中国有限

金"、"台湾"及"上海商业储蓄".

••

公司遂转为新公司之驻华子公

司，华洋行名悉依其旧.太平洋战

德义洋行

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尝对之

Walte &. Co' , A.
A. , Succrs.

实行"军管理".战后恢复，母公司
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会员.添台

Droste &. Walte

,

, WaIte &. Co'负

天津德商贸易行. 1895 年原

北分号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任世昌洋行职员铃德罗斯特(].

董事长辣菲弗(p.

Droste) 及瓦路蒂 (A. Walte) 合伙

经理毕林 (H.

F.

Lefevre) ，总

A. Bieling). 往来银

开办，西名"Dr，臼te

&. Walte" .1899

行为"花旗"及"大通气李定丰尝

年拆伙，白瓦氏接办，更西名为

充公司副总经理，郭幼丹、吴轶凡

"Walte &. Co' , A. 飞 1901 年后职

及周希钱尝充公司津店高级华职

员克立 (0. Kleemann) 及佛佛士

员，江峙生、雷文铿一度任公司买

(C. de V，ωs) 等相继入伙，华洋行

办.

名依旧.进口 JE 头、机器及杂货，
出口羊毛、装皮、猪察等，代理德、

锢大洋行

Tokudai

Yoko

英几家保险及其官公司厂商.

汉口日商贸易行 .1927 年(或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歇业.

作 1929 年〉开办，先后在太平街、

1920 年代初由伙东佛佛士及原西

花楼街、保华街营业.上海及神户

门子电机厂北京分号代理人包尔

·设分支店.汉口中山路肇元里设

德 (Ad. Bolte) 、华商雍剑秋出面

纸稽工场.进口日本苯胶染料、化

恢复，启用 "Walte

学品、麻袋、橡胶制品及杂货 s 出

Suαrs. "新西名.资本银 20 万两

口谷物、钮扣贝壳、黄蜡、矿镑及

全数出自雍氏.先后在英界海大

其它土产物，销往日本.兼营保险

遣、领事道及宝士徒道营业.北京

代理业务.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其

设分号.进口欧美钢铁材料、五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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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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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库房设备、工农业机械、纸、

德记洋行

呢绒、棉布、丝绸、人造丝绸、毛
钱、毛条、自行车、钟表、电料、文

&. Co., Ltd. , Reiss ,
Bradley &. Co. , Ltd.

具、化学药品、工业化学品、橡胶

汕头美商贸易行. 1860 年后

Bradley

&. Co.

Bradley

制品及医院用品等，出口羊毛、头

任美国驻汕头领事巳力烈 (C.

发、皮货、兽皮、麻黄、甘草、籽仁、

Bradley , Jr.) 与原厦门德记洋行

杳仁、花生、禽毛、绒毛、草帽缎及

(Tait

地毯等，销往欧美.代理欧美几家

头副领事，英人李质逊 (Thomas

保险公司及制造厂商.嗣佛佛士

W. Richardsοn) 合伙创办，西名

退伙，由包尔德及雍剑秋续办.

UBradley

1938 年前雍氏退出，包尔德成为

洋行之一。经营总进口贸易，兼航

独资业主 .1944 年尚见于记载，往

运及保险代理业务 o 1868 年巳氏

来银行为"汇丰"等.周寅初、周守

退休后李氏出主行务，始为英商.

仁、章以吴及顾海回尝充是行买

1880 年代发起创办汕轮船公司

办、华经理或华副经理.

(Shan Steamshi~ Co. ) ，自营厦门、

&.

W.

Co.)职员，后任荷兰驻汕

&. Co.

"，为汕头最老的

台湾、香港、琼州、北海及海防诸
德丰洋行

Enssle , K.

I

Bosch

&.

口航运业务.嗣先后添香港、上海
及伦敦分号 o 1912 年改组为有限

Varta Service
上海德商贸易行。 1924 年博

责任公司，更西名，按香港公司注

Service Station)

册章程注册，核定资本为 50 万港

主人赞恩斯勒 (Karl En臼le) 个人

元.总号香港，汕头、上海及伦敦

开办.初设于香港路，嗣先后迁苏

设分号 o 1930 年代中核定资本增

州路及法界迈而西爱路营业.经

至 150 万港元，实收 117 万港元.

销德国施图加特博施厂 (Robert

进口英国羊毛、呢绒、亚麻布、棉

Bωch ， A. G. )及美国俄亥俄州几

线、纺织品、五金及挪威纸等，出

家厂商所产汽车及电器零件，兼

口绣货、抽纱品及杂货，销往英、

营相关维修服务业务。 1943 年尚

美、南非及澳洲、代理欧美保险、

见于记载.

金融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十数

施事务所(Bos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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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家.往来银行为"汇丰飞未几并入

缆、木材及杂货 z 代理欧美日本轮

香港泰和洋行，成为"泰利"之汕

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

头分号，更西名为" Reiss ,

Bradley

十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 Co. , Ltd. " ，华名依旧.

1940 年

其时有资本 12 万港元.董事骨迈

代末尚见于记载，华经理李务观.

耶斯 (N.

周仲若、孙渭夫尝充是行沪庄买

(F. H. Berger) ，往来银行为"台

办.

湾".傅孚伯、邓秀峰、叶益六、柯

F.

Meyers) 及祷伯杰

孝灶等尝充是行买办.
德记洋行

Tait &. Co.

, Tait &.

Co. , Ltd.
厦门英商贸易行. 1845 年后
任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及荷兰驻

德臣印字馆

A.

Shortrede &. Co. ,

, "China Mail" Office , China

Mail , Ltd.

厦门领事德滴(James Tait) 个人

香港英商报馆. 1845 年骨肖

开办，是最早从事苦力出口的商

特里德 <Andrew Sho时rede) 个人

行之一.嗣与"和记"、"水陪"、"协

创办，曾获颠地洋行资助.出版英

隆"、"旗昌"诸洋行集资创办大船

文周刊 "China Mail" • 1858 年肖氏

坞. 1872 年前德滴去世，由原职员

去世，报馆由主笔德臣 (Andrew

华质美(J. C. Wardlaw)及巳地臣

(John Paterson) 等合伙接办，华洋

Scott Dixon) 接办，定名"德臣印字
馆". 1867 年由生地 (Charles A.

行名依旧.谈水、打狗及横滨、神

Saint) 接办，一度更华名为"生地

户先后设分号或代理行.本世纪

印字馆"，改《德臣报》为日报.嗣

初添天津及北京分号，充大船坞

恢复"德臣"旧称. 1906 年改组为

全权经理. 1920 年代中大陆诸行

有限责任公司.原业主铃贝恩 <G.

渐无所同，而台北分号益见兴盛.

M. Bain) 出任常务董事兼主编.

旋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更西名.

除编辑出版《德臣西报) (China

进口茶叶箱、钢带、五金、橡胶、工

Mail) 日刊、《德臣西报周刊》

业化学品、肥料、茶叶加工机具、

(Overland China MaiD 外，还编辑

船用引擎、工程材料、铁丝索、电

出版中文《进时编录) (Hongko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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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华字日报>> (Chine能及呢绒延头等，兼丝绸及一般出

Mail) 及船期表、行名簿等 o

1919

口贸易 o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年前后再度改组，变更宾馆名为

•

德臣西报有限公司 (Newspaper
Enterpri盹.

Ltd.). 报名依 1 日.

德华洋行

Freiberger. M. I.

哈尔滨道垦波兰珠宝首饰
行 o 1925 年钝弗拉伊贝格尔 (M.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I. Frajberger) 个人开办.上海及沈
德臣西报有限公司

Newspaper

Enterpri嚣. Ltd.

阳设分号.经营钟表、宝石、项链、
金铺、银?自及自铜首饰等，代表相

香港英商报业公司 o 1919 年

关制造厂商 o 1935 年尚见于记载，

前后就德臣印字馆改组开办.初

其时总号设于大连，哈尔滨、上海

设于云咸街及威灵顿街，嗣迁德

及沈阳各店为分号.

辅道中营业。出版发行《德臣西
报>>

(China Mai l)及《德臣西报周

刊)( Overland China Mail). 兼营

德华银行

Deutsch - Asiatische

Ba nk

一般出版、印刷、装订及本册文具

上海黄浦滩路德商银行.

加工制作等业务 o 1940 年代尚见

1889 年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汉

子记载，经理柏内特 (G.

堡、科隆、慕尼黑诸埠 13 家银行及

net t)

C. Bur-

金融机构合作投资开办，核定资

0

本白银 500 万两.天津、汉口、青
德华礼洋行

Sino - Continental

岛、香港、济南、北京、广州及柏
林、汉堡、加尔各答、新加坡、横

Co.
上海仁记路法商贸易行.
1929 年份礼昂森 CA.

Leonsonn)

滨、神户先后设分行.本世纪初资
本累精至 750 万雨，获纯利 80 余

& Co. •

万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参与对

C. )经理特克勒费尔 (G. KleffeD

华投资及贷款，且一度在山东、汉

与华商黄某合伙开办.进口经销

口等地发行纸币 o 1917 年中国对

德、比所产五金工具、五金、电器

德奥正式宣战后停业，由北洋政

及原汉成洋行 CHarg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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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派员清理。其在山东资产被日

涅曼 (W. Heinemann) 、德华银行

本夺去，余由中国政府接管 o 1920

北京分行资深经理何达士 (H.

年代初在华业务恢复，尝以柏林

Cord目)、鲁麟洋行津庄代签有效

为总行.嗣恢复上海总行地位，迁

入侵内申 (Chr. N但nchen) 及瑞丰

九江路营业，各分行相继复业。

洋行津号代签有效人赞阿尔斯贝

1930 年代中实收资本 630 万元，

格 (M. Alsberg) 等发起开办.经营

准备金 200 余万元，资产负债总额

房地产及相关营造业务 o 1917 年

3.743 万余元 o 1945 年第二次世

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歇业 o 1920 年

界大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指定银

代初恢复.嗣先后迁领事道、宝士

行接收清理 e 许春荣、许杏泉、姜

徒道及董事道营业 o 1944 年尚见

品良、严兆损、王采墨、王步洲、王

子记载，董事鸿氏〈赫琴. Emil

云洲等尝充是行买办或高级华职

Hunke) 主其事.

员.
德兴洋行
德安洋行

Greig &. Co. • M. W.

福州观井路加拿大英商贸易

Adler. Nicolai

哈尔滨道里德商贸易行.

行. 1891 年美商旗昌洋行福州分

1925 年前侨商铃安德勒 (Nicolai

号经理铃格雷梅 (M.

Adler) 发起开办，经营进出口贸

接续己破产之"旗昌"榕庄改组开

易，兼相关工程事务.代理德国儿

办.经营茶叶贸易，出口梅脑，进

家厂商公司 01938 年尚见于记载，

口泊类，代理数家至十数家欧美

业主为特朗格 (Hans Lange) 0

日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W. Greig)

1907 年格氏退休，由其弟铃恪罗

德兴公司

Ba ugesellschaft ,

Tientsin

纳 (Ronald Greig) 及长子铃格佐治

Tientsin Build-

(G切. L. Greig) 合伙接办。 1913

ing Co. • Ltd.

•

年前后原万兴洋行职员铃斯克里

天津英界海大道德商建筑公

特罗杰斯 (C. Skerrett - Rogers)

司 o 1908 年前德义洋行主人瓦路

入伙，嗣兴裕洋行主人骨布兰德

蒂 (A. Walte) 、世昌洋行伙东骨海

(W. M. S. Brand) 等相继加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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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洋行名依旧 o 1943 年尚见于记
载.

满达司基 (L.
铃琼斯 (F.

P. Klemantaski) 及

A. Jones) 入伙，成为

合伙商号，华洋行名依旧.先后代
德兴洋行

Drysdale , Ring臼&

理"合众"、"扬子"、"益兴"、"中法
保寨"、"永明人寿"、"克廉"、"西苏

Co.
汉口西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M. Drys-

华北有限公司"、"邓禄普橡皮厂"

M. Ringer) 合

等厂商行号 o 1940 年代初尚见于

铸德赖斯代尔 (Th臼.

dale) 与赞林格(J.

格兰"等保险公司及"亚细亚火泊

伙开办.上海设分号.经营贸易

记载.

业，代理几家英商保险公司，兼营

,

茶叶检验业务.嗣迁本店于上海，

德利洋行

汉口改分号. 1890 年代初尚见于

&. Limby T iI1ey &. Co. , Percy

T il1ey , Percy Tilley

,

上海四川路英商建筑工程

记载.

行. 1913 年前原公共租界工部局
德利洋行

&.

Co.,

Klemantaski , Ba tes

管理工务写字楼职员德利 (Percy

Klemantaski ,

Ti11ey)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Ltd.

I

名.承办建筑设计、测绘及土木工

]acques
哈尔滨道里西商贸易行.

程，兼营地产及房地产业务.其间

1915 年前克来满达司基(]. Kle-

先后迁博物院路、法界爱多亚路

mantaski) 、铃贝茨 (Charles

H.

及九江路营业 o 1910 年代中一度

Bat饵，驻伦敦〉及骨科马克 (G.

与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林

E. Cormack) 等发起开办，西名
" Klemantaski , Bates &. Co.,

佩 (S. O. Llmby) 合伙，西名作

Ltd. ".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名或记为 "Ti11ey

理业务 0 19 20 年代中解体，由常务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方选青、

董事克来满达司基个人接办"更

闵北堂及汪静山、范瑞庆等尝充

西名为 "Klemantaski ， Jacqu田"，沈

是行买办、华经理或高级华职员.

阳设分号.嗣代签有效人小克来

"Ti1ley &. Limby气 1920 年代后西

&. Co. ,

Perc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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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孚洋行

德忌利士公司，得忌利士公司

Co. ), De fag
上海四川路德商工贸公司。

&.
Co. , Do uglas Do uglas Lapraik &.
Co.

1924 年开办，为私有有限公司.香

香港英商洋行。 1861 年前德

港、天津、济南、青岛、汉口、沈阳、

忌利士 (Douglas Lapraik) 个人创

重庆、北京、长沙、广州及丸江、常

办于德记拉衔，即以姓字为行名.

德、营口、哈尔滨、太原、福州诸埠

经营钟表业。 1863 年改组为私有

先后设分号或代理处.上海设多

合伙行号，即变更西名为"Lapraik

处工厂及找房.进口德国苯胶染

&. Co. , Douglas" ，以轮船航运为

料、提青、纺织工业用化学品、人

业，自备轮船 3 只，定期航行于汕

造丝纱、透明纸、玻璃纸等，生产

头、厦门、福州间，兼营综合贸易

颜料。代理德国大德颜料厂等十

及保险代理业务. 1872 年前轮船

家厂商公司. 1940 年代中尚见于

增为 8 艘，航线亦延申至台湾.

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汇

1883 年德忌利士轮船公司成立

丰"、"花旗"等.用宗良、朱润章、

后，转营航运、保险及其它佣金代

谢克明、浦叔鸿、吴鹤云、张珍侯

理业，兼营综合贸易。除全权经理

及陈耀三、刘星耀、柴曼生、李哲

德忌和l 士丰UG-公司外，代理欧美

生等尝充是行买办或华经理.

日本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数家

De utsche Farben
Handelsgesel1schaft (Waibel &.

Lapraik.

Douglas

,

,

La praik

至十数家 .1940 年代尚且于记载，
德亨洋行

Gunn , Hugh , Gunn

&. Co. , Hugh

其间伙东虽屡经变易，华祥行名
依旧.

沈阳小西关西商贸易行.
1913 年前钟冈恩 (Hugh Gunn) 家

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得忌利土轮

族开办。哈尔滨设分号。经营迸出

铅公司

口贸易，代理"永明人寿"等几家

Steamship Co., Douglas Steam-

欧美保险公司及其它厂商。 1920

ship Co.

年代中尚见于记载。

Douglas La praik

,

Ltd.

香港英商轮船公司。 188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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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忌利士公司行东拉普雷克(John

钞票、银行券及其它票据镑版、印

S. Lapraik) 等合伙开办，定西名

刷业务. 194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

为 U

Douglas Lapraik Steamship

载，远东经理巴驾克 (D. K. Brad-

Co. " ，资本 100 万元.经营福州、

dock) ，华经理罗鸿年，协理陈主

台湾、香港问定期航班 01891 年前

麟.

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更西名为 U Douglas Steamship

德茂洋行

Jaspersen ， Julius

Co. , Ltd." 0 先后拥有"海柜"、

营口天主堂街德商贸易行.

"福建"、"澳商"、"海防"、"爹利

1910 年前后德国驻营口副领事雅

士"、"科麽沙"、"海龙"、"海门"、

司朴〈帷司朴生， J uli us Jaspersen )

"海澄"、"海阳"诸轮，往来于香

个人开办.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

港、汕头、厦门、福州间.德忌利士

金代理业务.代理德、俄、英、瑞士

公司全权经理，怡和洋行为其汕

几家轮船、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

头及福州代理行.公司码头在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度歇

助码头左邻 .1920 年后相继添"海

业. 1920 年代初恢复，设 tt 阳分

康"、"海卒"、"海宁"三轮， 3 ， 000

号，添营水陆运输代理业务 o 1920

余吨. 1930 年代中有船 11 艘，共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18 ， 301 吨. 1940 年代尚且于记
载.

德茂洋行

德纳罗即钞公司

Co. , Ltd I Shantung Handels , G.
m. b. H.

De La Rue &.

Co. , Ltd. , Thomas
英国印钞公司，本部伦敦.

'

Shantung Traders

烟台德商贸易行. 1930 年原
天津鲁昌洋行 (Shantung

Overseas

1933 年前来华开业，初起设代表

Trading Co. )烟台分号经理铃施

处于上海川阿弗拉莫夫 (A. J.

米茨(Carl ~元hmitz)发起开办。进

Avramov) 任驻华代表。嗣相继在

口德国、西班牙、日本所产机器、

上海黄浦滩路及香港皇后大道中

瓶帽、软木、玻璃、玻璃器皿等，出

设远东分号，阿氏首任经理。承办

口草帽、草帽缓、茧绸、丝头、发网

、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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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销往美国.代理德、英、日、华

sellschaft 叼

几家保险、轮船及其它公司厂商.

德国机械工业公司，本部杜

1940 年代初尚且子记载，原万丰

伊斯堡 .1920 年代来华开业，在上

洋行大连分号经理伪兰茨 (H.

海先后以谦信机器有限公司及禅

Lanz) 主其事.

臣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

凿岩机、气力工具、牵引设备、鼓
德明饭馆

Wagons 一Lits Ter-

风炉、钢制品、电炉、轧钢机、装货

桥式吊车、挖土机及建筑钢等.

minus Hotel
汉口法租界德领事街西商饭

1938 年前子上海江西路禅臣洋行

店. 1901 年开办. 1909 年新楼落

内设代表处. *费特克特尔 (w.

成，两楼一底，备有双人及单人客

Fettkoeter )主其事. 1940 年代初

房、专用楼室、弹子房、阅览室及

尚见于记载.

其它公共活动场地，经理为原上
海密采里饭店经理骨布里奥尔

德国亨堡大药房

(P. BrioD. 业主骨圣波尔 (R.

Pharmazeutische. A. G.

Saint-Po)). 1926 年前后由普圣
波尔夫人 (Mme.

Chemisch-

德国制药工业公司，本部美

C. Saint - Pol)

因河畔法兰克福之巴特霍姆堡.

夫人接办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193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海及天

津诸埠，分别以"慎馀"、"谦信"等
德国大药房
Dispen割巧.

Gennan

洋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各
种药品.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Ltd.

广州西堤德商药房. 1924 年

前开办，系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商

德国药房German Pharmacy

药及药剂，为执照配方药房.代理

上海同孚路德商药房. 1934

法兰克福、柏林及慕尼黑几家德

年前原美商科发大药房职员，药

国药厂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学博士骨弗里德 (F. L. Friede)个

人开办.经营商药及药剂配制、批
德国台麦格厂Demag

Aktienge-

发、零售诸业务.代理柏林、慕厄

•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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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及维尔茬堡几家药厂. 1930 年

德和洋仔

代末于北四川路设虹口分号.

Johnson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

Lester , H.

, Lester ,

&. Moηiss

上海英商建筑工程行. 1860

年代执业建筑师雷氏德 (Henry
德国荣格赐飞机制造广

Junkers

Lester)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为行

, Jun-

名.初设于南京路，嗣迁泪泾路营

und Motoren-

业.承办建筑设计、土木工程、测

Fluegzeugwerke , A. - G.
kers Fluegzeug werke , A. -G.

绘检验及相关包工业务.世纪之

德国飞机及发动机工业公

交一度歇业 .1910 年代初，雷民德

司，本部德绍. 1920 年代来华开

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样约

业，在上海及天津诸埠，以梯臣洋

翰逊(George A. J ohnson) 及铃英

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各式

里斯(Gordon Morri~) 合伙经营，

飞机. 1930 年代中以司得赐 (R.

遂更西名为 "L臼ter ， Johnson

Sterz) 为驻华代表，设代表处于上

Morriss" ，添地产、房地产及保险

海圆明园赂，经营对华业务。

代理业务. 1926 年雷氏德去世后 h

&.

"德和"迁九江路营业，其后虽屡
德国伺质肥料联合公司

易伙东，华洋行名依旧.太平洋战

Deutsches Kalisyndikat , G. m. b.

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一度对之

H.

实行"军管理飞 1949 年拥有地产
德国饵质肥料辛迪加，总号

229 亩，房屋 905 幢共 133 ， 547 平

柏林 .1920 年代来华开业，以上海

方米.衷祖怀、陈桔春尝充是行买

咪地洋行 (Mee

办或华经理.

- Yeh Handels

Compagnie) 为代理行，进口经销
所产仰质肥料. 1940 年代初设驻

德和洋行

华分号子北京大阮府胡同，鲍含

Rabben

生 (Harro Boysen) 主其事 .1944 年

尚见于记载.

Rabben

&. Co. , W.

&. Co. , W.

,

(Succωsors)

天津英界宝士徒道西商贸易
行. 1927 年前原美商协成洋行天

津分号经理及英商克福公司职员

.如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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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拉本 (W. Rabben) 主持开办，定

司数家至被十家.往来银行为"东

西名为 "'Rabben &. Co. • W. ".经方汇理"、"汇卒"及"浙江兴业".
营总出口贸易.一度迁广东道售

1936 年前后改组，更名"德惠'

业. 1933 年前改组，由伙东怜惠特

(Hardivi l1iers. F rançois d') •

戈布(H.

M. Whitgob) 出面接办，

启用 "Rabben

德顺牛掌肉庄

&. Co. W. (Succes

sors) "新西名，添沈阳及上海分

Hopkins.

Lavinia I Hopkins' Butchery
上海西商牛羊肉店. 1867 年

号. 1943 年尚且于记载.

费霍普金斯 (Lavinia Hopkins) 家

德威洋行

I

开办 .1891 年以来，先后在宁波路

Ciel

及北四川路营业.经营屠宰及牲

Hardivilliers. F.

Hardivilliers. Olivier
Ha rdivilliers &. Cie

&..

畜买卖、代购等业务.华名别称德

上海黄浦滩路法商贸易行.

顺佯行. 193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

1924 年 4 月原任远东矿务股份有

西班牙驻沪总领事馆翻译官魏生

限公司经理带阿迪维利埃氏但.

取 (V. Vizeninovich) 任肉庄经理

Hardivilliers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数十年，资深协理斐礼思 σ.

为行各. 1930 年代初改组为合股

Ferris).

公司，更西名为"Hardivil1iers.

F.

0China &. ]apan

livier &. Cie" ，或记为德商，迁博物

德律风公司

院路营业.阿迪维和l 埃任常务董

Telephone Co. • Ltd.

&. Cie"

英国电话公司，本部伦敦.

新百名，迁四川路营业.香港及广

1881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黄浦滩

州设分号.其时资本为 50 万美元

路设电话局，经营公用电话业务，

〈或记为银 14 万两).避口法国、法

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准会员依巴

属印度支那及欧美其它国家煤

德 (E. E. Porter) 快期担任总经

炭、五金、机辘、木材、纺织品、化

理. 1898 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

学品等冒出口中国产物.代理法

授权工部局就电话局特许协定招

国、法属印度支那及欧美厂商公

标，上海华洋德律风有限公司

事.未几启用 "Hardivilliers

,
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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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

Ltd.

)一举中标.公司在沪业务邃

失，其后渐无所闯.
德泰洋行

Co. , F ederal lnc. , U. S. A.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美商贸易
行. 1906 年前德高(J.

Stürmann , Chas.

,

DeJbourgo)

个开办，即以姓字为行名.经营进
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

马尼拉一家西班牙烟业公司.

China &. Java Export Co.
上海法界公馆马路西商贸易

1913 年前改组，由经理谭伯根(1.

行. 1896 年骨施图尔曼 (Chas.

DeJbourgo) 主持接办，更西名为

StUnnann) 发起开办， llP 以姓字为

"Delbourgo &. Co. .. .先后迁南京

行名.天津及汉口设分号.经营迸

路、圆明园路、北京路及江西路营

出口贸易. 1906 年前改组为美商

业.日本神户设联号 .1929 年前改

公司，更西名为 "China

&. Java Ex-

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启用"Del

po时Co." ，按新泽西州法律注册，

bourgo &. Co. , FederaJ Inc. , U.

总号纽约.上海、天津、汉口、重庆

S. A."新西名.总号先后设子旧

及三宝垄、巴达维亚、泪水、阿妮

金山及纽约.谭氏与上海名律师

斯特丹、汉堡先后设分号，伦敦、

阿乐满 (N.

加尔各答、孟买、亚丁设代理处.

未几即无所同.

F. Allman) 同为董事.

施民任华行总经理.华行以采购
出口牛羊皮及其它兽皮为主要业
务，兼营一般迸出口贸易及保险

德商信谊大药房

Sine Pharmacy

上海百老汇路德商药房.

代理业.所办专用打包厂常年雇

1921 年笛飞氏 (Maz

A. Joffe) 主

工 300

500 人 .1920 年代末前

持开办，华名称倍谊大药房.经营

见于记载.张雨记、徐建侯、金润

化学药品及药剂配制、批发、零售

摩、刘端溪及胡索田等尝充是行

业务. 1927 年于法租界马斯南路

买办.

创办德商倍谊化学制药厂 (Sine

Laboratoη) ，即后之华商倍谊化
德高洋行

Delbourgo &. Co"

~

,

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Delbourgo &.

1930 年后，为区别于法界霞飞路

Delbourgo , J.

•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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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tterer , W.

同名药房，华名改称德商信谊大

德隆牛肉庄

药房. 1938 年后渐无所闻.

Broadway Butchery

,

上海百老汇路德商肉食行.
德康有限公司 F 德康洋行

Wake-

,

1903 年〈或作 1905 年〉原德国侵

( China ) , Ltd.
Frost , Bland &. Co. Frost , Bland
&. Co. , Ltd.

terer) 个人开办.经营宰牛场、肉店

上海四川路英商贸易行.

海军及几家商业航运公司伙食供

fi e1d

&. Co.

,

华军军士斐特老 (Wilhelm

Fuet-

及红局作坊，承办德、美等国驻华

&.

应，兼营船具杂货.营业发展甚

Ltd." ，为有限责任

速，很快即自备有发电厂及电灯

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

设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歇

理业务. 1927 年前后改组，由董事

业 .1920 年代初恢复，迁北苏州路

‘布兰德(L\oyd Bland) 与福赐德

营业.由斐特老夫人 (Mrs. R.

洋行主人福赐德(J. Frc匾。合伙接

Fuetterer) 出面接办，添营餐馆.

Bland &.

1930 年前后铃恩格斯斐特老 (Fr.

Co. " ，称德康样行.经营电器、刀

H. Engels - Fuetterer) 夫妇接办

片、金钢钻、食品、反革、草制品、

肉庄.未几设静安寺路分店，铃于

仪器设备、铅管工程材料、槽罐器

尔茜小姐 (Frl~ Helena J ü1ch) 主其

材、自行车、摩托车、军用步枪、运

事.其时有资本鹰洋 5 万元，年营

动步枪、制动装置、清水器、医疗

业额约 15 万元，作坊及总号设于

器材、化妆品及药品等，代理欧美

兆丰路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往

保险及其它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

来银行为"中国".

1923 年开办，西名 "Wakefield

Co. (China) ,

办，更西名为 "Frost ，

家. 1930 年代中改组为股份有限

Perrin一C∞'per

责任公司，更百名为 "Frost ， Bland

德隆洋行

&. Co. , Ltd. " ，嗣先后迁九江路及

Co., Perrin - Cooper &. Co..

江西路营业. 1940 年代末尚见于

Ltd.

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及"花

旗飞张仲琴尝充公司买办.

&.

天津法界大法国路英商贸易
行 .1903 年铸佩林库泊夫人 (Mrs.

'"
同

←-…一叩

t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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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ellin- Cooper) 等合伙发起开

口业务.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办.经营军装、军械、机器等进出
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代理欧

德惠宝洋行，德惠宝麻袋公司

美保险、航运及其它公司厂商数

Davie , Boag &. Co. , Ltd.

家至十数家. 1920 年代初由洛士

香港英商工贸公司. 1921 年

和j 洋行接办，迁英界领事道营业.

利物浦骨德惠有限公司 (Robert

添北京苏州胡同分号. 1934 年改

Davie &. Co. , Ltd. )及格里诺克

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纽约设分号.

之骨宝有限公司<Thos.

Boag &.

出口羊毛、头发、猪援、棉花、皮Co. , Ltd. }联合开办，上海设分
货、兽皮、肠衣及核桃等，销往欧、

号.经营麻袋厂、水压打包厂及进

美、澳各地，兼营洗刷、打包业务.

出口贸易.进口欧美、澳洲、印度、

嗣添进口贸易，进口卡车、卧车、

锡兰所产麻布、麻袋、建材、纺织

面粉、大米、机器、五金、化学品、

品、食品、体育用品、亚麻布、缝纫

药品、染料、油漆、足头、麻袋等.

及绣花钱、茶叶、玉米面、玉米糖

1947 年注册资本为 30 万港元.

浆、钢制家具、蜡、上光剂、杂货，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总董骨

出口中国产物及制造品，销往欧

拉塞尔 (D. O. Russell) ，常务董事

美.代理英美厂商公司数家至十

份默理 (Frank

J.

Murray) ，往来

银行为"汇丰飞
德瞌洋行

数家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来银行为"汇丰气

Shànghai Cotton

Waste &. Linter Co.

德惠洋行

Hardivilliers ,

François d'

·上海俄商棉行. 1927 年骨乌

上海法商贸易行. 1936 年前

瓦季耶夫 (A. N. Uvadieff)个人后德威洋行 (Hardivilliers

&. Cie)

开办.初设于倍开尔路，嗣先后迁主人赞阿迪维利埃氏(Count
四川路、广东赂、梅物院路及昆明

François d' Hardivilliers) 就原行改

路营业.倍开尔路设加工厂.经营

组开办.初设子圆明园路，嗣迁法

棉花、棉纱头、棉绒加工销售及出

界爱多亚路营业.香港、广州、天

•

•

•

-

•

~叩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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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重庆及坷内、西贡先后设分

京、烟台、北京、沈阳、九江诸埠，

号。代表美国培士利钢厂(Bethle-

先后以"仁记"、"安利"、"立兴"、

hem Steel Export Co. )等几家五

"捷记"、"旗昌"、"永兴"、"信记"、

金机器厂商在华销售业务及法国

"志利"、"的近"、"赖安仁"、"德

世界航业分类注册会〈浮立塔斯

记"、"荣丰"、"太古"、"怡德"、"事

检验局) ，兼理相关工程事. 1940

待生"等洋行公司为代理行。经营

年代迁总号于美国纽约，华行均

水火及向车等保险业务 o 1940 年

为分号.嗣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

代尚见于记载. 1920 年代中一度

会员 0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阿

以赫白塔 CR; G. Herbert) 为驻华

迪维利埃氏自任总经理，华经理

经理，经营上海、汉口、北京、烟

管圣甫，工程师魏密旦 (A. M.

台、沈阳各分号.

Viazmitinoff ) ，往来银行为东方
"汇理"、"有利"、"汇卒"及"大通".

摩斯洋行
L.，

德璧洋行

Toper

L.

Brothers

天津法界西商贸易行. 1927
年前德璧兄弟 (P.

L.

To阳及

,

Moss &. Co., David
Mωs &. Co., Inc. , David
Mωs &. Co. , Inc. (China) ,

David L.

,

Moss &. Co., Ltd.

(China) , David L.

M. L. Toper) 合伙开办.初设于

美国贸易公司 01915 年〈或作

狄总领事蹄，嗣迁古拔路营业.沈

1916 年〉摩斯(David L. M岱s) 发

阳、哈尔滨及纽约设分号.经营皮

起开办，本部纽约市，资本银 5 万

货及兽皮贸易 o 1940 年代后期尚

两.为在纽约注册之私有有限公

见于记载。

司.旋即来华开业，于上海设分
号，先后在九江路、江西路及四川

摩托保险有限公司

Motor

Union lnsurance Co. , Ltd.

路营业.汉口一度设代理处.进口

新加坡及澳洲橡胶、徨香木及糖

英国保险公司 .1906 年开办，

械木等 s 出口蛋品、禽毛、毛皮、羊

本部伦敦 .1913 年前来华开业，在

毛、府香及其它中国产物，销往

香港、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南

美、英、法诸国 o 1940 年代后期尚

甲，中…一

潮涣鹤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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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卒"、
"大通"及"麦加利飞唐鼎臣、王海
珊尝充是行买办、华经理或高级

华职员.

鹤谷洋行

Tsurutani &. Co.
Tsurutani &. Co. , Ltd.

,

日本贸易行. 1898 年鹤谷忠
三郎个人创办，本店神户，日文原

称鹤谷商会 .1913 年前来华开业，
潮崎洋行

Shiozaki Yoko I

先后在上海及香港设支店，经营

进出口贸易. 1919 年改组为股份

Shiozaki &. Co.
上海日商贸易行 o 1916 年潮

有限公司，称株式会社鹤谷商会.

崎氏等合伙开办.先后在江西路

核定资本 100 万日元，实收 50 万

及四川路营业.芜湖进宝港设营

日元。 1920 年代末沪店关闭.嗣先

业所.经营棉布、呢绒、印染机器、

后于沈阳、天津、广州、北京增设

镶饰木板等进口贸易 o 1943 年尚

分支店所.进口日本绳缆、水泥、

见于记载，其时有资本 3 万日元，

呢绒、布延、人造纤维、建材、机锯

经理潮崎满彦，华经理祝美国.往

工具、灯泡、文具、杀虫剂、滤水

来银行为"横滨正金".

帮、绝缘材料及杂货，代理几家日

本厂商公司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澳门电灯有限公司

tric Lighting Co.

MacaQ Elec-

, Ltd.

田中正一，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澳门龙篱正街葡商电业公
司. 1915 年前铃里科 (C.

代表董事鹤谷忠泊，董事自野弘、

金"、"满洲兴业"及"益发".

E. W.

Ricou) 等发起开办.发电厂设于新

履泰洋仔

雅马路.经营发电及电为供应业

Evans &. Co.

Reid &. Co.

I

Reid ,

务 0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香港皇

上海英商贸易行. 1867 年前

后大道中设办事处，英国电机工

地理(D. Reid) 发起开办，西名

程师学会及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

"Reid &. Co.飞初设于江西路，嗣

准会员铃热利翁 (F. ].

迁北京路营业.经营茶叶贸易.

任常务董事.

GelIion)

1891 年前铃埃文斯 (M.

P.

Evans) 等入伙，改组为合伙行号，

,

r

豫碎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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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西名为 UReid ，

Evans &. Co. ".

Shepherd) 个人开办.先后在九江

其后产茶季节于汉口设分号.经

路及四川路营业.初营英国纺织

营茶叶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

业厂商代表或代理业务，嗣兼营

务.兆车路设找房 .1920 年代末尚

进口贸易.进口英国呢绒、棉布、

见于记载.谈炳麟尝充是行买办.

棉纱、毛线及羊毛等 .1940 年代初

尚见于记载.

豫纶洋行

Cantorovitch &.
Co., Is.
Ca ntorovitch , Is.
Cantorovich , 1.
Grand Corset

薛鲁敦药行

Hou回

年原德商科发药房总经理薛鲁敦

,

,

,

上海俄商绸布服饰店.
、

Schloten , H.

上海九江路德商药行.

1924

1913

(H. Schloten) 个人开办.进口经

年树铮坎托罗维奇家族(Is. Can-

销法、德、美及瑞士所产化学药

toro说tch 及 S. Cantorovitch) 开

品、化工设备、精泊、人造香水原

办，西名 U C8.ntorovitch

&. Co. ,

料、化妆品原料及药店杂货等.代

Is. " .经营呢绒绸布及服饰用品进

理欧美几家厂商公司，一皮出版

口销售业务. 1917 年前迁百老汇发行《化学药业杂志) (China
路营业，更西名为 U I Cantorovitch ,

Chemists' . &. Druggists' Review)

Is.".1920 年代初改组，启用"Can-

月刊，兼制药咨询业务. 1943 年尚

torovitch , 1." 或.. Grand Corset

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德华"及

Hou缸"新西名.经营女服、胸衣、

"和嘴".

童装、女帽杂货、袜类、男女服饰
用品及各种商料等. 1930 年代初

来宜吉洋行

尚见于记载.

Endicott , R. R.

Endicott &. Co.

,

上将西商牙行. 1899 年前原
·薛白洋行.

老沙逊佯行职员燕宜吉 (R.

Shepherd , G. C.

上海英商洋行. 1925 年原仁
记路英商锦泰洋行 (Flanagan

R.

Endicott) 个人开办，西名 "Endicc此t

&. &. Co.".初设于福州路，嗣先后迁

Co., J. M.) 职员薛自 (G. C.

南京路及静安寺路营业.经营水

•

•
,

•
霍
陆运输、股票、报关、地产房地产

雹忍坚进出口商行

经纪及一般佣金代理业务.众业

John G.

公所成立后为众业公所会员.
1908 年前更西名为 "Endicott.

R.

Chudzynski.

上海江西路波兰贸易商行.
1934 年原四川路法商百代公司职

R. 飞 1914 年前后改营证券、股票

员霍忍坚 0.

及一般经纪业. 1918 年后渐无所

主持开办。进口波兰铮片、铮产

阁。

品、纯铅、骨胶、机车、钢轨、车皮、

G. de ChudzynskD

化学品及一般机械工具、机器、五
霍近拿钟表衍

,

F alconer &. Co. •

Falconer &. Co..
Geo.
Falconer
&.
(Hongkong). Ltd. • Geo.

G.

,

金等，出口丝、茶及杂货.兼营佣

Ltd..

金代理业务 .1947 年有资本法币 3

Co.

亿元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
来银行为"华比气"麦加利"、"上

香港英商钟表首饰行. 1867

海商业储蓄'、"有利"、"汇卒"及

年前原德忌和j 士公司表匠霍近拿

"花旗".朱殿元尝充是行华经理.

(George F alconer )发起开办，西名
4< F aIconer &. Co. • G. ".初设于皇

雹葛铜品公司

后大遭中，经销一般钟表、精密计

China. Ltd.

Hope Crittal

时表、天文钟及珠宝首饰，兼相关

上海铺朋路英商建筑钢铁材

制作及修理业务.嗣改组为有眼

料厂. 1934 年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责任公司，更西名为 "Falconer

董事骨哈瑞 (G.

&.

G. C.

Harper) 及

Co.. Ltd. • G四."，改以苏格兰为

安利猝行董事怜米格尔 (C.

本部，添营眼镜及其它光学制品.

Meager) 等就葛烈谴钢窗公司

1925 年前就原公司改组，启用

(Crittall Manu{acturing Co. Chi-

&. Co. ( Hongkong ) •

na. Ltd. )改组开办.核定资本 10

Ltd. , Geo."新西名. 1940 年代尚
见于记载，钟罗斯 (F. W. T.

万英畴，分 1 万股，支行 5 千肢，实

Ro据〉主其事.

余股.加工制造钢窗、钢门等建筑

4< Fal∞，ner

J.

收 5 万英确.安利洋行拥有 3.000

用钢铁制品，产品由怡和机器有

•

•

霍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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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总经销。 1940 年代尚见于更西名为" Typographia
记载，董事骨韦克林 (E.

,

C.

Wakeling) 兼任经理.

Mercantile" ，业主为铃费尔南德斯
兄弟公司 <Femandes

J.
霍僚士津行

Hodg白，

&. Brothers ,

C.). 本世纪初开始启用 "Ty

pographia Mercantile de N. T.

H. M.

上海英商贸易行 o 1921 年美

Femandes e Filhos" 新西名，迁龙

商贸勒洋行常务董事霍保土 (H.

篱正街营业.经营综合印刷及出

M. Hodges) 个人开办，即以姓字

版业务. 1931 年前改组为有限责

为行名.初设于江西路，嗣迁黄浦

任公司，更西名为" Typographia

滩路营业.新加坡及香港先后设

Mercantile de N. T. Fernandes

分号.代表英美几家厂商公司，经

Filhos , Ltd.". 1940 年代尚见于

营食品、化学品及成药等进口贸

记载.

易 01930 年代中出盘，由原经理铃
希尔 (A. S. Hill) 接办，华洋行名

德原洋行

Shinohara &. Co. , T.

依旧 0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载.往

上海广东路日商贸易行.

来银行为"麦加利飞港行华经理

1932 年原增幸祥行职员籍原宝三

彭绍光.

等合伙开办，日文原称合资会社

德原佯行.资本 2 万日元.芜湖、

Typographia

南京、镇江先后设文店.经营鲜

Mercantile de N. T. Femandes e

蛋、蛋制品、炀衣、禽毛、茶叶、植

Filh俑 I

物泊及杂货进出口贸易，兼营佣

镜海印务总局

Typographia Mercantile de

金代理业务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N. T. Fernandes Filhos , Ltd.
澳门葡商印刷出版公司.十
九世纪后期铸费尔南德斯的.

T.

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住
友".

Fernandes) 家族开办，百名"Bole

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田

r , Typographia Mercantile , N.
T. Femandes &. Sons". 1895 年前

4

璧利洋行

Brenner Bros.

, Bren-

ner Bros. Fur Corp.
美国皮货贸易行. 1912 年壁

•
,
牛叮"

壁在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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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renner 及 Fred.

名或作"壁恒飞进口经销德国书

Brenner) 创办，本部纽约，西名

刊杂志，兼营文具及印刷、出版业

"Brenner Bros. 气 1924 年前来华

务 .1940 年代初尚且子记载，经理

开业，设驻华总号子天津法界大

骨奥贝 E雷斯(E. Obenaus) ，往来银

沽路.上海、哈尔滨、沈阳、张家口

行为"德华".

利兄弟 (P.

诸埠设分号.经营毛皮、皮货、兽
皮收购、销售及出口贸易，主要销

霞拔颠地洋行

Dent &.. Co. ,

往纽约、巴黎等地 01930 年代末变

Herbert Dent &. Co.

, Ltd. , H缸

更西名为..

b笛t

Brenner Bros Fur

Corp. 飞 1947 年尚见于记载，往

,

广州沙商英商贸易行. 1891

来银行为"大通"、"麦加利"及"汇

年前霞拔颠地 (H町阳t

卒".

主持开办.澳门、伦敦及里昂设分

璧恒公司

N ðssler &. Co. , Max

,

F. Dent)

号.经营丝、茶及一般出入口贸

易，承办丝绸及茶叶检验公证业

Noessler &. Co. , G. m. b. H. ,

务，先后代理香港泰丰银行(丽如

Max

银行〉、北安轮船有限公司及几家
德国图书公司. 1899 年幡内

英商保险、航运公司 0.1921 年前由

斯勘 (Max Nð 回ler) 等发起开办，

伙东铃威廉颠地 (WiIliam

西名 "N ðssler

Max" ，本部

Dent)接办.旋改组为有限责任公

不来梅.旋即来华开业，设分号于

司，威廉颠地任常务董事，裁撤澳

上海南京路，经啻书刊、文具及细

门分号，增设香港分号 01930 年代

业贸易.华名别称"北恒飞 1915 年

中尚且于记载.

&. Co. ,

H. S.

前改组为私有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启用 "N但白ler

&. Co. • G. m.

魏廷敦起水机器有限公司

Wor-

b. 且， Max"新西名，迁本部于来

thington Pumping Engine Co.,

比锡 o 1917 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

Worthington Pump Co., Ltd.

华行一度关闭 01920 年代初恢复，

W orthington Pump &.. Machinery

先后迁江西路及广东路营业.华

Corporation

,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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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L斗抽水机械工业公司，本

江西路营业.进口瑞典、英国、德

部纽约。 1901 年前来华开业，在上

国、匈牙利所产马达、发电机、变

海以美商茂生洋行为代理行，开

压器、冷凝器、仪器、汽轮机、水轮

括对华贸易，西名 "Worthington

机、磨面机、纺织机、电扇、电泵、

'Pumping Engine Co.".1915 年前

离心分离器、电缆、电线、文具、船

于上海设驻华分号，先后在九江

用引擎、制冷设备、空调设备、钢

路及圆明园路营业，西名 "Wor-

缆、特种钢、量表、皮带及辅材等.

thington Pump Co.. Ltd.". 铸诺代理欧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
曼 CE. G. Norman) 首任经理.进 家 01943 年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
口推销所产抽水机、压缩机及柴

为"汇卒"等.

泊引擎等 o 1919 年前本部更西名
为 "Worthington

Pump &. Machin-

您昌洋行

Greenland

&. Sons

优y Corporation". 停办驻华分号，

天津西商贸易行. 1927 年前

对华业务改以慎昌洋行代理，诺

原新旗昌洋行津号代签有效人赞

曼任工程技术代表. 1940 年代末

格林兰 CW.

尚见于记载.

伙开办.初设于法界宝总领事路

T.

Greenland) 父子合

"新旗昌"津号原址，嗣迁英界河
怨利有限公司

Moy回y

&. Co. •

Ltd. • H. ].
上海英商工程贸易行。 1921

坝道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
保险及总佣金代理业务 o 1943 年
尚见于记载.

年原中国钢珠轴领公司经理毛义
思(H.

]. Moy田y) 个人开办于北

京路，即以姓字为行名，称"慰利
洋行".承办机械及电气工程业

悲费地产公司

Moeller &. Co. •

L. E.
上海法商房地产公司.

1926

务，代理瑞典、英国、荷兰几家相

年原汉口彭松洋行代签有效人魅

关厂商公司.买办吕洞藻 .1925 年

贫 CL.

改组为私有有限公司 .t些香港公

于江西路，嗣迁四川路营业.经营

司注册章程注册，启用现名.巅迁

房地产、抵押、建筑贷款及保险代

E.

Moel1er)个人开办.初设

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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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诸业务，独家代理勃利南路比

温州(永嘉〉日商贸易行.

法合办义晶砖瓦厂. 1937 年尚见

1916 年藤未氏个人开办，上海设

于记载.

支店.进口经销日本油墨、橡胶车
胎及杂货，出口桐油、茶子泊及药

Fujikawa Yoko

材等，销往日本 .1943 年尚且于记

沈阳浪速通日商军械店.

载，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住

黯川洋行

1921 年原营口盛逛商店奉天支店

友".

主任膝川猪传个人开办.经营枪
炮弹药贸易 .1943 年尚见于记载，

E事回洋行 F 合名会社赢田洋行

往来银行为"满洲兴业".

Fujita &. Co., Fujita &. Co.,
Inc.

'事井商店

Fugi-I Co.

沈阳浪速通日商贸易行.

日本贸易商行. 1921 年藤井

1907 年藤田九一郎创办于烟台，

满彦发起开办，日文原称株式会

韧营钟表、金银及五金贸易. 1918

社藤井洋行.本店大阪，东京及青

年改组为合伙商号，越二年卡居

岛、天津、济南、张家口设支店或

现址.经雀机器、工具、锅炉、发动

营业所.大阪西淀川区野里町设

机、供暖设备、电器、铁路设备、矿

制造厂.华行经营造出口业务，商

山设备及建筑材料等进出口贸

品包括胶鞋、海产品、帽料、帽子、

易，兼营相关承包业务.初办资本

机械器具、药品、化妆品、陶瓷器、

10 万元， 1931 年增为 50 万元，

自行车、纸类、农药、食品杂货、纤

1939 年累增至 100 万元. 1943 年

维制品及草帽缎等. 1944 年资本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满洲兴

为 5 万日元.吉田年足，小原充靖、

业"及"满洲中央气社长盟在回九一

手摞安五郎及小川五郎等尝主其

郎先后两次出任"奉天商业会议.

事，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正

所"会长.

隆"及"朝鲜飞
疏回洋行

赢末洋行

'

『

Fujisue &. Co.

Fujita

&. Co. , H.

大连山县通日商贸易行.

岛、

•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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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藤田秀助个人开办.经营

sawa Tomokichi Shoten , K. K.

海产物及食品迸出口贸易。嗣渐

日本工贸公司. 1930 年藤泽

发展为圣德街、山县通、纪伊町三

友吉发起开办，本店大阪，为股份

店。 1943 年尚见于记载，协理藤田

有限公司.核定资本 315 万日元，

健吉。

实收 236.2 万日元.东京、朝鲜京
城及大连、沈阳、上海、天津、台北

藤田商事株式会社

Fujita &.

先后设支店或营业所，大阪及香

川县林田设制造厂.华行进口经

Co. , Ltd.
日本贸易商行。 1880 年藤田

销所产药品、化工品、兼及药材、

家开办，本店神户，加拿大温哥华

梅脑、肥料贸易 .1940 年沈阳支店

及美国西雅固设支店. 1926 年前

别立为"满洲藤泽友育商店".

来华开业，于青岛冠县路设支店。

1944 年尚见于记载，核定资本 35σ

进口经销水果、青鱼、木材、呢绒

万元，收足。往来银行为"横滨正

及入选丝绸等，出口花生、花生

金"、"台湾"、"朝鲜"、"三井"及"汉

饼、花生泊、核桃、鲜果及籽仁等

口飞沪店别称"三昌祥行".

中国产物. 1940 年代初尚见于记
载，

藤柳洋行

Toryu Yoko

日本贸易行 .1912 年开办，本

Fujiyasu &. C'o.

店大阪， 1915 年来华开业，上海文

上海日商贸易行. 1929 年前

监师路及香港先后设支店.经营

藤安仲三个入开办.初设于福州

五金材料、机器、工具、五金工具、

路，嗣迁四川路营业.杨树浦路及

帆布、橡胶制品、油漆涂料、泊布

嘉定、常熟、商通设营业所.经营

及人造草、棉制品、麻制品、石棉

呢绒布廷、毛纱、毛钱、机械、服装

制品、赛璐珞制品、泊毛毯、电机、

及杂货进出口批发贸易。 1944 年

电器、电料等进出口贸易.嗣在日

尚见于记载。

本注册为私有有限公司，称合资

S事安洋行

会社藤柳洋行. 1940 年前迁本店
藏泽友吉商店，三昌洋行

Fuji-

于上海文监师路，大阪及香港、天

一

後鹰

775
'

津、北京设分支店. 1943 年尚见于

华总代理，采办鸽、镜、铝、铭等原

记载，经理剑持政夫，往来银行为

料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往来

"台湾"、"横滨正金"及"朝鲜"。

银行为"汇卒".裴德斯 (H. Brian
Bates) 及赖德(L. Wright) 先后任

•

翻惠公司

British Flower Shop

上海南京路英商花店. 1917
年前创办，与江十字基金会有关.

驻华总代表及驻远东经理，赵秉

稣〈杏库〉、姚雪芹、陈肃良先后任
华代表及华经理.

华名初称"爱文义花园"，旋定名
"假惠".法界宝昌路〈后称霞飞

鹰格索伦厂

路〉、金神父路、福履理路及虹桥

Co.

IngersoIl- Rand

路先后办有多处花园。经营鲜花

美国机器工业公司，本部纽

培植及贩卖业务. 1940 年代初尚

约. 1910 年代来华开业，以茂生洋

见于记载。

行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空气
压缩机、气力工具、车辆、石钻及

鹰立球钢厂
'

Steel Co. , Ltd.

I

Ea g!e &. Globe
Balfour &. Co. ,

Ltd. , Arthur

各种矿山机械. 1920 年代初于上
海江西路设分号，警希亚特 (Paris

Hiatt)f圣经理.代理伦敦及纽约祷

英国钢铁机械工业公司.

卡梅伦(Cameron) 蒸汽泵厂.米几

1865 年(或作 1864 年〉开办，本部

分号停办，其在沪上业务改由美

谢菲尔德，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

商茂生洋行、英商怡和机器有限

1910 年来华开业，先后子上海、天

公司及华商顺利五金号代理.

津、香港设分号.进口经销自产造

1940 年代末尚见于记载.

币、兵工、机器、铁路、矿务所需之
柱头牌风钢、鹰球牌生钢及钢缝、

圃嗣洋行

钢锯、钢锤、钢钻等，兼营它厂所

Williaml

产工具钢、利钢、弹簧钢、钢丝、机

William

Jacks ßι Co. ,
Jacks &. Co.,

Ltd.

,

械工具、筑路工具及采矿工具等。

英国五金钢铁公司. 1886 年

充英国风钢冶金联合会(公司)驻

格拉斯哥商人怜杰克斯 (William

、

属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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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个人开办.本部伦敦及格拉

"高士活"、"摞和"、"清水"、"本田"

斯哥 .1908 年来华开业，设分号于

诸号为代理行，进口经销所产啤

上海汉口路，以前公共租界工部

酒及饮料. 1930 年代于沈阳铁西

局管理工务写字楼职员锄陶克

区兴工街设支店，大连及上海设

(Albert T. j. Pike) 任经理，嗣先

营业所.经销所产啤酒、饮料、兼

后迁九江路、香港路、博物院路、

理空瓶回收等业务，与"大日本麦

四川路营业.斐伦路、吴淤路及兆

酒株式会社"联合经营沈阳"满洲

丰路设找房.进口英国及欧美建

麦酒株式会社 ".1942 年核定资本

材、五金、铸、锡、电机、机械工具、

为 1 ， 080 万日元，分 21.6 万股，收

石棉制品及橡胶等，独家代理欧

足.其时本店已迁至东京，东京、

美厂商公司数家至数十家. 1930

横滨、大阪、福冈、名古屋、仙台、

年代后期改组，在英格兰注册为

札幌、朝鲜京城〈汉城)及沈阳设

有限责任公司，总号伦敦，上海及

支店.社*伊丹二郎，专务矶野长

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米德

藏，浅野敏郎、大坷原太郎等为董

尔斯布勒、孟买、加尔各答飞卡拉

事.往来银行为"满洲兴业"等.

奇、拉合尔、马德拉斯、仰光、新加

1945ι 年日本战败投降，华行停办.

坡诸埠设分号或子公司. 1940 年
代末尚且于记载，往来银行为"麦

.华洋行

•

•

,

,

加利"及"汇丰气用督三及周平

Nippon Emporium
Eikwa &. Co., Eikwa &. Co.,

草、高嗣良尝克是行沪庄买办或

Ltd.

, Eikwa Yoko

日本贸易商行 .1895 年〈或作

高级华职员.

1892 年〉土井伊八创办，本店大
跟麟麦~株式会社

ery Co.

Kirin

Brew-

, Ltd.

-

阪，上海南京路设支店，西名 "Níp

pon Emp而um气经营迸出口贸易

日本啤酒工业公司 .1907 年 2

及厂商代理业务 o 1903 年(或作

月创办，本店横滨筒见区生麦町，

1905 年〉改以上海为本店，更西名

资本 250 万日元.旋即来华开业，

为 "Eikwa &. Co. " ，先后迁北苏州

在上海、香港、天津诸埠，先后以

路、江西路、洒泾路及福州路营

'阳

-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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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汉口、青岛、济南、天津及大原、张家口、石家庄、彰德、青岛、
阪、横滨、东京、神户先后设支店，

济南、济宁、徐州、嘉兴、厦门、汕

南京、芜湖、丸江、商通、石家庄、

头、广州、汉口、香港诸埠设支店

彰德、北京、蚌埠、镇江、南昌、沙

或营业所.经营棉布、绸缎、人造

市、宜昌、保定、 I阳清、开封、磁县、

丝绸、呢绒、棉花、纺织原料、布*

广州诸埠设营业所。进口日本、印

制品、纸类、化学品、面粉、食品、

度所产大米、小麦、五金工具、铁

药材、毛反、肥皂、化妆品及土产

丝、铁钉、麻袋、能浆、棉花、棉纱、

杂货批发零售业务，兼营广东新

油脂、制皂原料、建材、电器、铁丝

会沙推乡及中山石岐矿产开发事

同布及杂货，出口棉花、废棉、泊

业. 1944 年尚见于记载.

脂、制泊原料、杂谷、肥料、饲料、

、

麻类、皮革、禽毛、植物泊、桐泊、

罐澜纺绩株式会社

猪累、蛋、蛋制品、茧蚕丝及中药

Spinning Co. , Ltd

材$兼营经纪、佣金代理及投资、

Bose ki Kabushiki Kaisha

Kanegafuchi

, Kanegafuchi

融资等业务.开办有溉华蛋厂、漉

日本纺织工业公司 .1887 年 5

华绢丝部等工商企业. 1939 年前

月(或作 1889 年及 1892 年〉三井

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44 年

财阀资本开办，本社初设于神户，

有资本 200 万日元，社长土井伊

嗣迁东京.经营棉纺、绢纺等业，

八，专务栗木寅治.往来银行为

为日本五大纺织企业之首.大阪、

"横滨正金".

兵库、淀 J I\、冈山、京都、三池、大
偶及朝鲜京城诸埠设支店或工

锺渊公司

Kanegafuchi

Sho员

场 .1906 年来华开业，于上海设锺

Co. , Ltd.

, Kanebo 缸rvice Co. ,

渊公大公司，先后开办有上海"公
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纺织〉

Ltd.
日本进出口贸易商行.本社

厂，锺纺一达漂染厂及公大造酸

神户，日文原称镰渊商事株事会

厂，青岛锺渊公大第五厂 F 天津

社。资本 50 万日元. 1931 年来华

"健渊公大"第六、第七厂及锺渊

开业，先后于天津、北京、上海、太

公大天津皮革厂. 1930 年代本社

J

-

-"伊号'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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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东北投资开办康德染色株式

后迁都爹厘街、雪厂街及车打道

会社、康德矿业株式会社、奉天纺

营业.上海设分号，汕头设代理

织厂、东亚毛皮革株式会社、锺纺

处.进口欧、美、澳及马来亚、爪哇

营口农场、义大利制粉株式会社、

所产纺织品、棉纱、毛纱、人造丝

康德毛织株式会社、健纺兴安牧

纱、轿车、摩托车、卡车、轮船引

场、健纺王府牧场、健纺柳河工场

擎、五金、面粉、反革、橡胶等，出

等十余家企业. 1940 年代核定资

口纱头、草帽坯、棉布、绣花葛制

本为 1.2 亿日元，实收 7.500 万日

品、茶叶、矿锦、蛋品及其它中国

元.往来银行为"横滨正金"及"满

产物，销往欧、美、澳、非各地.代

洲中央"等.社长津回信否，常务

理曼彻斯特母号及其它欧美厂商

城户四郎及三宅康次. 1945 年日

公司数家至十数家. 1940 年代末

本投降后在华各企业由中国政府

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汇丰"

接收.

及"麦加利".胡立篝、富震元等尝

~

-

充是行沪庄买办。

囔土洋行;华记洋行

Co.,

Alex. ,

Ross

(China) , Ltd. , Alex.

Ross &.
&. Co.,
-

香港德辅道中英商贸易行.
1898 年原英商义记洋行伙东曝士

(Alex. Ross) 发起开办。百名作

囔部也印字馆

Delfino

,

N oronha

Noronha

Noronha.
&.. So ns

,

&. Co., Noronha &.

Co. , Ltd.
香港葡商印刷出版行 .1844

"Ross 总Co. , Alex. ". 1902 年在年罗郎也(Delfino Noronha) 个人
上海开业.华名别称"华记".经营

创办，即以姓字为行名，华名别作

总迸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

"罗郎也印字馆"，承印港英政府

嗣添汕头及利物浦分号. 1920 年

"宪报"及其它零担业务. 1867 年

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前改组为父子公司，即更西名为

百名为 "R.恼s

&. Co. (China ) ,

"Noronha &. Sons" .包揽英国驻华

Ltd.. , Alex." ，按香港公司注册章

使、领馆印务，兼蕾一般书籍文具

程注册。核定资本 25 万港元.先

商业务. 1878 年兼并上海望益纸

,

-~

•

•

麟

779
馆(Carvalho

&. Co. )，成立上海分

号，华名袭称"望益". 1891 年前本

店启用 "Noronha

务董事或董事.

&. Co. "新审名，

沪庄西名依旧. 1895 年后沪庄渐
‘·

斯 (0. de Basto Remedic画〉等任常

'曹大洋行

Astor Drapery Store

无所闻，本店继续营业 .1939 年前

上海百老汇路西商服饰用品

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店. 1913 年前麟大(亚史加伦大，

西名为 "Noronha

&.

Co. , Ltd.".

臼臼r Landau) 个人开办.经营呢

1940 年代尚见于记载，原垣理铸

绒绸布、女帽童装及其它服饰用

巴斯托也. Basto) 及铃霄梅Jl!l奥

品. 1920 年代后期尚见于记载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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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西中行名对照表
A Liu Koshi
永隆公司
Abbott Laboratories
雅培药厂
A. B. C. Pr回s. Soci创 Anonyme
Abd∞，\ally. Ebrahim

&. Co.

,

商业印字房

祥记洋行，鸭都刺利洋行 F 衣巴剌谦洋

行

Abd∞，\rahim. A.
Abd∞，\rahim

何道谦公司
何道谦公司

&. Co.

Abeichi &. Co'
阿部市洋行
Abeichi Kabushiki Kaisha
阿部市洋行 F 株式会社阿部市洋行
Abeichi Yoko. Ltd.
阿部市洋行，株式会社阿都市洋行
Aboitiz , F. S.
爱胞狄士洋行
Abraham , D. E. J.
益丰洋行
Abraham , E.
益丰洋行
Abraham Brothers
鼎新洋行
凯时洋行

Abraham. Katz &. Co.

,

A. C. E. C.
比固沙城电器制造工厂
A. C. K. Co'
三德洋行
A. C. K. Co. Federal Inc. , U. S. A.
三德祥行，爱世开洋行
Acme Advertishing Agency
Acme Code Co.,

爱克美广告公司

爱美电码公司

Acme Engineering Works

Acme Foundry. Ltd.

,

爱克门机器工厂
达利铁厂有限公司

•
{卢甲)户 φ

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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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
J

须回药房

Adachi &. Co. , K.

龙和洋行

Adams &. Co. , William A.

永固王程公司

Adams &. Knowles
飞.

Adams , Knowles &. Tuckey

天祥洋行

Adamson , Be11 &. Co.

百达洋行

Adjmi &. Btesh
Adler , D.

亚洛叫卖行

Adler , Nico1ai
AEG

永丽工程公司

德安洋行

蔼益育电棺~制造厂

AEG China Elektrizitae饵， G. m. b. H.
AEG China Electric Co.
Aero Tracl.ing Co.

蔼益吉中国电气公司

飞航公司

Afshar &. Co. , Mirza Mohamed Bowker
Agence

G毒nérale

蔼益育中国电气公司

进益祥行

d' lmportation &. de Representations en Chine

雷旭洋行
•

Agfa China Co.
Agthe &. Ismer

矮克发祥行
双龙洋行

Ai rcraft CChina). Ltd.
环球飞机有限公司
Ajax B1ue Print Co.
韵秋晒图纸行
Akita Lumber Co. • Ltd.
秋回商会木材株式会社
Akita Shokai Mokuzai Kabushidi Kaisha
秋回商会木材株式会社
Akron Mercantile &. Transportation Co. • Fed. Inc. • U. S. A.
安慎洋行

Ak tieselskabet det Ostasiatiske Kompagni
宝隆洋行
Akti扭扭lskabet Union Bry自由
上海啤酒公司
Al bert &. Wullschleger
宝纶祥行
Al exander Clark Co. CShanghai). Ltd.
安康洋行
Alexander Shω Co.
华革和服鞋行

•
,

782

Ale

亚力山打咖啡馆

Alexandra Cafe Co.

亚力山大洋行

Alexandria Mercantile Co.
A Jff &. Co.

,

多福洋行

爱尔德公司

Algar , A. E.
Algar &. Co. • L吐
A J1 an & Buchan

爱尔德公司

爱纶洋行
盘根爱纶洋行

Allanson. W il1iam

立信洋行

A J1anson Brothers

立倍洋行

爱伦炼钢厂

A J1 en & Co. • Ltd. • Edgar

爱兰汉百利有限公司

Allen & Hanburys , Ltd.

爱伦厂

A J1 en. Sons &. Co. • Ltd. , W. H.
A J1 gemeine Elektrizitaets - G由elJschaft

蔼益育电机制造厂

A J1i ance Insurance Co. of Philadelphia

爱伦斯保险公司

Al liance Tobacco Co. of China. Ltd.
Amasia Sales Co.

驻华联合烟草有限公司

铝业有限公司

Aluminium Union. Ltd.

美亚公司

Amchina Fur co叩oration

•

郝利公司

America -China E芷port-Impo民Co.

美利洋行

America -China E直port- Import Co. , Ltd.
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 Inc.

美利洋行

美亚保险总公司

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 FederalInc. • U. S. A.
总公司

美国钞票公司

American Ba nk Note Co.
American 如ok Shop

中美图书公司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American-Chinese Co.

美国商船测勘公司

美华公司

,
绵.

..跚跚跚

•

爱尔德公司

Algar &. Beesley

A J1 an , E. O.

þ

-

美亚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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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hinese Co.

, Federal Inc. , U. S. A.

American , Chinese , Korean Co.

三德洋行

费利牛奶棚

American Dairy

American Di spensary , Federallnc.
American 阮ug

美丰洋行

美华药房

American -Chinæe Drug Co .

•

Ame

Co.

, U.

华东药房

S. A.

科发大药房

Ameri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ina)
北极公司
American Engineering Co rporation , Federal Inc. , U. S. A.

北极

公司

Am erican Express Co. , Inc.

美国运通银行

美中公司

American Far East Trading Co.
Americall-- Far Eastern Match Co.

, Federal Inc. , U. S. A.

美光

公司

American Flour Co.

美国面粉公司
美国食品公司

American Food Agencies , Inc. , U. S. A.
American Food Co. , Federal Inc. , U. S. A.
American Food Products Co.

美国食品公司

美国食品公司

American Foreign Insurance Association

美国保险公会

American Insurance Co. of New Jersey

纽其西保险公司

American Lloyd
欧美旅行社
American Ll oyd , Ltd.
欧美旅行社
American Ll oyds
美国商船测勘公司
American Locomative Co.
美国机车公司
American Machine &. Foundry Co.
美国机器铸造公司
American Machinery & Export Co.
美清公司
American Mai - Mai Fur Corporation
郝和j 公司
美泰贸易公司
American Mercantile Co. • Federal Inc. , U. S. A.
Am erican Metal Co. , Ltd.
美国五金公司

回

Ame

一月四弯，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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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erican Milk Products Corporation
荣发牛奶公司
Am erican M i1Iinery Manufacturing Co.
美国女帽公司
Am erican-Oriental Ba nking Corporation
美丰银行
American Paper Exports , Inc.
美国造纸出口联合公司
Am 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美华书馆
American Sales Corporation
华美公司
Am erican Securities Corporation , Federal Inc. , U. S. A.
司

American Trading Co.
茂生洋行
American Trading Co. , Inc.
茂生洋行
American Trading Co. of The Far East , Inc.
Amos Bird Co. , Inc.
班达公司
AmoyD∞k Co.
大船坞
Amoy Dry Dock Co.
大船坞
Ander酬， Meyer &.Co.
慎昌洋行
Andersen , Meyer &. Co. , Ltd.
慎昌洋行
And缸son ，

A.

L.

茂生祥行

安大生洋行

Anderson , H. M cClure
安德森工程司行
Anderson &. Co. , A. L.
安大生祥行
And回回n &. Co. , Robet t
协和洋行
Anderson &. Co. , Ltd. , Robert
协和洋行
Anderson , Clayton &. Co.
美安棉业洋行
An derson Music Co. , Ltd.
晏打臣洋琴有限公司
Andresen , Inc. , C. A.
安定祥行
Andresen &. Co. , Inc. , J. C.
安定洋行
Andresen &. Son , Inc. , C. A.
安定祥行
Andrews &. George
美丰洋行
Andrews&. G创，rge (China)
美丰洋行
•

'

美安公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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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s &. George , Ltd.
美丰洋行
Andrews &. George Co.
安德祥行
Andrews &. George Co. , Inc.
安德洋行
Andrews , von Fischerz &. George , Ltd.
Anglo-China Finance , Ltd.

美丰洋行

英商中英信托有限公司

Anglo-Chinese Eastern Trading Co.

, Ltd.

华英东方贸易公司

Anglo-Chinese Finance &. Trade Corp. , Ltd.

华英商业银公司

Anglo 一 Chinese Trading

Co.
中英洋行
Anglo - Danish Shipping Co.
大丰洋行
An glo - French China Corporation , Ltd.
联华银公司
Anglo- 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 , Ltd. 英法产业有限公司
Anglo- German Brewery Co. , Ltd.
青岛皮酒公司
Angus &. Co.
恩克师洋行
•
Anshoh &. Co.
安昌洋行
Anto Banzai Kabushiki Kaisha
Anto Jitsugyo Ginko , K. K.

安东锯木厂，安东板材株式会社
安东实业银行

An tung Ceramics Co. • K. K.
安东窑厂
Antung lndustrial Bank
安东实业银行
Antung SawmilI Co. , Ltd.
安东锯木厂
Anz &. Co.
盎斯洋行
An z &. Co. , O. H.
盎斯洋行
Aquarius Co.
泌乐水厂
Aquarius Co. of Shangahi
泌乐水厂
Arai &. Co.
新井洋行
Arculli , A. F.
夏高利洋行
Arculli &. Sons , A. F.
夏离和j 洋行
Arculli Brothers
合德洋行
Arcus , S. G.

亚柯司洋行

-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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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ath Tobacco Co. • Ltd. 雅达烟公司
Arkell &. Doug\饵. Inc.
美康洋行
Arkus &. Co.
亚柯司洋行
Arm bruster. Alb. C.
狄星洋行
Armco China Agency
美国金山铁厂驻华总经理处
Arn ho\d. H. E.
安利洋行
Arn ho\d &. Co. • Ltd.
安利洋行
Arnhold Brothers &. Co. • Ltd.
安利祥行
Arnhold. Karberg &. Co.
瑞记洋行
Arn hold Trading Co. • Ltd.
瑞记有限公司
Arno\d. E. A.
克隆洋行
Arthur &. Co. • Ltd.
公义洋行
Arthur &. Co. (Ex归时). Ltd.
公义洋行
Arts &. Crafts Furnishing Co. • Ltd.
美艺公司
Art s &. Crafts. Ltd.
美艺公司
Asa Lees &. Co. • Ltd.
爱雪利司纺织机器制造厂
Asahi - Ken Restaurant
朝日轩
朝日海上火灾保险株式
Asahi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会社

Asano Bussan Co. • Ltd.

浅野物产公司，浅野物产株式会社

Asano Bussan Kabushiki Kaisha
Asanuma Shoten

浅沼商店

Ashih-Ho Sugar Factory

•

浅野物产公司 z 浅野物产株式会社

阿什向制糖厂

Ashiho Sugar M il\
阿什河制糖厂
Ashizawa Printing Co.
芦泽印刷所
Asia Export Co.
华亨洋行
Asia Fire &. Marine Underwriters. Fed. Inc. • U. S. A.
友邦水火保险总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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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

亚细亚玻璃公司

Asia Glass Co.

友邦人寿保险公司

Asia Life Insurance Co. , Inc.

Asia Realty Co. , Federal Inc. , U. S. A.

普益地产公司

新泰祥行

Asia Trading Co.

振华贸易公司

Asia Trading Corp.

As iatic Petroleum Co. , Ltd.
亚细亚火泊公司
Asiatic Petroleum Co. (North China) , Ltd.
亚细亚火油公司 F 亚细
亚火油北华有限公司

亚细亚火油公司，亚细

Asiatic Petroleum Co. (South China) , Ltd.
亚(中国南部〉火油公司

Asiatic
Asiatic
Asiatic
Asiatic
Asiatic

恒昌洋行

Trading Co.

, Ltd.
新泰洋行
Transport Co. , Inc. , U. S. A.
Trading Corp.

福东公司

大华利卫生食料厂

Yeast Works

Yeast Works. Ltd.

大华利卫生食料厂

Assicurazioni Ge nerali
意泰保险公司
Ass∞iated 阮ug Co. , Fed. Inc. , U. S. A.
Ass∞iated

华友大药房

Improters
恒丰公司
Associated Importers , Inc. , U. S. A.
恒丰公司
Associated Life Underwriters
联合人寿保险公司
Associated Merchandising Corporation
诚信样行
Assomul1 &. Co. , W.
屈士文洋行，森茂祥行
Assurance Franco- Asiatique

麟大洋行

Astor Drapery Store
Astor House

保太保险公司

法国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法国饭店

Astor Hou回 Hotel

礼查饭店

Astor House Hote1

利顺德饭店

•

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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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or House Hotel , Ltd.
利顺德饭店
Astoria Confectionery
瑞丰公司
安宅祥行，安宅商会

Ataka &. Co.

安宅洋行，株式会社安宅商会

Ataka &. Co. , Ltd.

安宅洋行 F 安宅商会

Ataka Shokai

安宅洋行，株式会社安宅商会

Ataka Shokai , K. K.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比国沙城电器制

造工厂
Atien饵， Vicente

美先地亚甸沙洋行
美先地亚甸沙祥行

Atienza &. Co. , Vicente
Atkinson , Brenan

逼和洋行

Atkinson &. Dallas

通和祥行

退和洋行，通和有限公司

Atkinson &. Dallas , Ltd.
Atlas Assurance Co. , Ltd.
Atlas , Ltd.

亚特拉公司

Atmasingh , B. D.

美星祥行
福食公司

Au Bo n Marché

符连女裁缝店

Au Chic Parisien
Auditorium

地球火险公司

中央运动场

Augustesen China Trade ，日. C.
Ault &. Wiborg Co.

和j 达洋行

Ault &. Wibory China Co.
Australia China Trading Co.
Austrian Lloyd

雅利洋行

利达洋行

中澳贸易公司

奥国轮船公司

Austrian Lloyd Steam Navigation Co.
Austro- Belgian Trading Co.

/
、

•

Auto Castle

大利汽车行

Auto Palace

利喊机汽车行

奥国轮船公司

良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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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

利嚼机向车行

Auto Palace Co.

, Ltd.
利喊机汽车行 F 幸tl崛汽车公司
Automatic Electric , Inc.
美国自动电哥哥公司
Automatic Electric Co. , Ltd.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Automatíc Electric Sales Co. , Ltd.
美国自动电器公司

Auto- Palace Co.

•

美国自动电话制

Automatic Telephone Manufacturing Co. , Ltd.
造公司

Automatic Telephone of China , Federal Inc.

i

U. S. A.

中国自动

电话公司
安泰保险公司

Automobile Insurance Co.

Avanozian &. Sons , M.
利美祥行
Ayer Tawah Rubber Plantation Co. , Ltd.
Aza dian , Jacques

祥利洋行

Aza dian , Ja吨ues (Sociét岳 Anonyme)

祥利洋行

礼荣洋行

Azadian , Leon

Azadian Fils , Jacques

祥利佯行

Azumí Chemíca1 Factory

安住化学工业厂

Babc∞k &. wn∞x ， Ltd.

拔柏葛锅炉公司

Baboud , Charles

百部祥行
百部洋行

Baboud , Mary &. Cie
Bacha &. Co.

伯兴洋行

, M.

培亚洋行

Baer &. Co. , A.
Bahnson. F.

w.

彭松洋行

彭松洋行

Bahnson &. Co. • F. W.
Ba iley &. Co. ,

w.

S.

庇利船厂

Bailey &. Co. , Ltd. , W. S.
Ba iley's Engin白ring Agency
Ba in &. Co.

回

爱耶太华橡皮公司

怡记洋行

庇利船厂
.庇利船厂

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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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kels &. Co.
和兴洋行
Ba kels &. Co. , P.
和兴洋行
沙利文面包饼干糖果公司

Ba ke- Rite Bakery

沙利文面包饼干糖果公司

Ba kerite Co. , Federallnc. , U. S. A.
Ba lfour &. Co. , Ltd. , Arthur

鹰立球钢厂

倍林考洋行

Ba llingall &. Co.

巳噜士火险公司

Balois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Baloise Fire Insurance Co. of Basel

巴噜士火险公司

Baloise Marine Insurance Co. , Ltd.
Ba ltic Asiatic Co.

,

巴噜士水险公司

波亚洋行

Ltd.

Banca ltaliana per la Cina
华义银行
Bandinel &. Co.
旗昌洋行

•

彭德门洋行

Ba ndrnann , Albert

Ba nk Line , Ltd.
银行轮船公司
Ba nk Line (China) , Ltd.
银行轮船公司
朝鲜银行

Ba nk of Chosen

Bank of Manchuria , Ltd.

满洲银行

Ba nk of Taiwan , Ltd.

台湾银行

Bank of Tientsin , Ltd.

天津银行

Banker &. Co.

天和洋行

Ba nker &. Co. , Ltd.
Bankodo Dispensary
Belge 归，ur

晚香堂大药房

晚香堂大药房

Ba nkodo Pharrnacy
Banque

天和洋行

l' Etranger , S. A.

华比银行

Ba nque Belge pour l' Etranger (ElC trêrne-Orient) , S. A.
‘

行

Banque d' Outre-rner

大东万国公司

Banque d' Outre-rner , Ltd.

•

峭-

大东万国公司

华比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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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东方汇理银行

Banque de l' Indo-Chine

Banque de Prêts sur Nantissements Société Anonyme Fran♀aise

宝

星当股份有限公司
法亚银行

Banque Franco-Asiatique
Ba nque

Fran∞ -Chinoise

pour le Co mmerce et l' Industrie

•

•

工商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

Ba nque Industriel1e de Chine

华比银行

Banque Sino- Belge
Baranovsky. L.

百灵洋行

Barbash. B. S.

自勃虚洋行

Baràash &. Co.
Bardens. F.

, B. S.

J.

Bar\ow &. Co.
Baroukl内

白勃虚洋行

远来洋行

Barkovith &. Co' , H.

毕利洋行

泰隆字字行

祥和洋行

Baroukh Trading Co.

祥和洋行

Barry &. Co. • B. M.

自理洋行
自理洋行

Barry &. Dodwel1. Ltd.

龙虎公司

Basel &. Co. • F. W.
Ba田1

&. Chung
Base! &. F rey
Basha. Ellis T.

龙虎公司

龙虎公司
爱利巳西洋行

Bata Shoe Co. • Ltd.
Ba tavia

拔佳皮鞋公司

sea &. Fire Insurance Co.

荷兰水火保险公司

Ba tavia Sea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Bathgate &. Co.
Battegay &. Cie

中法

太兴洋行
隆兴洋行

Battegay &. Cie. 岛d垂té M.

隆兴洋行

荷兰水火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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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Batu Anam (Johore) Ruhber Estates. Ltd.

拔泰安诺橡树地产有限

公司

Baudet. R.
步义洋行
Ba uman. Carl A.
鲍门机器公司
Bayer &. Co. • Friedr.
拜耳颜料厂
Bayer • Bitzer &. Co.
必达洋行
Bayrhammer &. Co.
百福洋行
B创n. William
有源洋行
BechJ饵， E.
义比洋行
Bechl钮， Ltd. , E.
义比洋行
Beck , M. G.
Beck &'Swan

•

培克洋行
培克洋行

Bec值 Traders ， Ltd.

毕克斯洋行

Beerbrayer. J.
比来祥行
Beermann. J.
大丰洋行
斟gue ， Henri
备克洋行
Behn. Meyer China Co. • Ltd.
天利洋行
Behr , S. &. K.
培林洋行
Behr &. Co.
培林祥行
、Behr &. Mathew. S.
培林祥行
Bahr &. Mathew. Ltd. , S.
培林洋行
Behrendt , KarJ
贝伦德工程司行
Behrens &. Sons. Sir Jacoh
佩纶洋行
Beiner. W.
北聂尔洋行
Beiner &. Co. • W.
北聂尔祥行
Bejonjee &. Co.
倍奇公司
Bejonjee &. Co.
美真泊公司
Belgian 耻ick Factory
比国砖窑

2

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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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ian Egg F actory
瑞兴蛋厂
Belgian Trading Co. , Ltd.
良济公司
Bell , G. E.
永福和洋行
Bell &. Son , G. E.
永福利洋行
Bell Lumber Co. , Federal Inc. , U. S. A.
汇芳公司
美庆皮革公司
Belting &. L回 ther Products Ass∞ia tion , Inc.
Be njamin &. Co. , D. H.
平治明洋行
Benjamin &. Potts
利安洋行
Benjamin &. Sons , D. H.
平抬明洋行
Benjamin &. Sons Storage , Ltd.
平拍明洋行
Benjamin , Kelly &. Potts
利安洋行
Bent Bros. &. Co.
本特兄弟公司 s 边待兄弟洋行
Beraha , D.
倍来亨洋行
Beraha , Math四
倍来亨洋行
Beraha &. Stetten , Ltd.
倍来亨萍行
Beraha (0.) & Stetten
倍来亨洋行
Berblinger , A.
保庇样行
Berblinger &. Co.
保庇洋行
Berbom &. Thowsen
协和洋行
Berel四n ，

J. B.

•

美生洋行

Berelsom &. Co. , J. B.
美生洋行
Berents , Hans
柏韵士工程司行
Berents &. co口it
柏前士工程司行
Berg , Ltd. , S.
瑞兴蛋厂
Berg缸， Walter G.

华泰洋行

Berger &. Sons , Ltd. , Lewis
伯哲油漆有限公司
Bemardi Brothers
百纳洋行
Berthel , C.
普惠药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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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Berthel &. Co. • E. M.
Berthel &. Co. , Inc. • C.
Be rthel &. Co. , Ltd. , C.

普惠药行

普惠药行，普惠西药公司

普惠药行 F 普惠西药公司

Be rtram. R.
志诚洋行
Bertu叫， B.
侮尔德云石厂
Bertu∞i Marble Works. B.
侮尔德云石厂
Bethlehem Steel Export Corporation
美国培士利钢厂
Betines &. Co. , S. J.
利亚药房
Bianchi. C. 康生洋行
Bickerton &. Co. • T. L.
瑞兴洋行
Bielfeld , Alex.
倍发洋行
BieIfeld &. Co. , Alex.
倍发祥行
Bielfeld &. Sun
逸信祥行
Bijou Perlumery
平奇祥行
Bilger &. Gallus蝇r
华顺洋行
美通汽车公司
Bi1Is 岛:lotors ， F ed. Inc. , U. S. A.
Bingoya &. Co.
Birchal &. Co.
Birley &. Co.

备后屋洋行
立大祥行
巴厘洋行

BirIey , DaIr泸nple &. Co.

巳厘洋行

Birley , Worthington &. Co.
Birt &. Co.
Bis黯t

, W.

祥泰洋行

平和洋行

&.Co., J. P.
长利洋行
Bitzer &. Co.
必达洋行
Black &. Co. , J. F.
卫德洋行
Blackhead &. Co. , F.
北力乞洋行
Blair &.Co.
庇理亚祥行
Blair &. Co. , Ltd.
庇理亚祥行

\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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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he

臼林趣商店

自林趣商店

Bianche Hats
Blanche Shop

白林趣商店

万和公司

Bland &. Co. , H. E.

博来洋行

Bleistein , Inc. , J. H.

B1ickle ,

R岱s

Co. , Inc.

Bliwa筒， Sam

美华洋行

普利洋行

&. Co. , Ltd. , M.
贝乐祥行
Bloch 8ι Co. , M.
贝乐洋行
Bloch &. Co. , M. , Fed. Inc. , U. S. A.
B10ch Manufacturing &. Lumber Co. , Ltd.
Blom &. Van der Aa
博望保险公司
Blow &. Co. , H.
飞龙祥行

•

BI∞h

Blun Furnel Line

贝乐洋行
贝乐洋行

蓝烟囱轮船公司

Bδdiker

&. Co. , Carl
些刺士祥行
勘ediker &. Co.
些刺士洋行
Bohler Brc回. &. Co. , Ltd.
百禄洋行
宝成撑行
Boisen , C.
Boixo , Pierre
欧亚洋行
Boixo Frères
欧亚洋行
Bollenhagen , H.
裕平公司
Baton Bristle Co.

, Fed.bzc. , U.S.A.

Bolton Bristle Co. , W. H.

恒美洋行 s 童巨美猪祟厂

恒美洋行，侄美猪攘厂

Bombay Provision Stóre
孟买食品公司
Bonetti , P.
包内佛建造工程师行
勘olchand , N.
布路洋行
勘olchand ， Watanmal
屈敦文布珍公司 F 华顿洋行，布路珍洋行
•

战陆，n ，

P. C.

巴恒洋行

•

一咽'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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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en 8元Co.

, Hans
赫包洋行
Borden's Produce Co. , Inc.
班达公司
Borgnino , Ing. Rinaldo L.
柏乐尼欧工程行
Bomemann , Ferd.
波弥文洋行
Bomernann &. Co.
波弥文洋行
Bomemann &. Co. , Ferd.
波弥文样行
Borregaad , A/S
鲍利葛造纸有限公司
Borrows , W. Scott
保禄祥行
Borrows &. Co. , Ltd.
保禄祥行
Borrows &. Miller
保禄洋行
Bor Sol Fur Trading &. Manufacturing Co.
宝倍洋行
如此z &. Co. , Nikolai
鲍士洋行
Bosc h 8比 Varta Service
德丰洋行
Botelho &. Co. , A. G.
新绍和萍行
Botelho Br由·
绍和洋行
Bouchard , Elie
万顺公司
Bouhoutsos Bros.
正昌面包房 F 协和烟草公司
胁ltross Br-ω.

巳待司兄弟洋行

Boutross Brω. &.Co.
巴特司兄弟洋行
Bovet , G.
播威洋行
Bovet Brothers &. Co.
播威洋行
Bovril , Ltd.
保卫尔公司
Bower , Hanbury &. Co.
公平津行
Bowern. &. Co.
宝恩公司
Bowler , G. W.
鲍资洋行
Boxer &. Co. , N. J.
鲍克兄弟洋行
Boxer Brothers
鲍克兄弟洋行
Boyack , Laurence B.
波衣也琴行

-

一句二户户

气-.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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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ack Piano Co.
披衣也琴行
Boyack Piano Co. • Laurence B.
Boyd &. Co.
祥生船厂
Boyd &. Co.
和记祥行
Boyd &. Co. • Ltd.
祥生船厂

•

披衣也琴行

Boyd &. Co. • Ltd.
和记洋行
Boyer. Mazet &. Cie
法昌洋行
Boyer. Mazet. Guilliee &. Cie
法昌洋行
Boyes. Ba阳tt &.Co.
新利洋行
Boy饵.Ba回ett. Ltd.
新利洋行
Boylan. J. H.
贝兰洋行
Bracco &. Co. • C.
新大昌洋行
Bradford Dyers' Ass但iation ， Ltd.
Bradley &. Co.
德记洋行
Bradley &. Co. • Ltd.
德记洋行
Brady , A. A.
勃来地洋行
Braga. J. P.
巳刺架印字馆

丽华染坊有限公司

Brand , J. T.
义源洋行
Brand 8儿Co. , H. S.
兴裕祥行，兴豫萍行
Brand &. Sons , Inc. , M.

自兰洋行

Brand Bros. , Inc.
自兰洋行
Brand Brothers &. Co.
义源洋行
Brandåo &. Co.
不兰爹呵洋行
Brandt &. Co. , A.
金龙祥行
Brandt 8民 Rodgers
泰利洋行
Brandt &. Rodgers , Ltd.
泰利洋行
Brazilian Coffee Emporium
巴西畸啡公司
Breen &. Co.

•

, C. J.

汇泰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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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

Breier , J.
布艳洋行
Bremen Co\onia\ &. China Trading Co.
Brem凹.

美记洋行

Ko\onia\ &. China Hand e1 s - gesel1schaft

Brenner Bros.

壁利洋行

•

壁利洋行

Brenner Bros. Fur Corp.

普鲁华洋行，鸿发洋行

Brewer , H. E.
Brewer &. Co.

美记洋行

普鲁华洋行，鸿发洋行

Brewer &. Co. , Inc.

美国宝华洋行

Brewer &. Co. , Ltd.

普鲁华洋行 p 鸿发洋行
普鲁华洋行，鸿发洋行

Brewer &. Co. (1 918) , Ltd.
Brick &. Co. , Jack

奇必克公司

Bridge House Hote\

惠龙饭店
惠龙饭店

Bridge House Hote\ , Ltd.
Brimberg Bros. Inc.
B丘ster ， J但. Fane

布林兄弟洋行
勃立司德洋行

Britannic Textiles Co. , Ltd.

大章有限公司

British - American Tobacco Co. , Ltd.

英美烟公司

British - American Tobacco Co. (China) , Ltd.

驻华英美烟公司

Bri tish &. Asiatic Co.
英发祥行
British &. Chine况臼叩oration ， Ltd.
中英银公司
British Automobile Co. , of North Manchuria &. Siberia

英国汽车公

司

British Borneo Timber Co. , Ltd.

英国般鸟木公司

British Cigarette Co. , Ltd.
大英烟公司
British Corporation for the Survey &. Registration of Shipping

大英

理船会社

British Grporation Redsterof Shipping &Aircraft
British Corporation Registry of Shipping

大英理船会社

大英理船会社

,

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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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颜料公司

British DyestuHs Corporation. Ltd.
British Engineering W orks
B到tish

英美机器公司

Far Eastern Co. , Ltd.

British Flower Shop

大英远东有限公司

彼惠公司

British General El优tric Co. , Ltd.

英国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British Glues &. Chemicals , Ltd.

大英皮胶有限公司、

英印鸭家轮船公司

British - l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British - l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 Apar Line

英印鸭家

轮船公司

British Traders' Insurance Co.
Broadway Butchery

, Ltd.

德隆牛肉庄

Broadway Drapery and Ou tfitting Stores
Broadway Drapery and Ou tfitting
Broadway Mansions
Brockett , G. T.
Brockett &. Co.
Bronfman , Z. S.

保宁保险公司

Stor饵，

根利洋行

Ltd.

根利洋行

百老汇大厦饭店
布律吉洋行
布律育洋行
布郎夫漫祥行

Br'∞k

&. Co.
荣丰洋行
Br'∞k &. Co. , E.
和丰佯行
Brossard &. Mopin
永和营造公司
Bross缸d ， Mopin &. Cie
永和营造公司
Brossard , Mopin &. Co.
永和营造公司
Brotherton &. Co. , Ltd.
布罗德有限公司
Brown , J. A. 法兰恩祥行
Brown &. Co.
水陆洋行
Brown &. Co. , H. D.
水陆洋行
Brown , Jones &. Co.
畴郎长生店，窃郎尊土族生店
Brown Jones Funeral 缸"ice

碗郎长生店 F 窃郎尊士长生店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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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e , HiIl &. Co.

天安洋行

华德贸易公司

Bruesch , Grantz &. Yuan
Brunner , Mond &. Co.

卡内门公司

Brunner , Mond &. Co. • Ltd.
卡内门公司
Brunner , Mond &. Co. (China) , Ltd.
卡内门洋碱有限公司
Brunswick Showroom
Bryant &. Ryde
Bryner &. Co.
Btesh , Ed ward
‘

开明样子房

礼昌洋行
百利祥行

百达洋行

Btesh Co.
百达洋行
Bubbling Well Pharmacy

倍丰大药房

Bubeshko &. Co. , S. O.
"士克公司
Buchheister &. Bidwell
瑞生祥行
Buchheister &. Co.
瑞生洋行
B飞lchheister &. Co. , Ltd.
瑞生洋行
Buck &. Harrold
合禄洋行
Builders' Supply Co.
立新建筑材料公司
Bul1ing &. Co.

, A. E.

Bul匈ra Br臼.

博隆洋行

文彩祥行

BumpoYoko
文房洋行
Bun Shìn Co. , Ltd.
文选洋行
Bun Shin Paper Co. , Ltd.
文进祥行
Bunge &. Co. , Ltd.
合义非学行
Bureau Veritas
Burkhardt ,
Burkhardt ,
Burkhardt ,
Burkhardt ,

法国世界航业分类注册会

L. R.
金巨昌洋行
Amìdami &. Co.
宝克祥行
Buchan &. Co.
宝克洋行
Buchan &. Co. (1 934) , Ltd.

宝克洋行

•

•
B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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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茂洋行

Burkill. A. R.

Burkil1 &. Sons. A. R.

祥茂洋行

祥茧祥行

Burkill &. Sons. Ltd. • A. R.

同珍祥行

Bull &. Co. • lsaac M.
Bull , Nye &. Co.

同珍洋行

Bull , Purdon &. Co.

同珍洋行

顺康公司

Bum , S. J.

美利丰洋行

Burr Photo Co.

相雷儿有限公司

Burrell &. Co. • Ltd.

裴罗氏公司

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
Burroughs. Wellcome &. Co.
Burtenshåw 8ι Co.

宝泰洋行

句武斋洋行

Busai Yoko. Ltd.
Busch. E.

宝威大药行

宝昌祥行

Busch &. Co. , J .
大成洋行
Busch &. von Alemann
大成洋行
远来祥行

Bush , James E.
Bush Brothers

远来洋行

Busin四Equipment Cor归ration

Bu t1er , Clarance H.
Bu t1er &. Co.

利商洋行

保定水火保险公司

保定水火保险公司

Bu t1er &. Co. • Ltd.
Bu t1er , Carey &. Co.

保定水火保险公司

保定水火保险公司

But1er Ce ment Tile Works. Ltd. • A.
Butterfield &. Swire
B归时，

毕第兰公司

太古祥行

E. G.
顺昌祥行
Byme &. Co. • E. G.
顺昌洋行
Ca fe Fed缸'al
飞达洋行，飞达饭店 F 飞达咖啡店
、

、

Caf

•

Calco China Agency
Ca ldbeck , Macgregor &.
Caldbeck , Macgregor &.
Calder- Marsha11 &. Co.
Calder- Marshall &. Co.

802
美国金山铁厂驻华总经理处

Co.
正广和萍行 dE 广和有限公司
Co. , Ltd.
正广和洋行
祥兴洋行

, Ltd.

祥兴洋行

Caledonian Insurance Co.
克廉保险公司，苏格兰保险公司
Caledonian Press
英文楚报馆
Calico Printer's Association , Ltd.
兆祥洋行，震寰织造厂有限公
司

•

Califomia Bakery
晋车号
Ca lifomia Ink Co. , Inc.
美国金山油墨公司
Califomia Pharmacy
美国大药房
Callender's Cable &. Construction Co. • Ltd.
开能达有限公司
Cambefort &. Co. , E.
康福祥行
Camel Be11
布女氏祥衍，导铃洋行
Ca mel's Bell
布女氏萍行
Camel' s Bell Gift Shop
布女氏洋行
Camera Craft
照像公司，美国照像馆
Camera Craft Co.
照像公司 F 美国照像馆
Ca meron , T. A. S.
和利洋行
Cameron &. Co.
和利洋行
Ca meron &. Co. (China) , Ltd. , A.
茂隆洋行 F 茂隆有限公司
Campbell , Alexander
天裕洋行
Campbell , H. B.
海瑞洋行
Campbell &. Co. , Alex.
天裕祥行
Ca mpbell &. Co. , Ltd. , Alex.
天裕洋行
Campbell Paint Co.
Ca mporeJli &. Co. , A.

海瑞洋行
康利洋行

•

相

4

111

•

一酌，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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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nadian Pacific Ocean Services , Ltd.

昌兴火轮船公司
昌兴火轮船公司

Ca nadian Pacific Railway &. Stearoship Co.
Ca 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一毛anadian

Pacifìc Steamships , Ltd.

昌兴火轮船公司

Ca nadian Pacific Stearoships ,

Ltd.-斗Canadian

Canadian Pacific Expr阳Co.
Canadian Trading Co. , Ltd.

Co.一

昌兴火轮船公司
道尔祥行

Canadian Trading C0· <China>, Ltd.

Canidroroe

Pacific Ra i1 way

道尔洋行

上海法商赛跑会

Canton Insurance Office
谏当保险公司
Canton Insurance Office , Ltd.
谏当保险公司
Ca nton Trading Co. , lnc.
广东实业公司
Cantorovich , I.
豫纶祥行
Cantorovitch , Is.
豫纶祥行
Cantorovitch &. Co. , Is.
豫纶洋行
Capital Lithographers , Ltd.
首善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Ca prino , P.

永利洋行

Caprino &. Co. , P.
永利洋行
Caps~ick &. Co.
利和洋行
Caras咽，

L. S.
Caravan , The
Caravan Co.

资宏祥行

割洛万茶行，喀拉王茶叶商店
美商胜艺公司

Caravan Studio , Inc.
美商胜艺公司
Caravan Commercial Co. , Ltd.
同和j 有限公司
Caravan Commercial Co. (1 923) , Ltd.
Caravan Tea Trading House

同利有限公司

割洛万茶行，喀拉王茶叶商店

Cardzu Brothers &. Co.
加时祥行
Carlowitz &. Co.
礼和洋行

…、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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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Carl飞叩ritz ，

Harkort &. Co.

礼和洋行

Ca rmel Oriental
卡梅而洋行 F 卡梅而安利泰洋行
Ca rmel Oriental Wine &. Fruit Co. of Palestine
卡梅而洋行，卡梅而
安利泰洋行

Carolina Leaf Tobacco Co.
美盛烟叶公司
Carr - Rarnsey , T.
顺泰洋行
Carr - Rarnsey &. Son
颐'泰洋行
Carr-Rarn回y &. Son , Ltd.
顺泰洋行，顺泰有限公司
Carroll , W. J.
嘉劳经纪行
Carrol1 Bros.
裹劳经纪行
Carroll &. Co.
嘉劳洋行
Carter. Macy &. Co. , Inc.
美时洋行
Carvalho , A. H. de
望益纸馆
Ca rvalho &. Co.
望益纸馆
•
Cary &. Co.
嘉利洋行
Casa Do Povo
买爱祥行
ca配y &. Co.
汇昌洋行
ca田y &. Lyttle
汇昌洋行
ca甜ella &. Co. , Leopold
裹包喇颜料厂
Castilho , S. P.
兴顺行
Castilho &. Co.
兴顺行
Cathay American Co.
华美公司
Cathay Ceramics Co. , Inc.
国泰陶业有限公司
Cathay Cerami白也. K.). Ltd.
国泰陶业有限公司
Ca thay Cold Storage Co. • Ltd.
汉中有限公司
Ca thay Hotels , Ltd.
华捺饭店有限公司
Ca thay Irnport &. Export Co.
华隆进出口行
Ca thay lewellery
华愁苦饰店

•

•

一'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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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Ca thay Land Co. , Ltd.
华悠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Ca thay Laundry , Ltd.
华楼洗衣公司
Ca thay Metal Pressworks , Ltd.
华摆在工业制造厂
Ca thay Oil Co.
中美火油公司
Cathay Sales Corporation
美康洋行
Cattaneo , P.
胜茂洋行
Ca ttaneo &. Co.
胜茂祥行
Cattaneo &. Co. , P.
胜茂洋行
Ca wasjee Pallanjee &. Co.
巳伦f食洋行，加华治巳伦治洋行 f 广昌洋
行

Central Agency , Ltd.
绵华手掌行
Central China Developm四t Co. , Ltd.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
Central China Import Co.
和j 盛律行
Central Chin且 Import Co. , Ltd.
利盛洋行
Central China P，倒
英文楚报馆
Central China P侧， Ltd.
英文楚报馆
Central Di耻:nsary
主利大药房
Central Hotel
汇中饭店
Central Insurance Co. , Ltd.
中央保险公司
Central Phalll1acy
利华药房
Central Properties , Ltd.
中和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Central Stores , Ltd.
汇中洋行
Central Trading Co.
坤和祥行
Centrosojus (England) , Ltd.
协助会洋行
Century Insurance Co. , Ltd.
百年水火保险公司
Ceylon Chi:na Ex归rt &. 1m院lrt Co.
中国锡兰迸出口公司
Ceylon Gems
锡兰钻宝石首饰公司
Chandless &. Co.
益昌洋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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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 Ltd.

Chandless &. Co.

益昌洋行
益昌洋行

Chandless , Ba touieff &. Co.
昌和洋行

Chang Ho &. Co.

元利洋行，元利公司

Chapeaux , A.

, Ltd. , M.

Chapeaux &. Co.

无利祥行，元利公司

元利洋行 F 元和l公司

Chapeaux Frères , S. A.
Chapea ux F r，叠r臼&. Co.

元利洋行 z 元利公司

东京鸿基煤矿公司

Charbonnages du Tonkin
瑞泰祥行

Char1eux , R.

沙得利工程司行

Charrey et Conversy

•
、

麦加利银行 s 渣打银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 Australia &. China
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 nk of India , London &. China
Chase Ba nk

大通银行
法昌洋行

Chauvin , Chevalier &. Cie

全埃洋行

Chazalon &. Co. , A.

新泰洋行

Cheerkoff , Panoff &. Co.
Chellaram , D.

之剌林洋行 1 谦纳鲁麦洋行，大育公司
建华化学工业公司

Chemical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Chemical Exchange Co.

化学原料交易公司

Chemical Works of Gedeon Richter
Chemisch - Pharmazeutische , A. G.
Chenglung Bank

律须德大药房

德国亨堡大药房
志摩合众橡树有限公司

Chemor United Rubber Co. , Ltd.
正隆银行

Chenglung Bank , Ltd.
Cherry &. Co.

有利银行

正隆银行

樱商行

Chesebrough Manufacturing Co.
Chi Tung Tobacco Co. , Ltd.

, Cons' d.

且士宝公司

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甲甲

,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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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洋行

Chiba &. Co.
Chibunovs峙，

谦泰洋行 F 立昌洋行

A. G.

Chibunovsky &. Co. , A. G.
谦泰洋行，立昌洋行
Cl. ien Hsin Engineering Co. , G. m.b. H.
谦借机器有限公司

‘

4

Chien Yuan &. Co.

谦源洋行

Chihli Presli , Inc.

直隶印字馆

Chihli Press , Ltd.

直隶印字馆

Chin Hsin&. Co.
晋信洋行
Chinhsin &. Co.
晋信洋行
China Airways , Fed. Inc. , U. S. A.

中国飞运公司

China America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 Fed. Inc. , U. S. A.

美

字机器厂

China Am erican Lumber Co.

, Fed. Inc. , U. S. A.

华美木行，大

来木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美木行，大来木行股份有限

China American Lumber Co. , Ltd.
,

公司

China American

Tobaα灿Co.

, Fed. Inc. , U. S. A.

中美烟叶公

司

美丰洋行

China American Trading Co. , Inc.

China &. ]apan Trading Co.
丰裕洋行
China &. ]apan Trading Co. , Ltd.
丰裕洋行
China &. Java Ex阳t Co.

德泰萍行

China Auction R∞ms
中华夜玲行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美华寝会书局
China Bond &. Share Co. , Fed. Inc. , U. S. A.
China- Bom四Co.

、

, Ltd.

中国证券公司

中华般鸟公司

China Brass &. Iron Works , Ltd.

英商中华五金厂有限公司

China Car &. Foundry Co. , Ltd.

中国钢车制造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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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亨洋行

China Clock Co.

中美建筑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Co.

中国建筑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Co. , Ltd.
China Cork Fact仿y

中国软木瓶塞厂
胁，

China Cotton Mills , Ltd.
China Crafts

英商中纺纱厂有限公司

美兴商行

China Deep WeIl Drilling Co. , Ltd.

英商中华机器凿井有限公司

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hinä Electric Co. • Ltd.

大华锦绣公司

China Embroidery &. Lace Co.

信昌机器工程有限公司

China Engineers , Ltd.

恒馀洋行

China Export Co.

China Export , Import &. &nk Co.

, A. G.

Export 一 Import

谦倍洋行

谦倍样行

&. Bank Compagnie
China Export , Import &. &nk Co. , Ltd.
China Feather Co. , Ltd.
宝业洋行

谦借洋行

China Federn Gesellschaft , G. m. b. H.

宝业洋行

China

China Fibre Container Co. , Fed. Inc. • U. S. A.

•

中国板纸制品公

司

China Finance Corporation. Fed. Inc. , U. S. A.

东大陆银公司，

汇众银公司

中华火烛保险行

China Fire Insurance Co. Ltd.
China Flour Mill Co.

, Ltd.

增裕面粉有限公司
大清通运公司，通运公司

China Forwarding &. Express Co. , Ltd.
China Fur Trading Co. , Ltd.
China General Edison Co. , Inc.

‘

普纶祥行有限公司

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 F 奇异安迪生

电器公司

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China General Om nibl.\s Co. , Ltd.
China Hairnet Factory

中国发网公司

\

-

明飞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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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织物制造厂有限

China Handkerchief &. Hemming Co. , Ltd.
公司

China Hide &. Produce Co. , Inc.
协成洋行
Ch:na Import &. Export Lumber Co.
祥泰木行
China Import &Export Lumber Co..Ltd.
祥泰木行，祥泰木行有

•

限公司

China Import Co.

恒触洋行

China Land &. Finance Co. , Ltd.
胜业洋行
China Light &. Power Co.
中华电灯公司
China Light &. Power Co. , Ltd.
中华电灯公司，中国电力有限公
司，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China Light &. Power Co. (1 918) , Ltd.

中华电灯公司，中国电力

有限公司，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一‘

China Mail , Ltd.
德臣印字馆
"C1ii na Mail" Office
德臣印字馆
China Merchants' Pongee Asωciation

•

茧绸社

China Merchants Pongee Association , F ed. lnc. , U. S. A.
社 p 五星洋行

China Metal Products Co.

•
中国金属制造公司

China Metal Products Co. , Ltd.

中国金属制造公司

China Motors
中国汽车公司
中国汽车公司
China Motors , Fed. Inc. , U. S. A.
China Mortors , Ltd.
中国汽车公司
China Mutual Life lnsurance Co.
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d

China Mutual Life lnsurance Co. , Ltd.
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China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合众轮船公司
China National Press , Inc.
China Navigation Co. , Ltd.

茧绸

大陆报馆
太古轮船公司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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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洋行 F 中荷洋行

China Netherland Produce Co.
China Offset Printing Co. , Ltd.

中国橡皮版印刷公司

, Ltd.

中国包装品有限公司

China Packers Supply Co.

太丰洋行

China - Palestine Trading Co.

"

太丰洋行

China - Palestine Trading Corporation

协丰祥行

China Paper Co. , Fed. Inc. , U. S. A.
China Phalluaceutical Supply Co. Ltd.

普惠药行 s 普惠西药公司

Chiua Pr邸， Inc.
大陆报馆
China Printing &. Finishing Co. , Ltd.

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z 纶

昌纺织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China Products Co.

中国物产公司
中国均益货仓按揭有

China Provident Loa n &. Mortgage Co. , Ltd.
限公司

China Realty Co.

, Fed. Inc. , U. S. A.

China Realty Co. , Ltd.

中国营业公司

Chiua Sales &. Service Co.

中国协商公司

Chiua Securities Co. , Inc.

中华平安公司

Chiua 岛ap

Co. , Ltd.

China Sugar Refining Co.
China Textile Co.

, Ltd.

中国营业公司

、.

中国肥皂公司

, Ltd.

中华火车糖局

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给昌纺织漂染印

花有限公司

China Theatres , Ltd.
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
China Traders' Insurance Co. , Ltd.
保宁保险公司
China Trading &. Industrial Co.

兴业洋行

China Underwriters , Ltd.
旗昌保险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Lamp Co. , Fed. Inc. , U. S. A.

中和灯泡公司

China Woodworking &. Dry Kiln Co. , Inc.

中国造木有限公司

China Woodworking &. Dry Kiln Co. , Ltd.

中国选木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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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嚼

Chinai &. Co. • J. C.
三星洋行
Chinese Aluminium Rolling Mil1s. Ltd.

华铝钢糟厂

Chinese American Publishing Co.
中美图书公司
Chine提 American Publishin g. Co. • Inc.
中美图书公司
'‘

Chin酬Central Railways 缸. Ltd.

华中铁路有限公司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Co.
东省铁路公司，中东铁路公司
Chine配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 Co.
大昌实业公司
Chine盹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 Co. • lnc.
大昌实业公司
Chine碍 National Wireless Telegraph Co.
中华无线电公司
Chinese S. K. F. Co. • Ltd.
中国钢珠轴领公司
Chiris. Antoine
育利祥行
Chiyo Yoko
千代洋行
Chiyo Y oko Photo Supplies
千代洋行

'

Chollot. J. J.
邵禄工程行
Chollot et Fils. J. J.
邵禄工程行
Choorin &. Co.
秋林洋行，秋林公司
Chosen Ginko. K. K.
朝鲜银行
Chotirmall &. Co. • K. A. J.
佐都文祥行 F 吉德马祥行
Christensen ßr. Co.
利信洋行
Chryss &. Co. • P.
克立司洋行
Chu Yu Yok。
中裕洋行
Chudzynski. John G.
霍忍坚迸出口商行
Chuka Senshoku &. Co.
中华染色整练公司
Chuka Dyeing Works. Ltd.
中华染色整练公司
Chukwa &. Co.
中华洋行
Chung Hua Match Co. , Ltd.

4

Chung Hwa A说ation Co. , Ltd.
Chung Hwa Electric Works. Ltd.

中华磷寸株式会社

中华航空放份有限公司
中华电气制作所

•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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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Yu &. Co.
中裕洋行
Chungking Import. S. A.
善成公司
Chungking Import (China). S. A.
Chungking Trading Co.
立德洋行
Chuwa Trading Co.
中和商业公司
。luwa Yok。

Ciba &. Co.

德昌洋行

中和洋行
汽巳洋行，汽巳化学厂

Clark. Duncan
康来洋行
Clark &. Co.
其乐祥行
Clark &. Co. • D.
康来洋行
Clark Co. • Ltd. • Alexander
安康洋行
Clarke. John H.
克隆洋行
Claude N回n Li ghts. Fed. Inc.. U. S. A.
Clemann. E.

·一·

丽安电气有限公司

克喊洋行

Clerici. Bedoni &. Co.
开利洋行
Clerici. Bedoni &. Co. • S. A.
开利洋行
Clourman's Bargain Bazaar
和j 通绸布号

'

Clouth &. Co.
万泰保险公司
Codsi. J.
伯兴祥行
Codsi F rères
伯兴洋行
Cohen. Ltd. • Henry H.
康盈有限公司
Coleman &. Co. • Inc. • G. R.
海京洋行
Colgate - Palmolive - Peet Co.
上海棕榄公司 g 美国棕榄公司
Colinet. G.
利源洋行

Collins &. Co.
高林洋行
Co llins &. Co. • Ltd.
高林洋行，高林有限公司
Colman. P. C.
义源洋行
Colman. Percy C.
义源洋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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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

Colomer &. Co. • J.
考老麦洋行
Colonial Agencies
高隆幸行
Co lonìal Dispen踊ry
安宁大药房
美国哥伦布保险公司
Columbia Casualty Co. of New Y ork
Columbia Dairy
哥伦比亚牧场
Columbia I槐树， Inc. • U. S. A.
哥伦比亚牧场
Co lumbia Pacific Shipping Co.
美国太平祥轮船公司
Cωomacr由 Press. Fed. Inc. • U. S. A.

商务印刷所，商务证倍印刷

所

Comerford &. Co.
康而福洋行
Commercial &. Credit Information Bureau
商务证信所
Commercia1 Credit Bureau
商务证信所
Commercial Ex防部&. Storage Co.
瑞丰转运公司
Commercial Express &. Storage Co. • Fed. Inc. , U. S. A.

瑞丰转

运公司
‘·

、

Co mmercial
Co mmerci a1
Co mmercial
Commercial
Co mmercial
Commercial

Expr<翻&. Storage

Finance Co.

, Ltd.

Co. , Ltd.

济业银公司

Inv.臼tment

Co. • L td.
济业银公司
Pacific Cable Co.
太平洋商务电报公司
Printing Office
今好素印字馆
Union Assurance Co.
今好素於仁燕梳公司，老公茂康

记保险公司

Commercial Union Assurance Co. • Ltd.
公茂康记保险公司

司

瑞丰转运公司

今好素於仁燕梳公司，老

•

Compagnia Italiana d' Estrèmo Oriente
义兴公司 F 义兴洋行
Compagnie d' Exportation de Produits Asiatiques
骏源洋行
Co mpagnìe de Tramways et d' Eclairage de Tientsin
天津电车电灯
公司
•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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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国火轮船公司 F 法国邮

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船公司

Compagnie Financière Belgo-Chinoise
中比银公司
Co mpagnie Française d' Installations Electriques de Shanghai

法商电

.气

器公司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Commerce en Chine
法国商务公司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Tramways et d' Eclairage Electrique de Shanghai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Compagnie
Compagnie
Compagnie
Compagnie

Française Optorg

宝多洋行

Franco- Africai肘， Ltd.

福时洋行

Franco- Africaine (Shanghai), Ltd.
Franco- Américaine d' Assurances

CompagnieG垂n垂ralede

福时洋行

法美保险公司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

比

茵银公司

Co mpagnie

G垂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n Chine

比国银公司

Co mpagnie Internationale d' 仇ient
大东万国公司
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 - Lits
万国寝台特别迅车公

,

司

•

Compagnie 0 1ivier
永兴洋行
Compagnie Op torg
宝多洋行
Co mpagnie- Optorg Française
宝多洋行
Co mpagnie Pahlay
百资洋行
Co mptoir Charles Ley, S. A.
沙利洋行
Co mptoir Mandchourien d' Importation &. d' Exportation

和顺洋

行

Co mptoirs en Chine
万顺公司
Comptoirs Coloniaux Chiris
育利洋行
Co ncordia , Société Vinicole
西合洋酒公司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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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

时新有限公司
Co ncret Products , Ltd.
Confectionery &. Ba kery
飞达洋行 z 飞达饭店
合众人寿保险公司
Co nfederation Life Association
Connell , M. J.
公利洋行
Co nnel1 Brothers Co.
公利祥行
Connell Brothers Co. , Ltd.
公利洋行
Consolidated Rubber Estates , Ltd.
康所利得叠植橡公司
Consolidated Rubber Estates (1 91 4), Ltd.
康所和j得叠植橡公司
Co ntinental Fur Corporation
大陆皮毛公司
Co ntinental Import &. Ex阳rt Co.
鲁威洋行
Co ntinental Insurance Co. of New York
纽约五洲保险公司
Continental Oil Mill a.nd Refinery
大陆油厂 F大陆泊业公司
Cook , Thomas
通济隆公司
Cook &. Anderson
永固工程公司
Cook &. Shaw
永固工程公司
Cook &. Son , Thomas
通济隆公司
Cook &. Son , Ltd. , Thos.
通济隆有限公司
Cooper &. Co.
高吧公司
C∞per &. Son
高吧公司
Cooper &. Co. , D. H.
地咽厨咕吧公司

co 一 operative Française de Sh严ghai

福食公司

Corbin Cabinet Lock Co.
高平公司
Corbin Lock Co.
高平公司
Corbin 1且ks &. Hardware
高平公司
Comabé , Ec kford &. Co.
和记洋行
Comab佳， Eokford &. Co. , Ltd.
和记洋行
Co malba. &. Pezzini
义华洋行
Comhill Insurance Co. , Ltd.
康泰保险公司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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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it , A.
康益洋行
c。而t &. Co.
康益洋行
Cosmos Paper Co. , Fed. Inc. , U. S. A.
Co x , W , Wakeford
保泰水火保险公司
Co zzi , E.
郭只洋行
Craig , Marshall &. Co.
祥兴洋行
Credit Foncier d' Extrême 臼ient

古司马祥行

.-

义品放款银行

Credit Franco-Chinois
中法银公司
Credit Information Bureau
商务证信所
Crittall Manufacturing Co. , Ltd.
葛烈道钢窗公司
葛烈追钢窗公司

Crittall Manufacturing Co. (China) , Ltd.
Crobest , Ltd.

宝倍祥行

Crofts &. Co. , Geo.
永福洋行
Cromie &. Burkill
祥茂洋行
Crone , Erik
克鲁讷撑行
Crone Land &. Estate Age ncy , Erik

克鲁讷洋行

&. Co. , W. J.
良济祥行
Crωet Agencies , M.
宝信萍行
Crosfield &. Sons , Ltd. , J.
和兴公司
Crosfield &. Sons (China) , Ltd. , J伽ph
Crow , Inc. , Carl
克劳广告公司
Crown Photo Co.
古龙照相馆
Cr∞ks

驻华和兴肥皂有限公司

Crown Photo Studio
古龙照相馆
Crown - Rembrandt Photo Co.
古龙照相馆
Crystal , Ltd.
Culpeck , E. A.

山海关汽水公司
元和洋行

Culty &. Co. , Th.
大丰洋行
Culty Dairy Co. , Ltd.
可的牛奶有限公司

咽 F飞、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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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ine &. Co. , Ltd.

锦名洋行

人巳利洋行

Currimbhoy &. Co. , Ltd.
盛记洋行

Curtis Bros.
、‘

Cum

瑞成洋行

Czarnetzki , F.

瑞成洋行

Czarnetzki &. Co.

大康纱厂

Dah Kong Cotton Mill

大康纱厂

Dah Kong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Dah P∞&. Co.
Dahl , C.

大普公司

大华洋行
大华洋行

Dahl &. Co. , C.

Da hlin , E. A.
大隆洋行
Dai Nippon Brewery Co. , Ltd.
太阳啤酒公司 F 大日本啤酒公司
Dai Nippon Sugar Manufacturing Co. , Ltd.
大日本制糖公司
Daido Boeki Kaisha , Ltd.
大同贸易株式会社
Daido Kaiun Kabushiki Kaisha
大向海运公司Daido Yoko

大同洋行

Daido Yoshiten , Ltd.
大同公司，株式会社大同洋纸店
Dai -ichi &. Co.
第一公司
第一公司，第一工业制药株式

Dai -ichi Kogyo Seiyaku Co. , Ltd.
会社

Daily Press

开剌新闻纸馆

Dairen Commercial Bank
Dairen Credit Bank

大连商业银行

大连兴倍银行
大连机器厂

Dairen Engineering Works , Ltd.
Dairen Ice Manufacturing Co. • Ltd.
Dairen Kikai Seisaku Sho
‘

大连机器厂

Dairen Kisen Ka bushiki Kaisha
Dairen Koshin Ginko

大连制冰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汽船公司 F 大连汽船株式会社

大连兴信银行

~.

'"…"叫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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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Dairen Lumber Co. , Ltd.

大连木材株式会社

Dairen Mo
估
kuz
叩
剑i Kabush
a
副
hi
让iki Ka
刽ish
】ha

大连木材株式会社

Dairen Provisions Refinir
seedi忡
厅
r yo Kabu
‘usl
站副
hi
让剧
ik
ki Kaisha
Dairen 创

Dairen Shogyo Ginko , K. K.
Dairen Shoyu Kabushiki Kaisha
Dairen Soy Brewery Co.
Dairen Steamship Co.

, Ltd.

, Ltd.

大连食品公司'大连食料株式会社

.-

大连商业银行

大连酱汹株式会社
大连酱泊株式会社
大连汽船公司

Dairy Farm , Ice &. Cold Storage Co. , Ltd.

牛乳冰厂有限公司

Dalbank
远东银行
DaI1as , Bam es
裕泰洋行
Dallas &. Co.
裕泰洋行
Daltotat Co.
金山祥行
Danby , C. G.
丹酷英行
Danby &. Co. , G.
丹腔英行
Dast<∞r &. Co. , F. R.
隆兴洋行
Dau &. Co. , C.
道孚洋行
Dau &. Co. , Hugo
育昌公司，吉昌洋行
Dauv<臼&. Co.
裕记祥行
Da、品， A. E.
达丰辞行
E地说d &.Co.
裕康洋行
David &. Co. , Ltd. , S. ].
壶惟洋行，爹核洋行

'

David &. Co. , S. J.
皇惟洋行，爹核洋行
David &. Co. , Samuel
合盛洋行
Davie , Boag &. Co. , Ltd.
德惠宝洋行，德惠宝麻袋公司
Davies , Eric
Davies , G.

谭维思祥行
新瑞和洋衍

Davi臼&. Br<∞，ke

新瑞和洋行

•
霄'

一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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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es &. Thomas

新瑞和洋行、

Davies , Br<∞ke &. Gran
、，

•

建新建筑师事务所

Da vis , R. S.
瑞隆拌行
Davis , Roy
瑞隆洋行
Davis &. Co. , R. S.
稍隆祥行
De La Rue &. Co. , Ltd. , Thomas
德纳罗印钞公司
De Schulthess &. Co.
达昌洋行
De Sousa &. Co.
梳沙佯行
De Sousa &. Co. , Ltd.
梳沙洋行
De Witt &. Co. , Ltd. .E. C.
第威德制药公司
Deacon &.Co.
的近洋行
Deacon &. Co. , Ltd.
的近洋行
. Debenham&. Co.
克隆洋行
Defag
德孚洋行
Delbourgo. J.
德高洋行
Delbourgo &. Co.
德高祥行
Delbourgo &. Co. , Federal Inc. • U. S. A.
德高得行
Dell' Oro &. Co.
壶禄洋行
Demag Aktiengese1lschaft
德国台麦格厂
Dent &. Co.
宝顺洋行 F 颠地洋行
Dent &. Co. • AHred
新宝顺洋行 s 宝顺祥行
Dent &. Co. , Herbert
霞拔颠地洋行
Dent &. Co. , Ltd. , Herbert
霞拔颠地洋行
Dent. Beale &. Co.
宝顺祥行，颠地祥行
Deutsch - Asiatische Bank
德华银行
EMtd1e Farben Handelsgm1lichaft <Waibe1&co. >

ι‘

Dav

Deutsche StickstoH Handelsgese1lschaft , Krauch &. Co.

•

德孚祥行
爱礼司洋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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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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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饵质肥料联合公司

De utsches Kalisyndikat. G. m. b. H.
文达洋行

DeVault Co. , J. F.
Di brell Brothers , Inc.

美 i白洋行 F 美国地宝烟叶公司
志大洋行

Di ckeson. Jones &. Co.

狄金生洋行

Dickinson &. Co. • Ltd. • J ohn. London
第腾洋行

Dieden &. Co. • B.

第腾洋行

Di eden &. Co. • Ltd. • B.
Diederich民n&. Co ..H.

捷成洋行

Diederick回n. Jebsen &. Co.

Diers. Ferd.

捷成祥行

地亚士洋行
地亚土洋行

Diers &. Co. • Ferdinand

界丰洋行

Di mitriades Brothers
Di ngle. W.

丁威林洋行
丁威林祥行

Dingle &. Co. • W.

光耀有限公司

Di tmor. Brünner Bros. • Ltd. • R.
Di xon &. Co. • H. C.

怡德洋行

Dixon &. Co. • Ltd. • H. C.

怡德祥行

Di xon &. Son. Ltd. • H. C.

怡德洋行

Dm itrovsky , Sa muel

吉美洋行

岛z时宣
D

Dc对dι， Anthony
队对d

&. Co.

.-

福伦洋行
宝顺行

Do<王ge &. Seymour (China). Ltd.

怡昌洋行

Dod well &. Co. • Ltd ‘
天祥洋行
队地well ， Ca rl i1l &. Co.
天祥洋行
Dollar Co. , The Robert
:大来洋行
DoIlar Lumber Co.
大来木行
Dombey &. Son
同茂洋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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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y &.Co.
永盛洋行
Doney &. Moller
永盛洋行
Do ng Shing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Don

同兴纱厂

Donnelly &. Whyte
裹泰洋行
Dorabjee &. Son
打笠治面包公司
Dorabjee Nowrojee
打笠泊面包公司
Dorman , Long &. Co. • Ltd.
道门朗公司
Doten Yoko
同天洋行
Douglas Lapraik &. Co.
德忌利士公司，得忌利士公司
Douglas Lapraik Steamship Co.
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得忌利士轮船

、，

公司

德忌利士轮船公司 F 得忌利士轮船公

Douglas Steamship Co. • Ltd.
司

Doulatram &. Sons
Dowdall , W. M.

刁

大隆洋行
道达样行

Dowdall &. M∞rhead
道达洋行
Dowdall &. Read
道这洋行
Dowdall , Read &. Tulasnee
道达洋行
Dragon Cyc1e Ðepôt
飞龙公司 F 飞龙脚车店
Dragon Motor Ca r Co.
飞龙公司
Dragon Motor Ca r Co. , Ltd.
飞龙公司
Drekeford , Da vis &. Wilson
培林洋行
Dreyfus &. Cie , Louis
达孚洋行 F 利丰洋行
Drc田te &. Walte
德义洋行
Drysdale , Ringer &. Co.
德兴洋行
Du Pont (China) , 1nc.
恒信洋行
Du Pont de Nemours &. Co. , Inc. , E. 1.
恒倍洋珩

Duca &. Co. , M. P.

社康洋行 z 罗麦纳贸易公司

•

•

•

D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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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洋行 z 罗麦纳贸易公司

Duca , Ltd. , M. P.
Duering , Henry von

荣华洋行

, von

荣华洋行

Duering &. Co.
Du ff , ]. L.

都约翰洋行

Duff &. Co.

新顺昌祥行

Du ff &. Co. , ]. L.
Dunbar , L.

都约翰洋行

丹巳洋行

丹巳洋行

Dunbar , William
Dunbar &. Co.
Dunbar

••

Br.倒.

, L.

Co. , Ltd.

队mαn

&. Co.
Dunlop , w. &. c.
Dunlop , Ltd.

丹巴洋行
丹巴洋行

恒大洋行
敦立公司

, W. &. c.

敦立公司

Dunlop Rubber Co. (China) , Ltd.
Dunlop Rubber Co. (Far East). Ltd.

, Walter

Duplessis , G.

大罗洋行

Dilri ng , Wibel &. Co.

, von

荣华洋行

悖信洋行

&. Co.

E-L臼

华泰洋行

百达洋行

Dunne Brothers

助ce

英国邓禄普橡皮公司

华泰洋行

Dunn , Walter
Dunn &. Co.

英商驻华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

义利洋行

E-L臼Department

E-Lee Kaufhäus

义利洋行

E-Lee's Ge neral Store
E. Yuan &. Co.

义利洋行

Store

义利洋行

义源洋行

Eagle &. Globe Steel Co. • l,td.
鹰立球锦厂
Eagle Drug Co. , Fed. Inc. , U. S. A.
金鹰大药房

~~一

•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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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Industrial Co. • Ltd.
东亚兴业公司 F 东亚兴业株式会社
East Asiatic Co. • Ltd.
宝隆洋行
Eas在 Asiatic

e

Wireless Telegraph Co. "Telefunken". Ltd.

·得力风根

无线电报公司

East India sea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荷兰保险公司
East West Fur 1'rading Corporation
古亚洋行
Eastern & Australian Steamship Co. • Ltd.
东方澳洲轮船公司
Eastern Asbestos Co.
立主路泵行
Eastern Dyeing & Dry Cleaning Co.
东方染房弹染油渍公司
Eastern Engineering Works

东方机器厂

Eastern Engineering Works. Ltd.

东方机器厂，东方铁厂有限公

词，东方机器工厂有限公司

Eastern Eatate & Land Co. , Ltd.

东方地产有限公司

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 China Telegraph Co. • Ltd.

大

东电报公司

Eastern Fur & Skin Co.
东方皮毛公司
Eastern Fur & Skin Co. • Ltd.
东方皮毛公司$东方皮毛有限公司
Eastern Fur Trading Co. • Inc.
紫东洋行
Eastern Ice Manufacturing Co. • Ltd.
东方机器造冰公司，东方制
冰株式会社

飞

Eastern Insurance Co. • Ltd.
远东火险公司
Eastern Insurance Office
保兴水火保险公司
Eastern Trading Co.
信记行
Eastern Trading Co. • Ltd.
信记行$信记有限公司
Eastman Kodak Co.
柯达公司
E. B. C. Coffee Co.
巳西吨啡公司
Ehbeke &. Co. .
顺发祥行

Echo de Chine. L'

中法新集报馆

'"

•

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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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de Tientsin , L'
津郡法界权务报馆
E∞nomic Transport Co.
荣茂驳运公司
Economic Transport &. Lighter Co. , Ltd.
荣茂驳运公司
Economical Trading Co.
经济贸易公司
Eddie Aerated Water Co.
益利向水公司
Eddie Aerated Water Co. &. Eddie Glass Factory
益利汽水公司
Eddie &. Co. , c.
益利号
Edgar , J.
瑞康洋行
Edgar Bros. &. Co.
瑞康洋行
Edible Products , Ltd.
厚丰有限公司
Edwards , E;inar
Efron , G. A.
Egal , R.

恒茂猝行
爱福浪雌刻珠宝钟表行

爱高洋行

Egal &. Cie
爱高洋行
Eggeling , Al fred J.
鄂葛岭洋行
"Eggsell" Excel Egg Co.
上品鲜蛋公司

Egyptian Trading Co.

埃及贸易公司

Ehlers , Aug
爱礼司祥行
Ehlers &. Co. , A.
爱礼司洋行，美益洋行
Eickhoff &. Co.

新怡洋行 F 义泰祥行

Eikwa &. Co.
满华祥行
Eikwa &. Co. , Ltd.
扭扭华拌行
Eikwa Yoko

疆民华洋行

Eilers , Friedrich
克隆洋行
Eisho &. Co.
永昌洋行，合资会社永昌洋行
Eisler , Reaves &. Murphy , Federal Inc. , U. S. A.
Eitai Yoko
荣泰洋行
Eitingon- Schild Co. , Inc.

业井广洋行

美敦祥行

,

E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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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va Yoko
永和洋行
Ekki &. Co. , Ltd.
益记洋行
Ekki Yoko
益记祥行
Ekman Foreign Agencies , Ltd.
El Oriente Fabrica de'Tabacos

维昌洋行
老美女雪茄烟公司

"EIOriente" Fabrica de Tabacos , Inc.
Elbaroideries
爱利巳西祥行
Elbr∞k ， Inc.

老美女雪茄烟公司
•

海京洋行

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 (China) , Ltd.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

限公司

Eli Lilly &. Co.

美国札来药厂 F 美国利来药厂 F 李义理制药公司

Elias , J. R.

宏泰洋行

Elias , R. H.
倍发洋行
Elizalde &. Co.
元亨洋行
Elizalde &. Co. , Inc.
元亨洋行
Ellermann &. Bucknall S. S. Co. , Ltd.

爱尔曼轮船公司

爱尔曼轮船公司

Elermann Line

Elles &. Co.
恰记洋行
E l1ias , M. H. E.
亚芝意昔洋行
E l1i nger &. Co.
爱邻葛公司
E l1inger &. Co. , Ltd.
爱邻葛公司
E l1is , .J. J.
飞

爱利司洋行

爱利司洋行
E 11is &. Co. , J. J.
衣利士及噬口架经纪行
E l1is &. Edgar

安福摔行

E l1iston &. Co.

安福洋行

E l1iston , Pugh &. Co.
Elm &. Co.

安美洋行

Elm &. Co. , Ltd.

安美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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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
通顺洋行

Emens &.Co.
Emens &. Co.

, W. S.

通顺洋行
通顺洋行

Emens &. Co. , Ltd. , W. S.
Emδdi

, A.

伊马地洋行

Employers' Liability Assurance Corporation , Ltd.

保裕保险公司，

印蒲洛尔保险公司
巳商口考啡公司

Empreza Brasileira de Cafe
Endicott , R. R.

燕宜育洋行

燕宜育洋行

Endicott &. Co.

法国电灯房，法商电力股份有限

Energie Electrique de Tientsin. L'
公司

Engel , Max. M.

和泰洋行
万兴洋行

England &. Co. , F. H.
Enssle , K.

德丰洋行

Ensuiko Sugar Mfg. Co. , Ltd.
Enterprise Toba∞o Co.

,

Ltd.

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

和泰烟有限公司

Equitable Eastem Banking Corporation

大通银行

Eq uitable Life Assurance S∞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永安保人险公

司

Erzinger &. Co.
Erzinger Bros.

连纳洋行

连纳洋行

Esmail , H. M. H.
衣士未路经纪行
Ess &. Co. , A. van
源来盛洋行
Essig , Emile
安旗祥行
Esso Co.
同昌猝行
Esso Co. of China
同昌洋行
Etablissements Arnoult , Sod缸é An onyme

d回 Anciens

界昌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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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Shoe Store
Evans , Ec\ward

欧罗巳鞋铺

伊文思书馆

Evans &. Sons , Ltd. , Edward
伊文思书馆 z 伊文思图书有限公司
Evans &. Co. , J. H.
宝顺洋行
Evans &. Rainbow
Evans , Pugh &. Co.
Everett , L.

宝顺详行

宝顺洋行

福来洋行

Everett , Inc. , L.
福来洋行
Ewo Brewery Co.
怡和啤酒公司
Ewo Breweries , Ltd.
怡和啤酒公司，怡和啤酒有限公司
Ewo Cold Storage Co.
怡和冷气堆横
Ewo Cotton Mills , Ltd.
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
Ewo Cotton Spinning &. Wωving Co. , Ltd.
怡和纱厂
Ewo Press Packing Co.
怡和打包厂
Ewo Silk Fi1ature
怡和丝厂
Express Ricksha Co.
Ezra &. Co. , Ec\ward

捷成黄包车公司
新康洋行

Ezra &. Co. , lsaac
新康洋行
Flh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li Torino
Fagan &. Co. , Federal Inc. , U. S. A.
Fagan &. Co. , Paul 1.
美和祥行
F airchild , F. A.
永丰洋行
Fairchild &. Co.

, Ltd.

飞霞德公司

美和洋行

永丰洋行

Fairhurst &. Co.
隆文洋行
Falconer &. Co. , G.
霍近拿钟表行
Falconer &. Co. , Ltd. , G.

霍近拿伸表行

Falconer &. Co. <Hongkong) , Ltd. , Geo.
Far East Aviation Co. , Ltd.

气

霍近拿钟表行

远东飞机公司

-时~--~

呵

呵~

，啊喃喃喃喃叶

远东钢丝布厂

Far East Ca rd Manufacturing Co.

远东皮业公司

Far East Fur Co. • Inc.

远东汽车公司

Far East Motors

远东修焊有限公司

Far East Oxygen &. Acetylene Co. • Ltd.

远东公司

Far East Superintendence Co. • Ltd.
Far Eastern Bank

远东银行
远东银行

Far Eastern Ba nk of Harbin
Far Eastern 阮ug Trading Co.

金山洋行

源隆洋行

Far Eastern Electric Co.

'
史奎难洋行

Far Eastern Exchange Tables Co.

远东皮业公司

Far Eastern Fur Co.

远东洋行，远东迸出口洋行

Far Eastern Import &. Export Co.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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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

川町

Far Eastern Import &. Export Co. • Fed. Inc.. U. S. A.

远东洋

行，远东进出口洋行
远东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Far Eastern Insurance Co. • Ltd.

远东营业有限公司

Far Eastem Investment Co. • Ltd.
易固洋行

Far Eastem Lombard

易固洋行

Far Eastem Lombard Co.
Far Eastem Re说ew

远东时报馆
远东清清所

Far Eastern Sa nitary Co.

Far Eastern Textile Corporation

协利祥行

三盛洋行

Far Eastern Transport Co.

Farbenfabriken Bayer Aktiengesel\schaft
Farbenfabriken vorm. Friedr. Ba yer &. Co.
Farm. The

拜耳颜料厂
拜耳颜料厂

大英牛奶棚

Fauner &. Co. • F. D.
Farmer &. Co. • W i11 iam
Famham &.臼. • S.

c.

据官洋丰j
威林花麻洋行

耶松船厂 F耶松老船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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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耶松船厂 F 耶松老船澳 g 英商

Farnham. Boyd &. Co. • Ltd. , S. C.
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

Faust &. Co.
顺发洋行
Favorit Products Distributors
发物力食品公司
Favorit Products' Distributors , Ltd.
发物力食品公司
F创ron ， Daniel

&. Co.
协隆洋行
Fearon , Daniel &. Co. , Inc.
协隆洋行
F earon , Low &. Co.
协隆洋行
Fein , Aron
爱伦辉贤洋行
F ein , Solomon
抄老门洋行
Feld , A.
保庇洋行
Feld &. Co. , F.
保庇洋行
Feld &. Co. , Ltd. • F.
保庇洋行
F e1 gate &. Co. , R. H.
鸿文洋行 F 飞尔祥行
Fenwick &. Co. , Ltd. • George
吩功铁厂
Fenwick , Morrison &. Co:
Fergusson &. Co.

吩功铁厂

滋大祥行

Femandes &. Co. , J. V.
老三记萍行
Ferrari &. Co.
华章机器染坊公司

、飞

Ferrostaal , A. G.
福罗祥行
Ferrostaal. G. m. b. H.
福罗祥行
Fetissoff Br值·
非及所夫兄弟洋行，非及所夫五金行
Fetissoff Br他&. Co.
非及所夫兄弟祥行，非及所夫五金行
费特地毯公司

Fette Rug Co.. Federal Inc. , U. S. A.
Fiat , S. A.
Fiedler. Carl

飞霞德公司

飞达洋行，飞达饭店，飞达咖啡馆

Filmos Co. , Ltd.
飞马影片公司
Finance Banking co叩oration ， Ltd.

达商银行
飞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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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lay , Richardson &. Co. , Ltd.
J

Finocchiaro &. Co. , G.

连利洋行

飞纳洋行

Fire As毗iation of Philade1phia , Pa.
Firemen's Fund Insurance Co.

费而特飞火险公司

, of San Francisco

发施登汽车胎公司

Firestone Tire &. Rubber Export Co.

辉华面粉公司

Fisher Flouring Mills Co.
Firth &. Sons , Ltd.

, Thomas

福生钢厂

通利洋行

Fittkau , H.

通利洋行

Fittkau &. Woserau

, Ltd.
Fletcher &. Co. , Ltd.

柯化威洋行

Fleming &. Co.
Fleurette

新大陆火险公司

中西大药房

•

福来商店
福来商店

Fleurette Modes and Beauty Parlour
符连女裁缝店

Flint. Madame M.
Fl吨uet

&. Knoth
利亨洋行
Fobes &.Co.
恒丰洋行
Fobes &. Co. , Ltd.
恒丰洋行
Fobes Co. , Ltd.
恒丰洋行
F og , William

集福洋行

集福洋行

Fog &. Co. , Ltd.
F og , &. Co. , William
Folger , Art hur
Follet &. Cie , H.

集福洋行

福康洋行
福兴洋行

Foncière et Immobilière de Chine
Foochow 如ck

中国建业地产公司

福州船坞

Foochow Dock Co.

福州船坞

Foochow Dockyard

福州船坞

Foochow Ice &. Aerated Water Co.

冰厂

一

叮可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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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泰印字馆

F∞chow Printing Press

Foox &. Co. , H.

福棉祥行

仁记洋行

F Ol"bes &. Co. • William

Forbes &. Co. • Ltd. , William
、.

仁记洋行

福特汽车公司

F ord &. Son , Inc. , Henry

Ford Motor Co.
福特汽车公司
Ford Hire Service , Federallnc. , U. S. A.
Foreign Commission Agency

尝飞汽车公司

来宝洋行

西洋食品号

Foreign Food Store

Forster &. Co. , Ltd. , G. P.
Foster- MaClellan Co.

福愁有限公司

兜安氏西药公司

FowI町&.

Co. , W. W.
太康祥行
Fox Film Corporation .福克斯影片公司
Frajberger , M. Z.
德华洋行
Framjee &. Co. , S.
永祥洋行
France- Import
通济洋行
Franchine Trading Co.
晓维样行，法华贸易公司
Frankau &. Co. , Ltd. , Adolph
福伦洋行
Frankau &. Co. (1 92 7), Ltd. , Adolph
福伦祥行
Fraser &. Chalmers Engineering Works
弗来索秦设机器厂，法累瑞
嘉曼斯机器厂
Fra配r
、

&. Chalmers Engineering Works. Ltd.

弗来索秦设机器厂，

法累瑞嘉曼斯机器厂

Fraser Motors , Ltd.
Frazar , E. W.
Frazar &. Co.

福林汽车公司

公慰洋行

•

丰泰洋行

Frazar &. Co. , E. W.
Frazar &. Co. , Ltd.

公魅洋行
丰泰洋行

•

•

、

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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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费些洋行

Frazar Co. , E. W.

公燎洋行

Frazar , Federal Inc. , U. S. A.
French Ba kery

义顺面包公司

French Ba kery

法国面包点心铺

French Ba nking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French 胁。kstore

法文图书馆
大法国火轮船公司，法国邮船公司

French Mail S. S. Co.
French Store

汇源银行

全埃洋行

福利倍洋行

Friedman , Benjamin

福利倍样行

Friedman &. Be iner

北极电器冰箱厂

Frigidaire Corporation
Frinke , Bruno

福林洋行

Froiman , D. A.
伏律慢洋行
Froiman Co. , D. A. . 伏律慢洋行
福赐德洋行

Frost , J.

福赐德洋行

Frost &. Co. , J.

德康洋行

Frost , Bland &. Co.

德康萍行 z 德康有限公司

Frost , Bland &. Co. , Ltd.
F飞letterer ，

W.

德隆牛肉庄

Fugi-I Co.
藤井商店
Fuhrmeister &. Co.
福来德祥行
Fuhrmeist钮， Kl。因&.Co.

福来德手掌行

Fuji Gasu Boseki Kabushiki Kaisha
Fuji PaJ:阳Co. , Ltd.

富士公司、

Fuji Paμr Mill Co. , Ltd.
Fuji Sheishí Kabushiki Kaisha
Fujigasu Cotton Spinning Co.
Fujikawa Yoko

•

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

藤川洋行

富士公司
富士公司 F 富士制纸株式会社

, Ltd.

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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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sawa Tomokichi Shoten , K. K.
Fuji副e &. Co.
藤末洋行
Fujita &. Co.

Fuj
藤泽友育商店 F 三昌洋行

E察团洋行

Fujita &. Co. , H.
Fujita &. Co. , Inc.

藤田洋行
合名会社藤田洋行

Fujita &. Co. , Ltd.
藤田商事株式会社
Fujiyasu &. Co.
赚安祥行
Fukka Yoko
副华洋行
Fukki Yoko
福记洋行
Fukki Yoko (China) , Ltd.

福记洋行

Fukkwa Yoko
I1J 华洋行
Fukuchi Electric Co.
福地电气公司
Fukui &. Co.
褐井洋行
Fukuì Yoko
福井祥行
Fukui Yoko ((;Qshi Kaìsha)
Fukuriu Yoko
福隆洋行

福井洋行

Fukusei Co.
福成洋行
Fukushima &. Co.
福岛洋行
Fukusho &. Co. , Ltd.
福昌公司
Fukusho Co.
福昌公司
Fukusho Co. , Ltd.
福昌公司
Fukusho Co. , Ltd.
祥记公司
Fukusho Yoko
福昌洋行
Fukuwayu 8ι Co.
彼和裕洋行
Fulford &. Co. , Ltd. , G. T. , of Canada

韦廉士大医生药局

FumagaIIi, c.
达丰洋行
Fumagalli &. Gironi , C.
达丰洋行
Funder &. Co. , W.
宝和洋行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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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

F

Fur &. Wool Trading Co. , Ltd.
Fur&. W∞，} Co. (China) , Ltd.

北记洋行
北记洋行

Furer &. Co. , ].
慎馀洋行
Furness (Far East) , Ltd.
太子洋行
Furukawa &. Co.
古河公司
Furukawa Denki Kogyo Kabushiki Kaisha

'
古河公司$古河电气工业

株式会社

古河公司 s 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Furukawa Electric Co. , Ltd.
Furukawa Kogyo Kaisha

古柯公司，古河矿业会社

Furudawa Kogyo Kabushiki Kaisha
宙河公司 F 古河矿业株式会社
Fuso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扶桑海上火灾保险有限公
,

司

Futagawa Yoko

二川洋行

Fynland. M. L.
范利洋行
Gabbott gι Co. , F. R.
公和洋行
Gabbott &. Co. , Ltd. , F. R.
公和洋行
Gaill缸d ，

].
大-昌洋行
•
Gale Co. , The L. E.
美信洋行
Gale Co. • The L. E. , Federal Inc. , U. S. A.
美信洋行
Gallop &. Co. , Federal Inc. , U. S. A.
广大有限公司
Gallusser &. Co. , A.
华顺洋行
Gande &. Co. • J. W.
源和洋行
Gande &. Price
源和洋行
Gande. Pri四&. Co. , Ltd.

源和洋行

Gande. Price , Ltd.
源和洋行
Garage Central
中央公司
Garage Mina. L'
Garland. L. A.

米那汽车行
迦伦洋服公司

•

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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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r , Quelch &. Co.
嘉泰洋行
Gamer , Quelch 8元Co. , Ltd.
嘉泰洋行
Gaηels ， Bδrner

Garrels , Bδrner

&. Co.
咪口也洋行 z 嘉柏洋行
&. Co. , Ltd.
咪口也洋行

Gaupp &. Co. , Charles J.

播威钟表店，渣者急行，施口者急行

Gearing &. Co.
丰和英行
Gebr. Boehler &. Co. , A. G.
百禄洋行
Gebrueder Roese
新昌洋行
Gebrüder Sulzer , Aktiengesellschaft
苏尔寿兄弟机器公司
Geddes &. Co.
华昌洋行
Geddes &. Co. , Ltd.
华昌律行
Geddes Trading &. Dairy F arm Co. , Ltd.
华昌祥行
Geigy Trading Co. , Ltd.
嘉基洋行有限公司
General Accident , Fire &. Life Assurance Corporμion ， Ltd.

,

保众保

险公司

General Central China Mining Co.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美国奇异电器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of China , Ltd.
英国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General Insurance Co. , Ltd. , of Trieste &. Venice
意泰保险公司
G创leral Milk Co.

, Inc.

荣发牛奶公司

General Motors , The
通用汽车公司
Gensburg回&. Co.
海和j 洋行
Gensburger &. Judah , Ltd.
海利洋行
Gentai &. Co.
源泰洋行
Gerin , Drevard &. Cie
志利洋行
Gerin , Rykebus &. Cie
志利洋行
German Dispensary , Ltd.
德国大药房
German Far East Card Manufacturing Co.

远东钢丝布厂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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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nan Machine &. Import Co.
汉文洋行
German Machine Co.
汉文洋行
Gennan Pharmacy
德国药房
Gershevich , 1. N.
永发洋行
Gershevich Brω.
永发洋行
Gerz , E.
凯斯洋行
Gerz &. Co.
凯斯洋行
G但tetner ， Ltd. , D.
基士得耶印机厂
Getz Bros. &. Co.
育时洋行
Getz Bros. &. Co. , Ltd.
吉时洋行
Geyling , Rolf
盖苓美术建筑事务所
Gibb , Jho. McGregor , Jr.
兴利洋行
Gibb , Livingston &. Co.
仁记洋行，劫行，乾记洋行
Gibb , Livingston &. Co. , Ltd.
仁记洋行，劫行，乾记洋行
Gibson &. Co. , Ltd. , H. L.
仁德有限公司
Gido Yoko
义道洋行
Gidumal &. Watumull , Ltd. , O. K.
杜茂洋行，结都文洋行
Gidumal &. Watumull , O. K.
杜茧洋行 F 结都文洋行
Giesel &. Co. , A.
宝丰洋行
Giesel &. Co. , Ltd.
宝丰祥行
Giesen Trading Co.
义泉洋行
Gilardi , E.
康生洋行
Gilchrist 8在Co. , J. R.
和i 和洋行
G i11espie , A. T..
吉贝洋行
G i11espie &. Co. , A. T.
吉贝洋行
G i11espie Co. , A. T.
育贝洋行
G i11espie &. Sons , L. C.
其来洋行
Gi11回pie - Rogers- Pyatt Co. , Inc.
其来洋行

•

'•

G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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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宁有限公司

Gillespie' s , Ltd.

太平洋行

Gi1man &. Co.

Gilman &. Co. , Ltd.
太平洋行
Gilson , E. H.
保昌洋行
可.

Ginzburg Bros. , S. &. A.
爱克门机器工厂
Gipperich &. Burchardi
兴隆洋行
Gipperich 忌Co. , E.
兴隆洋行
Giraud , F.
•

日耀洋行

Gisho Electric Co.

义昌祥行

Gisho Yoko
义昌佯行
Gitai Yoko
义泰洋行
Gittins &. Co. • John
兴隆洋行
Glagowski , Hermann
大鼎祥行
Glanzmann , Fco.

、

天佑洋行

Glimzmann Co. , F.
天佑洋行
Glass Products Trade &. Industrial Co. , Ltd.
Glathe &. Witt
雅利洋行
Glen Falls Insurance Co. , of New York
Glen Li ne Agency
怡泰公司
Glen Li ne Eastern Agencies , Ltd.
Globe Hotel

哈尔滨玻璃公司

格林福保险公司

怡泰公司

恒丰泰

高倍祥行

Gobhai &. Co. • M. N.
Gobhai. Karanjia , Ltd.

高倍洋行

Goddard. Dr. John

离德洋行

Goddard &. Douglas
Gohara &. Co. , K.

哥打及德忌厘士洋行
乡原洋行

Gold &. Bro. , Inc. , A. S.

Goldenberg , M.

高德洋行

高路登巳洋行

G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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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berg Export &. Import , Inc. , In U. S. A.
高路登巴祥行
Golding , F. W.
高尔庭洋行
GolokolosoH , W. D.
高兴和j 洋行
GolokolosoH &. Co. , W. D.
高兴利洋行
Gonda , C. H.
鸿达洋行
Gonzalet de Bernedo , J. G.
乾州和j 士洋行
Go nzalez de Be rnedo &. Co. , J. G.
乾州利士洋行
Goodfellow , Wm.
顾发利公司
Goodman , R. C.
毕克斯洋行
G∞drich Co. , The B. F.
古德立橡皮公司
Goodrich International Corp. , The B. F.
古德立橡皮公司
Goodrich Ru bber Co. , The B. F.
古德立橡皮公司
Goodyear Tire &. Rubber Export Co.
固特异橡皮公司
Gordon &. Co.
顾发利公司
Gordon &. Co. , Ltd.
顾发利公司
Goshin Yoko
合信洋行
Gosho Kabushiki Kaisha
江商洋行，江商株式会社
Gosho Yoko
江商洋行 F 江商合资会社，江商株式会社
Gossage &. Sons , Ltd. , W ilIiam
高士奇父子公司
Gossage. &. Sons (China) , Ltd. , William
驻华祥茂肥皂有限公司
Gotla &. Co. , P. D.
王的葛刺公司
Goto Fu - Undo Co. , Ltd. , S.
後藤风云堂，株式会社後风云堂
Goyet. E.
固益洋行
Graça &. Co.
口架喇沙洋行
Grace &. Co. , W. R.
美裕公司
Gracey , S. 丑 '葛廉士票行
Gracey &. P回rson
葛廉士票行
Gracey &. Sc hlee
葛廉士票行

•

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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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公司

Gran , A. L.

Grand Corset House

豫纶洋行

法大汽车行

Grand Garage Français

, Ltd.

Grand Hotel Co.

Grand Hotels , Ltd.

青岛大饭店
青岛大饭店

•

北京大饭店，北京饭店

Grand Hotel de Pekin

Grand Hote\ des Wagons- Li ts , Ltd.

六国饭店

Grand Ladies Hat Manufacturing Co.

嘉伦女帽公司

Grandi &. Co.

, F.

义满合资西益敏公司

Grands Magasins du Printernps , Paris
Gray , John
Gray & Co.

百纶公司

葛来洋行

, C. N.

葛莱洋行
和j 兴洋行

Gray & Co. , Jas. A.
Gray & Co. , Ltd. , C. N.
Gray Chemical Co.

葛莱洋行

克费化学公司

Gray Chemical W orks
克费化学公司
Gray Trading Co.
谦礼洋行
Gray Trading Co. , Fed. Inc. , U. S. A.
Grayrigge & Co.

, G.

谦礼洋行

裕昌洋行

Gre啤t Arnerican Insurance

Co.
美丰保险公司
Great China Health Co. , Ltd.
大华卫生公司
Great lndian Silk Store
力古洋行
Great Northern Ra i1 way Co.
大北铁路公司
Great Northern Steamship Co.
大北轮船公司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
大北电报公司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 , Ltd.
大北电报公司
Greaves & Co.
华昌洋行
Green Island Cement Co. , Ltd.
青洲英堤公司;青洲鸿毛呢公司

•
•

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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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
雄昌洋行

Greenland &. So ns
Greer , Ltd. .且&.

w.

高和j 洋行

格利洋行

Grefen. Herman

格利洋行

Grefen &. Co. • H.

格利洋行

Grefen &. Wilde

比商公发进口部

Gregoire. Al bert

天和j 洋行

Gregory &. Co. • T. M.

德兴祥行

Greig &. Co. • M. W.

Grenard &. Co. • L.
良济药房
Cresham &. Co. • Ltd. • H. F.
革新有限公司
Gre-sham Fire &. Acddent Insurance Co. , Ltd.

.大信火险公司

谦礼洋行

Greywolf Trading Co. • Inc.

Griffith , T. E.
时昌洋行
Griffith , Ltd. • T. E.
时昌洋行
Griffith (1 932) , Ltd. , T. E.
时昌律行
Grilk , G. J.
Grill , Max

嘀丰洋行
吉利洋行

Gri1l Warenhaus , Max
Grirnble , Georg~

育利洋行

祈廉部洋行 F 忌廉宝萍行
祈廉部洋行，忌廉宝洋行

Grirnble &. Co. , George
Gro碍.
Gr<臼e

J. F.
高宝森股份兼各行经纪行
&. Co. • J. F.
高宝森股份兼各行经纪行

Grωjean. A.

葛扬手举行
葛扬祥行

Grosjean &. Co. , A.
Gr睛一 Manley

Gro画man

&. Co.

&. Weissman

Grosvenor Trust. Ltd.
Grotjahn &. Co.

祥美洋行

伟信祥行

英商捷成信托有限公司

英达洋行

叶-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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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华公司

Groupe -Chine

Grove &. Co. • G. R.

泰昌祥行

Gruenewald. Werner

义昌洋行

•

义昌洋行

Gruenewald &. Co.

机地士印字馆

Guedes &. Co. • Ltd.

Guedes &. Co. &. Eastem Printing OfEice
Guest. Keen &. Nettlefolds. Ltd.

纳铁福有限公司

便利祥行

Gully &. Co. • J.
Gunn. Hugh

机地士印字馆

德亨洋行
德亨洋行

Gunn &. Co. • Hugh
Gurski &. Co. • K.

高得祥行

Gutbezahl. M. L.

少古宝财祥行

Gutbezahl &. Co. • Grigory
古宝财利记洋行
Gutbezahl Trading Co. • Alexander
古宝财祥行
Gutbezahl Trading Corp. • Alexander. Federal Inc. , U. S. A.

古

宝财洋行

Gutehoffnungshuette - M. A. N. Works
孟阿恩桥梁机器公司

Guzdar &. Co.
Gyokuen &. Co.

兴隆洋行
玉圆公司

HabibuIlah Co. , H. M.
裕隆洋行
Hachiya &. Co.
人谷洋行
Hachiya &. Co. • Inc.
人谷洋行
雅利洋行

Hackmack &. Co.

Hadjiry's Toba∞o Co.
Haeusing.

w.

Hai Nam &. Co.
Haiho Trading Co.

欢迎佯行

义信洋行
海南祥行
新茂洋行

喜望机器铁工矿厂一-

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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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ushin - Do Dispensary
Hall , Ed ward
Hall &. HalJ

博倍堂大药房

福利洋行
乾元工程处

Hall &. Holtz
福利公司，福利洋行
Hall &. Holtz , Ltd.
福利公司 F 福利洋行
HaU Holtz Co -operative Co.

福利公司 F 福利养行

Hall , Law &. Co. , Ltd.
红星祥行
Hamasakí &. Co.
滨崎商店

Hamasaki &. Co. , Ltd.
滨崎商店，株式会社漠崎商店
Hamburg- Amerika Línie
亨宝轮船公司
Hamburg Bremen Feuer Ver忧herungs
亨堡勃力门保险公司
Hamburg Bremen Fire Insurance Co.
亨堡勃力门保险公司
Hamilton &. Co. , Thos.
华泰洋行
Hamilton , Ltd. , James
汉弥敦英行
Hamilton Trust Co. , Ltd.
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
Hammond &. Co. , F. W.
亨明洋行
Hammond Shoe Store
华革和服鞋行
Hamrah &. Co. , Inc. , Alex. J.
海麦洋行
Hamrah Brc眉. of New York
海麦祥行
Hanai Co.
花井商店
Handa Menko &. Co.
半回绵行 p 东兴洋行
Handa Menko , Ltd.
半回绵行，东兴洋行 F 半回绵行株式会社
Handelmaatschappij "Transmarina"
海通洋行
和j 通绸布号
Handy Store
Hankow Bank. Ltd.
ìl 口银行
Hankow Chemical Laboratory
汉口化验所
Hankow Ðispensary Co. • Ltd.
汉口赞育大药房
Hankow Ice ßιAerated Water W orks
和利冰厂

叫帽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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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Hankow Ice W orks
和利冰厂
Hankow Ice W orks , Ltd.
利和j 冰厂
Hankow Light &. Power Co. , Ltd.
汉口电灯公司
Hankow Press Packing Co. , Ltd.
汉口打包股份有限英国公司
Hanna , John
宝顺洋行
Hannibal &. Co. , Ltd. , W. A.
兴盛洋行
Hannibal &. Co. , W. A.
兴盛洋行
Hanover Fire Insurance Co.
扭诺威保险公司

&. Co. , Ulf
亨利洋行
Hansen &. Magil1
亨茂祥行
Hansen (China) Co. , Ltd.
韩森洋行
Hara &. Co.
原合名会社
Hara Gomei Kaisha
原合名会社
Harada &. Co.
原田商事株式会社
Harada &. Co.
原因组合名会社
Haradagumi
原因组合名会社
Harada Kisen Kaisha , Ltd.
原回汽船株式会社
Harada Shoji Ka isha , Ltd.
原因商事株式会社
Harada Steamship Co.
原田汽船株式会社
Harbin SaWlllil1, Ltd.
哈尔滨锯木厂，哈尔滨制材合资会社
Han回n

Harbin Sei阻i Goshi Kaisha
脑rdivi1l iers ，
、

F.

•

‘

哈尔滨锯木厂，哈尔滨制材合资会社

德威祥行

Hardivil1iers &. Cie
德威洋行
Hardivil1iers , Olivier &. Cie
德威洋行
Hardivil1iers , Fran∞is d'
德惠祥行
Hard∞n ， S. A.
哈同祥行
Hard∞n &. Co. , Ltd. , S. A.
哈同洋行
Hard∞n &. Co. , S. A.
哈同洋行

•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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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祥行

Hardy. W.

Hardy , Ltd. , Waíter

华泰洋行
赫金公司

Harking Import &. Export Co.

Harking Importers &. Ex阳rters ， F ederal Inc. , U. S. A.

赫金公

司

Harrold &. R0bertson
合禄洋行
Harper , Andrew
夏巳洋行
Harper &. Co. • Ltd. , Walla四
夏巳洋行，夏巴有限公司
Harper &. Shea. Ltd.
卫arper ßι Son ，

夏巳洋行 F 夏巴有限公司
夏巳洋行

Audrew

Harper &. Co. • Ralph

永裕洋行

Harris , H. E.
海列司洋行
HLIris&Co. , J.E.R.
海列司洋行
Ha町i四时. King

Hartung. M.

&. rrwin , Ltd.

锦隆洋行，太平洋行，裕昌洋行

哈 jj 照相馆

Hartung's Photo Shcp

阿东照相馆

Hartzenhusch Motor Co.

亚德洋行

Hart配nhusch Motors. Fed. Inc.

, U. S. A.

Harvey , Main &. Cv. • Ltd.

泰慎佯行 z 泰慎股份有限公司

Ha:rvie , Wm. Morrison
Harvie &. Co.

亚想洋行

~威厘祥·行

崛厘洋行

Harvie &. Cωke
P威厘祥行
Harvie &. Milne
~威厘洋行
Harvie. Coo ke &. Co.
喊厘洋行
Harvie , C∞ke &. Co. , Ltd.
喊厘洋行
Hascgawa &. Co. , Ltd.
*谷川棉行 d乏谷川棉花株式会社
Hasegawa Menkwa Co. , Ltd.
失谷川棉行，长谷川棉花株式会社
Haskìns &. Sells

大美查帐局

'怕

845
Hassaram &. Co. , K.
海生律行
Hatch &.Co.
宝顺祥行
Hatch , Ca rter &. Co.
聚立洋行
Hatch , Carter ßι Co. , Ltd.
聚立洋行，聚立洋行有限公司
Hatch , Forb臼&- Co.
宝顺洋行
Hattori , K.
服部洋行
Hattori Trading Co. , Ltd.
服部洋行
Hawkings , Reed &. Co. , Ltd.
华茂公司
Haworth &. Co. , Ltd. , Richard
好华洋行
Hayashi &. Co.
林洋行
Hayashi Kane Shoten , K. K.
林兼商店
Hayashikane Shoten
林兼商店
Haye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 J. 丑， Fed. Inc. , U. S. A.
士洋行

Hωcock

•

&. Check
亚美洋行
H臼.cock &. Cheek Co.
亚美洋行
Healing &. Co. , Ltd. , L. J.
伊陵洋行，喜令洋行
Heard &. Co. , Augustine
琼记祥行 F 岛公司;隆顺行
Heath &. Co. , Ltd.
何化威浮行
Heath &. Co. . Ltd. , P.
谦顺洋行
Heath &. Co. , P.
谦顺洋行
Heath (1 92 7), Ltd.
Hedeya Importing Co.

希时有限公司
海达亚祥行

Heffer. F. C.
公安洋行
HeHer &. Co. , F. C.
公安祥行
Heijblom , Willem
希林洋行
Heijblom &. Co. , Willem
Heimann , S. S.

•

希林洋行

海满洋行

Has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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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
Heimann &. Co. , S.
Heimendinger Bros.

海满洋行
大利汽车行

Heinsohn &. Co.
同亨洋行
Heinzel , Arthur W.
汉时宇举行
Heinzel , Authur W. (N f1 g.)
汉时洋行
Heinzel , Ltd. , Authur W.
汉时洋行
Hekking &. Clouth
万泰保险公司
海而维西保险公司

Helvatia • Swiss. Fire Insurance Co.
Hemlani &. Co. , P. D.
凯利洋行
Hemmings &. Berkley
景明洋行
Hemmings &. Parkin
景明祥行

Henderson &. Co. , J.
利华药房
Henley's Telegraph Works Co. , Ltd. • W. T.

亨利氏电报材料制

造厂
仁记洋行$海宁样行
Henning &. Co. , A. C.
Henningsen Produce Co. , Federal Inc. , U. S. A.

海宁洋行，海宁

生洋行

•

Henningsen Produce Co. , Ltd.

海宁洋行，海宁生洋行

Henry &. Co. , Ltd. , A. &. S.

恒利洋行
恒界厂

Henschel &. Sohn , G. m. b. H.
Herlofson , h.
夏老臣洋行
Herlofson &. Reeves
夏老匡洋行
Herlof回n ， Gordon &. Reeves

Herou &. Cie. Ch.

夏老臣洋行

大丰洋行

Hertzka , A. R.
哈志格洋行
Hetherington &. Sons , Ltd. , J.
Hewett. &, Co. , W.
Hibino Yoko. S.

裕昌洋行

日比野洋行

赫直林登纺织机器公司

._~咀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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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的 Speed

Steel A l1oys , Ltd.

Hig

英国风钢冶金联合公司

Higuchi &. Co.
植口通关所
E丑guchi Tsukwanjo
植口通关所
阳guchi Yoko
槌口洋行
Hij侃出 J. Malcampo
扶记洋行
Hilsberg , Wm.
时宝洋行
Hinkel , W. Carl
亨记洋行
Hirano Yoko
平野洋行
E丑raoka Bros.
平冈贞商店
阳rata Yoko
平回洋行
四rsbrunner ， James

增茂洋行

阳rsbrunner

&. Co.
增茂洋行
Hirsbrunner &. Co.
永昌洋行
Hirsbrunner &. Co. , Ltd.
永昌洋行
Hirsbrunner &. Co. (Peking) , Ltd.
增茂洋行
Hitachi , Ltd.
日立制作所
Hodges , H. M.

霍保士洋行

Hoehnke , Frithjof
、

Hoett1er

汉记洋行
广丰洋行

&. Co.

Co. , Ltd. , F.
赫孚孟罗氏有限公司
Hoffmann Manufacturing Co. , Ltd.
英国霍夫门厂
Hogg , E. Jenner
兆丰洋行

HoHmann - La

Rod回&.

兆丰祥行

Hogg Brothers
Hohn , Theodor
Hohn China Co.
Hohsin &. Co.
Hoki Yoko

洪恩洋行

洪恩洋行

合信洋行
宝记洋行

Hokuman Denki Kabushiki Kaisha

北满电力公司，北满电气株式会

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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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好时祥行

HolIand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好时洋行

Holland China Handels Compagnie , N. V.
好时洋行

HolIand China Trading Co.

好时洋行

HolI and China Trading Co. , Ltd.
HolIand Pacific Trading Co.

希林洋行

Holliday &. Co. , Ltd. , Cecíl

义记洋行

义记洋行

Holliday , Wise &. Co.

Holman , B.
郝利洋行
Holman , Inc. , B.
郝利洋行
IIolstein &. Co. , C.

和和j 萍行

Holt &. Co. , Alfred

蓝烟囱轮船公司

Holy臼k ， Massey

&. Co. , Ltd.
泰和洋行
Home &. Foreign Cotton Trading Co. , Ltd.
内外绵纱厂
Home Insurance Co. o{ New York
好望保险公司
Hon缸， H.

Honda &. Co.

本田洋行

本田洋行

Hongay Sales , Ltd.

鸿基售品有限公司

Hongkong Amusements , Ltd.

明达有限公司

Hongkong &. Canton lce Manufacturing Co. , Ltd.

香港广州冰厂有

限公司 F 香港广州制雪有限公司

Hongkong and China Gas Co.
Hongko咱&. China Gas Co.

煤气公司

, Ltd.

煤气公司 F 中华煤气公司

Hongkong &. Kowl∞n Wharf &. Gown Co.

, Ltd.

香港九龙码头及

货仓公司

Hongkong &. Shanghai Ba nking Corporation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汇

丰银行，香港上海银行

Hongkong &. Shanghai Hotels , Lta.

•

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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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Hongkong &. Wharnpoa 如ck Co. , Ltd.

香港黄埔船澳公司

Hongkong , Canton &. Macao Stearnboat Co.

, Ltd.

省港澳火船公

司
昌兴洋行

Hongkong-China Trading Co.

开刺新闯纸馆

Hongkong Daily Press

开刺新闻纸馆

Hongkong Dai1 y Press , Ltd.
Hongkong &keη

打笠治面包公司

香港大药房

Hongkûng ])ispensary
Hongkong Electric Co.

香港电灯公司

, Ltd.

Hongkong Engineering &. Con~truction Co.

, Ltd.

建新营造有限公

司

替港火烛保险公司

Hongkong Fire Insurance Co. , L td.
Hongkong Gas Co.

煤气公司 F 中华煤气公司

, Ltd.

Hongkong Hote! , Ltd.
Hongkong Ice Co. , Ltd.

香港客店公司
香港雪厂

大利洋行

Hongkong Import &. Export Co.

香港铁矿公司

Hongkong Iron Mining Co. , Ltd.

Hongkong Land Investment &. Agency Co. , Ltd.

香港置地及代理

有限公司

香港汽车用品公司

Hongkong Motor Accessory Co.

香港汽车用品公司

Hongkong Motor Accessory Co. • Ltd.
Hongkong Üptica! Co.
、

Hongkong Printing Pr.幽

其乐洋行
香港印字馆

Hongkong Printing Press , Ltd.
Hongkong Realty &. Trust Co.

香港印字馆

, Ltd.

香港实业信托公司 F 香港地产

信托有限公司

Hong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 , Ltd.
司

香港榄公司，香港缆公

•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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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蔑新闻纸馆

Hongkong Telegraph

Hongkong Telegraph , Ltd.
,

士蔑新闻纸馆

Hongkong Telephone Co. • Ltd.
Hongkong Tramways ,. Ltd.

香港电话有限公司，德律风公司
香港电车公司

Hongkong Tramways Co. , Ltd.

香港电车公司

亨茂洋行

Honigsberg &. Co. • H. S.

Honigsberg &. Co. , Inc. , H. S.

亨茂洋衍

Honigsberg &. Son , Fed. Inc. , U. S. A.
亨达利洋行

Hope Bros. &. Co. , Ltd.
Hope Crittall (China) , Ltd.

霍葛钢品公司

德顺牛羊肉庄

Hopkins , Lavinia

德顺牛羊肉庄

Hopkins' Butchery
Hopkins , Du nn &. Co.

壳件洋行

Hopkins , Dunn &. Co. , Ltd.
Horii &. Co.

亨茂洋行

壳件洋行

掘井誉写堂

Horii Toshado
掘井誉写堂
Home Co. , F. W.
美昌洋行，鸿恩公司
Home Co. , Ltd.

美昌洋行，鸿恩公司

HorSe Ba zaar &. Motor Co. , Ltd.

龙飞洋行，龙飞马车汽车公司，龙

飞汽车公司

Hotaigo Gakkiten
Hotel de France

丰泰号乐器店
密采里饭店

Hotel de France et des Colonies
Hotel de Pekin

北京饭店，西宾馆

Hotel des Colonies Co. • Ltd.
Hotel du Nord

密采里饭店

密采里饭店

顺利饭店 F 德国饭店

Hotel et R回taurant des Colonies
密采里饭店
Hoten Se kkai Cement Kabushiki Kaisha
奉天石灰水泥公司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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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搪哇厂 z 奉天窑业株式会社

Hoten Y ogyo Ka bushiki Kaisha
Hotung Land Co. , Ltd.

河东业兴有限公司，业兴公司
好时洋行

Hotz , s' Jacob &. Co.
Huber &. Co.

, E.

Huber &. Co. ,

慎鲸洋行

S. 儿，

镇馀洋行

E.

Huber &. Co. , Su∞. E. , S. A.
Hubenus

慎鲸洋行

邬达德公寓 z 达华地

Federal Inc. , U. S. A.

Properit白，

产公司
金边祥行

Huchting &. Pearce

怡昌汽车行

Hudford Garage

怡昌汽车行

Hudford Motors

Hudnut &. Co. , Fed. Inc. , U. S. A. , Warner
Hudson &. Co.

华纳公司

逊昌洋行

Hudson &. Co. , J. S.
Huepeden &. Co.
Hughes &. Hough

逊昌洋行
汉璧膝公司
晓士及何富洋行

Hughes &. Hough , Ltd.
晓士及何富洋行
Hu\semann New Engin四ring Iron Works
机昌祥行
Humphreys &. So n , John P.

堪富利士洋行

Humphreys' Estate &. Finance Co.

, Ltd.

Hung Teh Trading Co.

恒远洋行

Hunt &. Co. , Willíam

卫利韩公司

Hunt &. Co.

堪富利士资产有限公司

, Willíam. Fed. Inc. , U. S. A.

Hunt1ey &. Pa\mers , Ltd.
Hurst , Ne\son &. Co.
Hutchison , John D.

, Ltd.

卫利韩公司

亨得利帕马民有限公司

猛狮车辆厂

和记洋行

Hutchison &. Co. , John D.
和记洋行
Hutchison &. Co. , Ltd. , John D.
和记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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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y
开健洋行

Huygm. G. E.

Ibragimoff. A. V.
瓦利洋行
Ibsen of Copenhage:~. Thor
永丰洋行
Ichiki &. Co. , T.
一木洋行
Idemitsu &. Co.
出光商会，美利火油公司
出光商会

Idemitsu Shohi

I. G. Farbenindustrie Akt. -G臼. Verkaufsgemeinschaft Chemikalien
亿利登药品厂

Ih ara &. Co.
井原商店
lida &. Co.
义大洋行
Iida &. Co. • Ltd.
义大祥行
Dbert. A.

公茂洋行

TIbert &. Co.

公茂洋行 z 老公茂洋行

TIbert &. Co. • Ltd.

老公茂洋行

Dbert &. Co. (93 1). Ltd.
TIford. Ltd.

•

老公茂洋行

依尔福洋行

依尔福洋行

Dford Sel1i ng Corporation
D1i甜&. Co. • C.

D1ingworth. L. F.
TIlyin &. Co. • A.

以利斯洋行
伊麟华洋行

阜昌俄国牛乳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China). Ltd.
Imperial Hotel. Ltd.

卡内门洋碱有限公司

裕中饭店

Imperial Fire Insurance Co.

永平保险公司

lmperial Fire Insurance Co. • Ltd.
Imperial German 'Mail Lir由

永平保险公司

北德轮船公司

Imperial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帝国海上火灾保险株

式会社

Important Commercial News

日本电报通信社

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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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imerie Na -Che- Pa。

那世宝印字馆
中国自由影片公司

lndependent Film Exchange of China
生利洋行

lndependent Trading Co.

布路洋行

lndian Silk Trading Co.

l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中印营业公司

lndo-China Trading Co.

lndustrial Export &. Import Corp.

, Inc. ,

In萨rsoll- Rand

lnniss &. Riddle

Co.

平安公司

U. S. A.
丰茂浮行

Industrial Export (China) Co. , Ltd.
Ingenohl , Ltd. , C.

怡和轮船公司

东方烟厂，东方烟草有限公司
鹰格索伦厂

万泰洋行

Inniss &. Riddle (China) , Ltd.

万泰洋行

lnouye , S.
井上照相馆
Inshallah Dairy Farm &. Stock Co.

英商牛奶行
北美洲保险公司

lnsurance Co. of North America

美商联洲公司

Intercontinent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Assuran倡Co. , Ltd.

四海保险公司

花旗银行 5 万国宝通银行

lntem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万国商用机器公司

lntem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l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

国际商事有限公司 F 国际商事

, Ltd.

株式会社

lnternational Cotton Manufacturing Co. , Ltd.

鸿源纱厂，鸿源纺织

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Dry Cl四ning &. Dyeing
International Export Co. , Ltd.
lntemational Express Co.

, Ltd.

华章机器染坊公司

和记洋行，和记有限公司
国际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 Co. , Inc.
lnternational Harvester Export Co.
•

美国奇异电器公司

万国农具公司

/

Int

854

lnternational lnvestment Trust Co. of China , Ltd.

中国国际投资

信托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Savings Soc iety

万国储蓄会

International Sleeping Car &. Express Trains Co.

万国寝台特别迅

车公司
万国商店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ding Co.
Inuiu &. Co. , Ltd.

乾卵商店 z 株式会社乾 gp 商店 p 乾卵洋行

Inuiu Shoten , Ltd.

草E 卵商店 z 株式会社乾卵商店 z 乾卵洋行
商业投资公司

Investment &. Trading Co.
Ipekdjian Bros. , Ltd.

以必珍兄弟有限公司，意必祥洋行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大鑫钢铁工厂
Isawa &. Co. , Ken
井择洋行
Ishii &. Co. , K.
石井洋行 F 合名会社石井洋行
Ishizuka &. Co.
石摞洋行
Ismer &. Co. , C.
双龙洋行
lsthmian Steamship Co.
美钢轮船公司
ltalian &. Belgian Marble Co. , Ltd.
{J阜尔德云石厂
ltalian Ba nk for China
华义银行
ltalian Marble Works

义国云石公司

Italian Trading Co.
志和洋行
ltalo-Chinese River Navigation Co. • Ltd.
Ito , G.

伊藤商行，伊麟洋行

Ito &. Co. • Ltd. • G.

伊藤商行;伊旗洋行，株式会社伊底商行

lto &. Co. (Hongkong) , Ltd.
ltoh &. Co. • C.
ltoh &. Co.

, G.

伊藤样行

, Ltd. , C.

Iveson &. Co.
Ivy Dairy

意商义华轮船公司

伊藤洋行

公平祥行
杏味牛奶棚

香港伊藤商行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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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ai &. Co.

岩井祥行
岩井祥行

Iwai &. Co. • Ltd.

岩城商会，合资会社岩城商会

Iwaki &. Co.
飞

『

岩尾样行

Iwao &. Co. • Ltd.
Iwata Yoko

岩田洋行

岩因洋行 F 岩回商事株式会社

Iwata Shoji Kabushiki Kaisha

倍利祥行

Jabara &. Bros. • F. M.

威林诗积电器有限公司

Jack &. Co. • Ltd. • W iIliam C.

固阴洋行

Jacks &. Co. • Ltd. • William

闺阁洋行

Jacks &. Co. • W i11 iam
Jacobsen. Axel
Jacobsohn. B. S.

万利洋行
亚发双洋行

Jacob曲hn. Lev. S.

Jacobson &. Kupitsky
Jaffe &. Sons. Ltd.
、.

Iwa

亚发双洋行
古亚洋行
极飞洋行

Japan Air Transport Co. • K. K.
Japan Airways Co.

日本航空运送株式会社

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Japan -China Oil Refining Co. • Ltd.
日华制油公司
japan-China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日华纱厂
日清轮船公司

japan-China Steamship Co.
japan Cotton Trading Co. • Ltd.

日倍洋行

japan Dental Manufacturing Co.

日本齿科商社

japan DyestuH Manufacturing Co. • Ltd.

日本泊崩株式会社

Japan Fats &. Oi l Co. • Ltd.
Japan Mail Steamship Co.
japan Sugar Co. • Ltd.

日本邮船会社
大日本制糖公司

1apan Telegraphic News Agency
Japan Tourist Bureau

昭华颜料厂

日本电报通信社，电遁广告公司

日本国际观光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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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
Japane田 Pharmacy

济生堂大药房
公易洋行

Jaques &. Co. , A. H.
J ardine , Matheson &. Co.
Jardine , Metheson &. Co.
Jasper田n ，

.、

怡和洋行

, Ltd.

怡和洋行 F 怡和有限公司

一

德茂洋行

Julius

J ava --China 一 Japan Lijn , N. V.
Java China Trading Co.

,

渣华邮船公司

福顺公司

Ltd.

sea &. Fire Insurance Co.
望费保险总公司
Java sea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望资保险总公司
Java

捷成洋行

Jebsen &. Co.

茄狄根迸出口洋行

Jedeikin , Louis

Jenkins Tobacco Co.

, In c. , L. B.

Jenny's Motors

正谊汽车有限公司

Jenny's Motor百Co.

, Ltd.

正谊汽车有限公司

Jeeny's Service &. Auto Supply Co.

正谊汽车有限公司

盈生祥行

Jensen , G. S.
]intan 臼.

进顺烟叶公司

,

仁丹公司

John回n

&. ]ohnson (Great Britain). Ltd.
庄生公司
Joh!.son &. Phillips. Ltd.
祥界富烈播五金机器行

J慨.ph ， R. M.

瑞康律行

Joseph Brothers

乔哲夫兄弟洋行 z 佐什祥行

Jovino &. Co. , L. F.
Jui Feng &. Co.
Juipao &. Co.

志和佯行

/‘

瑞丰洋行
瑞宝洋行

Junkers Fluegzeug-und- Motorenwerke. A. -G.

德国荣格赐飞

机制造厂

Junkers Fluegzeugwerke , A. 一 G.
Juvet. Ed ward

德国荣格赐飞机制造厂

有威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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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威洋行

Juvet. F. Louis

Juvet. Lω
有威洋行
Juvet , Mme. Vve. Leo

--

Juv

有威洋行

Juvet &. Co.
有威辞行
Kable lndustrial Engineering Co. • D.
开勃实业公司
Kabushiki Kaisha Mitsui Ginko
三井银行 B 株式会社三井银行
Kachu lnshokyoku

华中印书局

Kachu Sanshi Kaìsha. Ltd.

华中蚕

股份有限公司 z 华中蚕条株式

会社
Kad∞rie

&. Co. • E. S.
嘉道理公司，嘉道理洋行
Kad∞rie &. Co. • Ellis
嘉道理公司 z 嘉道理祥行
Kad∞rie &. Sons. Sir El1y
嘉道理父子公司，嘉道理父子祥行
Kahoku Toa Tobacco Co. • Ltd.
华北东亚烟草公司
海外通商株式会社

Kaigai Tsusho Kabushiki Kaisha
Kaiyωha
'

海洋社

Kaiyosha Co.
海祥社
Kale. E.
和大洋行
Kale &. Co. • E.
和大洋行
Kalle &. Co.
广丰洋行 F 广丰颜料厂
Kamei &. Co. • S.
龟井商店
kameYama&Co. , Ltd.
龟山商店
Kamogawa &. Co.
鸭川洋行
Kamoshita Sisakusho
鸭下制作所
Kamp &. Co.

顺发洋行

Kanan &. Co.
华南洋行
Kanayama Dispen回ry
金山药房
Kanayama Yoko
金山洋行
Kanebo Service Co. • Ltd.
锺渊公司

•

,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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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渊纺绩株式会社

Kanegafuchi Boseki Kabushiki Kaisha
Kanegafuchi Spinning Co. , Ltd.
兼松洋行

兼松洋行，兼松株式会社

Kanematsu &. Co. , Ltd. , F.

兼松洋行，株式会社兼松商店

Kanematsu Shoten , K. K.
Kanitz &. Co. , Ltd. ，因.
Kann , E.

锺渊纺绩株式会社

健渊公司，锺渊商事株式会社

Kanegafuchi Shoji Co. , Ltd.
Kanematsu , F.

康利洋行

阙恩洋行

裕通洋行

Kaplan &. Varshavsky

, G.
西成祥行
&. Co. , G. &. K.
西成洋行

Kapustin &. Co.
Kapustin

Kapustin Br但·

央巴司汀迸出口商行
美古绅祥行

Karagheusian , A. &. M.
Karamelahi &. Co.

, H. Z. H.

富林洋行

加兰治祥行，高令其洋行

Karanjia &. Co. , C. M.

正昌烟公司

Karatzas Bros. &. Co.

正昌面包房

Karatzas Confectionery &. Bakery
Karimbaksh , H. A. G.

谦义律行

Karimbaksh , H. K. B.

谦义洋行

Karlso "'l, Zeltin &. Co. , Ltd.

捷和j 洋行

Karsten Larssen &. Co. (Hongkong) , Ltd.
Kasachko日， E.

Ka shimura Y oko
Kashimura一 Yoko

Katen &. Katen

剌臣洋行

天盛洋行

Kasamatsu Dispensary

重松大药房 F 重松药房株式会社

桓村佯行
梧村洋行本店
开登洋行

, S.

加藤洋行

Kato &. Co. , S.

加藤洋行

Kato &. Co.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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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
•

加藤物产株式会社

Kato Bussan Kaisha. Ltd.

阙荣高洋行

Kattwinkel. Max

·、

Katz &. Co. • H. Z.

饱济祥行

Katz 8比Co. • Martin

铠济洋行
开就洋行

Katz &. Co. • Wm.

Ka wakita Electric Co. • Ltd.
JII 北电气公司
Kawakita De nki Kigyo Kabushiki Kaisha
川北电气公司，) 11 北电气
企业株式会社
JII 南公司 11'1 南工业株式会社

Kawaminami Kogyo Kaisha

'11 村油墨公司

Kawamura Printing Ink Co. • K.
Kawasaki Dockyard Co.

'1\ 崎造船所， '1\ j珩造船株式会社

, Ltd.

Kawasaki Ki配n Ka isha , Ltd.

. '11 崎汽船株式会社

Kawauchi Kaisoten
"1 内回清店
Kay Kay Co.
凯凯祥行
加任亚厘公司

Kayamal1y &. Co.
、

旗昌缘丝厂

Kee Chong Filature
K回 Chong

甘耀雷洋行

Keijola , Hannes
Keil &. Co.

旗昌缕丝厂

Silk Filature

, W.

Keim , Adolf

凯利祥行

凯穆洋行

Keishin El回ric Co.

京津电气公司

Kell配&.

Co. , Ltd. , Ed. A.
大昌祥行
Kellogg Switchboard &. Supply Co.
开洛电话机器制造公司
KeIly &. Walsh , Ltd.
别发洋行，别发书应有限公司
Kengen Yoko
Kermani , R. S.

谦源佯行
克昌洋行

Kermani &. Co. , R. S.
Ke揭ler &. Co. , H. T.

克昌撑行

,

中美建筑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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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

拱石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英商基斯登

Keystone Tobacco Co. , Ltd.
烟有限公司

Kiangsu Acià , Chemical &. Soa ps Works

江苏药水厂

江苏药水厂

Kiangsu Chemical W orks

俨 J

Kiangsu Realty Co. • Feàeral Inc. • U. S. A.
公大洋行

Kienhuize &. Co.
Kierul日.

H.

江苏地产公司

恒丰泰洋行

Kierul日，

P.
祁罗弗洋行
Kierulff &. Co. , H.
恒丰泰洋行
Kierulff &. Co. , P.
祁罗弗洋行
Kiessling , Albert
起士林点心铺
Kiessling &. Ba der
起士林点心铺
Kimatrai &. Co. , J.
开满祥行
Kimura &. Co.
木村洋行，株式会社木村祥行
Kimura Yoko , Ltd.
木村洋行，株式会社木村洋行
Kin Se i &. Co.
金星洋行
King , W. W.

锦隆洋行
锦隆洋行

King &. Son , W. W.
King , Simpson &. Ram田y

锦隆洋行 F 太平洋行

King , Son &. Ramsay
Kingsh í11 Traàing Co.
Kingsmill , Gerald

康记洋行

有恒洋行
有恒洋行

Kingsm iU, Thomas W.

近海邮船公司 g 近海邮船会社

Kinhai Y usen Kaisha
Kirchner &. B 句町

顺利洋行

Kirchner , Bδger &. Co.

顺利洋行

Kirin Brewery Co. , Ltd.
Kishida &. Co. , H.

锦隆洋行，太平洋行，裕昌洋行

鼠麟麦酒株式会社

岸囚洋行

•

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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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hida &. Co. , M.
岸回洋.行本店
Kitafuku Yoko
北福萍行
Kitazawa Shoten
北洋洋行，株式会社北海商店
‘

Kitazawa &. Co. • Ltd.
北泽洋行 z 株式会社北泽商店
Kitazawa Yoko
北泽洋行
KiuF∞&.

Co.
Kiyohara &. Co.
Kiyoho Yoko

久孚洋行
清原洋行
共丰洋行

Kleemann &. Co. • Ot to
克立洋行
Kleinennann's Sweet Shops
克来孟糖果公司
Klemantaski. ]acques
德利洋行
Klemantaski , Ba tes &. Co. • Ltd.

德利洋行

Klingelnberg &. Wieda
加林保五金钢厂
Klingelnberg Soeh肘， G. m. b. H. , W. Fred.

加林保五金钢厂

Klink. P. J.
海昌洋行
Klink. Ltd. , P. J.
海昌梓行
Klα妃. Wilhelm
葛罗赐洋行
Kl。因&.

Co. , Wilhelm
葛罗赐洋行
Knight &. Co.
旗昌洋行
Kniφchildt. C. J.
立基洋行
Kniφchildt &. Eskelund
立基洋行
Kni取hildt &. Eskelund. Ltd.
立基洋行
Kobayashi &. Co.
小林洋行
Kobayashi &. Co. • T.
小林洋行
Kobayashi Yoko
小林祥行
Kobe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神户水火保险公司
Kobe Marine. Transport &. Fìre Insurance Co. , Ltd.
神户海上运送
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Koc
Koch ,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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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

宝业洋行

Kochíen Transportation &. Tow- Boat Co. , Ltd.

壳件转运及拖轮

有限公司

Kochien Transportation &. Tow- Boat Co. (1 913) , Ltd.

壳件转运

及拖轮有限公司

Kodai Yoko

广大洋行

Kodai Yoko

兴大洋行

Kodak Shop

利华照相馆

Kodzu Yoko
高津洋行
Koenigsberger , L.
康记洋行
Ko{a American Dru g Co. , Federal Inc. , U. S. A.

科发大药房

信丰大药房

Kofa Bubbling Well Pharmacy

Kogyo Yoko
兴业洋行
Koh Shin &. Co.
兴神洋行
Kohlberg , lnc. , Alfred
柯宝洋行
宏康毛主只工厂

Koko Keori Kosho
Kokodo &. Co.

广光堂大药房

Kokusai Unyu Kaisha , Ltd.
Kokwando &. Co.

广贯堂

Komaroff. C. D.

康隆洋行
合马公司 F 康茂样行

Komor &. Komor
Konan &. Co.

国际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洋行

光来公司

Kong Lai &. Co.
Kong Tai Hωiery

康泰绒布厂

Kopeliovich &. Zitrin

柯比洋行

Koppel lndustrial Car &. Equipment Co.
Korean Store

林盛公司，高丽商店

Koreska , W.

高乐洋行

可佩制车公司

'‘

民户'飞

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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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tus , F.

天工洋行
天工祥行

Kortus &. So n. F.

柯思禄洋行

Kosloff. L.
Koster Co.

美和洋行

Kωugi

&. Co.
小杉洋行
Kotewall &. Co. , R. H.
旭解行
KotwaIl, E. D.
葛和洋行
KotwaIl &. Co. , E. D.
葛和洋行
KotwaIl Co. , E. D.
葛和洋行
易固洋行

KoulaieH. I. V.

易固洋行

KoulaieU' s Sons , Inc. I.
幸阪洋行

Kousaka Y oko

葛瓦里斯基林业公司

Kovalsky , V. F.
Kovar &. Co. , J. E.
Kovner &. Co. , E. L.
Kowloon Dispensary
Kowl∞n Land

兴泰洋行

克福洋行

九龙屈臣氏药房

&. Building Co. • Ltd.

Krauch &. Co.
爱礼司样行
Krause &. Co. , A. -G. • Ernst
Krijgsman &. Co. ,

J.

Krippendorff Import

九龙置地及建做有限公司

克劳西机器联合公司

新嘀丰洋行
美利洋行

Kriv幽&.

Co. , B.
葛礼文洋行
Krivoss Realty Co.
葛礼文建筑地产公司
Krogh , Martin
福昌洋行
Krugliak , R.

哥楼洋行

Kruse , J. C.

告老纱洋行

Kruse &. Co.

告老纱洋行

Kudo Garage

工藤汽车行

,

K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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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利洋行

Kuhn &. Co.

九鬼洋行

Kuki Yoko

Kung Hsing Iron W orks , Ltd.

公兴铁厂

Kung Yik Cotton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公益纱厂
þ 一-

孔士洋行

Kunst &. A\bers

L' Abeille Fire lnsurance Co. , Ltd. , of Paris

茂丰火险股份有限公

司

La Donna
美丽绸缎公司
La Insu\ar Cigar &. Cigarette Factory , Inc.

老球牌烟公司，因苏费

雪茄及香烟厂

La Mutuelle
共益公司
La Nationa\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 of Paris
联合帽公司

La Union Hat Co.

Lacey &. Cannan
保和洋行
Lacey &. Ca nnan , Ltd.
保和洋行 s 保和有限公司
飞龙洋行

Laen , L. P.

P.

和j记洋行

La\caca , E. P.
Lalca回&. Co.

利记洋行

Lal侃侃， B.

和j 记洋行

La mbooy &. Co. , J.
La mmert , Geo. P.

隆培洋行
览勿夜拎馆

La mmert , Geo. R.
览勿夜冷馆
La mmert Brothers
览勿夜冷馆
La ne. Crawford &. Co.
连卡刺佛公司，泰兴公司
La ne , CrawfOJ:d &. Co. , Ltd.
泰兴公司
Lane , Crawford , Ltd.
连卡喇佛有限公司
Lang &. Co. , Inc. , R.
La ngdon &. Co. , E. W.

蓝乐壁洋行

美昌洋行

长安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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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Laou Kung Mow Co tton Spinning &. Weaving Co. , Ltd.

老公茂纱

厂

黎璧洋行

La pícque &. Co. , P. A.
Lapraik , Douglas

德忌和j 士公司 p 得忌利士公司

德忌利士公司 F 得忌利士公司

La praik &. Co. , Douglas
La rge &. Co. , Fredk.
La rge &. Co. , Ltd. , F.
Lar∞he &. Cie , P.

Lar目n&.Tr∞k

来泰洋行
来泰洋行

乌利文洋行

罗森德洋行

Laurent , M.
罗兰洋行
Lauro Cinerna China Co.

罗乐公司 p 罗乐制造中国影片公司

Lauro &. Co. , A. E.
罗乐公司
Lauro Filrns
罗乐公司，罗乐电影戏片公司
La uro Import &. Export
罗乐公司 F 罗乐迸出口行
Lavers &. Clark
太平洋行
Law Union &. Rock Insurancρ Co. , Ltd.
公律冠冕保险公司
La wrie Srnith &. Co. , R.
桶顺洋行
福顺洋行

Lawwrie-Smith &. Co. , R. A.

Layton &. Co.
理顿洋行
Lazard- Godchaux Co. (Far East)
比商联华颜料厂
Lazaridy' 5 Vodka Distri11eries
赖瑞地酒厂
La zaro Br.四. , Sam
资瑞罗音乐所
Lazarus , N.
明晶洋行
Lazarus &. Co. , N.
明晶洋行
Lazarus Opticians
明品洋行
Le Champ de Courses Fran♀ais
Le Munyon , C. E.
Le Roux , Grilk &. Co.

上海法商赛跑会

利满仁烈像馆

嘀丰洋行

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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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ther Prooucts Manufacturing Co.

,
新发皮件公司

纶丰花标公司，纶丰贸易有限公司

Lebe\ (China) , Ltd.
Leconte , Fernand

利康洋行

Led reux , Minutti et Cie
Lee , E.
义利洋行

•

中法营造公司

T. A.
义泰祥行
Lee &. Co. , J. M.
义泰洋行
Lee &. Co. , Ltd. • H.
鸿发有限公司
L回&. Co. • Th倒. A.
义泰洋行
L回&. Sons , J. M.
义泰洋行
L回 Chung &. Co.
礼中洋行
Lee Dah &. Co.
利达公司
Legal &. Ge neral Assurance 岛饵ty ， Ltd.

卢

L饵，

保慎保险公司

Legation Phannacy
利华药房
Leibovitch , S.
利宝洋行
力古洋行

Lekhumall , P.

力古洋行

Lekhumall &. Co. , P.

Lennox &. Co. , J.
联络司洋行
L回nard &. Veysseyre
赖安工程师行
Leonord - Veysseyre - Kruze
极安工程师行
利华放款公司

Léopo\d &. Co. , Marce\
Les Pre啤ses Oriental
Lester , H.

法兴印书馆

德和洋行

Lester , Johnson &. Morriss
- Lesueur , J. H.

德和祥行

雷旭洋行

Leth - Mol1er &. Co. , V.
莫律兰工程司行
Lever Brothers (China) , Ltd.
驻华利华肥皂公司
Levy , Hermanos

利崛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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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 , M.

Lev

利喊洋行

Levy &. Co. , Ltd. , S. E.
合盛洋行，合盛有限公司
Levy &. Co. , S. E.
合盛洋行
Le vy &. Co. , Simon
天纶洋行
Levy &. Nissim , Ltd. , Simon
天纶洋行，天纶有限公司
Lewis &. Co.
壳件洋行
Lewis &. H <.Jpkìns
壳件洋行

Lewis &. So ns , Inc. , W. B.

花旗烟叶公司

沙利洋行
Ley , Charles
Ley , Ltd.
沙利祥行
Leymanshtein Brothers &. Co.
霄门洋行
Le ys衍。 China Co. , Ltd.
礼丰洋行

Leyser Bros. &. Co.
刺沙兄弟公司
Lezerovitch &. Fynland
范利洋行
Li &. Co. , Ltd. , T. E.
照商有限公司

Li Tong &. Co.
和i 通洋行
Li an Brothers of New York
良安佯行
Libby , McNeiII &. Libby of Chícago , U. S. A.

利培氏罐头食物

厂

Li brairìe d' Extrême- Orient
红鸟书店
Li ddel1 Bros. &. Co.
平和洋行
Li ddel1 Br但. &. Co. , Ltd.
平和洋行
Li ebermann , Waelch1ì &. Co.
礼惠洋行，和j 百丈祥行
Lìfa - Eisenwerke

立发铁厂

大美烟公司
Li ggett &. Meyers Tobac∞Co.
Li ggett &. Meyers Tohacco Co. tchinah Ltd.
Lih-Teh α1 Mill Co. , Ltd.
立德泊厂

Li Iling &. Co.

利林公司

大美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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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协

Lindsay. Jean
司拜耳洋行
Lincisay &. Beath
培林洋行
培林洋行

Lindsay. Drakdord &. Davis

Li nke. Otto

凌基洋行 F 凌基药房

Linnestad. O. R.

利德洋行

Linnestad. R. E.
Linnestad &. Co.

林德洋行
利德洋行

Linnestad &. Co. • R. E.

林德洋行

Li notype &. Múchinery. Ltd.
Li on Dentifrice for China. Ltd.

资纳印铸机器制造厂
狮子牙粉股份有限公司

"Lion" Mutual Provident Life Assurance S优iety

延丰益寿保险储蓄

会社

Li pkovsky

Brc国.

•

Lipton. Ltd.

Li t t1e. Archd. J.

A. &. S.

西比利亚首饰公司

离泌顿有限公司
立德洋行

Little. Archibald

立德洋行

Little. Colboume

李杜露则师行

Little. R. W.

立德萍行

Little. Adams &. W∞d
李杜霹则师行
Lit t1e &. Co.
立德洋行
Lìt t1e &. 00. • Ltd. , Wil1ìam
中和洋行
Li ttle &. Co. (930). Ltd. • W ilIiam
中和洋行
Li ttle &. Co. • William
中和洋行
Little Brothers. Ltd.
华茂公司
Lit t1e Shop
上海古玩社 z 古玩社小店
Litvinoff &. Co. , S. W.
顺丰洋行
Liverpool , London &. Globe Insurance Co. , Ltd.
Livingston &. Co. , J.
仁记洋行

环球保险总行

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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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老德记药房
Llewellyn &. Co. , Ltd. , J.
老德记药房

Llewel1yn &. Co.

Lloyd &. Co. , E. J.
罗德公司
Lloyd Triestino
意国邮船公司 z 脱礼爱司脱意国邮船公司
Lloyd's
劳合栓，雷士保险公司
Lloyd's Register of British &. Foreign Shipping
雷民理船会栓，奈士
理船会社

Lloyd's Rcg:ster of Shipping
雷士理船会社 F 奈士理船会社
Loch , 1.
乐赫洋行
Lo ndon &. Provincial Marine &. General Insurance Co. , Ltd.

伦敦保

险公司

Longfellow &. Adams , Inc.

龙和洋行

Lonkomay
隆高麦洋行
Loonis &. Co. , A.
鲁义士洋行
Lopato &. Sóns , Ltd. , A.
老巳夺烟公司
Lo thar Marcks &. Busch
宝利公司
美商胜艺公司

Lotus Studio

Lo uis , G.
禄义洋行
Louis &. Co. , G.
禄义祥行
Loup &. Lee
乐利工程司行
Lo up &. Young
乐利工程司行
Lovatt &. Byrne
罗甫洋行
Lo we &. Bi ngham
克佐时洋行，核数师行
Lo隅， Bingham &. Matthews
克佐时祥行，核数师行，罗兵咸核数
师行

Lo xley &. Co. (China) , Ltd. , W. R.
Loxley &. (',0.

, W. R.

Lucile Salon de Mode

洛士利洋行
罗鸳尔时装西服店
,

•

洛士利祥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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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e

,

Luebbert's Pharmacy , Fed. Inc. , U. S. A.
美植洋行

Lukashik &. Sons

Lumsdaine , A. H. V.

明昌洋行

明昌洋行

Lumsdaine Oriental Co.

•

L'Union Fire Insurance Co. , Ltd. of Paris

来安火险公司

义昌洋行

Luraschi , A.

L'Urbiane Fire Insurance Co. , Ltd.
Luthy , C.

大美药房

拿平燕梳公司

罗德洋行

Luthy &. Co.

罗德洋行

, C. , S. A.

Lützen , Br∞k &. Co.
Lyceum Theatre

和丰洋行
兰心戏院，西乐戏园
律吕乐器行

Lyra Music House

Lyra Music Hou回
费丽琴行
Maatschappij tot Mijn - Bosch -en Landbouwexploitatie in Langkat

兰

格志公司

Maatschappij tot Mijn- Bosch-en Landbouwexploitatie in La ngkat , N.

V.

兰格志公司
美自乐洋行

Mabarak Brothers
Mabrooka Dairr

顺利牛奶公司
飞腾公司

Macao Cycle Depôt

Macao Electric Li ghting Co. , Ltd.
Mc&in , George

麦边洋行

Mc&in lmports , Ltd.

麦边进口有限公司

Macbeth , Gray &. Co.

荣彰公司

Macbeth , Pawsey &. Co.
Macdonald , Thomas
Macdonald &. Co.
McDonald &. Co.

•

澳门电灯有限公司

荣彰公司
松茂洋行

麦当路行
和昌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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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

和昌洋行

McDonald &. Co. , J.

松茂洋行

Macdonald &. Co. , Thomas

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

McDonnell &. Gorman

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

McDonnell &. Gorman , Inc.

•

马娇云洋行

MacEwen &. Co.

马娇云洋行

MacEwen , Frickel &. Co.

,

McFadden &. Bros.

G回. H.

美桶洋行

怡泰公司

MacGregor &. Co.

M cGregor &. Co. , J. H.

广大洋行

MacGr唔or Br臼.

怡泰公司

&.Gow

M cGregor , Hsu Enamelling &. Engineering Co.

广大洋行
、

广大铁工厂

M cGregor Iron Works

M cGregor Iron Works , Ltd.
Maclntyre &. Drakeford

广大铁工厂
培林洋行

Mackay Radio &. Telegraph Co. , Inc.

马凯无线电报公司

马凯汽水公司

Mackay's Aerated Water Factory
隆茂祥行

Mackenzie &. Co.

、

隆茂洋行 F 隆茂有限公司

Mackenzie &. Co. , Ltd.

Mackenzie &. Co. , Ltd. , Colin

安宁大药房

隆茂祥行

Mackenzie Bros. &. Co.

Mackenzie , Stewart &. Co. (Manchωter) ， Ltd.
McKesson &. Robbins , Inc.
Mackie &. Co.

, A.

基达洋行

马记洋行

Mackintosh &. Co. , Ltd.
Mackintosh's , Ltd.

麦景台氏公司

麦景台民公司

Macksoud Importing Co.
Maclay &. Co.

茂根洋行

麦苏洋行

泰隆洋行，丰昌洋行

Macmillan Co. of New York

美国麦美伦图书公司

,

饵

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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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洋行

McMullan , James

M cM ullan 8<. Co. , James

仁德洋行

M cMullan 8<. Co. , Ltd. , James

仁德洋行，仁德有限公司

McMullan 8<. Co. (Shanghai), Ltd. , James
Mactavish 8<. Co. , Ltd.

大英医院药房

Mactavish 8<. Lehmann , Ltd.

大英医院药房

Mactavish , Twigg 8<. Co.

大英医院普济药房

美赛洋行

Macy &. Co. , Inc. , R. H.
Madar &. Co. ,

c.

仁德有限公司

麦达洋行

麦达洋行

Madar &. Co. , Ltd. , C.
信孚洋行

Madier , H.

倍孚洋行

Madier Frères

信孚洋行

Madier , Ribet et Cie

Maeda Ichini Y oko
美华香皂公司，前回一二祥行
Magasin .. Au Bon Marché"
福食公司
老大昌样行

Magasin Français d' Alimentation
Magdeburg Fire Insuran臼Co.

玛德堡火险公司

Magdeburger Vers. Ges.

亨茂洋行

Magill &. Co. , James
Magil1 &. Co.

玛德堡火险公司

, Ltd. , James

Magnani , A.
Maier , Wilhelm

亨茂祥行

麦格拉尼洋行
伟茂洋行

Maier &. Co. , Wilhelm
伟茂洋行
Main &. Partners , Ltd. , Duncan
美达有限公司
Maison Arcus

渴梅司洋行

Maison de Nouveautes
Mai四n de Nouveaut臼
Mai皿n

de Parfumerie

恒孚公司
et

d' Objets Religieux
恒孚公司

恒孚公司

峭川!叫树~"'"阳 U

→

响勘捕"阳徨-翩翩翩

一一一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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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商行

Maison de Parlumerie

巴利商行

Maison de Paris

华德隆洋行

Maison F Mathieu , S. A.
Maison Lucile

罗雪尔时装西服店
•

美彰洋行

Maison Parisienne
~aitland

&. Co.
元芳洋行
Maitland &. Co. , Ltd.
元芳祥行
Maitland &. F earon
美伦费安洋行
Maitland , Fearon &. Brand
美伦费安洋行
Maitland , Fearon &. Shaw
美伦费安洋行
Majestic Theatre
Major , Emest

7、，

光华电影院

d

美查洋横

Major Brothers &. Co.

美查洋行

, Ltd.
美查洋行 F 美查有限公司
Malcampo , J.
扶记洋行
Malcampo &. Co.
瑞记样行
Malcolm , A.
马尔康洋行
Malcolm &. Co. , Ltd.
马尔康洋行有限公司
Mal∞1m &. Co. (China) , Ltd.
冯尔康有限公司
Maldron Ca rpet Co. , J. J.
美兴洋行

Major Bros.

大成洋行

Malkassian , Simon

美乐萍行

Mallouk Brothers of New Y ork
Mal∞f ， Fred.
Mal∞f

马禄孚洋行

Co. , Fred.

Manchuria &. Mongo1ia
Manchuria Daily News

马禄孚洋衍
W∞llen

Weavings Co. , Ltd.

满蒙古只缄厂

英文满报社

Manchuria Flour Manufacturing Co. , Ltd.
Manchuria Mongolia Product Co.

满洲制粉株式会社

满蒙殖产公司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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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anchuria Paint Co. • Ltd.
满洲油漆股份公司
Manchurian Co. , Ltd.
祥茂公司
和顺洋行

Manchurian Import &. Export Co.
信义洋行

Mandl &. Co. • H.

万玉祥行

Mangyoku &. Co.

万玉祥行

Mangyoku Yoko

祥美洋行

Manley Manufacturing Co.

满蒙毛织百货店

Manmo Department Store Co. • Ltd.
满蒙织绒厂

Manmo Keori Co. , Ltd.

满蒙毛织百货店

Manmo Keori Hyakkaten , K. K.
兔那洋行

Manners , John

Manners &. Backhouse , Ltd.
Manners &. Co.

兔那祥行

, Ltd. , John

兔那祥行

满洲银行

Manshu Bank

Manshu Ginko , K. K.

满洲银行

Manshu Nichi - Nichi Shimbun Sha

满制日日新闻社

Mansyu Nichi - Nichi Shimbun Sha

满洲日日新闻社

Mantetsu
南满铁路公司
Manufacture Ceramique de Shanghai
Manufacture Ceramique de Tientsin

义晶砖瓦厂

义品砖窑

Manufacturers Life Insuranω Co. of Canada
Mao-Chi

茂记洋行

麦商洋衍

Mar - Kao , Ltd.
Marcel

宏利人寿保险公司

麦瑞洋行

Marcel Establishments

麦瑞洋行

Marcella
巴利商行
Marcks , Lothar
宝利公司
Mar，∞. Finkelstein

&. Co.

麦高洋行

,

民~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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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coni's

WireIωs

马可尼无线电公司

Telegraph Co. , Ltd.

Marden &. Co. , Ltd. , G. E.
Marderfeld , M.
孟德斐洋行
Maritime Insurance Co. , Ltd.

茂泰洋行，茂泰洋行有限公司

英国永隆水险公司

Markt &. Co. (Shanghai),. Ltd.

怡昌祥行

Marshal Field &. Co. of Chicago , Ill. , U. S. A.

好梳非劳洋行 F

忠和洋行

Martellili , A.

马德和j 理发店

Marthoud &. Cie

百多洋行

M町thoud Fr位es

百多洋行

•

Martin &. Co. , Ltd. , Wm.
信昌洋行
Martin &. Co. , Wm.
信昌洋行

•

Marty , A. R.
开地洋行
Marty &. Co. , A. R.
开地祥行
Marubeni Shoten , Ltd.
丸红祥行，株式会社丸红商店
Maruni Bros. Dispen锦ry
丸二兄弟大药房
Maruni Shokai
丸二商会
M缸U回.n Dispen腿ry

丸三大药房

Marusa.n Shoko Kaisha , Ltd.
Marusan Yoko
丸三洋行
Marushin Yoko
丸新洋行
~aruyama &. Co.
丸山商店
Maruyama Shoten
Maruyama Yoko
Maruyei Co.
Maruzenα1

•

, Ltd.

丸三商工公司，丸三商工株式会社

丸山商店
丸山祥行

丸永洋行

Co. , Ltd.
丸善石油株式会社
Maruzen Sekiyu Kabushiki Kaisha
丸善石油株式会社
M缸y &. Cie , Gilbert
百部洋行

、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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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zoli , E.

马朝利洋行

MarzoIi. L.

马朝利洋行

Mashirna

真岛洋行

&. Co.

&. Co. • M. J.
美德洋行
Masuda &. Co.
增田洋行

Master

•

增田洋行 F 增回贸易株式会社

Masuda Boeki Kabushiki Kaisha

增回洋行，增田合名会社

Masude Gomei Kaisha

增回洋行

Masuda Trading Co. • Ltd.

&. Co.
增幸祥行
Masuko &. Co. • Ltd.
增幸洋行
Masuko

增幸洋行

Masuko Yoko

又一株式会社

Mataichi Kabushiki Kaisha
彼一祥行

Mataichi Yoko
Mat垂riel

巴黎工业电机厂

Technique

&. Platt. Ltd.
Matheson &. Co. • G回rge

Mather

玛达生洋行

麦多洋行

Matouk. Ch.

松原划馆

Matsubara Bekkan
Mats由ara Hotèl

Matsukawaya

麦德浪兰厂

松原别馆
松川屋吴服店

&. Co.

松本本店

Matsumoto Honten
Matsumoto Dispensary
Matsumoto Pharmacy

松本盛大堂药房

松本盛大堂药房

Matsumoto Se idaido Dispensary
Matsumoto Y oko
Matsunaga &. Bros.
Matsunaga &. Co.
Matsuoka Yohinten

•

松本盛大堂药房

松本洋行

松永兄弟商会
松永兄弟商会
松冈洋品店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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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 &. Co.
利丰洋行
May-Kee. S. /A.
美基洋行
May- Kee (China). Ltd.
美基洋行
Mayeda &. Co.
Medicon. Ltd.

前回洋行
美狄根有限公司

Medicon. Ltd. • S. A.
美狄根有限公司
Mee Yeh Handels Compagnie
咪咱洋行
Mehta. B. R.
Mehta. M. N.
Mehta &. Co.
Mehta &. Co.
Mehta &. Co.

祥利洋行

•

昌利洋行

美泰公司
顺利洋行
美打洋行

美华印染厂

Mei How Dyeing &. Printing Works
Mei-Hwa Fur Trading Corporation
明电社
Meidensha

美华皮毛公司

Meiji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明治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Meiji Kwasai Hoken Kabushiki Kaisha
明治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Meiji Life Insurance Co. • Ltd.
Meiji Seito Kabushiki Kaisha

明治人寿保险公司
明治制糖株式会社

Meiji Sugar Manufacturing Co. • Ltd.
Melchers &. Co.
美最时洋行

明治制糖株式会社

Mello.. A. A. de
阵路仔洋行
Mello &. Co. • A. A. de
阵路仔洋行
Mentrup Co. • Inc. , C. J.
美兴洋行
Mercantile &. Co.
松记洋行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 London &. China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 Ltd.
Mercantile Co.
松记洋行

有利银行

有利银行

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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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印刷有限公司

, Ltd.

Mercantile Printing Co.

商文印刷有限公司

Mercantile Printing Co. (1 925). Ltd.
、、

Mercantile Servi但 Bur，回口

商业信托公司

怡默克药行有限公司

Merck Chemical Co. , Ltd. , E.
大美印刷所

Mercury Press

文汇洋行

Mercury Trading Co rporation
Merecki , H.

美发洋行

Merz &. Co. • R.

美士洋行

Mesny's Anglo 一 Chinese MisceIlany
Mesny's Chinese MiscelIany Office

华英会通报馆
华英会通报馆

米高梅影片公司

Metro - Goldwyn - Mayer , Inc.

米高梅影片公司

Metro--Goldwyyn-Mayer Co. , Ltd.
Metro- Goldw归- Mayer of China

米高梅影片公司

Metropolitan F i1m Distributing Co. , Ltd.
Metropolitan Land &. Building Co. • Ltd.

恒业地产有限公司

恒业地产有限公司

Metropolitan Land Co. , Ltd.

Export Co. , Ltd.

Metropolitan - Vickers

Electriα1

Meyer , Adolph E.

眯口也祥行

Meyer &. Co.

金城影片公司

茂伟电机厂

咪口也洋行

Meyer &. Co. , Eduard
Meyerink &. Co. , Wm.

世昌洋行

顺金隆洋行

MichaeJian &. Kohlberg , Inc.

泰隆洋行

Michels , Aug.
义利洋行
Middleton &. Co. • Ltd.
志大洋行 F 英商志大有限公司
Middleton &. Co. (ShanghaD , Ltd.
Midland lnvestment Co. , Ltd.
Mien Wha Thread Co. • Ltd.
Mikasa &. Co.

志大洋行

昌业地产有限公司
绵华线厂有限公司

三笠号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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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

Mikasa &. Shanghai Co -operative Society
三笠号
Mikawa , K.
三 J iI洋行
Milk Prooucts (China) , Ltd.
雀巢奶品公司
Miller Tobacco Co. , Inc. , ] as. 1.
协祥烟叶公司
密勒转运公司

Mi1lers Co.

Millington , Ltd.
美灵登广告有限公司
Mina , A.
米克公司
Mina , L.
米那洋行
Mina Garage , L.
米那祥行，米那汽车行
Mi阳
nam
田i Man阻呻
s

式会社

•

Minarolo &. Co. , G.
Minemuraα1

梅罗洋行

Mill , Ltd.

峰村泊房

中法营造公司 F 中法实业公司

Minutti &. Co.
Mitsubishi Ba nk

三菱银行

Mitsubishi Ba nk , Ltd.
三菱银行
Mitsubishi Co.
三菱洋行 B 三菱公司
Mitsubishi Ginko , Ltd.
三菱银行
Mitsubishi Shoji Kaisha , Ltd.
三菱公司 s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Mitsubishi Trading Co. , Ltd.
三菱公司，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Mitsubishi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三菱海上火灾保险
株式会社

Mitsui &. Co.
三井洋行
Mitsui &. Co. • Ltd.
三井洋行
Mitsui Bank

三井银行

Mitsui Bank , Ltd.
三井银行
Mitsui Bussan Kaisl圃， Ltd.
三井洋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Mitsui lron W orks

三井铁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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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三越吴服店

Mitsukoshi &. Co.
,

三越吴服店

Mitsukoshi Departrnent Store

三越吴服店

Mitsukoshi. Ltd.

美隆洋行

Mittage. Max

宫泽洋行

Miyasawa &. Co.

宫下木材株式会社

Miyashita Lumber Co. • Ltd.
马德祥行

Modde. Friedrich

模范牛奶房

Model Dairy &. Fann
Model Dairy Farm

模范牛奶房

Model Dairy Farm

模范牛奶公司

麽地公司

Mody &. Co. • D. N.
飞

麽地公司

Mody &. Co. • N.

德费地产公司

Moe11er &. Co. • L. E.

麽希旬公司

Mohideen &. Co.
Mol削een

&. Co. • P.

麽希甸公司

麽希旬公司

Mohideen Bros.

阜昌祥行

MolchanoH. PechatnoH &. Co.

MolchanoH Properties. J. M. and N. M.
Mõ11er. Nils

•

阜昌祥行

资赐祥行

M 吕 11er

&. Co.
费赐洋行
M 吕 11er &. Co. (Hongkong). Ltd.
Mõ l1er &. Co. (Shangha j). Ltd.
Mö11er &. Sons. Nils
资赐洋行
Mö11er Bros.

资赐洋行

费赐洋行

Molnar &. Greiner
Monbaron. Charles

茂孚洋行

良济洋行

Monbaron &. Vande四tegen
Mondenach. Karl

费赐祥行

良济洋行

孟特拿洋行

881

Mon

大罗洋行

Mondon , E. L.

Mondon , Ltd. , E. L. ，大罗祥行
Mongolian-China Trdi;g Co.
羹合祥行
华明烟叶公司

Monk &. Co. , lnc. , A. C.

美华洋行

Monroe &. Co. , F. L.
Monr但&.

美华洋行

Co. , Ltd. , F. L.

Mα对y ， Inc. • Mark L.

马迪汽车公司

Moody , Mark L. <Federal Inc. • U. S. A.)
M∞，re. L.

马迪汽车公司

鲁意师摩萍行

M∞re

&. Co. , L:
鲁意师摩祥行
M∞Ire &. Co. ., Ltd. • L.
、鲁意师摩洋行
M∞rhead &. Ha!田
马海洋行
Moorhead , Halse &. Robinson
马海祥行
M∞钮. Cassam
M伽a ，臼nar

茂纱公司，麽沙公司

M∞sa

&. Co.

Moosa

&.ω. ,

茂纱公司 F 麽沙公司
茂纱公司，麽沙公司

o. c.

闵士登样行

Morgenstern. O.
Mori &. Co.

茂纱公司，麽沙公司

Cassam

森洋行

森洋行，合名会社森洋行

Mori Y oko G:>mei Kaisha
Morimura Garage Co.

森村汽车公司

Morinaga Confectionery Co. • Ltd.
Morinaga Seika Kabushiki Kaisha

森永糖果公司

森永糖果公司，森永制慕株式会

社

Morishita &. Co. • H.

仁丹公司
仁丹公司，森下仁丹株式会社

Morishita Jintan Co. • Ltd.
Moritani &. Co. • Ltd.

守谷公司

Morohoshi Printing lnk Co.

诸星油墨公司

6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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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

,

Morris &. Co.
马立师洋行
Morris Casing Co. , Inc.
百利洋行

黯

Morris , Lewis &. Co.
马立师洋行
Morton Br'ω. &. Co. , Charles
天顺洋行
Moscow Narodny Bank , Ltd.
莫斯科国民银行
M慨s ， L.

茂斯洋行

&. <:0. , Ltd. , N. S.
永利洋行
Mo蜘&. Co. , N. S.
永利洋行
Moss &. Co. , David L.
摩斯洋行
Moss &. Co. • Inc. • David L.
摩斯洋行
Mo黯&. Co. , Inc. (China) , David L.
摩斯洋行
Mo蹈&. Co. , Ltd. (China) , David L.
摩斯洋行
Motor Union Insurance Co. , Ltd.
摩托保险有限公司
Mouriliyan &. Sams
有源洋行
Mo回s

•

•

Moutrie , S.
谋得利琴行
Moutrie &. Co. , S.
谋得利琴行
Moutrie &. Co. , Ltd. , S.
谋得利琴行
Moutrie &. Co. (H. K.) , Ltd.
谋得和j琴行
Moutrie , Robinωn &.Co.
Moyler , Powell &. Co.

谋得利琴行

福隆祥行

Moyroux , V.
裕通祥行
Moyroux & Co. • V.
裕通祥行
Moysey &. Co. , Ltd. , H. J.
愁利有限公司
Mukden Ceramics Co. , Ltd.
奉天搪瓷厂，奉天窑业株式会社
Mukden Lime &. Cement Co. , Ltd.
Mukden Tobacco &. Wine Store

奉天石灰水泥公司

普罗烟公司$普罗烟酒公司

Mukden Tobac∞ Emporium
普罗烟公司
Mukden Tobacco Store
普罗烟公司

甲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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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k

Mulford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茂孚化学血清厂
Mulford Co. , H. K.
茂孚化学血清厂
协泰洋行

MulIer , E. J.

茂费洋行

MülIer. Hans H.
MülIer &. Co. , J. W.

地亚士洋行

同益洋行，贸勒洋行

MulIer &. Phipps (Asia). Ltd.

Muller &. Phipps (China) , Ltd. • Fed. Inc.. U. S. A.

同益洋行 F

贸勒洋行

MulIer. Phipps &. Hodg饵， Ltd.
同益祥行，贸鞠洋行
Murai Brothers Co. • Ltd.
茂来有限公司
村上洋行

Murakami. Toyo

律吕乐器馆

Music Shop "Lyra"

晋隆洋行

Mustard &. Co.

Mustard &. Co. • Inc.

晋隆洋行 F 老晋隆洋行

Mustard &. Co. • Ltd.

老晋隆洋行，老晋隆洋行有限公司

Myrciadω&.

Co. • J. G.
永盛洋行
Nabholz &. Co.
新时昌洋行
Nabholz &.

0自由ruggen

新时昌洋行

内外绵纱厂 F 内外绵株式会社

Naigai Wata Kaisha. Ltd.

内外绵纱厂，内外绵株式会社

Naigai Wata Kabushiki Kaisha
Nakai &. Co.
Nakai Yoko

中井公司
中井公司

中桐洋行

Nakakiri &. Co.

Nakvasin &. Co. , D. J.
Nakvasin &. Wershinin
Naniwa Yoko
Naorosji &.臼.

源泰洋行
源泰洋行

浪华佯行

, P.

.National Aniline &.

永利洋行
Chemical 臼.

,

u.

S. A.

南星颜料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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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Naticr :tl Aniline &. Chemical Co. • lnc. • of New York

南星颜料厂

中国啤酒厂 F 祥利啤酒厂

National Brewery

中国啤酒厂 s 祥利啤酒厂

National Brewery. Ltd.
National Brewery Co.

•

, Ltd.

中国啤酒厂 s 中国麦酒株式会桂
美国永备公司

National Carbon Co. • Federal Inc. • U. S. A.
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

国民收银机器公司，美国义慎收银机器

公司
花旗银行 F 万国宝通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

Néàèr1a'ndsch lndisch Handelsbank. N. V.

荷国安达银行

荷兰国橡皮公司

Néàèrlandsche Guttapercha Maatschapij
N副社landsche

Handel Maatschappij , N. V.

Néàξrland配he

Maatschappy voor

公司

和嘀银行

Havenwerk钮，

N. V.

•
和哺治港

、

Néà是rlandsche Verkoop

Organisatie , N. V.

Nei1 &. Co. , James

义利洋行
义利洋行

Neil &. Co. , Ltd. , James
Nemazee. H. M. H.

大荷公司

拍子子?台洋行

Nemazee , H. M. K.
拾好?台洋行
Nemazee &. Co. , H. M. H.
拈开治洋行
Nestle &. Angl。一 Swiss Condensed Milk Co.

企公牛奶公司，英瑞牛

奶公司 F 英瑞炼乳公司
雀巢奶品公司

Nest1e's Milk Products (China) , Ltd.

荷兰国橡皮公司

Netherlands Gutta Percha Co. • Ltd.

和嘀治港公司

Netherlands Harbour Works Co.
Netherlands India Co mmercial Bank

荷国安达银行

Netherlands SeIling Organisation , Ltd.
Netherlands Trading 也ciety
Nev iIle. D. A.

乃威洋行

和嚼银行

大荷公司

a

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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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 il1e. H. J.

乃威洋行

乃威洋行

Nev iIle &. Co. • H. J.
New Amoy 如ck

大船坞

Co. • Ltd.

机昌祥行

New Engine &. Iron Works

New Engineering &. Shipbbuilding Works. Ltd.

瑞锦机器船厂

丽如银行 B 新丽如银行 F 泰丰

New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 Ltd.
银行

宝德食品公司

New Sweetmeat Castle

保宏保险公司

New Zealand Insurance Co.

保宏保险公司

New Zealand Insurance Co. • Ltd.

德臣西报有限公司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那家立汽水公司

Niagara Mineral Water Co.

日和洋行，日和商会

Nichiwa Shokai

日和祥行，株式会社日和商会

Nichiwa Shokai. Ltd.
Nichols

Chine回 Rugs.

倪克洋行

Inc.

倪克洋行

Nichols Super Yarn &. Carpets. Inc.
Nicolas. G.

理格洋行

Nicolas &. Cie. G.
Nicol四n

祥生船厂，内格生船厂

&. Boyd

Nielsen. G.

理格洋行

你路臣祥行

Nielsen &. Malcolm

三义工程所

Nielsen &. Malcolm (Shanghai)
Nielsen &. Winther. Ltd.
Niggemann &. Co. , W.

三义工程所

文德机器公司
万丰洋行

Nihon Bussan Goshi Kaisha
Nihon Dempo News Agency
Nihon Dempo Tsushin Sha
Niitaka Sugar Mfg. Co. • Ltd.

日本物产合资会社
日本电报通信社 F 电通广告公司

日本电报通信社 z 电通广告公司
新高制糖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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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

日华兴业株式会社

Nikka Kogyo Kaisha , Ltd.

大昌洋行

Nile , Rheims &. Co.

Ninki Yoko
仁记洋行
Nippon Commercial Union , Ltd.
Nip归n Em阳rium

自木实业公司

派华洋行

日本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 Ltd.

Nippon Fire Insurance Co.

海陆公司，日本海陆运送会社

Nippon Kairiku Transport Co.

Nip阳n Kaisho Hoken Kabushiki Kaisha

日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

Nippon Kyoritsu Fire Insurance Co. , Ltd.

日本共立火灾保险株式

会社

日本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Nippon Life Insurance Co. , Ltd.

日本海上保险公司

Nippon Marine Insurance Co. , Ltd.

•

目信祥行1 日本绵花株式会社

Nippon Menkwa Kabushiki Kaisha

日本物产合资会社

Nippon Products Co. , Inc.

Nippon Sugar Trading Co.
高津洋行
Nippon Sugar Trading Co. , Ltd.
高津祥行
大普公司

Nippon Typewriter Co. , Ltd.

大普公司

Nippon Typewriter Kabushiki Kaisha
日本邮船会社

Nippon Yusen Kaisha

Nippon Yu配n Kabushiki Kaisha

日本油脂株式会社

Nippon Yushi K. K.
Nishikawa &. Co.

西川商店
西川商店

Nishikawa &. Co. , K.

西川商店

Nishikawa &. Co. , Ltd.
Nissei Trading Co.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日星洋行

Nissei Trading Co. , Inc.

日星洋行

Nisshin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Nisshin Boseki Kabushiki Kaisha

日清纱厂

日消纱厂，日清纺绩株式会社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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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

Nisshin Kisen Kaisha

.日消轮船公司 F 日消汽船株式会社

Ni Sshin Kisen Kaisha , Ltd.

日消制汹公司 F 日清制油株式会社

Ni:'5hin Oil Mills , Ltd.

臼弄堂大药房

Nisshodo Dispensary

,

义生地产公司

Ni S&im. N. Fred.

Nissim &. Co. , Ltd. , Edward
Nivea Co.

Nis

天纶洋行，天纶有限公司

礼福公司

瑞和洋行

Noël , Geo. W.
No ël , Murray &. Co.

瑞和洋行

No 剖，

Murray &. Co. , Ltd.
瑞和洋行
Nc胃部:ler &. Co. , G. m. b. 且， Max
璧恒公司
野村木材公司

Nomura Lumber Co. , Ltd.

芸锦五彩石印公司

Norbury. Natzio &. Co. • Ltd.
Norbury Printers , Ltd.

·吨

霎锦五彩石印公司

Nord Deutsche Insurance Co.
北德商保险公司
Norddeutsche Versicherungs Gesellschaft
北德商保险公司
北德轮船公司

Norddeutscher Lloyd
Nordi随 Fjerfabrik ，

喋郎也印字馆 z 罗郎也印字馆

Noronha. Delfino
Noronha &. Co.

唱郎也印字馆

Noronha &. Co. , Ltd.
Noronha &. Sons

瑞隆祥行

A. /5.

曝郎也印字馆

唱郎也印字馆$罗郎也印字馆 E 望益纸馆

North British &. Mercant i1e Insurance Co.
North China Advertising Co.
North China Daily Mail

, Ltd.

巳勒保险公司

中国北方告臼公司

华北日报馆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 Ltd.

字林洋行 B 字林报馆

"North China Herald"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ffice
行

字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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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

North China Herald &.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洋行

字林洋行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克隆洋行

North China Jewelry Magasin
North China Star Co. • Inc.

--‘""

华北明星报馆

North Manchuria Electric Power Co. • Ltd.

北满电力公司

保家行

North China Insurance Co.

,

保家行

North China Insurance Co. • Ltd.

‘那顿火险公司

Northern Assurance Co.

Northem Assurance Co. • Ltd.

那顿火险公司

Northem Feather Works. Ltd.

瑞隆洋行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iety

那威佑宁保险公司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iety. Ltd.
Nose Dragon &. Co.

那威佑宁保险公司

平因商行

Nδssler

&. Co. , Max
壁恒公司
Nowrojee &. Co. • D.
打笠f台商包公司
Ocean Accident &. Guarantee Corporation. Ltd.
臼ulists Institute Co;
晶光眼镜公司
Oculis(s Institute Co. , Ltd.
晶光眼镜公司
Oertel. H.
欧德商行
Oertel , Mrs. H.
欧德商行
Office Appliance Co.
文仪祥行
Office Appliance Co. • Ltd.
文仪祥行
Officina Mecahica Italiana

平澜保险公司

义和l 钢桶机电制造厂

Oji Paper Manufacturing Co. • Ltd.
Ok∞，loff

?

&. TokmakoH
颇丰祥行
Okura &.Co.
大仓洋行
Okura &. Co. , Ltd.
大仓洋行

王子公司

•

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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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仓洋行，大仓商事株式会社

Okura &. Co. (Trading) , Ltd.
瑞昌机器陈列所

Oliveira , H.

瑞昌机器陈列所

Oliveira &. So n) H.
Olivi ~r &. Co.
• .‘

永兴洋行
永兴洋行

Olivier et Cie

永兴洋行

O1ivier-Chine , S. A.
OlIerdes配 n ，

Oku

恒丰洋行

A. F.

Ollia , N. D.

安记洋行

Ollia &. Co. , N. D.
Olsen , A.
Olsen &. Co.

安记洋行

松茂洋行

松茂祥行

。Iyphant

&. Co.
同孚洋行
‘
。noda Cement Co. , Ltd.
小野田洋灰公司
Onoda Cement Manufaturing Co.
小野田洋灰公司
Üp penheimer Casing Co.
华美洋行
Oppenheimer Casing Co. , Ltd.
华美洋行
Orenstein &. Koppel , A. -G.
奥伦斯登科伯尔厂
Orient Paint , Colour &. Varnish Co. , Ltd.
永光泊漆公司
东方烟厂，东方烟草有限公司

Orient Tobacco Manufactory

Oriental Bank

丽如银行，金布银行
丽如银行，金布银行，金宝银行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
Oriental Cork Factory

东方软木塞厂

Cotton Trading Co. , Ltd.
东棉洋行
Oriental Development Co. , Ltd.
东洋指殖株式会社
Oriental Pharrnacy , The
利亚药房
臼iental

Oriental Press

法兴印书馆

Oriental Purchasing Co.
Oriental Steamship Co.

华海洋行
东洋轮船公司

•

‘

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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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 Supply Co.
。iental Trading Co.

福昌洋行
美丰洋行
美商橡皮公司

Oriental Vulcanizing Co.

。yokko Mokuzai Kabushìki Kaisha

鸭绿江木材公司 F 鸭绿江木材

.~

株式会社

Orγokko Se ishi Kabushiki Kaisha

鸭绿江造纸公司 F 鸭绿江制纸株

式会社

Osaka Godo Kabushiki Kaisha
大阪合同株式会社
仇aka Mercantile Steamship Co. , Ltd.
大阪商船公司
Osaks Shosen Kaisha

大阪商船公司，大阪商船会社

臼aka Shosen Kaisha , Ltd.

大阪商船公司，大阪商船株式会社

。国wa

&. Co.
大泽洋行
也awa &. Co. , D.
大泽洋行
Osa wa Co. , D.
大棒洋行
Osbom &. Co. , Ltd. , Sa muel
Ostasiatische Gesellschaft fi.ter
funk四"

亚斯盘钢铁有限公司

Drahtlo世 Telegraphie

m. b. H. "Tele-

得力风根无线电报公司

也tasiatische Handels G西ellschaft

些刺士祥行 F 元亨洋行

Otis Brothers &. Co.
沃的斯电梯公司
Otis ~Ievator 臼.
沃的斯电梯公司
Otto &. Co.
矮克发洋行
。uskouli ， N. H. A.

启昌祥行

Overbeck &. Co.
顺发洋行
Oversea Trading Co. , Ltd.
华海祥行
Overweg &. Co.
柯化威洋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图书公司

P. &. O. Ba nking Coeporatìon , Ltd.

P. &. O. S. N. Co.

大英银行

大英火轮船公司

•

,

'使

P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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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baney , Ebrabimbhoy

八巴利洋行

花旗轮船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

‘

Pacific Storage
,

~

Packing Corporation

Painter , D. A.

品德洋行
品德洋行

Painter &. Co. • D. A.
Paizis , A. D.

永盛祥行

Paizis , Ch. J.

永盛洋行

永盛祥行

Paizis &. Co. , Alex. D.

永盛洋行

Paizis &. Co. , Ch. J.
Palace Hotel

太平洋行

汇中饭店

百立泰保险公司

Palatine Insurance Co. , Ltd.

卡梅而祥行 F 卡梅而安利泰洋行

Palestine Wine &. Fruits Co.

卡梅而洋衍 s 卡梅而安利泰洋行

Palestine Wine Co.

巴伦治洋行 F 加华治巳伦治洋行 s 广昌

Pallanjee &. Co. , Cawasjee
洋行

公和祥行 s 怕马及丹拿洋行

Palmer &. Turner
Palmolive Co.
Palmolive-P回t

上海棕榄公司，美国棕榄公司

Co.

Panoff , J. K.

上海棕榄公司，美国棕榄公司

新泰洋行

Pao Li &. Co.
保利公司
Paradissis Frèr臼&. Cie
永兴公司
Paraffine Companies , Inc.
Paraffine Paint Co.

长倍公司

长信公司

Paramount F i1ms of China , Inc.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Parc des Sports
Parke , Davis &. Co.
Pasedag &. Co.

派拉蒙影片公司

派拉蒙影片公司

于央运动场
派德制药公司
宝记祥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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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Pa吨uet

肝师叫况…

宝纶洋行

&. Cie , E.

Pa吨uier ，

J.

百资洋行

P.

巴达洋行

Patak , O.
Patel. A. C.

Pathé Frêr臼

•

美大洋行

毕爹和j 洋行

百代公司

Pethé 一 Orient

百代公司

,

百代公司，东方百代有限公司

Pathé -Orient , Ltd.

Pathé - Phono 一 Cinema 一 Chine
Patons &. Da ldwins , Ltd.

百代公司

密丰绒线广

百祥祥行

Pattern , Mackenzie &. Co.

Pattison &. Co. , A. P.
美隆洋行
Pattison &. Co. , A. 丑， Fed. Inc. , U. S. A.
Paturel , C.

,.-

毕爹利洋行

J.

Patell &. Co.

•

美大洋行

Patel &. Co. , A. C.
Patell , M.

P

美隆洋行

百利洋行

Paulsen &. Bay，臼 -Davy

•

泡立生塞惟洋行

Pavri. K. S.
苞利洋行
Pavri &. So ns , K. S.
苞利祥行
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 • Inc.
孔雀电影公司
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rp.
孔雀电影公司
金逐洋行

Pearce &. Garriock
Peiyang Press

北洋印字馆

Peiyang pr臼s ， A. 一 G.
Peiya吨 Press ， Ltd.

北洋印字馆
桶公司

Pekin Syndicate. Ltd.
Peking &. Tientsin Times
Peking Dispensary

北洋印字馆

京津报馆

金安氏大药房

'‘

•

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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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strusof , M. V.
•

通利洋行

美益烟叶公司

Pemberton &. Penn (China)
'‘

美益烟叶公司

Pemberton &. Penn , Fed. Inc. , U. S. A.

大英火轮船公司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
Pennell ßι Co. , E.

魁昌洋行

Pennell &. Co. , E. W.

品利洋行

Pentreath &. Co.
Pepωdent

必素定牙膏公司

Co.

Pernot , Louis

魁昌祥行

永兴撑行

Pemot et Cie , L.

永兴洋行

Pernot (Chef，∞) &. Cie
Peroshaw &. Co.

永兴样行

美盛祥行

Perrin-C∞per

&.Co.
德隆洋行
Perrin-C∞per &. Co. , Ltd.
德隆洋行
Persian Commercial Co.
克发洋行
Pestonjee &. Co. , Ltd. , M.
美大洋行
Peters &. Co. , H. K.
培德洋行
Petersen &. Co. , H. A.
成记洋行
Petroff &. Co. , N. S.
毕得洛夫洋行
Pettick , Paul
宝德洋行
Pettick , George &. Paul
宝德洋行
Pettick &. Co. , Ltd. , Paul
宝德洋行
Pettick &. Co. , Paul
宝德洋行
pezzini &. Co. , P.
义华洋行
Pharmacia Popular
Pharmacie Centrale

便民药房

樨记药房

Pharmacie Fran回回

良济药房

Pharmacie G臼érale

法国大药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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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

,

近世大药房

Pharmacie Modeme
Philippidi , C. M.

异新公司

Philippidi , Chris.

异新公司

异新公司

Philippidis , C. M.
Philippidis , Ph. M.

•

异新公司

Philippidis Bros. Co. , Ltd.

异新公司

Philippine - American Import &.

Ex阳，rt

Phoenix A回urance Co. , Ltd.

凤凰火险公司

凤凰化学工厂

Chemical Co.

凤凰火险公司

Phoenix Fire Insurance Co.

凤凰印刷公司

Phoenix Pcess

Piatkoff , MolchanoH &. Co.
Pic钮， A.

阜昌洋行

毕格亚洋行
比保耳士基勒洋行

Pickersgil1, M. H.

比金公司

Picking Import &. Export Co.
Picking Lampen , Nachfolger
Pila &. Cie , S. A.

比金公司

笔喇洋行

笔喇洋行

Pila &. Co.
Pilch缸，

•

比金公司

Picking La mpen , A.G.

Pila &. Co.

菲美洋行

Co.

飞利浦洋行

Philips China Co.
Ph但nix

•

, Ulysse

H. W.

笔喇洋行
毕尔照洋行

P i1 kington Bcothers , Ltd.

伴根登有限公司

Pilkington Brothers (China) , Ltd.
Pinyamal1, L.
Podliashuk , 1. M.

傅根登有限公司

力古洋行
宝多洋行

PodJi ashuk

Brω

宝多祥行

Poh∞mull

Bros.

布好文洋行山和莫而洋行

•

，民

•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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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Poldi Steel Works
普达钢厂
Polish -Chinese Trading Corporation. Ltd.
宝达洋行

Polish Manchurian Trading Co.

宝达洋行

Polish Import &. Export Co. • Ltd.
Popof! Fr告res ， C. &. F.

百昌洋行

Popoff Frèr臼， C. &. S.

百昌洋行

Porter &. Co.

华波公司

宝达祥行

Polish Commercial Co. • Ltd.
•

、

依巳德电器公司

p。此er

&. Co. , E. E.
依巴德电器公司
Porter &. Co. , Ltd.
依巴德电器有限公司
Porter &. Co. , Ltd. • E. E.
依巴德电器有限公司
Potter &. Co. , Cameron
巳嘉漠洋行
Pottinger &. Co.
普丰洋行
Pottinger &. Co. • Ltd.
普丰洋行
Pottinger. Paton &. Co.
普丰洋行
裕和洋行

Powell , Sidney J.
Powell , William

宝路公司
裕和洋行

Powell &. Co. • Sidney , J.
Powell &. Co. • W.

宝路公司

Powell , Ltd. , Wm.
宝路公司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回
美华书馆
Price's (China) , Ltd.

自礼氏洋烛公司

自札氏洋烛公司

Price's Patent Ca ndle Co. , Ltd.
Price's Soap Co. (China) , Ltd.
Probst , Hanbury &. Co.

, Ltd.

驻华自礼氏肥皂有限公司
公平洋行

Probst , Hanbury (China) , Ltd.
Prodan &. Co. , N.

公平洋行

公义洋行

Produce Export Co. (Ha rhin) , Ltd.

英商滨江物产出口有限公司

•

‘'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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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nt T rustees , Ltd.
Purdon &. Co.

r

储金管理有限公司

同珍样行

Pustau &. Co.
布士兜公司，鲁麟洋行
Pustau &. Co. , W m.
布士兜公司 F 鲁麟洋行
，叮

Puthod , A.
笔笃洋行
Queen lnsurance Co.
皇后保险公司
Quelch &. Co. , Henry
Quoika , A.
集嘉洋行

•

嘉泰洋行

Rabben &. Co. , W.
德和洋行
Rabben &. Co. , W. (Succωsors)
德和洋行
Racine , Ackermann &. Cie
立兴洋行
Racine &. Cie. S. A.
立兴祥行
Racine &. Cie
立兴洋行
Radio Sales Corporation , Fed. Inc. , U. S. A.

美国无线电公司

Rafeek &. Co.
同发祥行
Rafeek &. Johnstone
同发洋行
Ragi &. Co. • R. H.
新大洋行

'

Rahf. C.
惠昌祥行
Railton &. Co.
敦和洋行
Rai1 ton &. Co. , H. E.
敦和洋行
Rai1 ton &. Co. , Ltd. , H. E.
敦和洋行
Rakusen &. Co. , H.
来生洋行
Rakusen &. Co. , S. H.
来生洋行
Rakusen (China) Co.
来生洋行

•

Rakus钮's Eggsell

Ramsay &. Co.

Co.

上品鲜蛋公司

信孚洋行

Ramsay &. Co.
太平洋行
Ramsay &. Co. , Ltd.
通利洋行
,

←一一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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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

•

通利洋行

Ramsay &. Co. , N. B.
Ramsey &. Co.
Ram配y

‘,

榄士公司

Typewriter &. Office Supply Co.

Raphael , R. K.

来发洋行

Raphael , R. S.

立发洋行

榄士公司

来发祥行

Raphael &. Co. , R. K.
Rathbone , Birley &. Co.

祥泰洋行

祥泰洋行

Rathbone , Worthington &. Co.

Raven Trust Co. , Federal Inc. , U. S. A.
Raven Trust Co. , L'(d.
普益银公司
Ra wson , L. H.

和l 德洋行

Rawson , McNeice &. Co.
Rayner. Cl耐les

普益银公司

和j 德洋行

连纳洋行
连纳洋行

Rayner. Heusser &. Co.

Rayner. Heusser &. Co. , Ltd.
‘连纳洋行
Razon Trading Co.
雷上洋行
Razon's

雷上洋行

RCA Victor Co. , Inc.

亚尔西爱胜利公司
亚尔西爱胜利公司

RCA Victor Co. of China

Realty Investment Co. , Federal Inc. , U. S. A.
红手洋行

Red Ha nd Compositions , Ltd.
Red Ha nd Compositions Co.
Refrigerator Service Co.
Regal Pharmacy
Regine. L. S.
Reiber , Fr.

,

红手洋行

开文公司

利亚大药房
瑞金公司
永丰洋行

Reid &. Co.
履泰洋行
Reid , Evans 8ι Co.
履泰洋行

美华地产公司

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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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surance Co. "R倒ia" of Copenhagen
Reiss &. Co.

,

罗细亚保险公司

泰和洋行

Reiss &. Co. , Hugo
茂和洋行
Reiss &. Co. , Hugo , Federallnc. , U. S. A.

茂和洋行
r-

茂和洋行

Reiss &. Co. , Ltd. , G.

泰和洋行 F 德记洋行

Reiss , Bradley &. Co. , Ltd.
Rei血， Massey

&. Co. , Ltd.
泰和洋行
Reliance Motors , Federal Inc. , U. S. A.

信通汽车公司

美新洋行

Rembrandt Photo Co.

仁得洋行

RendaIl, E. S.

Rend3Il &. Co.
仁得洋行
Representation for British Manufacturers , Ltd.
五和洋行

Republic La nd Investment Co.

鲁麟洋行

Reuter , Bröckelmann &. Co.
Reut町、， Ltd.

路透电报公司

路透电报公司

Reuter's Telegram Co. , Ltd.

利源洋行

Reynaud &. Co. , Eug.

利源洋行

Reynaud &. Colinet
Reyne l1, Harold
Rheims &. Rìni
Richards , J. H.

聚源洋行

立发洋行

大昌洋行

礼昌洋行

Richards &. Co. , John
礼昌洋行
Richards &. Co. , Ltd. , John
礼昌洋行
Richards' Auto Works
Richards' Hotel

力士汽车公司

礼查饭店

Richardson &. Co. , A. J.

利纪生洋行

Rickmers Linie , G. m.. b. H. , Hamburg
Riedel , Carl

利德洋行

利克茂轮船公司

899
Rielley , P. C.

Rie

来利洋行
来利佯行

Rielley , Símmons &. Milne

来利洋行

Rielley , Simmons &. Milne , Ltd.
Ri四er

&. Co.
远东洋行
Rieser &. Co. , lnc.
远东洋行
Rieser Co. , Inc.
远东洋行
Riggio &. Co. , S∞iecaAnonima ， L.
义华洋行

Righíní. G. F.

义华洋行

Righini. Ltd. • S. A.
Righini Co.

利昌洋行

, Ltd.

义华洋行

林大洋行

Rindai &. Co.

仁太电气冰箱制造公司

"Rin-Tai" Refrigerator Mfg. Co.
仁太洋行

Rintaí Stores Co.

菱华仓库株式会社

Rioka Soko Kabushiki Kaisa
Rioka Wharf &. Warehou回Co.
Rizaeff Frèrea

, Ltd.

宝元洋行

Robertson , Horatio

百顺祥行

Robertson &. Rosier

合禄洋行

Robertson &. Rozier

合禄洋行

Robertson &. Son , Edward T.
Robertson. Wilson &. Co.
Robert町，

劳勃生洋行
大兴祥行

Wilson &. Co. ,Ltd.

Robinson &. Co.

菱华仓库株式会社

, W.

Robinson Piano Co.

大兴洋行

罗办臣洋琴行
罗办臣洋琴行

, Ltd.
罗办臣祥琴行
Rohinson Piano Co. , Su∞ωsors
罗办臣祥行琴行
Rocha &. Co. , Edith da
罗查洋行
Robinson Piano Co.

Rocha &. Co. , ]. M. da

罗查祥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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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克麟祥行

Rocklin , B.

Rocklin &. Co. , B.

老克麟洋行

Rode , Bolland &. Co.

美记洋行

柯化威洋行

Rodewald &. Co.

柯化威洋行

Rodewald &. Heath

Rodewald , Schδnfeld &. Co.

柯化威洋行

Rodrigu白， F.

罗德礼洋行

Rωse Brothers

新昌洋行

Rohde , M.

'

裕兴洋行

裕兴洋行

Rohde &. Co.
Rondon , L.

龙东公司

龙东公司

Rondon &. Co. , Ltd. , L.

龙东公司 F 龙东有限公司

Rondon &. Co. ,L. (H. K.) , Ltd.
R伽en ，也orges

瑞兴蛋厂

H.

茂成洋行

Rose. Downs &. Thompson , Ltd.

Rose. Downs &. Thompson (Far East) , Ltd.
Rosenfeld , Julius

美盛洋行
美盛洋行

Rosenfeld &. Son. A. B.

美盛祥行

Rosenfeld &. Son , Inc. , A. B.
R恼&. Co.

嘿士祥行 F 华记洋行

, Alex

Ross &. Co. (China) , Ltd. , A1ex
Roth ßι Co. , B.

罗太洋行

罗太洋行

Royal Insurance Co.

皇家保险公司

, Ltd.

Rubant , Francis W.
Rubant &. Co.

皇家保险公司

陆版洋行

, F. W.

Rüdenberg &. Co. • Werner

•

曝士祥行，华记洋行

Rotl、&. Sons , L. F.

Royal Insurance Co.

茂成洋行

陆版洋行

利盛洋行

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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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达昌洋行

Rudolph ßι Co. , Charles
Rumanian Trading co叩·
Rumjahn &. Co. ,

v.

尧林珍洋行

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

杜康祥行，罗麦纳贸易公司

富罗祥行

Russel1 &. Co. • G. C. F.

永丰洋行

Russian Asiatic Co.
Russian

E∞nomic

Store &. Commercial Agency

Russo- Adatic Bank

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Russo-Chinese Bank
Rutherford , N. H.
Ryuki Yoko
Ryushei &. Co.

三盛洋行

和j 德洋行

隆记洋行
隆盛洋行

S. A. P. 1. O.
瑞兴蛋厂
Sai Sei Do
济生堂大药房
Sai Sei Do Japanese Pharmacy
济生堂大药房
Sa i Sei Do Pharmacy
济生堂大药房
Saito. G. S.
信昌洋行
Saito &. Co. , G. S. 倍昌洋行
Saitoh &. Co.
斋藤洋行
Saitoh &. Co. , K.
斋麟洋行
Sakae Shokai
荣商会
Sammann , Paul E.
萨门洋行
Sa mmann &. Co. , Paul E. , Federallnc. , U. S. A.
萨门洋行
Sa mmann &. Co. (China). Paul E.
萨门洋行
Sa mmann Management Co. , Paul E.
萨门洋行
Sa muel &. Co. , Ltd.
怕大洋行
Sandakan Light &. Power Co. (1 922) , Ltd.
山打根电力(一九廿
•

JIt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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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

Sander &. Co.
山打洋行 F 考tl康洋行，瑞丰洋行
Sander. Wieler &. Co.
山打洋行，利康洋行，瑞丰洋行
Sanki Yoko
Sankyo &. Co.
Sansho Yoko

三记洋行
三协洋行

•

三昌洋行

Sansho Yoko. Ltd.
Santai Bean M ilI
Santai 臼IMiII

三昌洋行
三泰油房

三泰泊房
三泰油房

Santai Oil M iII Co. • Ltd.

Santai Yubo Co. • Ltd.
三泰泊房
Santo Yogyo Kabushiki Kaisha
山东窑业公司 F 山东窑业株式会社
"Santos" Coffee Store
三道司咖啡庄
Sanzetti. S. M. L.
Sa nzetti. Inc. • S. M.
"Sa pt". Ltd.

上海美术照相馆
上海美术照相馆

盛亨洋行

盛亨洋行

"Sapt" Textile Products. Ltd.
sa阳x>n

&. Co. • Ltd. • David
老沙逊洋行
Sassoon. Sons &. Co. , David
沙逊洋行，老沙逊洋行
sa由∞n &. C<l. • E. D.
新沙逊洋行
Sassoon &. C<l. • Ltd. • E. D.
新沙逊洋行
Sassoon Ba nking C<l. • Ltd. • E. D.

新沙逊银行，沙逊银行

Sator. A.
生达洋行
Saul Trading Co.
瑞华洋行
Sauvayre. ].
有馀洋行
有馀祥行

Sauvayre &. Co.

Savoy Hotel

兴隆酒饭店

Savoy Hotel. Ltd.

兴隆酒饭店

SavuJ &. Co. • Abdul Aziz

安和祥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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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

Savul &. Co. , A. 1.
瑞昌洋行
Sa vul &. Co. , H. A. I.
瑞昌洋行
•

瑞达洋行

Sa ydah &. Sa ydah

瑞达洋行

Sa ydah &. Saydah , Inc.

Sbath &. Co. , N. J.

世发洋行

Scandinavian Brew~ Co. , Ltd.

上海啤酒公司

增裕洋行

Schärff &. Co. , Walter
Sch町ph ，

•

长丰洋行

Guenter &. Co.

Schellhass &. Co. , Ed uard
些刺士洋行 F 元亨洋行
Scherings , Ltd.
先灵洋行
Schiele &. Byrne
SchiIler &. Co.
Schiller &. Olsen
Schil1er' s , Inc.

顺昌洋行
世和洋行

世和洋行
世和洋行

Schimmel &. Co. , Akt.
Schloten , H.
Schmidt &. Co.

G四·

薛鲁敦药行
兴华公司
兴华公司

Schmidt &. Co. , Ltd.
Schmidt Shoten
Schmitt , Jacques

施莫尔果汁香料厂

兴华公司
美给洋行

Schnabel , Gaumer &. Co.
Schneider &. Co. , Th.

嘉利祥行
施毅德洋行

Sc hoeller- Bleckmann Steel Works , Ltd.
Schomburg &. Co.
Schuldt &. Co.

, A.

些刺士洋行，元亨洋行

Schultz &. Co. , H. M.
Schuster , Emst

森宝祥行
地亚士洋行

裕德公司

Schwabe &. Co. , G. C.

公平洋行

凤凰钢厂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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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Harding &. Co.
祥泰样行
Scott. Harding &. Co. • Ltd.
祥泰洋行
Scottish Union &. Nati佣aI Insurance Co.
清喜洋行

Seiki Yoko

正隆银行

Seiryu Bank

正隆银行

Seiryu Bank. Ltd.

Seiwa &. Co.
清和洋行
Semambu Rubber Estates. Ltd.
Senet. P. A.
雪甫祥行
Sennet Fr告res
利嚼洋行

Sennet

Fr是res

永隆保险公司

Auto Pala，悦

ser由rennikoff. A. J.

Serebrennikoff

西门糖橡树地产有限公司

和j 唱机汽车行

赛连富印字馆

&. Co. • A. J.

赛连富印字馆

Servanin &. Cie , P.
骏源萍行
Service Maritime des M回回gezt臼 Imperiales ，

M81seaI臼

大法国火轮

船公司 F 法国邮船公司

Seyki Yoko

清喜洋行

Shahm∞，n. E. E.

Shahm∞n ， Ezra

斯文祥行

汇达洋行

Shahm∞n

&. Co. • E. E.
斯文洋行
Shahmoon &. Co. • S. E.
斯文洋行
Shahm∞n Bl\臼. &. Co.
斯文洋行
Shainin &. Co. • 1.
先宁祥行
Shainin &. Co. Inc. , 1.
先宁洋行
Shainin &. Co. <Provisions) , Inc. , 1.
Shainin's Russian Provision Store

先宁萍行

先宁洋行

Sha)om &. Co.
双隆洋行
Shanghai &. Honghew &. Jardine's Assoc iated Wharves

公和祥码头

』也

-___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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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怡和合股公和祥码头
公和祥码头公司

Shanghai &. Hongkew Wharf Co.

公和祥码头公司

Shanghai &. Hongkew Wharf Co. , Ltd.
Shanghai Bank , Ltd.
上海银行
Shanghai Boshoku Kabushikki Kaisha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纺

织株式会社

Shanghai Building &. Investment Co. , Ltd.

汇广公司

汇芳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 , Federal Inc. , U. S. A.
Shanghai Building Co. , Inc.
汇芳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 , Ltd.
汇芳公司
Shanghai Cargo B侃t Co.
Shanghai Cargo B<lat Co.

会德丰驳船行

, Ltd.

会德丰驳船行

上海化监室

Shanghai Chemical Laboratory
Shanghai Co -operative sc比itey

上海购买组合

Shanghai Cotton Manuíacturing Co. , Ltd.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上

海纺织株式会社

Shanghai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

Shanghai co忱。n Waste &. Linter Co.
德隆洋行
Shanghai Cotton Waste Co.
怡康祥行
Shanghai Dock &. Engineering Co.

, Ltd.

耶松老船澳，英商耶松有

限公司老船坞

Shanghai

EI，回tric

Shanghai Electric

&.

Jls~t但Co.

Con寄truction

, Ltd.

Co. , Ltd.

威麟洋行

上海制造电气电车有限

公司

Shanghai Estates &. Finance Co. , Ltd.
上海地产银公司
Shanghai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Co. , Ltd.
上海兴利垦殖公
司

Shanghai Finance &. Real Estate Co. , Ltd.

泰和银公司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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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公司

Shanghai Finance Co. • Ltd.
Shangl回 Gas <:0.

大英自来火房
大英自来火房

Shanghai Gas <:0. • Ltd.

卡天洋行

Shanghai General Store

卡天洋行

Shanghai General Stores

Shanghai - Hongkong Bu ilding , Loan &. Investment Co.

,

Ltd.

汇

广公司

Shanghai

龙飞祥行

Hor回Bazaar

Shanghai Horse Bazaar &. Motor Co.

,

龙飞洋行，龙飞马车汽

Ltd.

车公司 z 龙飞汽车公司
龙飞洋行

Shanghai Horse Bazaar Co. • Ltd.

上海搬场公司

Shanghai Household Removing Co.

上海机器冰厂有限公司

Shanghai Ice &. Cold Storage Co. , Ltd.
柯汉记洋行

Shanghai Import Co.

Shanghai Insatsu Kabushiki Kaisha .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上海印刷株

式会社

Shanghai Insurance Offi伺

上海保险行

Shanghai Lanà Inv臼tment Co. • Ltd.

业广有限公司

上海皮厂

Shanghai Leather Co.

Shanghai Leather Co. , Fed. Inc. , U. S. A.
Shanghai Leather Co. • Ltd.

上海皮厂

上海皮广

Shanghai Loan &. Investment <:0. • Ltd.

上海银公司

瑞生机器陈列所

Shanghai Machine Co.

瑞生机器陈列所

Shanghai Machine Co. • Ltd.
Shanghai Mainichi Shimhun , Ltà.

上海每日新同社

Shanghai Mercanti1e Printing Co. , Ltd.

商文印刷有限公司

文汇报馆，

Shanghai Mercury. Ltd.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文汇报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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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Milk Supply Co.
上海牛奶公司
SI.anghai Milk Supply Co. , Ltd.
上海牛奶公司

上海华洋德律风有限公司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 Ltd.
Shanghai Packing Co.
离茂祥行
Shanghai Painting & Decorating Co.

上海泊漆装饰公司

Shanghai Paper Industry Co. , Ltd.

上海纸业公司

Shanghai Paper Mill , Ltd.
华章造纸有限公司
Shanghai Photo Engraving Co.
上梅美术工艺创版社
Shanghai Power Co.
Shanghai Press , Ltd.

上海电力公司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

Shanghai Pulp &. Paper Co. , Ltd.
华章造纸有限公司
Shanghai Service Co.
飞鹰汽车公司
Shanghai Service Co.

, Inc.

飞鹰汽车公司

Shanghai Sh伺 Manufacturing Co.
新明机器制造反鞋厂
Shanghai Stevedoring Co. , Federallnc. , U. S. A.
上海驳运公司
Shanghai Stevedoring Co. , Inc.
上海驳运公司
Shanghai Stores Co.
新泰隆洋行
Shanghai Stuα:0 Co.

上海大理石公司

Shanghai-Sumatra Rubber Eatat钮， Ltd.
Shanghai Telephone Co. , Federal Inc.
Shanghai Times
泰晴士报馆

, U. S. A.

Shanghai Times &. Shanghai Sunday Times
Shanghai Toilet Club

上海苏门答腊橡树公司
上海电话公司

泰晤士报馆

新波利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Co. , Ltd.

上海运输公司

Shanghai Tug &. Lighter Co. , Ltd.
会德丰驳船行
Shanghai Union Brewery
上梅啤酒公司
Shanghai Vacuum Cleaning &. Storage Co. , Ltd.

上海清清保管公

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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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上海仓库信托有限公

Shanghai Warehousing &. Trust Co. , Ltd.
司

Shanghai Waste Silk Boiling Co.

绪昌丝头公司

Shanghai Waterworks Co. , Ltd.

上海自来水公司

Shanghai Waterworks Fittings Co. , Ltd.

上海自来水用具有限公

司

Shanghai Worsted Mill , Ltd.

上海毛绒纺织厂有限公司

上海柴拉报馆

Shanghai Zaria

山东窑业公司 F 山东窑株式会社

Shantung ceramic Works , Ltd.
Shantung Enterpri阻Co.

, Ltd.

山东起业株式会社
德茂洋行

Shantung Handels , G. m. b. H.

山东火柴工厂

Shantung Match Co.

德茂祥行

Shantung Traders Co. , Ltd.
怡隆洋行

Shaw , F. W.
Shaw , Geo. L.

怡隆洋行

Sha w Brothers , G四.L.

怡隆洋行

Shaw Brothers Co.
Shen-Pao

怡隆洋行

申报馆

薛白洋行

Shepherd , G. C.

Shewan , Tom臼&. Co.

旗昌洋行，新旗昌洋行

Shimizu , S.
顺隆洋行
Shimizu -Gumi Co. ,. Ltd.
Shimizu Yoko

清水组公司

清水洋行

Shimizugumi &. Co.

清水组公司

Shin Shin Y oko
晋倍洋行
Shing Chong &.Co.
新昌洋行
Shingi &. Co.
Shingi Drug Store

信义祥行

信义洋行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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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gming Co. , Ltd.

新民洋行

Sh:ngming Trading Co. (China) , Ltd.
Shinkyo Yoko
申享洋行
Shinkyo Yoko Goshi Kaisha
Shinohara &. Co. , J.

晋信洋行

Shinsho &. Co.

信昌洋行

Shinsho Yoko
Shinwa Shokai

信昌洋行，信昌大药房
•

新昌洋行
进和商会

潮崎宇学行

Shiozaki &. Co.
Shiozaki Yoko

申享洋行

德原洋行

Shinshin Yoko
Shinsho Dru g St。自

新民洋行

潮崎祥行
西亚洋行

Shiya Yoko

Shluger , Jacob H.
世光洋行
Shluger Bros.
世光洋行
Sho Sho &. Co.
祥昌洋行
Shoemaker , Authur
舒美柯洋行
舒美柯洋行

Shoemaker Art Looms
Shortrede &. Co.
Shoryu Bank
Shosho Yoko
Shωho

, A.

德臣印字馆

正隆银行

松昌洋行

Yoko , Ltd.

松昌洋行

Showa Shipping Co.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Shipping Co. , Ltd.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Transportation Co.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Yoko

•

昭和洋行

Shriro

Br恼.

(China) , Federal Inc. , U. S. A.

Shriro

Brω.

(China) , Ltd.

石利洛洋行

有利洛洋行

S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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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利洛洋行

Shriro Brothers. Inc.
Shroff , P. B.

陪森洋行

Shroff , R. F.

罗西洋行

Shroff &. Co.

, R. F.

罗西洋行
陪森洋行

Shroff Silk Store , P. B.

顺隆祥行

Shun Lung Yoko
Shun-Pao

申报馆

Siber , Hegner &. Co.

华嘉洋行

Siber , He伊er &. Co. , Ltd.
华嘉洋行
Siberian Fur Store
西比利亚皮店
西比利亚首饰公司

Siberian Jewellery Store
Siemens &. Halske , A. G.

西门子电气公司

西门子电气公司 F 西门子电机厂

Siemens China Co.

Siemens' China Electriω1 Engineering Co.

西门子电气公司 F 西门子

电机厂

Siemens Schuckertwerke , G. m. b. H.
Siem嗣n ，

G.

西门子电气公司

禅臣洋行

Siem配n

&. Co.
禅臣洋行
Siemssen &. Krohn
禅臣祥行事兴成洋行
Sietas &. Co.
哈口利洋行
Sietas &. Co. , H.
哈口利洋行
Sietas , Bl∞k &. Co.
哈口利洋行
Sietas , Plambeck &. Co.
晗口利洋行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

时兆月报印书馆

S i1 va - Netto &. Co.
厄都洋行
Sims &. Co.
森木司洋行
Sin Chong Silk Filature Co.
倍昌缘丝公司
新闻报馆

Sin Wan Pao K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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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馆

Sin Wan Pao. Ltd.

新同报馆

Sin Wan Pao Co. • Ltd.

克兰洋行

Sinclair. J. A.

克兰洋行

Sinclair Button Co.

义满合资西益敏公司

Sindàcato Italo Mancese
Sine Pharmacy

德商倍谊大药房

Sine Pharmacy

信谊大药房

荷兰国橡皮公司

Singapore Rubber Works. Ltd.

胜家公司

Singer Manufacturing Co.

胜家公司，胜家缝纫机器公司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

星威兄弟有限公司

Singham Bros. &. Co. , Ltd.

谋利洋行

Sino- Aryan Trading Co.
Sino- Co ntinental Co.
Sino- Italian Bank

德华礼佯行
华义银行

施记烟公司

Skiotis &. Co. , Panos D.
Skiotis 勤部. &. Co.
Skoblin , S. F.
Skoblin Bros.
Skoblin Co.
Skoda Works
Skodaworks

施记烟公司
美和洋行

美和洋行
美和洋行

斯可达工厂
斯可达工厂
斯可达工厂

Skodaworks. Ltd.

, H.
新中和洋行
Skott &. Co. , Ltd. , H.
新中和洋行
Skvirsky &. Sanzetti , Inc.
上海美术照相馆
Skvirsky , Inc. , L. v.
上海美术照相馆

Skott &. Co.

Skvirsky Studio , L.
Slevogt &. Co.

上海美术照相馆

天福律行

Sin

-…啊呀'甲，叶

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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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 , James
华茂洋行
Sligh &. Co. , James
华茂洋行
Slowe &. Co.
Slowe &. Co.
Smallwα对，

新顺发洋行，顺发洋行

, Ltd.

顺发洋行，顺'};:.有限公司

H. St. C1air

司马武德洋行

Smallwood &. Co, H. St. C1air

司马武德祥行

Smidth &. Co. , F. L. , A. /S.
史密芝公司
Smith , R. Lawrie
福顺祥行
Smith &. Co. • F. R.
新瑞和公司
Smith &. Co. • Ltd. • F. R.
新瑞和公司
Smith &. Co. • L. H.
士美洋行
Smith &. Co. • R. Lawrie
福顺祥行
Smith Co.. W臼ner G.
施美手掌行
Sneth1age , H.
祥福洋行
Sneth1age &. Co.
祥福洋行
Sneth1age &. Co. ; G. m. b. H.

样福祥行

S. O. A. E. O.
东方修焊有限公司
岛ares &. Co.
瑞利洋行
Sobbe. H.
协平洋行
Società di Navigazions F1uvi a1e Ita1o-Cinese
意商义华轮船公司
Sociét.垂 Anonyme Be1ge pour l' lndustrie d由 Oeufs enqine
瑞兴蛋
厂

Sociét垂Be1ge de Chemins de fer en Chine

Société Carmel 伽iental
S∞i创Commerciale

比国银公司

卡梅而祥行

Asiatique

有馀洋行

S∞iét岳 d'E却loitation des Ètablissements Br幡ard-Mopin

永和营

造公司

岛ci毒té d'Oxygene et d'Acetylene d'Extrême 一Orient

东方修焊有

一一一协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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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Sociét垂 des

Services Contractuels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大法国

火轮船公司 4 法国邮船公司
上海银公司

Société Financière de Shanghai
岛d垂t垂 Fran伊 ise d'Im阳rtation

S∞iet垂 Française de Banque et de Placements
岛ciété Françai回 de

大丰洋行

et d'Exportation

汇源银行
法文图书馆

Librairie et d' Edition

S∞iété Française des Charbonnages du Tonkin
岛ciété Française des Telephones lnterubains
岛d包邑 Française du Haut Yang-Tze

岛面t垂 Fran∞- Belge de Tientsin

鸿基煤矿公司
法商长途电话公司

育和j 洋行

义品放款银行

岛ciété Orientale de Fouπur'回 et Peaux

东方皮毛公司，东方皮毛有

限公司
S优iety

of Chemical Industry in Basel , Switzerland

汽巳洋行，汽巳

化学厂

Soco~- Vacuum co叩·
Someck&.α.

, B. A.

美孚行
沙眯洋行

Somekh , B. A.
沙眯洋行
Somekh &. Co. , B. A.
沙眯祥行
岛∞how Brick &. Tile Co.
苏州砖瓦公司
Sopher &. Co. , Th仅对ore
沙发洋行
South Am首ican Trading Co.
南美贸易公司
Sou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甫英保险公司
South British Insurance Co. , Ltd.
商英保险公司
South China Moming Post , Ltd.
商清早报公司，南华早报公司
South Manchuria Gas Co. • Ltd.
商满洲瓦斯株式会社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商满铁路公司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 Ltd.
南满铁路公司

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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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Manchuria Sugar Mfg. Co. , Ltd.

满洲l 绵i 糖厂 F 南满洲制糖

株式会社

South Manchuria Sugar Refining Co. , Ltd.

满洲炼糖厂，南满洲制

糖株式会社
Soy 一 Chee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瑞记纺织公司
Soy- Lun Silk Filature Co.
瑞纶丝厂
Soyka , L.
瑞嘉洋行
Soylun S i1k F i1ature Co. , Ltd.
瑞纶丝厂
S阳ling钮，

U.

同和样行

Spalinger &. Co. , U.
同和洋行
Spalinger &. Co. , Ltd. , U.
同和洋行
S阳linger &. Co. , U. S. A.
同和洋行
Sparke , C. E.
保隆保险公司
Sparke Insurance Office , C. E.
保隆保险公司
Sparks , D. B.
思派克洋行
Spence , Robin回n &. Partners
马海洋行
Sperry Flour Co.
Spizzica &. Co. • G.

士巴利面粉公司

Spunt &. Co. , J.

茂新洋行

久安祥行

Spunt &. Co. , J. • Federal Inc. • U. S. A.
Spunt &. Rosenfeld
茂新洋行

Sq uires- Bingham Co.
Squires , Bingham , Ltd.
St. Gω'rge's Pharmacy

时评洋行

时评祥衍
圣乔其大药房

Stammann ， ωαr

世昌撑行

Stammann &. Co.

世昌洋行

Standard Ex阳rt Co. , Ltd.
Standard Life Assurance Co.

•
呵

茂新洋行

万记洋行
永福人寿保险公司

电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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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行

Standard OiI Co. of New York
Standard - Vacuum Oi l Co.
"St缸，. Ferry Co. , Ltd.

Sta

美孚行
天星小火轮船公司

飞星公司

Star Ricksha Co.

星光汽水公司

Starlíght Aerated Water Co.

States Steamship Co.
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
Ste Française d，臼 Charbonnages du Tonkin
鸿基煤矿公司
Stearn Machine Cleaníng &. Pr'幽ing 臼.
美国机器Jt衣公司
Steel 阮urns ， Ltd.
养气候公司
Steel Drurns (China) , Ltd.
养气铁公司
Steíner &. Co.
天纳祥行
Steiner Import Co.
Stephens Stamp Co.
Stewardson , R. E.

天纳洋行
5已蒂芬邮禀公司
思九生祥行

Stewardson &. Spence
思丸生洋行
Stewardωn ， Spence &..watson
思丸生佯行
Stewart , W.

大章有限公司

Stewart , Thorn s6n &. Co.
Stewarts &. L1oyds , Ltd.

, Ltd.

思九汤呈报有限公司

施久劳管子厂

Stímpson , W. E.
史天生洋行
Stímpson &. Co. , W. E.
史天生祥行
Stím归on

Electric Supply Co.
史天生洋行
Stim归on Supply Cο.
史天生洋行
Stinnes China Co. , lIugo
天利洋行
Straus &. Co.
宝业洋行
S衍ehlneek ，

E. A.

史德匿古玩行

Strehlneek's Chinese Art Studio
Strehlneek's Gallery of Chin四Art

史德匿古玩行

史德匮古玩行

,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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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丰洋行

StJÜTdwall. Holdo

瑞丰祥行

Stromwall Trading Co. • Ltd.
德泰祥行

Stürmann. Chas.

徐壁雅洋行

Subira Frères

须回药房

Suda Yakubo
Suhr. K. H.

•

苏尔洋行

Sullivan &. Co. • J.
恒顺洋行
Sulzer Brothers
苏尔寿兄弟机器公司
Sulzer Brothers. Ltd.
苏尔寿兄弟机器公司
达昌洋行

Sulzer. Rudolph &. Co.

住友银行

Sumitomo Ba nk

SumitωDO Goshi Kaisha

住友洋行，住友合资会社
住友洋行，株式会社住友本社

Sumitomo Honsha. Ltd.
Sumitomo Yoko
Sun Fire Office

•

住友银行

Sumitomo Bank. Ltd.

住友洋行
公裕太阳火险公司

Sun Insurance Office

'

公裕太阳火险公司

Sun Insuran优 Offi饵. Ltd.
公裕太阳火险公司
Sun Life A国urance Co. of Canada
永明人寿公审
Sun Maid Raisin Growers Association
美国葡萄干公司
Sun α1 Co. of Philadelphia

光孚机器泊公司

Sun Shoe Co.
太阳商会
Sunland &1饵 A回到ciation. lnc.
Suzuki &. Co.
Suzuki &. Co.
Suzuki Shoten

美国葡萄于公司

铃木商店，铃木洋行

, Ltd.

铃木商店 F 株式会社铃木商店

铃木商店

Swan , Culbertson &. Co.
Swan. Culbertson &. Fritz

新丰洋行
新丰洋行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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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

Swedish-Chinese Ex归口&. Import Co.
瑞中洋行
- Swedish-Chinese Export &. lmport Co. , Ltd.
瑞中洋行
Swedish Match Co.
瑞典火柴公司
Swedish Match Co. , Ltd.
瑞典火柴公司
Swedish Trading Co.
Sweclish Trading Co.

瑞典洋行

, FiI. in China , Ltd.
瑞典洋行

Swedish Trading Co. , Ltd.

瑞典洋行

Swedish Trading Co. of Harbin
Swetco

瑞典洋行

瑞典洋行

Swi跑一 China

Trading &. Manufacturing Co.

Switzerland General Insurance Co.
Syk俑， Schwabe

, Ltd.

瑞华公司

、

瑞士保险公司

公平洋行

&. Co.

Syme &. Co. , F. D.
和记洋行
Syme , Muir &. Co.
和记洋行
Synnerberg , G. V.
信义洋行
Szechuen Handels-Gesel1schaft rn. b. H.

蜀德有限公司

T'a Ch'ang Kung Sze
泰昌公司
泰安纺纱公司
Taian Spinning Co. , Ltd.
Taihei Koshi
太平公司
Taikoo Dockyard &. Engineering Co. of Hongkong , Ltd.

太古船坞

公司
Taik∞ Sugar

Refining Co. , Ltd.

太古糖房 z太古车糖公司

Taisei Yoko
大青洋行
Taishin &. Co. , Ltd.
大倍洋行
Taishin Yoko
泰借洋行
大信样行

Taishin Yoko &. Co.
Taisho &. Co.
Tait &. Co.

大正祥行
德记洋行

U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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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Tait

(ι Co.

, Ltd.

德记洋行

Taito Co.
泰东洋行
Taito &. Co. , Ltd.
泰东洋行
Taiwan Denryoku Co. , Ltd.
台湾电力株式会社
Taiwan Electric Power Co. , Ltd.

台湾电力株式会社

Taiwan Ginko , K. K.
台湾银行
Taiwan Se ito Kabushiki Käisha
台湾制糖株式会社
Taiwan Sugar Mfg. Co.

, Ltd.

Takahashi Shirt Co.

高桥洋行

台湾制糖株式会社

Takaiwa &. Co.
高岩洋行
Takaiwa &. Co. , K.
高岩洋行
Takashimaya

义大祥行 F 高岛屋

Takashimaya Co.

, Ltd.

Takada Br，但. &. Co.
Takeuchi &. Co. , S.
Takeuchi &. Co. , Ltd.

义大祥行 F 高岛屋饭因株式会社
武田兄弟洋行
武斋洋行

, S.

武斋洋行

Taku Tug Boat Co.
大活驳船公司
Taku Tug &. Li ghter Co.
大沽驳船公司
Taku Tug &. Lighter Co. • Ltd.
大沽驳船公司
Talati &. Co. , James
永昌祥行
Talati &. Co. , James M.
永昌洋行
Talati B1'臼. &. Co.

永昌洋行

Talati Bros. &. Co.

永昌泰洋行

Tanhai &. Co.
Tata , D. C.
Tata &. Co.

淡梅洋行
庚兴洋行
庚兴祥行

Tata &. Co. , Ltd. , B. D.
Tata &. Co. , Ltd. , R. D.

庚兴洋行
庚兴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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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a. Sons

Tat

庚兴洋行

& Co.

Taumeyer. Ernst

广丰洋行

Taumeyer & Co.

广丰洋行
打哗地亚洋行

Ta radia. B. C.

打哗地亚洋行

Tavadia &. Futakia

Tchakalian Bros. • French Bakery

老大昌洋行

老大昌洋行

Tchakalian et Cie

Teikoku Fire Insurance Co. • Ltd.

帝国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Teikoku Kaijo Kasai Hoken Kabushiki Kaisha

帝国海上火灾保险株

式会社

Tdkoku Life Insurance Co. • Ltd.

一、.

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Teikoku Seime Hoken Kabushiki Kaisha

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Teikoku Sugar Mfg. Co. • Ltd.
帝国制糖株式会社
Telefunken East Asiatic Wire1 ess T e1egraph Co. • Ltd.
线电报公司

.

泰来洋行

Telge &. Co.

泰来祥行

Telge &. Co. , R.

泰来洋行

Telge &. Schroeter

泰来洋行

Telge. Nolting &. Co.

天荣祥行

Tenyei &. Co.
Tenyei Yoko

•

天荣浮行

Texas Co.
德士古火泊公司
Texas w. (China) , Ltd.
德士古火油公司

•

Thams. B;

和j 德祥行

Thedor &. Rawlins
Thomas. G. M. B.
Thomas &. Co.

, F.

杜德洋行
恒丰泰洋行
恒丰泰洋行

Thomas &. Co. , Ltd. • F.

~

r

恒丰泰洋行

得力风根无

F

Tho
Thoresen , O.

吨"'" .""..".鸣'‘'"=.'-'.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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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亨洋行

&. Co.
信亨洋行
Thoresen &. Co. , O.
顺亨洋行
Thoresen &. Co. , Ltd.
信亨洋行
Thome Brothers &. Co.
元芳洋行
Thomycroft &. Co. , John 1.
固敏祥行
Thomycroft &. Co. , Ltd. , John 1.
固敏样行
Thoresen

Tientsin Bak町y

正昌商包房

Tientsin Bauge民llschàft

德兴公司

比国砖窑

Tientsin Brick Factory
Tientsin Building

爱威有限公司

&. Loan Co. , Ltd.

德兴公司

Tieentsin Building Co. , Ltd.

毕利洋行

Tientsin Export Co.
Tientsin Forwarding

&. Commission Agency

Tìentsìn Gas and Electric Light Co.

, Ltd.

义华萍行

天津气电灯公司，天津气

灯公司

,
天津气灯公司

Tientsin Gas Co. , Ltd.
Tientsin Heating
Tientsin Hotel

立宏公司

&. Sanitary Works
恒丰泰

Tientsi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 Inc.
Tientsin Investment Trust , Ltd.、
Tientsin Land Inv四tment Co.

,

敦华银行

天津信托有限公司

Ltd.

先农公司

天津驳船公司

Tientsin Li ghter Co. , Ltd.

•

宝垦当股份有限公司

Tientsin Lombard Co.
Tientsin Press

F

天津印字馆

Tientsin Pr酬， Ltd.

天津印字馆

丰业公司

Tientsin Realty Co.
Tientsin R臼]ty Co.

,

Inc.

丰业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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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吗

义利钢桶机电制造厂

Tientsin Steel Dru m &. Engineering Works

Tientsin Steel Drum &. Engineering Works , Ltd.

义利钢桶机电制

造厂

协和烟公司

Tieatsin Tobacco Co.
m

Tientsin Trarnways &.

El回tric

Lighting Co. , Ltd.

天津电车电灯公

司

Tientsin Trust Co. , Inc.
Tientsin Waterworks Co.

美业公司，美业银行

, Ltd.

天津自来水公司

Tientsin Wharf &. Godown Co. , Ltd.

天津俄贮有限公司

德利洋行

Tilley , Percy

Tilley &. Co. , Percy
德利洋行
T iI1ey &. Limby
德利洋行
Tillot &. Co. , M.
信孚洋行
Tipper &. Co.
华隆洋行
华隆洋行

Tipper &. Fenton

义兴公司

Tirinnanzi , Dr. D.
T阻Co.

东亚公司

东亚公司

Toa &.Co.
Toa &. Co.

, Ltd.

东亚公司

东亚制麻股份有限公司

Toa Jute Mill

Toa Seima Kaisha , Ltd.

东亚制麻肢份有限公司，东亚制麻株式会

社
‘

Toa Tobacco Co. , Ltd.

东亚烟公司，华丰烟公司，东亚烟草株式会

社

Toba Yoko

鸟羽洋行

Toba Yoko , Ltd.

鸟羽洋行

Tobac∞ Products Corporation
•

花旗烟公司

Tobacco Products Corporation (China)

花旗烟公司

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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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

-

Tobacco Trading Corporation
联美烟叶公司
Tobler , Emil A.
托勃勒洋行
都易洋行

Toeg , R. E.
Toeg , S. E.
T但g &. Barff

多逸洋行
~

都易洋行

都易洋行

Toeg &. Read
Tofu &. Co.

东孚洋行

Tofuku Sangyo Kabushiki Kaisha
Tofuku Trading Co.
东福洋行

东福洋行 F 东福产业株式会社

东肥号

Tohi &. Co.

Togen Yoko
桃源洋行
Tokio Kaijo Kasai Hokken Kwaisha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Tokio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 , Ltd.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

会社

TokmakoH , MolotkoH &. Co.

顺丰字字行

TokmakoH , Sheveloff &. Co.
Tokuda Yoko

顺丰洋行

德大洋行

TokwaB慨ki

Kabushiki Kaisha
东华纱厂 F 东华纺绩株式会社
Tokwa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东华纱厂 F 东华纺绩株式会社
Tokyo EI优tric Co. , Ltd.
东京电气有限公司
Tokyo Maririe &. Fire Insurance Co. , K. K.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
式会社

Topas &. Co.

, M. A.

Topas &. Co, Ltd. , B.
Topas &. Natvanovich
Topas Trading Co. , B.
Toper Brothers
To归r创 Ity

倍昌?羊行

信昌洋行
倍昌洋行

信昌洋行

德璧祥行
鲁卫洋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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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

•

Toryu Yoko
Towa &. Co.

藤柳洋行
东和公司

•

Towa &. Co. , Ltd.
东和公司
Towa Koshi
东和公司
‘

Toyo Kisen Kaisha

东洋轮船公司，东祥汽船会社

Toyo Kisen Kabushiki Kaisha
东洋轮船公司，东洋汽船株式会社
Toyo Menka Kaisha , Ltd.
东棉洋行，东洋棉花株式会社
Toyo Murakami

村上祥行

Toyo Takushoku Kabushiki Kaisha
,
崎

e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ToyoTobac∞ Leaf

Co. , Ltd:
东洋烟叶公司，华生烟草公司
Toyoda Cotton Spinning &. Wωving Co. , Ltd.
丰田纺织厂
Trachsler , Ltd. , J. H.
新瑞康洋行
Trachsler (China) , Ltd. , ]. H.
新瑞康祥行
Traders Co.
辉记洋行
Trading Co. , The
新泰祥行
Transmarina Trading Co.
梅通洋行
Triangle Motors , Federal Inc. , U. S. A.
合众汽车公司
Tschurin &. Co. , 1. I.
秋林洋行 p 秋林公司
Tschurin &. Co. , J. J.
秋林洋行，秋林公司
Tsepkin , V. S.
瑞成号
Tsinan Bank , Ltd.
济南银行
Tsinan Electric Co.
济南电业公司
Tsuchihashi , B.
土桥号
Tsuchihashi &. Co.
土桥号
Tsurutani &. Co.
鹤谷洋行
Tsurutani &. Co. , Ltd.
鹤谷洋行
Tsuyu Yoko
通裕祥行
Tumbu11, Howie &. Co.
祥泰洋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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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

Turner &. Co.
丹拿公司，华记祥行
Twentieth Century-Fox. Fed. Inc.. U. S. A.

二十世纪福斯影

片公司
二十世纪福斯影片公

Twentieth Century - Fox Film Corporation

』

司

Twigg. P. O'B.

松茂洋行

英美普济药房

Twigg , P. O'Brien

Twyford &. Co. • J.
泰孚洋行
Twyford &. Son. Ltd. • J.
泰孚祥行，泰孚父子有限公司
Tyeb &. Co.
第邑公司
、

Typographia Mercantil
镜海印务总局
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
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Filhω.

•

镜海印务总局

Ltd.

镜海印务

总局

Ucometal
比国钢业联合社
Ulf- Hansen &. Co. • Ltd.
亨利洋行
1月lmann

&. Co. • J.
Umrigar &. Co.

乌利文洋行

天成洋行

Umrigar Brothers
天成佯行
UnderwtÏ ters Bank for the Far East. Inc.
友邦银行
Underwriters Bank. Inc.
友邦银行
Underwriters Savings Bank for the Far East. Inc.
友邦银行
í

Union Assurance 也ciety of London
佑宁保险公司
Union Assurance Society. Ltd.
佑宁保险公司
Union Brauerei. A. G.

•

上海啤酒公司

Union Brewery. Ltd.
上海啤酒公司
Union Commeriale Belge de M垂tal1urgie. S. A.
nion Credit &. Trust Co. • Inc.

比国钢业联合社 u-

合通银行

a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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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

Uni
淤仁洋西保安行，保安保险公

司

Union Insurance
·区

S∞iety

of CaJlton , Ltd.

於仁洋西保安行，保安保

险公司

Union Marine &. General lnsurance Co. , Ltd. .of

Liver肘。1

尤宁水

险公司

Union Marine Insurance Co.
Union Mobi1iere

, Ltd. , of Liverp∞1

尤宁水险公司

汇源银行

Union 011 Co. of Ca lifornia
友联泊公司
Union Phannacy
永明大药房
Unionbank
合通银行
United Agencies
联益经理公司

Book &. Stationery Co.
联益文具公司
Margarine Co. , Ltd.
厚丰有限公司
Mercantile Co.
联茂贸易公司
Ocean Transport Co. , Ltd.
大同海运公司
Paper Co.
合众洋行
United Paper Co. , Ltd.
合众洋行
United St且tes Rubber Export Co. , Ltd.
美国橡皮出口有限公司
Uníted States 8t.回1 Export Co.
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Products Co.
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United
United
United
United

United Toba，αo 8to宫锦

合众烟公司

Universal Lea f Tobacco Co. , Inc.
美国烟叶公司
Universal Lea f Toba∞o Co. of China , Federallnc. , U. 8. A.
国烟叶公司

Universal Pharmacy
敦德药房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环球影片公司
•

Universal Pictures Corperation of China

环球影片公司

美

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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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开尔洋行

Unkel. H. ].

普强公司

Upjohn Co.
Ut∞mall

&. Assudamal Co.
粤都文洋行，奥都文洋行
Vacuum Oi l Co.
光裕机器油行
Vacuum Oil Co. , Ltd.
光裕机器泊行
Vajda &. Co. , G.
威大洋行 F 宝克新行
Van der Stegen &. Co.
良济公司
Van der Stegen &. Grenard ‘
良挤公司
源来盛洋行

Van Ess , A.

源来盛佯行

Van Ess &. Co. , A.
Vanderstegen &. Cr∞ks

嚣尼尼云石公司

Vannini &. Co. , A.

华苏公司

Vassos &. Co.

Co.

良济洋行

华苏公司

Vas阳 Store Co.

华苏公司

Vasunia , J. P.

昌记撑行

Vasunia &. Co.

陪森洋行

'

昌记祥行

Vasunia &. Co. • ]. P.
Vanturi , F.

福勒洋行

Venturis' Special Store of Italian Provision
兴盛洋行

Vemaudon &. Cie , E.
Viborel gι Co.

鲁卫祥行

Viccajee &. Co. , F.

公兴洋行

Viccajee &. Co. , Ltd. , F.
Viloudaki , N. A.

福勒洋行

兴盛洋行

Vemaudon , E.

Viloudaki &. Co.

A畸

霎尼尼云石公司

Vannini , A.

Va四s

且峰.'

公兴洋行

恰自是祥行

怡隆祥行

、‘

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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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隆洋行

Viloudaki &. Co. • Federal Inc. • U. S. A.
Viloudaki , Hiscock &. Co.
怡隆祥行

也

Voe!kel &. Sc hroeder
科发大药房
Vc陪lkel &. Schroeder , Ltd.
科发大药房
Volkart Brothers

褐家洋行

Vongehr , O. E. • Fed. Inc. • U. S. A.

生利洋行

Vongehr- Low China Co. • Inc.
Vordoni &.缸，. • S. J.
Vrard. L.
Vrard &. Co.

生利洋行

聚丰洋行

亨达利洋行

, L.

亨达利洋行

Wadman &.Co.
华顺洋行
Wadman &. Co. • E.
华顺洋行
Wagman , O.
万记洋行
Wagons- Li ts Tenninus Hotel
Wakefie!d &. Co. (China) , Ltd.

•

德明饭馆
德康有限公司

Walk- Over Shoe Store
华革和服鞋行
Walker. Tumer &. Co. , Ltd.
丰裕洋行
WaI1em &. Co.
华给洋行
Walte &. Co. • A.
德义洋行
Walte &. Co. • A. • Succrs.

德义洋行

Walworth International Co.

威而惠司洋行

Wanamaker , John
百样洋行
Ward. Ltd. • Thos. W.
英国机航路矿贸易公司Ward. Probst &. Co.
公平祥行
Wamer &. Co. • Inc. , WiIliam R.
华纳公司
Wamer-Hudnut &. Co. • Federal Inc. • U. S. A.
华纳公司
Wamer Brothers First National Pictures. Inc.
华纳第一国家影片公
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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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 Co. , C. E.

,

•

华伦公司

, Ltd. , C. E.
Wassiamull Assomull &. Co.

华伦公司

Warren &. Co.

屈士文洋行，森茂洋行

屈敦文布珍公司 F 华顿洋行 z 布路珍洋行

Watanmal Boolchand
Watson &. Co. , A. S.

....阳，

屈臣民大药房

Watson &. Co. , Ltd. , A. S.

屈臣氏大药房

Wattie &. Co. , Ltd. , J. A.

汇通祥行

茂盛洋行

Watts &. Co.

Weber , C. A.
新时昌洋行
Weber &. Co. , C. A.
新时昌洋行
集司公司

Weeks &. Co. , Ltd.
Weeks &. Co. , T.
Weil , M.

集司公司

兴泰祥行

Weil &. Co. , M.
兴泰洋行
Welch , Lewis &. Co.
公倍湾行
West Coast Life Insurance Co.
West End Estates , Ltd.

旧金山人寿保险公司

•

宏业地产有限公司

West of Scotland Insurance 0侃侃， Ltd.

西苏格兰保险公司

W臼tall ，

Li ttle &. Co.
中和祥行
W臼tern Co.
泰西洋行
Western Electric Co.
西方电气公司
Western Electric Co. , Inc.
西方电气公司
Western Electric Co. of Asia
西电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International Co.
美电洋行
Westminster Tobacco Co. , Ltd.
惠斯民烟公司
W臼tphal ， King

&. Ramsay , Ltd.

Whangp∞ Fe町 se叫出

锦隆祥行，太平洋行，裕昌洋行

黄浦轮渡局

Whangpoo Tug &. Lighter Co. , Ltd.

黄浦拖驳有限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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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德丰洋行

Wheelock &. Co.
Wheelock &. Co.

, Ltd.

Wheelock &. Meller
‘

会德丰洋行
会德丰洋行

Wheen , Edward
荣泰祥行
Wheen &. Son , Edward
荣泰洋行
Wh回n

r

&. Sons. Edward
荣泰祥行
Wheen &. Sons. Ltd. , Edward
荣泰祥行
Whitamore &. Co. 汇克大洋行
Whitamore &. Com mons
汇克大洋行
White &. Co.
老中庸洋行
Wh ite &. Co. , Aug.
老中庸洋行
White &. Co. , Ltd. , W. A.
公平洋行
White Brothers
老中庸洋行
White Star Co.
明星汽水公司
White Star Factory
明星汽水公司

俨

White Star Minera\ Water Factory
明星汽水公司
Whiteaway , Laidlaw &. Co.
惠罗公司
Whiteaway , Laidlaw &. Co. , Ltd.
.罗公司
Whitfield &. Co. , C.
主利大药房
Whitfiejd &. KingsmiII
有恒洋行
Whittall &. Co. , Ltd. , J.
卫德洋行
Wicking , Haπy
域景洋行
Wicking &. Co. , Harry
域景洋行
Wicking &. Co. , Ltd. , Harry
域景洋行
Wilkin皿n ， Heyw∞d

&. C\ark
吉星祥行
Wilkinson , Heyw∞d &. Clark , Ltd.
肯星洋行
Williams' Medicine Co. , Dr.
韦廉士大医生药局
W i\low Pattern Press

柳荫印刷公司

Whe

W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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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ow Pattern Press. Ltd.
柳荫印刷公司
WUson. A. W.
惠而逊祥行

•

新泰兴洋行

Wilson &. Co.

新泰兴洋行

Wilson &. Co. • Ltd.

』

和记洋行

Wilson. Cornabé & Co.

Wilson. Nicholls & Co.
广顺洋行
Winikoff' s Ba kery &. Confectionery
瑞丰公司
Wisner &. Co.
同孚洋行
Wolff. Carl

华丰洋行

Wolff. Max
华车洋行
W仅对craft Works. Ltd.

精艺术行有限公司

World Auxiliary Insurance Corpomtion. Ltd.

世界保险公司

W orthington Pump &. Machinery Corporation

魏廷敦起水机器有限

公司
魏廷敦起水机器有限公司

Worthington Pump Co. • Ltd.

魏廷敦起水机器有限公司

W orthington Pumping Engine Co.

吴鲁生洋行

Wùlfsohn &. Co. • Inc. • M.
Wulfsohn Br'臼·

吴鲁生祥行
吴鲁生洋行

Wulfsohn Co. of China. Inc.
xa飞rier Bros. • Ltd.

富隆有限公司
鸭绿江木材公司

Yalu River Lumber Co. • Ltd.

Yalu River Paper Manufacturing Co. • K. K.
Yalu River Paper-Mi1l Co.
Yamamoto &. Co.

, Ltd.

鸭绿江造纸公司

山本洋行

Yamashita Kisen Kaisha
Yamashìta Kogyo Kaisha
Yamashita Mining Co.

鸭绿江造纸公司

山下汽船株式会社
山下矿业株式会社

, Ltd.

山下矿业株式会社
、

Yamashita Steamship Co. • Ltd.

山下汽船株式会社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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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银公司

Yangtsze Finance Co. , Ltd.

Yangtsze 1m阳rt Co.
扬子进口行
Yangtsze Insurance Association
扬子保险公司
Yangtsze In创rance Association , Ltd.
扬子保险公司
Yannoulat08 Brothers (China)
五星祥行

‘

Yee Tsoong Tobacco Co. , Ltd.
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Yee Tsoong Tobacco Di stributors , Ltd.
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
司

Yingkow Waterworks &. Electric Co. , Ltd.
,
r

营口水道电气有限公

司

Ynchauti &. Co.
Ynchauti y Cia

元亨洋行
元亨洋行

Yokohama Nursery Co. , Ltd.
横滨植木株式会社
Yokohama Rubber Co. , Ltd.
横滨橡皮公司
Yokohama Shokin Ginko
横滨正金银行
Yokohama Specie Bank , Ltd.
横滨正金银行
Yokohama Trunk Co.
横滨洋行
Yokoyama &. Co.
York Shipley , Inc.

横山祥行
约克洋行

York Shipley Co. , Fed. Inc. , U. S. A.
约克洋行
Yorkshire Fire &. Life Insurance Co.
益兴保险公司
益兴保险公司

Yorkshire Insurance Co. , Ltd.
Yoshida &. Co.

育回号

Yωhida

育田洋行纸店

&. Co.

Yωhida KamÏ ten
Yωhida

Yoko
Yoshida Yoko

Yωhizawa ，

T.

吉田洋行纸店
盲目号
育回洋行纸店

育泽洋行

•

•
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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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shizawa &. Co.
育泽洋行
Yoshizawa &. Co. , T.
育泽律行
~

Yoshizawa Yoko
吉泽洋行
Yu Fong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裕丰纱厂
0-

裕丰纱厂

Yu F ong Mills

Yung &. Co. , Bartlett
怡元祥行
Zoo ng Sing Cotton MilIs , Ltd.
崇信纺织有限公司
Zuiho Co. , Ltd.
瑞宝祥行
Zuiho Yoko
瑞丰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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