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

第一节 历史沿革

合浦历史悠久，素有“还珠古郡，海角名区”的美称。

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辽阔、肥沃、富饶

的疆土上。在环城乡的清江，石康镇的二埠山岗，营盘乡的白龙、环塘，沙田乡

的坡岭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证明了这点。

2000 多年前，合浦就与东南亚各国有政治、贸易的往来，是汉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口之一。廉州城郊古汉墓出土的铜凤灯、珍珠、

中原“带钩”等大量殉葬品，以及玛瑙、琉璃、奇石、水晶等泊来品就是最好的

例证。

生活在合浦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奇特的文物胜迹，如东坡亭、海角亭、

文昌塔、魁星楼、惠爱桥、白龙珍珠城、大士阁……这些珍贵的历史胜迹和巨大

的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秦统一中国之前，合浦县属百越之地。秦平百越，统一了中国，于公元前 214

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合浦隶属于象郡。秦末，中原农民

纷纷起义，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令赵佗趁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

南越武王。合浦县属赵佗之南越国象郡所辖。

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4 月，南越国宰相吕嘉叛反朝廷。同年秋

天，汉武帝派兵南征吕嘉。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定了南越国之乱，

重新统一了岭南，废除南越前置的三郡，另设合浦等七郡。合浦郡和合浦县由此

得名。当时合浦郡管辖的有今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容县、博白、北流、陆

川、横县、上思、茂名、电白、信宜、化县、吴川、廉江、海康、遂溪、徐闻、

阳江，阳春、新兴、恩平、罗定、六浮、琼山等县；合浦县所管辖的地方有今的

容县、博白、北海、北流、陆川、钦州、防城、灵山、浦北以及横县、上思、玉



林的一部份。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 43年）合浦郡治由徐闻迁往合浦。三国时期，

吴国孙权进兵岭南，合浦属吴国。吴大帝黄武七年（228 年），合浦郡改为朱官郡。

孙亮时恢复合浦郡，合浦县仍隶属于合浦郡。这种建制基本上持续到隋初。

公元 581 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

全国实行精简郡县。公元 589 年撤销合浦郡。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恢复合浦郡。

合浦郡管辖合浦、北流、海康、龙苏等 10个县。

公元 618 年，隋亡于唐。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废除合浦郡，复设越州，

管辖合浦、安昌、高城、大廉、大都五县。唐太宗贞观八年(634 年)合浦县增设

珠池县，把越州改为廉州，合浦县仍属之。贞观十二年将珠池县并入合浦县。唐

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州为郡，复称合浦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合浦郡

改为廉州，管辖大廉、合浦、封山、蔡龙（今浦北境内）。

唐懿宗咸通年间，由于南疆遭受外来侵扰，唐将高骈曾在每门镇（今廉州）

集结兵力 3万余人，镇守海疆。

五代十国时期，合浦属南汉。南汉乾亨元年设置常乐州（今常乐镇）于合浦

县地。南汉大宝五年（962 年）在海门镇增设媚川都，专管采珍珠上供朝廷。

宋朝封建政权建立之后，宋太祖开宝四年进兵南汉，进取岭南之地，先后撤

销媚川都、常乐州，将封山、蔡龙、大廉并归合浦县。宋开宝五年，设置石康县

（今石康镇）隶属于廉州。宋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撤销廉州，设置太平军，合

浦并归石康县，隶属太平军。宋真宗咸平元年，撤销太平军，复设廉州和合浦县，

合浦石康隶属于廉州合浦郡。宋末合浦县常受交址寇贼侵扰，百姓极不安宁，熙

宁八年（1075 年）寇贼攻陷廉州，杀死兵士、群众 8000 余人，造成合浦历史上

的一次大惨案。

公元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 年)12 月，改



廉州合浦郡为路，称为廉州路总管府。

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 1368 年灭元建立明朝。全国除两京直辖地区外，共设

13个布政司（习惯称行省，简称省）。为了抵御外来侵扰，在我国沿海建立了 50

个卫所和 127 个千户所。当时廉州府隶属于广东布政司，并在钦州和永安（今合

浦山口永安）分别设有千户所。永安千户所高筑城墙周长 46.1 丈（高 1.8 丈，

宽 1.5 丈）深挖护城河 500 多丈，城墙上设窝铺 18 间，城偻 4 座十分坚固。明

洪武七年(1374 年)再并合浦县入石康县，洪武十四年(1381 年)又复置合浦县。

明永乐年间，合浦县沿海常受侵扰。明永乐八年(1410 年）12 月倭寇攻陷廉州城，

抢劫民财，杀害群众。明正统七年至成化三年(1442 至 1476 年)，广西大藤峡瑶

族起义军先后 9 次进攻廉州，4 次进攻石康县。由于社会动乱，石康已变成“民

散地荒，税无所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 年)便将石康并入合浦县。合浦县境

界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清朝，合浦县隶属廉州府，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清朝末期，合浦动乱，百

姓遭殃，百业衰落。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党在廉州

举行起义，成立廉州都督分府，结束了清朝在合浦的封建统治。同年清兵发动兵

变，抢劫民财，烧毁民宅，廉州陷入恐怖之。

辛亥革命后 1912 年撤销廉州府，合浦县直属于钦廉道。1931 年合浦县直属

于广东省。1936 年直属于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署所在地设于廉州。

这段时间，由于国民党军阀割据，廉州成了各系军阀相争之地，合浦人民生命财

产受到极大损失。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同年 12月 3日合浦县解放，成立了合浦县人

民政府。1949 年至 1951 年，合浦县先后隶于广东省南路专区、广东省钦廉专区、

广东省钦州专区。1955 年把钦州专区改为合浦专区（专署所在地设在廉州）。1958

年撤销合浦专区，将北海市、浦北县并入合浦县，隶属广东省湛江专区。1965



年合浦县重新分出浦北县和北海市，隶属广西饮州地区。1987 年合浦划归北海市

管辖，成为全国沿海地区经济对外开放县之一。

合浦县现辖廉州、石康、常乐、公馆、南康、西场、山口等 7个镇，环城、

乌家、沙岗、党江、福成、营盘、白沙、沙田、石湾、曲樟、闸口等 11 个乡。

乡镇下属的村公所和街民委员会共 319。据 1987 年底统计，全县现有 202598 户

人家，人口 949905 人，其中壮、瑶、苗、京、侗、回、黎等少数民族共 3600 多

人；归国华侨 3200 人，侨眷、台属 2 万多人,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有 1 万多入。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10 人。1984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0.16‰，1987 年已下降至 14.53‰。

第二节 行政区域

县府所在地——廉州镇

古代曾叫海门镇，现在是合浦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全镇总面

积为 2.7 平方公里，辖有 5 个街委会，1 个郊区村公所，68个居民小组，6个村

委会，86条街。1987 年镇人口 52331 人。始设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 年)，至今

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历代封建主朝或政府都以廉州为县治、郡治，州治、

府治、路治、专区驻地。北宋元祐年间至清朝乾隆年间，勤劳的合浦人民用自己

的双手高筑起一道长达 802 丈，高 3.1 丈的雄伟廉州城墙。这里由于常常驻扎重

兵，抵御入侵之敌，曾有“不怕廉州人，只怕廉州城”的说法。

宏伟壮观的海角亭、东坡亭、文昌塔，以及风景如画的东坡胡、真观湖把廉

州占城装点得更加娇娆，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城镇建没发展很快，新开辟的解放路、还珠大道两旁高耸着雄伟的

还珠宾馆等层建筑，展示了 80 年代城镇建设的风姿。还珠大道东端的妩媚动人

的美人鱼塑雕像，象征着珠还合浦。

随着廉州镇的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新的一座座厂房座落在古城内外，新的



工艺和科研成果频频问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迎来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新

的产品畅销全国，远销港澳和国外。1987 年全镇的工业总产值达 4050 万元。炮

竹、烟花、罐头、工艺等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每年为国家创大笔外汇。

文化教育事业也日益发展。全镇有中小学 14所，1984 年普及小学教育后，

1986 年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廉州中学创建于 1905 年，每年为高等学校和各条

战线输送一批人才。

廉州镇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方便。

公馆镇

位于合浦县城的东北部，南部濒临北部湾。全镇辖管 24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

委会，人口为 98633 人。总面积为 124 平方公里。

近年来，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主要的工业产品有水泥、炮竹、建筑材

料、食品和食盐等。其中水泥、炮竹等畅销全国各地和港澳地区。主要农业产品

有水稻、甘蔗、花生和烟叶等。海产品主要有鱼、虾等。

这个镇的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海上有铁山港，可直通全国各大城市和

港澳，这为发展运输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全镇有高完中 1 所，初中 4所，小学 26

所。

南康镇

位于合浦县的南部，东临北部湾，全镇 25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委会，总面积

为 366 平方公里，共 77278 人。

该镇物产很丰富，主要盛产水稻、甘蔗、木薯、花生、蔗糖、橡胶、陶器、

食盐、鱿鱼、对虾等，其中赤江陶器煲深受欢迎，畅销全国各地和 19 个国家地

区，每年为国家创外汇 300 多万元。

该镇交通方便，公路直通县城和各乡镇。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有高完中

l所，初级中学 4所，小学 30所。



石康镇

位于合浦中部，有21个村公所和1个街委会，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共588515

人。

早在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始没石康县，直至明代成化七年(1471 年)合并于

合浦县，500 多年的历史，石康经历了兴衰的变迁。公元 1442 年到 1467 年间，

广西大藤瑶族人民起义军，先后 4次进攻石康，处死县令罗绅，沉重地打击明朝

在石康的统治。

近年来这个镇的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主要产品有水稻、花生、黄麻、

甘蔗、炮竹、竹器、玻璃等。

全镇有初高中 3 所，农业技术中学 1 所，小学 23 所。境内有合浦至灵山、

浦北公路通过，交通方便。

山口镇

位于县城东部 94 公里处，东与广东廉江相邻，北与广西博白相连，是两省

区（广东、广西）、三县（合浦、博白、廉江）交界的贸易集散地。每逢圩日，

来自各地的赶集群众汇集这里，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十分繁荣。全镇 l5 个村

公所和 1 个街委会，总面积 125 平方公里，共 52805 人。

这个镇农产品有水稻、花生、木薯，手工业产品有炮竹、五金、农机、塑料、

桉油等。解放前有鼠疫病流行，解放后，卫生防疫工作做得好，此病已经绝迹。

该镇交通方便，是合浦到湛江公路必经之道。全镇中学 3 所，小学有 16 所。全

国罕见的珍贵文物四排楼（大士阁）就在此镇。

西场镇

位于合浦县城的西南端，地处南流江和大风江出海口之间的河网地区。西南

面临北部湾的钦州湾。全镇 24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委会，面积 171 平方公里，共

75252 人。



该镇不但盛产水稻、甘蔗、鲜鱼、对虾、蟹，而且还有特产大蚝和龙眼肉（桂

圆肉），又有丰富的钛铁矿产资源。大坡村出产的大蚝是高级的滋补品，为降血

压、降血脂的良药。老温村生产的龙眼肉味甘归脾，壮阳益气，是治疗思虑过度、

劳伤心脾、虚烦失眠、自汗惊悸、产后浮肿、脾虚泄泻的良药。这些特产畅销全

国各地和港澳，为国家创造大笔外汇。

全镇有高、初级中学、农业技术中学共 6所，小学有 35所。公路四通八达，

水陆交通方便。

常乐镇

位于合浦县城北部，地处南流江三角洲的顶端，北与浦北县相连。全镇 22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委会，总面积 263 平方公里，共 61852 人。

早在五代十国，南汉乾亨七年(917 年)曾在此镇设置常乐州，并以附近为州

治。解放后，这个镇的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主要生产水稻、甘蔗、花生、竹子、

蚕桑、副食品等。它是合浦县蚕桑生产的基地，蚕丝生产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实践中，广大劳动人民总结摸索出一套蚕丝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这里生产的生

丝、绸缎以及蚕丝织成品成为我国出口的拳头产品，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深受客商的欢迎，每年为国家创造大笔外汇。

全镇有蚕桑职业中学、农业技术中学各 1 所，初级中学 3 所，小学有 23所。

南流江流经境内，合浦至浦北、灵山公路通过此镇，水陆交通方便。

营盘乡

位于合浦县城南部，南面临北部湾，全乡 15个村公所，面积 107 平方公里，

共 54564 人。

这个乡是白龙珍珠城的所在地，民间故事“合浦珠还”发生于此。这里出产

的珍珠驰名世界，人们常说的“东珠（日本产）不如西珠（西洋产），西珠不如

南珠（合浦产），就是这个意思，目前全乡有国营、集体及个人珍珠场 47个，养



珠专业户 83个，年产量逐步上升。

全乡现有鱼船 300 多艘，1万多马力，以鱼业为主。主要海产品有鱼、虾、

蟹、沙虫、鱿鱼。农产品有稻谷、花生、甘蔗、木薯等。海陆交通方便。现有初

级中学 3 所，水产职业中学 1 所，小学有 15所。

党江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南部，地处南流江出口处的冲积平原，南面临北部湾大海，

土地平坦肥沃，海岸线长，沟渠密布，为种养提供了条件。全乡有 17 个村公所

和 1个街委会，面积 68平方公里，共 43755 人。

这个乡现有耕地面积 65800 多亩，其中水田 60000 多亩，每年为国家生产粮

食 5万多吨，有“合浦粮仓”之称。该乡充分发挥优势，大养其鸭，1987 年为国

家生产肉鸭 100 多万只、鸭蛋 25万斤，因此人们称“稻蛋基地”。解放前，这里

盗贼出没，耕作落后，年种单造“赤禾”（水稻品种之一，谷粒粗米赤色），如今

大办水利，一年双造，五谷丰登，人牧兴旺。

全乡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工业企业有造船、运输、农机修理等。主要出产

水稻、黄麻、甘蔗、鱼、虾等。该乡水陆交通方便。现有初级中学 2所，小学有

17所。

沙田乡

位于合浦县的东部，东面与广东相连，南临北部湾，6 个村公所，面积 313

平方公里，共 15374 人。

该乡以渔业为主，现有渔船 l44 艘，约 700 多马力。主要海产品有各种鱼、

虾、蟹、儒艮（也叫美人鱼）。其中儒艮是世界稀有的珍贵动物，至今世界上出

产这种动物的只有两个国家。该乡水陆交通方便。现有初级中学 1所，小学 7 所。

福成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西南部，南频北部湾。全乡 20 个村公所，面积为 293 平方



公里，共 61832 人。

福成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过去，是南康、公馆等地来往高德、北海必经之

地。加之四处群众汇集在此，再成为圩市，故名“复成圩”。后来生意人家讲“彩

头”，便把“复成”的“复”字换为“福”字，这是“福成”得名的由来。抗战

开始，原驻北海的“广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合浦“地方法院”都迁至福成办

公，司法人员和诉讼人员来往甚多，福成圩盛名远扬，市场曾一度兴旺。宋代的

陶瓷上窑遗址就在这个乡。

该乡主要出产炮竹、水稻、花生、甘蔗、黄麻、食盐。自治区最大的竹林盐

场和北海飞机场就在这里。这个乡的海陆空交通方便。现有初级中学、农业中学

各 1所，小学 20所。

白沙乡

位于合浦县东部，东北部与博白相邻，南部临北部湾。全乡 23个村公所，

面积为 225 平方公里，人口 77169 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乡扬长避短，在大力发展炮竹、造纸、塑料、水

泥、水稻、甘蔗、花生、黄麻、胡椒、林木生产的同时，发挥近海优势，大力发

展鱼业生产，现已有海（淡）水养殖场 3000 余亩，年产量达 130 多担。交通方

便，公路四通八达，合浦至湛江公路经过此乡。全乡现有农业技术中学 l所，初

级中学 3 所，小学 24所。

环城乡

位合浦县城郊，南临北部湾，全乡 26 个村公所，面积 200 多平方公里，共

68900 人。

这个乡的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甘蔗、黄麻、花生。海产品有鱼、虾、蟹。乡

办开发性企业有建筑、建筑材料、服务业等。该乡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全

乡有农业技术中学 1 所，初级中学 5 所，小学 26所。



该乡工厂林立，古汉墓到处可见，在风景秀丽的望洲岭山麓，屹立着明代兴

建的高达 24米的文昌塔，是游人爱至的历史胜迹。

曲樟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西北部，东北面与浦北、博白县相连，管辖 l1个村公所，

总面积为 230 平方公里，人口 19212 人。

这个乡地处山区，是当年的革命游击区。主要生产炮竹、水果、水稻、花生、

木薯、林木、竹子等。近年来，这个乡发挥山区优势，大力发展林业生产，现有

山林 17 万亩，人均 8 亩多。全乡现有初级中学 2 所,小学 12 所，该乡有公路通

公馆和县城。

闸口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东部，南部面临北部湾。全乡 15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委会，

面积 104 平方公里，共 34590 人。

这个乡主要生产炮竹、食品、水泥、水稻、花生、甘蔗等。近年来，该乡在

抓好以农业为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生产，现有山林 30万亩，人均近 10亩。

该乡北面是山，南面临海，是合浦至湛江必经之道。1944 年 11 月，革命游击队

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伏击日寇四个联队，战果显赫。全乡现有初级中学 l 所，

农业技术中学 1 所，小学 15所。

石湾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北部，北面与灵山相连，18个村公所，面积 260 平方公里，

共 42593 人。

该乡主要生产炮竹、建筑材料、米酒，以及水稻、黄麻、花生、甘蔗、黄豆

等。这里产的白花塘米酒，经过密封地藏三年，味道醇香，饮不惜杯。这个乡原

来交通不便，近年来，县乡党政领导发动群众，多方筹资，建起了广西较长的石

湾公路桥，沟通了灵山至合浦的公路线二该乡有初级中学 3所，小学 18所。



沙岗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西部，南部面临北部湾。全乡辖管 16 个村公所和 1 个街委

会，面积 136 平方公里，共 37651 人。

近年来，这个乡的企业主要生产炮竹、建筑材料、瓶盖和进行粮食加工。主

要农作物有水稻、甘蔗、花生。该乡的水陆交通方便。全乡有农业技术中学 1所，

初级中学 1所，小学 18所。

乌家乡

位于合浦县城的西北部，西面与钦州市相连。该乡 8 个村公所，面积 242 平

方公里，共 15217 人。

近年来，这个乡在抓好炮竹、食品加工、建筑材料、水稻、红薯、甘蔗等项

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生产。现在全乡有山林 20万亩，人均有林近 20亩，

有合浦县“绿色屏障”之称。每年为国家生产大批木材。境内有合浦至钦州、南

宁的公路通过，交通方便。全乡有初级中学 1 所，农业技术中学 1所，小学 8 所。

第三节 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

合浦县位于我区南部北部湾北岸，东部与广东廉江县和广西博白县接壤，北

与浦北县、灵山县相邻，西与钦州市交界，南和北海市相连。地处东经 108°50′

45″—109°47′28″；北纬 2l°26′0″—21°55′34″之间，县境东西最大横

距 9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54 公里，总面积 3062.8 平方公里。合浦县的地理位

置非常重要，它是粤桂公路必经之路，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有“海北雄藩”之称。合浦县的地理位置适中，气候温

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相对外开

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地形和土壤



合浦县的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构成阶梯形的丘陵、台

地、平原地形。丘陵地 148 万亩，占全县面积的 32.2％；台地 201.8 万亩，占

44％；平原地 109.4 万亩，占 23.8%。全县丘陵、台地、平原平均海拔 200 米以

下。

丘陵地带主要分布在合浦县的东北和西北，以及与邻县广东廉江、博白、浦

北、灵山、钦州市交界的公馆、曲樟、常乐、石湾、乌家等乡镇。这些土地适宜

种果树和造林，是发展林业和水果生产的重要基地。

台地由南海北部湾古浅海沉积物秘聚而成。属浅海沉积台地类型。地面平坦，

土层深厚，起伏缓和，切割微弱，坡度小，土壤含沙多，酸性，为红色壤土，渗

透性强，涵养性差，易于干旱。这类土地主要分布在沙田、山口、白沙、南康、

福成、闸口、石康、环城、沙岗、西场、乌家等乡镇。是粮食、甘蔗、花生、黄

红麻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基地。

平原有南流江冲积平原、滨海沉积平原和公馆盘地平原。平原地势平坦，土

地肥沃，土层较厚，有泥肉田和潮沙泥田两种。分布在合浦县中部和南部。位于

南部的南流江三角洲，平均海拔 4米，似船桨形状，由顶端常乐镇自东北向西南

延伸 50公里，是广西最大“河网三角洲”，也是合浦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

全县的丘陵、台地、平原地的土壤主要有水稻土、红壤土、赤红壤土、潮土

和沼泥土。旱坡地一般以红壤土和红沙土为主，水田一般是潮泥田、黑泥散田、

咸淡酸田。潮泥田和黑泥土层厚，主要含石英沙和有机质，宜于水稻等农作物生

长。

山 脉

合浦境内的山脉是六万山的余脉，东自山口镇蜿蜒向西端的西场镇和东南沿

海伸延，横贯 10个乡镇，气势磅礴，格外妖娆。

主要山脉有梅嶂山、矮嶂、烟墩岭、观音岭、白石岭、金鸡岭、五梅梳、天



鹅岭、陂顶岭、古楼嶂等。梅嶂山屹立在合浦县的东北角上，与博白县交界，海

拔 541 米，是全县最高的山脉。矮嶂海拔 496 米。其余山岭的高度都在海拔 300

米以下。分布在公馆、曲樟、常乐、石湾、乌家等乡镇的丘陵，均在海拔 100 米

以下。

河 流

县境内的大大小小河流有 93 条，都是自北向南汇流入北部湾。全县主要河

流有南流江、丹竹江（又名大风江）、洗米河、白沙河、洪潮江、武利江、公馆

河、长坡河、后龙江、义治江、三合口水和西江等。县境内河流总长 558 公里，

年径流总量约 90. 87 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约 7580 千瓦，水力资源丰富。

南流江是全县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大容山、全长 287 公里，从本县曲樟乡

入境，流经常乐、石康、古湾等乡镇，然后分为三条支流注入北部湾。一条叫三

叉江，流经总江口，于党江乡三汊江又分为三处入海；一条叫洪潮江，流经上洋、

沙岗后，于七星岛入海；还有一条叫西门江，流经周江、廉州，于环城乡烟楼入

海。南流江在县内全长 100.4 公里，下游由东北向西南延伸 5 公里，横跨 5 至 10

公里，河口地段宽 20 公里，流速减缓，沉积严重，每年 6 至 8 月以及逢涨潮时

才可通航。与钦州市交界的丹竹江（又叫大风江）在大欢港流入海东部的洗米河

和白沙河分别在榕根港、英罗港流入海。东北部的公馆河流入铁山港。南部与北

海市交界的后龙江（又叫福成江）、义治江、三合口水流入北部湾，这些小河均

不能终年通航。

海 湾

碧波万顷的大海，环绕着合浦县东南面，犹如一条蓝色的绢纱．围系着全县

11个乡镇的半壁河山，把合浦江山装点得更加端庄、秀丽。

全县海岸线长达 393.2 公里（岛岸线 37.2 公里）。在这延绵曲折的海岸线上，

分布着许多优良的港口。主要港口有公馆铁山港．沙田、营盘、白沙、英罗、榕



根、大欢港、白龙港、石头埠、大路山、螃蟹田等。其中最大是公馆铁山港，它

延伸入内陆水域约 550 平方公里。这是开发海洋资源，加强和国内沿海各大城市

以及港澳地区的联系，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合浦县的海湾、海港是盛产鱼、虾、蟹和盐的天然基地。由于沿海有 22 条

江河淡水流入浅海，水质肥沃，饲料生物种类较多，加上气候适宜，是鱼类、贝

类、藻类生长繁殖的良好地带。沙田、营盘、石头埠、大风江是合浦县最大的良

好的天然鱼场。绵延的海湾为振兴合浦经济提供了利的条件。

气 候

合浦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其特点是，夏不酷热，

冬不严寒，夏长冬短，四季气候温暖。

全县的气候湿润，光照强，热量足，地面太阳总幅射量 116.68 千卡，是全

国光能最丰富、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年平均气温是 22.3℃，最热的 7月份，平

均气温 28.4℃，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3.9℃。年平均温度最高是铁山港以

东、白沙、山口、沙田及西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乡镇。最低温是南流江南域。相对

而言，南康盛夏最热，廉州环城隆冬最冷。年无霜期最长 365 天，最短 316 天，

平均 350 天，霜冻期出现一般在当年 l1 月至翌年 2 月。地温夏高冬低，年平均

值为 24.3℃至 25.1℃。年降雨量一般在 1500 至 1800 毫米之间，年均达 1663 毫

米，最多达 2107 毫米，最少有 907 毫米。一般夏季雨量最多，占全年降雨量的

57%，冬季雨量仅占 6%，春秋雨量基本相近。县境西部的乌家、西场和北部常乐

附近的地区为多雨区，东北部的公馆、曲樟等地和中部、南部的南康、廉州、福

成等地为中量雨区，东南部的白沙，山口、北部的石康和中部的清水江一带一为

少量雨区。

合浦县属季风区，盛行风向随着季节的更变而转换。春季（3至 5 月），风向

由偏北逐渐转向西南；夏季(6至 8月）盛行偏南风；秋季（9至 11 月）、冬季（12



月至 2 月）盛行偏北风。全年平均风力 3.0 米/秒，最大风速 30.0 米/秒。每年 4

至 9月均有 1 至 2次台风。风力一般 7、8级，最大的达 12级以上。

灾害性气候有干旱、低温、阴雨、倒春寒、洪涝、大风、冰雹、暴雨等。对

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是“两旱”（春、秋旱）和“两寒”（倒春寒、寒露风）。在

实践中，群众总结许多气候谚语。如：早起天无云，日出渐光明；暮看西边明，

来日定天睛；雨淋春牛头，有四十二日沤；春南夏北，无水磨墨；南风吹到底，

北风来迎礼；春雾睛，夏雾雨，秋雾晒死泥鳅鱼，冬雾冷死牛和驴……

资 源

合浦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海洋资源。全县海岸线长，海湾多，海滩深，海滩涂（潮间带）64万亩，可

围垦的有 8.5 万亩。浅海域(1-10 米)达 120 万亩。海区没有工业污染，宜于发展

珍珠、对虾、青蟹、江篱、大蚝、泥蚶等人工养殖和制盐业。浅海常见的海产鱼

类有 160 多种，虾类 40多种，贝类 10多种，藻类 3 种。北海湾鱼类持续资源量

达 70万吨，年最佳可捕量为 35万吨。目前，海洋资源正在开发之中。

动植物资源。全县已查明的植物有 815 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有甘蔗、花生、

黄麻、龙眼、荔枝、桉树、湿地松、甜竹、等多达 450 种。动物有 600 多种，经

济价值较高的有猪、鸡、鹅、鸭、水鸭、水鱼、鱼类等 200 多种。

水资源充足。合浦县境内河流多，江流长，平均年流量 90.87 亿立方米，地

表地下水总量 37.48 亿立方米，已利用的 17 亿立方米。解放后兴建了许多大中

小型水库，总库容 19.48 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10.63 亿立方米。

矿产资源。经过勘探，全县有开采价值的为石油、黄金、硫磺矿、铅、锌、

钛铁砂、石英玻璃砂、石膏、高岭土（陶土）、石灰石、火山灰、泥炭土、铁矿、

花岗岩等。石油储量丰富，钛铁矿砂储量约 500 万吨；石膏储量约 2.73 亿吨；

白泥储量约 1.8 亿吨；高岭土储量约 14 亿吨；石灰石储量约 1.4 亿吨；铁矿储



量约 293 万吨；花岗岩储量约 150 万立方米以上，矿类多数集中连片，品位高，

开采条件好。

旅游资源。自汉朝以来，合浦便是著名的珠宝集散地，曾云集过不少的中外

贾商富豪、名人雅士、能工巧匠在此经营劳作，留下了不少的名胜古迹。现列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有山口永安大士阁；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的有白龙珍珠

城遗址、下窑遗址和古墓葬群；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东坡亭、海角亭、

文昌塔、惠爱桥、魁星楼等 26个（处）。更为珍贵的出土文物有成千件，其中西

汉铜凤灯、铜屋、铜方匾。三足盘等 5件稀世文物，先后到日本、东欧、西欧和

加拿大等 10 国展出。这些古今壮观的文物胜迹，既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

济、交通、文化、艺术、军事以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提供了极为宝贵

的实物史料，又成为无数游客的游览胜地。近些年来，已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前

来考察和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