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经济概况

合浦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生产条件得

天独厚。可是，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自然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丰富的自

然资源横遭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恣意破坏和掠夺，残酷的政治压迫和

经济剥削，使得合浦人民世世代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国民经济长期处于极其

落后的状况。据统计，1949 年合浦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 5000 万元。

解放后，合浦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 40 年的艰苦奋斗，尤

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合浦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7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

值为 5.96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计）比 1978 年增长 97.11%，年均递增 7.1％。

当年财政收入 4462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95.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

1987 年群众储蓄存款余额达 1.58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0 倍。

第一节 前进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据《合浦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合浦“工业尚属幼稚，即有所制作而陈陈

相因，无进步改良之可言，唯有附城所制炮竹，每岁运销越南等处”，直到解放

前的 1949 年，县内工业仍然非常落后，除了一些私营的炮竹、铁器作坊之外，

县城仅有 l台 7 千瓦照明用的发电机组。新中国成立后，合浦人民充分利用本地

自然资源优势，使地方工业迅速发展，1987 年拥有工业企业 251 个（不含村办企

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 80 个。形成了以制糖、制盐、麻纺、机械、印刷、罐

头食品、工艺美术、建筑生产、烟花炮竹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为骨干的 20 多个行

业，拥有职工 15万余人。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基础，全县共有科技人员 9581 人，

其中高级科技人员 61人。全县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1.86 亿元。1987 年工

业总产值 3.24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49.1％。主要工业产品有糖、盐、水泥、

罐头食品、烟花炮竹、麻纺、日用陶瓷、建材等。

合浦是广西制糖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现有西场、南康、白沙 3 个糖厂，日



榨能力分别为 2200 吨、1500 吨和 800 吨。1987 年产糖 4.5 万吨，除小量供应本

县外，绝大部分销往全国各地，制糖工业已成为合浦经济的一个支柱。

麻纺织品在海内外都负有盛望。全县有 3 个麻纺厂，职工 2000 多人，拥有

全套国产现代化麻纺生产设备。生产的麻袋线条均匀，洁净度好，拉力足，经向、

纬向、缝边三强力均超过国家标准，赢得用户的信赖。1987 年生产的麻袋超过

1000 万条，远销日本、美国、港澳及东南亚地区。

烟花炮竹在全国享有盛誉，是全国三大产区之一。技术力量雄厚，生产工艺

精湛。主要产品有高空、中空、低空、旋转升空、地面、水面、吊线、花筒、具

玩等数十个类型共 120 多个品种。1987 年生产烟花炮竹 54万箱，为国家提供税

利 1300 多万元，出口品种 70 余个，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合浦生产的青刀豆、磨菇、菠萝罐头也是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

乡镇企业正在崛起，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1987 年全县乡镇企业总

收入 2.62 亿元，总产值 2.66 亿元。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5 倍和 6.4 倍。乡镇企

业以烟花炮竹、建材、建筑和农副产晶加工为主，其中烟花炮竹，全县乡镇有 28

个生产企业，从事烟花炮竹加工的 6万多人。乡镇企业有乡办、村办、联办，个

体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动，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从 1984 年开始，每年以 20％

的速度递增。72%的乡镇总收入超千万元，有 28个村公所超百万元。

外向型工业也正在逐步形成。一大批地方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出口产品除

烟花炮竹、罐头产品外、还有麻袋、珍珠、牛角雕、双耳沙煲、貂皮、对虾等 200

多个，销往世界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 年全县提供外贸总值达 534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217.9％。

现在，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巳由 1978 年的 33.87％提高到

1987 年的 54.5％。

1988 年 7月，合浦县委、县政府制订了 1988 至 2000 年的《合浦县实现沿海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规划》，对发展全县的工业提出了奋斗目标，兴办一批

富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建材，从 1988 年至 1990 年规划新建水泥厂 11 个，加

上现有生产能力，达到年产 62.8 万吨的生产能力；新建年产陶器 1620 万件的陶

瓷厂 2 个，年产 4000 平方米的红石板厂 1 个；矿产开采加工方面，开采利用本

地铝矾土、钛铁矿、石英砂等资源，兴建有关工厂 8个；轻纺，以自产韵黄麻、

蚕丝、羽毛为原料，进行系列产品精湛加工；轻、化、食品工业，规划从 1988

年至 1990 年，新建和扩建制革、塑料、罐头等工厂 6 个；大力搞好糖蔗综合利

用开发，在 1988 年至 1990 年内，争取新建日榨量 2000 吨糖厂 1 个，加上原有 3

个糖厂，日榨量扩大到 l万吨，1992 年实现年产机糖 lO万吨以上。同时，利用

蔗渣，废糖蜜、废液等配套建立有关工厂 7个。另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三

来一补”业务及“三资”企业。到本世纪末，争取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三来

一补”年工缴费、“三资”企业年产值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能源方面，1988 年

至 1989 年，采取集资贷款等办法，兴建西场、廉州、公馆 3 个 3000 瓩以上的发

电厂，并争取在 1995 年前建成石头埠 240 万瓩火力发电厂，力求到本世纪末实

现全县社会生产总值比 1987 年增长两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980 年不变价)增长

1.5 倍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22亿元。

合浦地扼粤桂通往越南之咽喉，又具有海、河、陆交通运输的有利条件，是

大西南各地进出北海口岸的必经之地。交通事业发展较早，1922 年廉北公路建成。

1926 年后，合浦先后修通了合灵（灵山）、合钦（钦州）、合山（山口）等公路干

线，乡镇公路有北海至南康线。1930 年，由广东省政府拨款修通廉石（石康）公

路。但总的来说，解放前交通运输事业是落后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经济建

设事业的发展，交通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公路网点遍布城乡。1987 年县境内有

公路 67 条，长达 1000 多公里，为 1949 年的 167 倍，主要干线 3 条，长 147.8

公里，全县公路铺成柏油路面占管养里程的 63.5％，好路率达 98％。合浦公路



段从 1982 年起连续 6 年被广西交通局授予好路段称号，1980 年 4 月获国务院交

通部通令嘉奖。运输车辆大幅度增加，1987 年全县拥有各型汽车 1621 辆。不但

县内各乡镇及跟四邻县有汽车通往，而且班车直达南宁、柳州、梧州、玉林、湛

江、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交通十分方便。近年来，交通运输在改革开放中发

展为多层次、多渠道的经营方式，采取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办法，大大增

强了运输能力，扩大了客货运输。1987 年仅县汽车站客运量就达 240 万人次，客

运周转量 1.44 亿人公里，货运量 7.28 万吨，货运周转量 506.89 万吨公里。

水上航运在全县交通运输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沿海和南流江两岸 16 个乡

镇均可进行水上运输。水上航运分为海运和河运两种。县境内主要海港码头有石

头埠、大路山、螃蟹田、沙田港等。解放前，合浦海河运输机动船、机帆船、大

小帆船、渔船数千艘，将粤桂两省及西南各地物资由县境内的北海港运往东南亚、

香港、越南。《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日等

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丰富资源进行掠夺，通过北海港将原料源源运走。石头埠

港为优良的深水港口。1905 年，法国为了加强对我国的进一步掠夺，企图侵占石

头埠港，与广州湾（今湛江）联成一体，曾派员勘测，后遭全县人民的坚决反对，

阴谋未得逞。抗战期间，沿海被日冠封锁后，石头埠港便成为合浦抢运物资通往

广东安铺、广州湾的主要航运基地。

河运以南流江为主。抗战期间，广州湾沦陷后，南部沿海被敌机、敌舰封锁，

南流江便成了南部沿海一带能够进行海、河、陆联运的唯一通道。南部海盐（高

州茂晖、海南岛三亚、雷州半岛乌石、合浦白石等盐场），均由海船抢运至党江

海河转运站，再改用内河长船，溯南流江直上，抵玉林船埠后，转车运至贵县，

再用拖轮驳运水路，达柳州大湾，由大湾改用火车，转运粤桂湘鄂赣黔等省。南

流江在抗战期间，抢运食盐、汽油、棉花等抗战物资达数十万吨，在交通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合浦的航运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87 年全县



有水上运输船 342 艘，6324 吨位，仅专业运输企业完成货运量就达 2.31 万吨，

货运周转量 648 万吨公里。为了使交通运输事业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县委、县

政府规划在。七·五”期间，重点发展经济公路，辅之发展旅游公路、水上运输，

普遍提高原有公路的等级。此外，还重点抓好扩建合浦至北海、合浦至山口、合

浦至江口、合浦至沙田的 4 条主要干线；逐步修通北海至石头埠的沿海公路和新

修曲樟至大龙洞的山区公路；抓紧建成两个单项工程：一-是投资 500 万元在环

城新建合浦县二级汽车站，二是争取区、县、乡三级联办沙田码头，解决桂东南

至香港等地的水陆交通。

第二节 农业的优势和发展

合浦的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汉时，合浦便出现

了"男子耕农，种水稻、芝麻，女子桑蚕织绩……民有五禽”的生产景象。

农业资源得天独厚。合浦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温和，光、水、热量充沛，一

年四季均可种植作物，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境内地势平坦，平原广阔，土

地肥沃。土地总面积为 459.3 万亩，现有耕地 110.8 万亩，尚有宜开发利用土地

较多，潜力不小。全县有可营林地 188.87 万亩，其中已造林地达 l05 万多宙。

草地 5.7l 万亩待开发利用。境内有南流江冲积平原、滨海沉积平原和公馆盆地

平原，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3.8%。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

沃，宜发展粮、糖、油、麻。特别是位于中南部的南流江三角洲，为广西最大的

“河网”三角洲，面积 550 平方公里，是合浦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基地。虽然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资源条件优越，但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农田水利设施极

少，旱涝濒繁，耕种粗放，生产水平很低，粮食平均亩产不到 200 斤。解放后，

大力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改造耕作技术，改

良品种。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生产结构的改革，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1987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2.7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5.4



倍。

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有甘薯、木薯、玉米、芋头、黄豆等 93个种类，

占用耕地面积 80%左右，耕作制度一年三熟，双季稻加冬种作物较多，一般每年

3月至 6月为早稻季节，7 月至 10 月为晚稻季节，11月至次年 2 月为冬作季节。

全县各乡镇普遍种植水稻，主要产区在南流江三角洲和公馆盆地。位于南流江三

角洲的党江乡是合浦的主要产粮基地，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南流江贯穿全境，极

宜种植水稻，每年种植面积达 6 万亩以上，总产量 5万多吨，上交国家商品粮占

全县各乡镇之首，是合浦的一大粮仓，1987 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137 万亩（含

复种），粮食总产量 27.5 万吨。

甘蔗是合浦仅次子粮食作物的第二大作物，种蔗已有 300 多年历史。明朝时

蔗糖生产已有相当规模。解放前就有大批优质红片糖远销国内各地和港澳、东南

亚一带。近年来，合浦大力引进和改良品种，主要栽种早熟高产高糖分的桂糖 11

号和适应丘陵、瘦脊地区生长的中熟、高产的粤糖 64/395 号两个品种，同时推

广科学种植，在春植的基础上，发展了夏、秋、冬植蔗，加速了甘蔗生产的发展。

1987 年，全县种蔗面积达 11万多亩，总产量 45万吨，产优质糖 4.5 万吨。按生

产习惯，土质状况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蔗区：

沙质旱坡地蔗区，包括四场、沙岗、乌家等乡镇。该蔗区种蔗历史较长，耕

作水平较高，优质高产。如西场镇的大坡、马池沟、新民、西镇等村，大面积甘

蔗亩产达 1万多斤。

沙质旱坡、丘陵蔗区。包括东片的闸口、公馆、白沙、山口、沙田等乡镇。

该蔗区从 1965 年后开始大面积种植，亩产一般 5000 斤左右。

沿海平原蔗区。包括南康、福成，营盘等乡镇，大面积种蔗也始于 1965 年

后，亩产 6000 斤以上。

南流江三角洲蔗区。包括常乐、石康，石湾等乡镇。该蔗区种蔗历史长，种



植面积大，产量高，平均亩产在 7000 斤左右。

花生是合浦大宗的油料作物。合浦花生种植已有 300 多年历史。据记载，早

在 16 世纪末便有办花生油的帮行与香港贸易。合浦花生，以其粒大籽满、品种

优良、肉质细腻、含油率高著称。花生易种植，花工少，成本低，收益大。全县

90%以上的乡村都栽种。主要产区有常乐、石康、石湾、环城、福成、沙岗、西

场、山口、白沙等乡镇。近年来，全县花生种殖面积逐年扩大，在春种花生的基

础上，发展扩大种植秋花生。1987 年，全县栽种花生面积 19.45 万亩，总产量

2.11 万吨，居广西第一位。

合浦的黄红麻生产居广西首位。黄红麻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黄红麻粗

生，适应性强，水田、旱坡地均宜种植。一般利用水田早造种麻，晚造种水稻轮

作，旱坡地黄红麻与薯类轮作。黄红麻生产成为合浦农业经济一个重要方面，大

多数乡镇都积极种植，主要产区在常乐、石康、石湾、环城等乡镇。全县每年种

植面积在 10 万亩上下，年总产量 3 万多吨。合浦群众有留麻种的习惯，除自用

外，每年都向区内外提供大量的优质麻种，远销到长江至黄河流域下游等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合浦的农业生产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油、糖。

1978 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为 15920 吨，1987 年为 35192 吨，平均递增 8.2%;1978

年提供食油965吨，1987年为 3061吨，平均递增10.9%;1978 年提供食糖为15856

吨，1987 年为 45384 吨，平均递增 11.1%．

为了发展农业优势，向国家多作贡献，县委、县政府作出了规划：在力争粮

食总产每年达到5.6亿斤至6亿斤的同时，花大力气促进甘蔗大发展。计划从1988

年至 1990 年，甘蔗的种植面积发展到 20万亩，原料蔗总产增到 135 万吨以上，

同时，继续抓好黄红麻和花生的种植，每年种黄红麻 1O万亩左右，花生 20万亩

左右，争取花生总产突破 3 万吨，黄红麻总产突破 3.5 万吨。农业产值，力争到



本世纪末比 1987 年增长 1 倍以上。

第三节 多种经营的开发

合浦特定的地理、资源自然条件，对发展多种经营十分有利，但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受“左”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近

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合浦人民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

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提

高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1987 年，全县农业商品产值 2.65 亿元，农业商

品率达 60.32％。其中林、牧、副、渔产值 1.19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44.01%。

林业是合浦多种经营优势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各级领导坚持开展群众性的

植树造林活动，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昔日的荒山秃岭，种上了隆绿桉、柠檬

桉、湿地松树，把美丽富饶的北部湾畔打扮得更加娇娆。现在全县有林面积达 10

万公顷，绿化程度达 61.4%，成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之一。县委、县政府作出

决定，从 1988 年起，每年从县财政中拨出专款进行造林，争取 4 年内把现有的

50万亩荒山全部绿化，并完成合湛公路沿线营造 3 万亩湿地松工程林计划。

合浦是水果之乡，盛产龙眼、荔枝、香蕉、菠萝、柑桔、芒果等热带、亚热

带水果数十种。合浦龙眼以肉质甜嫩而闻名远近。近年来，引进外资，广为种植

龙眼、柑桔、荔枝、菠萝等生产也有较大发展。1987 年全县水果面积达 867 公顷，

总产 1300 多万吨。现在全县还有上万公顷的宜果荒地尚待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县委、县政府已作出规划，5 年内争取种植龙眼、荔枝等主要水果 10万亩，橄榄

2万亩，甜竹 10万亩，加工生产水果、甜竹罐头，增加出口创汇。

合浦县草地多，坡地多，港叉河沟多，可大量提供养殖饲料，对发展畜牧业

十分有利。合浦的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和“兰鸟”（鸡、鸭、鹅、）。猪的品种多为

本地杂交猪和约克猪；鸡多为本地鸡及红布罗、三黄鸡、新汉鸡等；鸭的品种有

本地鸭、杂交鸭（俗称假西洋鸭）、西洋鸭和樱桃谷鸭等；鹅大多为本地品种。



近年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饲养重点户、专业户、加

速了全县畜牧业的发展。1987 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 50.78 万头，比上年增长

4.55%，年末存栏量 36.7 万头，肉猪出栏量比上年增长 16.55%，生猪和“三鸟”

除供应本县市场外，每年都向外贸部门提供大量出口。县委、县政府规划，1990

年，全县生猪饲养量将达 54万头，出栏量 18万头，出口量 5 万头。到本世纪末，

饲养量将达到 62 万头，“三鸟”饲养量，1990 年增到 800 万只，本世纪末增到

1500 万只，出栏量 100O 万只。其他牛、羊、兔亦将有较大发展。

渔业在多种经营中占有重要位置。境内不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山塘、水库

星罗棋布，水域面积广，饲料丰富，宜发展淡水养鱼，而且濒临北部湾，拥有 8

万公顷的浅海域和4.3万公顷的海滩涂，是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捕捞业的优势资源。

近几年来，一个以养殖、捕捞、加工并举，综合利用“一片海”的创汇渔业基地

正在逐步形成。踏上南珠故乡的土地，你会看到，昔日汹涌澎湃的大海，如今被

一条条“黄龙”锁住，新围垦的 3200 公顷的海滩涂，波光粼粼，这里已成了珍

珠、对虾、青蟹等水产品的良好养殖场。合浦珍珠驰名中外。近年来珍珠养殖采

取国家、集体、专业户一齐上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经营方式，使珍珠养殖业迅速发

展。1987 年，全县珍珠养殖面积达 2200 亩，珍珠插核 200 万贝，产珠量比 1978

年增长 590.83%。合浦对虾，以其体大、肉肥．味美、营养丰富而饮誉国内外。

还有合浦的大蚝、青蟹、文蛤也是国内外有名的。1987 年，全县养殖对虾、大蚝、

青蟹达 2 万多亩，其中对虾 780 公顷，总产量达 126.6 吨，产品大部分供外贸出

口。

不仅开发水产养殖业出现好势头，海洋捞捕业也在迅速发展。现在全县拥有

各种渔船 2417 艘，竹筏 5000 只，每当渔汛旺季来临，各种机船、大小帆船、小

艇、竹筏云集在辽阔的北部湾海面，扬帆张网。白天，风帆点点，晚上，渔火万

盏。码头上，人们欢声笑语，处处是装御鱼贷的车辆人流，构成一幅动人的耕海



图。近几年来，捕捞产量逐年上升，1987 年全县水产品达 3400 吨。为了进一步

开发北部湾海域丰富的水产资源，合浦县委、县政府作出规划，在 1988 年至 1990

年的三年内，集资 7200 万元，每年新造 270 至 300 匹马力机船 20对（共 60 对），

到 1990 年可增加捕捞量 3 万吨，创汇 180 万美元。

随着水产养殖和捕捞的发展，水产品加工正向纵、深、发展。近年来，除开

展珍珠系列产品加工外，1987 年，还从日本和美国分别引进虾仁加工和罐头生产

线，开发旅游海产食品、海产品罐头、虾仁加工和琼脂、鱼粉饲料等。海产品的

加工开发，大大提高了渔业的经济效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规划，从 1988

年起，三、五年内珍珠养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还要建立珍珠首饰加工、

珍珠层粉、化工、制药等一系列综合加工厂，生产珍珠系列产品出口，多创外汇，

还将大力发展大蚝、对虾、青蟹、文蛤的养殖，1990 年发展到 5 万亩。

第四节 水利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前，合浦水利事业十分落后。1949 年，全县仅有小塘坝 84处，

小引水工程 32处，灌溉面积 9.95 万亩，绝大部分农田作物靠“老天爷”保收。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兴修

水利、改造自然的群众运动。截至 1980 年，全县建成了以合浦水库，洪潮水库、

总江桥闸三大骨干工程为主体的水利工程 1638 处，累计国家投资 8725 万元，投

入劳动工日 1.51 亿工，移动土石方 1.33 亿方，建成蓄水工作 829 处，总库容量

119.48 亿方。其中大型水库 2 处，中型水库 3处，小(1)型水库 12 处，小(2)型

水库 19 处，引水工程 410 处，提水工程、机灌站、电灌站和水轮泵站共 384 处，

大小水利渠道长 2249 公里。全县基本实现了防洪排涝系统和农田灌溉系统，防

洪排涝面积 17.76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80多万亩，占耕地 73%，比 1949 年有效

灌溉面积增加 8 倍。

洪潮水库位于县城西北 24 公里处，是合浦三大水利工程之一。1959 年 10



月兴建，1964 年 5 月竣工。总投资 2184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1609 万元。水库共

建主副坝 8座，主坝高 34.3 米，长 345 米，灌溉配套干渠总长 77公里。混凝土

渡槽 12座，其中最长的石湾乡洞心大渡槽全长 1632 米。洪潮水库的建成，解决

了本县西南及西北 5 个乡镇 25 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并能减轻洪潮江下游 10多

万亩农田的涝灾。同时还可养鱼和发电，年发电量达 320 万度，做到了灌溉、防

洪、发电综合利用。

为了便于管理，统一调配水量，充分发挥灌溉效益，根据水利工程灌溉控制

范围和自然地理及水系相联的原则，全县国家管理的工程，共划分为合浦水库、

洪潮江水库、总江桥闸，张黄江水闸、武利江水轮泵等五个灌区。

解放前，丰富的水力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全县没有一座水电站。“江河

有水白白流，天旱用水贵如油，砻谷磨米靠人推，松光点火暗悠悠”这首山歌，

就是当时广大农村因缺电而造成生活艰难的生动写照。

1959 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合浦县人民首先在闸口水库建成第一座

木制水轮机，装机容量 24 瓩的小水电站。水电站虽小，却给全县人民以极大的

鼓舞。人们从中看到了摆脱贫困、实现电气化的希望。以后，全县人民再接再厉，

群策群力，先后又建成石康先锋水电站、大岭冲水电站、大龙水电站、花铺水电

站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合浦的小水电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县委、县政府

把大力发展小水电，作为加速合浦经济建设，改变合浦面貌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每年拨出专款和大批木材、钢材、水泥等物资扶助群众兴建小水电。至 1980 年，

全县共建小水电站 15 座，装机 27 台，容量 2904 瓩，年发电量 296.9 万度。这

些水电站分布在公馆、闸口、南康、石康、福成、常乐、乌家、石湾等乡镇。全

县拥有高压线路 446.5 公里，低压线路 652.3 公里。大岭冲电站、渠首电站、大

龙电站、花铺电站、大板芦电站、闸口电站并入了西津电网，联网运行，进一步



发挥了小水电效益，不少农村用上了电。

合浦小水电的开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有关部门调查，来自河流、水库

和沿海澜汐三方面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 13.65 万瓩，可开发量 12.12 万瓩，

除已开发的外，尚可开发的有 11.85 万瓩，前景十分喜人。

第五节 商业的发展

合浦的商业活动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汉武帝时，常派船队从合浦港出发，

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汉时，合浦盛产珍珠，少产米谷，那时常与交趾（今越

南北部）进行以珠易米的商品交换。宋朝，合浦港（北海港）巴成为当时我国对

外开放 10大港口之一，与越南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每年贸易额在数千缗以上。

元朝，曾在合浦建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可见当时合浦海上贸易之发达。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广西西江水运受阻，北海港成为西南诸省（云

南、贵州、广西）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同治年间，北海生意更为兴旺。广州、

高州等地商人前来北海经商，成立有广州商人建的“敬义堂”和高州人建的高州

馆等民间商业组织，辟有北海至海防（越南）、新加坡、澳门、广州、海口、潮

州等海运航线。英国轮船也从香港到北海贸易。清政府在北海设“新关”，每年

收关税白银数万两。《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合浦县北海港辟为通商口岸，外

商纷纷拥入，建立洋行。如德商森宝洋行、捷成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永福公司；

美国洋行等，垄断了北海对外贸易航运业务。大量输入鸦片，洋货充斥市场。进

口洋货以煤油、棉布、棉纱、火柴、五金制品为大宗。输出的土特产有蓝靛、茴

香、桐油、生牛皮、食糖，樟脑、桂皮、生猪、牛、黄丝鸡、鸭、鸭毛、生丝及

丝绸、麻布、蛤蚧、海味、桂元肉、烟叶、花生油、中药材、爆竹烟花、陶瓷器

皿等，“经北海来往南宁及滇东地区的商路，每年约有三百万银元的贸易”。光绪

八年至十七年（公元 1882 年至 1891 年），北海港进口总额达 2450 万两（白银），

出口总额仅有 916 万两。不平等的贸易，造成中国大量白银外流。由于对外贸易



的发展，清朝末年，北海商店“已不下上千家”，其中大、中商号有 40至 50 间，

旅居北海经商、做工的内地人达 2 万多人。

据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前，北海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但商业仍

不失为“贸易之盛，不特过于县城，且为钦廉四属之冠”、“粤省南方各地及桂东

北边界一带所需物品，均仰本港口之接济”。

抗战期间，沿海受日寇威胁，合浦县商业中心，由北海转移至县城。据 1941

年《广东经济年鉴》统计，县城有土杂、洋杂、粮油糖、炮竹、日用五金、饮服

等 47 个行业 251 间商店。年营业额达伪国币 327 万元。尤以盐业生意为兴隆，

经营食盐利润甚丰，故江浙财团、湘帮、桂帮、巨商贾贩、官僚资本纷至杳来，

一时间，廉州县城、党江市场十分繁荣，有“小香港”之称。1942 年后，国民党

政府对合浦沿海实行经济封锁，限制食糖、食盐、粮食、火柴的流通，市场物资

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解放前夕，合浦商业已落到萧条境地。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立即成立工商科管理商业。一方面保护工商业者正当经

营，稳定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先后成立县贸易公司和百货、纱布、

盐业、油脂、木材等专卖公司及供销社，逐步占领商业阵地，繁荣市场，稳定物

价。

1955 年，全县私营商业（包括饮食、服务）共有 4592 户，从业人员 5746

人。1956 年 1 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7 年，

国营企业有百货、纱布、针织、文化用品、五金、食品、糖业烟酒、木材、水产，

饮食，医药和粮食等，商业网点 149 个，还有一些供销社和公私合作集体商业网

点。后由于很多商店被合并，商业网点相应减少，不便于群众消费。

1958 年，由于政治上的“反右倾”，浮夸风盛行，生产下降，流通渠道阻滞，

商业萧条，商品供应紧张。1961 年后，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有关发展商业工作的

规定，集市贸易陆续开放，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到 1963 年以后，市场逐步好转，



商业供应明显增多，物价下降，1963 年社会商品另售总额达 5025.6 万元，比 1957

年有较大的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集市贸易关闭，商业经营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下

降，副食品供应紧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开放集市贸易。1983 年取

消生猪派购和猪肉凭票供应办法，各种农副产品自由上市，购销两旺，市场繁荣。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商业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了多渠道、多层次、开放型、网络

型的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开拓了流通领域，市场贸易出现了好势头。越来越多

的生产单位和部门，既抓生产，又抓流通，农副产品、水产品、烟花炮竹、罐头

食品和麻纺等产品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商业供销部门积极参与竞争，在调节市

场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1987 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2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52.48%，城乡集市贸易购销两旺，全县乡镇市场全部恢复，新建市场 5130

平方米。1987 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为 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8%。个体工

商业和城乡商品运销经纪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县经核准发照的个体工商业为

1.53 万户，从业人员 2.93 万人，对促进城乡经济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 土特产品

合浦珍珠 又称合浦南珠，素以结实凝重，大而浑圆，光润晶莹，色泽经久

不变，质量上乘而雄居于日本的东珠和欧州的西珠之上，历代把南珠视为国宝。

早在公元前 2000 多年前的秦朝，合浦珍珠就作为贡品进贡皇帝。由于岁岁进贡，

宰守又多贪秽，故大量采珠，到了汉朝，合浦珍珠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据《后

汉书》记载，后汉（公元前 25 年至公元 290 年）《孟尝传》云：“孟尝迁合浦太

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当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报，珠遂迁

徒于交趾郡界。尝到官，革易前弊，珠复还”，故有“合浦珠还”的传说。汉朝

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把合浦珍珠列入“贡品”，设置管理采珠官员，大肆滥采。

明朝嘉靖年间，朝庭命钦差大臣率兵卒 3000 南下合浦白龙村，建立珍珠城，管



理珍珠生产。据说，当时珍珠城长 2公里，宽 4米，高 4 米的城墙全部用珍珠贝

壳建成，至今残址仍存。当时合浦珍珠之多和统治者滥采珍珠的情况由此可见一

斑。

古代合浦产珠虽多，但珠民不仅得益甚少，而且惨遭祸害。宋朝《岭外代答》

记载“合浦产珠之地……蛋家不善为介，冒死得之，尽为紞（读胆）民以升酒斗

粟一易数两”。宫府强迫珠民下海采珠，葬于鱼腹的数以千计，有“以人易珠”

之说。

合浦珍珠产于境内白龙至山口一带海域。据《广东新语》载，古代合浦海中

有白龙，平江、杨梅、青婴、鸟泥、白沙、断望等 7个珠池。这一带海域隐蔽，

风平浪静，东有雷州半岛，东南有海南岛，西有印度支那半岛，是防止海浪冲击

的最好天然屏障。加上北有六万大山余脉挡寒潮袭击，使这里气侯温和，水温保

持 15度至 30 度之间，海水比重也较大，浮游生物丰富，故最适宜珍珠的繁殖和

生长。合浦的珍珠贝以马氏珍珠贝分布最广，数量最多，驰名中外的南珠，就是

这种珍珠贝育成的。其它海域，一般每万只珠贝采珠只有 19 克，而合浦海域的

马氏珠贝，可采天然珠 500 至 550 克，比其它海域的高出 25至 30 倍。

新中国成立后，合浦的珍珠事业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都亲自过问过合浦的珍珠生产。1958 年，合浦县人工培

育珍珠获得成功。1966 年，合浦珍珠场采用科学的方法育珍珠，使人工育珠周期

由过去的 3年缩短到一年多，产量由原来每万只珠贝收珠 10斤左右提高到 24斤

以上，“人工培育珍珠”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历史上珍珠是贵重的装饰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存北京故宫里的珍珠，绝

大多数是合浦产的南珠。另外，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一颗大珍珠也是合浦南珠，现

存英国国家博物馆。

珍珠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据现代科学研究，珍珠含有人体所需的 18 种



氨基酸和其它成分，具有促进细胞再生和新陈代谢，使皮肤柔嫩、洁白，防止衰

老，焕发青春，有清肝明目、请热镇惊之功效。而合浦南珠又具有世界珍珠之冠

的优势，因此合浦珍珠及其制品在国际市场上久盛不衰。

原 盐 合浦利用海水制盐的工艺生产，见于文字记载的已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汉武帝以后，历代都设有专门宫员管理经营盐务。从唐朝始，历代的官修

正史，都记载有合浦盐业生产情况。北宋神宗（公元 1068 至 1078 年）曾下诏规

定（合浦县）白石、石康两个盐场每年煮海盐 150 万斤。《明史·食货志》记载，

明朝年间合浦有 15个盐场，洪武时（1368 至 1398 年）年产盐 180 万斤；弘治时

（1488 至 1505 年）年产盐 376 万斤；万历时（1573 至 1920 年）年产盐 496 万

斤。可见当时合浦的盐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明、清两朝，合浦沿海所产的原盐，除供廉州府境内食用外，还销售到广东

的雷州、高州、琼州；湖南的桂阳、郴州；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庆远、南

宁、平乐、太平、思恩、镇安等 10府和四州、龙州、泗城、奉议、利州等 5州，

可见合浦生产的盐在中国南方市场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合浦盐业生产迅速发展，据 1981 年统计，盐场总面积占广

西区盐场总面积 58.42%。1987 年全县生产原盐 48598 吨，近年来，平均每天向

国家交付盐税 1.6 万元以上，为支援国家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烟花炮竹 合浦烟花炮竹生产已有 500 多年历史。解放前生产的具有民族特

色的大型组合烟花“老乌二烟花”闻名遐迩，誉满全国。这种烟花外观像大走马

灯，有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多种，高约 8尺，阔 5至 6 尺，分上下两塔，下塔

藏着各种人物造型和景色场面。点燃下塔时，火起炮响，烛亮，人物受火焰推动，

依次变换场面，这时人们就象在袖珍的舞台上看到立体的或半立体的各种戏剧场

面，如同看大戏一样，十分逼真生动有趣。下塔燃完接着引线燃到上塔。上塔装

有火箭烟花，旋转烟花、喷花烟花等，各色各样的烟花，向外迸射出去，形成五



彩缤纷的图案。一套烟花燃放约一个多小时。此种烟花曾于 1959 年、1962 年至

1964 年先后 4次赠送越南燃放，胡志明主席曾接见烟花制作人，对中国精湛的民

族传统风格的烟花工艺给予高度的赞赏。

1966 年后，合浦的烟花生产品种更为多样，以其独特的风格，崭露头角，打

进国际市场。1987 年合浦烟花已发展到 120 多个品种，燃放方式，由一般的手持、

吊挂、地面行走发展到水面旋转、升空航行等。这些烟花的外观多为仿物设计，

造型美观，小巧玲珑，花样新颖，燃放时喷射出五光十色的火焰，构成绚丽多姿

的图案，或发出各种奇异的音响，深受人们的喜爱。如一种叫“花开鸟飞”的烟

花，点燃引线，即开始旋转，光华四溢，约转 10 秒钟左右，便开出一朵红绿色

的“鲜花”，一只“小鸟”从花朵中凌空而起，飞到 20多米高的天空后便发出动

听的“鸟”叫声，逗人喜爱。

合浦的烟花，以其质量优良、声、形、色、艺兼备而赢得海外人士的高度称

赞。在全国，全区的历次评比中多次获奖。产品远销美国、荷兰、瑞士、日本、

东南亚、香港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龙 眼 宋代，合浦就盛产龙眼。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北宋大文学家

苏东坡从琼州获赦北归，途经廉州小住时，合浦郡守刘几仲即以合浦特产龙眼款

待，苏东坡尝到龙眼，赞不绝口，即席赋《廉州龙眼质味殊绝敌荔枝》诗，有“异

栽西海滨，琪树罗元围，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生疑星陨空，又似珠还浦”

的佳句。可见合浦龙眼在古代已有名。

合浦龙眼以西场镇和常乐镇皇后村为最多而质优。龙眼除生食外，可制成圆

肉，如今鲜肉还可制成罐头出口。“圆肉”一称廉肉，因产于廉州而得名。明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廉肉性温，味甘，能补心肺，益血安神”。

龙眼又名桂圆，属常绿乔木，叶为羽状复叶，花细，黄白色，果实圆，大如

手指头，核黑（也有朱色），壳黄褐色，莹白呈半透明。龙眼有早熟迟熟两种。



一般 2、3 月开花结果，7、8 月成熟。合浦龙眼按质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

类为水肉，核大、肉薄、汁多而味淡；一类为沙肉（又叫瓜皮肉），肉厚、核小、

肉脆味美。1986 年，全县生产龙眼 150 万余斤，加工元肉 20 多万斤，除供本地

用外，还销往全国各地、欧美及东南亚、香港等地。

香山鸡嘴荔 合浦荔枝品种很多，其中以公馆香山鸡嘴荔和“四两果”为最

著名。其果大、核小如黄豆，肉质丰厚爽脆，味清甜芳香可口。“四两果”的果

实特大，4 至 5 个一市斤。过去以 16两为 1斤，故称之为“四两果”。公馆荔枝

种植历史悠久，据说明代有一官员到石康县上任，路经公馆，将鸡嘴荔枝种遗落

此地。从该树龄看，已有 300 多年历史。1957 年公馆一烈属曾将鸡嘴荔寄送毛泽

东主席品尝。香山鸡嘴荔属中熟品种，每年 4 月开花，7月成熟。采用压株嫁接

种植，3年可结果。

永安黄皮果 山口镇永安村盛产的黄皮果，以其果实大、皮薄、核小而少(多

数为单核、极少双核)、肉厚爽口、甜而驰名。传说永安黄皮果的种子是明代一

大学士到永安千户部做官带来的，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

红树林 它是热带、亚热带海滩涂上特有的灌木或乔木的植物群落。山口镇

英罗港至永安海滩涂一带 500 多亩的红树林为广西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该区生

长有红树、海莲、海漆等品种。保护区的红树最高达 4.5 米，直径为 25公分。

红树为胎生植物，种子在母树上的果实内萌芽长成小苗后才脱离母体，同果

实一起从树上掉下来，插入泥土中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生根成长，如果落在海水

里，即随波逐浪，远飘它处传播。

红树林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科研价值。红树林区不仅是鸟类、

鱼类和脊椎动物橱身、繁殖场所，而且能起到扩展滩涂、防御风浪潮汐袭击，保

护海堤岸的作用。红树的皮含有单宁，是鞣料和染料的理想原料，红树的提浸物

可治疗脚癣等皮肤病，叶子可以作绿肥和饲料。



儒 艮 俗称美人鱼，产于沙田淀洲海面一带，为我国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

之一。儒艮属哺乳动物，以藻类和其它生长植物为食。儒艮体长 1.5 至 2.7 米，

前肢呈鳍状，后肢退化，头骨厚大，口内有齿，齿无法琅质。皮肤灰白色，长有

稀少的毛，脂肪层丰富，油可入药，肉质味美，皮可制革。母儒艮通常浮出水面

哺乳，孕期 400 天左右，平均 3年产仔 1 个，一般寿命 30年左右。

文昌鱼 俗称扁担鱼。产于合浦沿海一带，常钻在粗松的沙滩里，仅露出头

部。身体左右两侧扁，两头尖中间宽，全身无色透明，肌节明显。在生物学上具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列为世界珍稀动物之一。

中国鲎 产于境内沿海，它是由已绝迹的三叶虫演化而来，故有活化石之称。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血液含铜离子，用它制成的“鲎试亮剂”能快速、准确地

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被病菌感染。鲎肉是美味的海鲜食品，可治痔疮、杀虫。

鲎尾能治肠风泻血和妇科病，壳能洛积年咳嗽等症。

牡 蛎 又名蚝蛎。产于西场镇沿海。有很高的食用、药用价值。壳可入药，

有敛阴潜阳、化痰软坚的功能，牡蛎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滋养品，牡蚝

肉制成蚝豉、蚝油，畅销国内外。

乌 贼 俗名墨鱼，产于境内沿海。营养价值高，每 100 克鲜肉中含蛋白质

17克，脂肪 1.7 克，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甲和钙、磷，铁、核黄素等人体所需的

物质。眼珠可制眼球胶，是上等胶合剂。其骨中药名叫海漂蛸，有通血脉、去寒

湿、收敛止血的功效，治便血、吐血、遗精、胃痛吐酸、妇科病等。乌贼干品远

销国内外。

海 马 又名龙落子、水马。产于境内沿海。是珍贵中药材，有补肾壮阳、

舒筋活络、止咳平喘和催产、散结消肿止痛的功效。有北方人参，南方“海马”

之说。

对 虾 产于沿海，尤以营盘、沙田乡居多。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晒干可



制成虾米（又称海米）、大红。提炼的虾油是高级的调味品，以对虾为原料生产

的虾仁，香甜酥脆可口。每年都有大批鲜虾、虾米及虾油等系列产品远销国内外。

合浦角雕 用牛角雕刻的鱼虾、蟹、花鸟、走兽等工艺品，风格独特，形象

逼真，近年又推出许多新品种，如花插、笔筒等，既实用，又有欣赏价值。至今

合浦角雕品种达 170 种之多，由于设计新颖、雕刻工艺精湛，远销国内外，深受

顾客欢迎。

赤江双耳沙煲 赤江生产的沙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赤江沙煲造型美观、坚

实耐用，可煮可炒，用赤江沙煲煮饭煮菜可保持原汤原味，并且安全卫生，不合

任何毒素。中央有关部门曾专门订制赤江沙煲作为招待外国元首的餐具。1982

年获国家优质产品奖，多次被评为广州商品交易会先进陶器优质产品和广西名牌

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香港等 18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