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珠节招商再报佳讯

13 个项目昨订“良缘”

北海在珍珠节向投资者展示了她诱人的魅力。在 10月 30 日举行的项目招商

洽谈会上，又有 13个项目与北海喜结“良缘”。这是继项目招商洽谈会第一天达

成 38项协议的基础上的又一次丰收。

13个项目中，有由外商独资企业北海雷神航空制造有限公司和辽宁太平洋有

限公司合资 1500 万美元经营的轻型飞机制造，香港世福集团有限公司和我市漆

包线有限公司合作、投资额达 1250 万美元的漆包线生产，投资 800 万元人民币

的合浦佳亿食品公司和投资 50 万美元的甲壳素深加工等工业项目。有农业开发

项目，如北海苏海种桑养蚕缫丝综合开发项目，由港方科安达国际有限公司和北

海苏海丝绸工业公司联合投资 543 万美元（4500 万人民币），计划种桑 6000 亩；

湖南衡阳金果公司投资 888 万人民币，重组北海耀海公司；香港林氏川真贸易公

司和北海佳祥发养殖有限公司合营、投资额达 3000 万美元的佳祥发综合养殖基

地。旅游方面，有海南国际航空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投资额达 1.5 亿

人民币；中国寰岛集团协议收购富丽华大酒店 52-62.5%的股权、斥资 9980 万人

民币投资开发赴越边境旅游航线，取得经营权利。高科技方面有碳基复合肥项目，

投资 5000 万人民币。其他还有平果铝北海基地项目、北海市政协培训中心项目。

我市对这次珍珠节项目招商洽谈会十分重视，李克、岑鸿平、金仁寿、张九

先、宁铿、廖满开、蒋天辰、任玉岭、蓝以舟、阎红志等领导先后到洽谈现场，

介绍情况，表达北海坚决加大开放力度的决心和诚意，我市有关部门、单位扎扎

实实搞招商，谈项目，共分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林业、水产开发，

旅游房地产开发，高新技术、科研成果、企业技改、资产重组，成片开发区建设

5个方面设立 10个洽谈展示台。近年才崛起的广东省发展银行广发投资控股公司

下属的北海广控实业招商有限公司也引入注目地出现在洽谈会上。中国寰岛集团



的总裁王福生对北海情有独钟，连续签订两个投资合同，成为昨天洽谈会最受瞩

目人物。

到记者离开洽谈会现场时，美国联合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鲍克斯先生仍在和

合浦有关方面洽谈高岭土开发项目。预计，有更多投资项目将继续签订。

（蒋纬全）

珍珠节前又添喜事

8 路公共汽车昨日正式营运

10 月 27 日，北部湾广场彩旗招展，在一阵如雷鞭炮声中，14辆崭新的中巴

车徐徐启动，正式宣告了第 8路公共汽车开始营运，为第三届国际珍珠节添上了

一份喜庆。这同时表明我市公交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 路线投入的 14辆标准型无人售票中巴车属国内较先进车型，总投资达 230

万元。八路线是市区所有公交线中投入车辆最多的一条，也是我市第一条内环线，

全程 9 公里，起始点均为北部湾广场、沿途经过四川路、三中路、云南路、中山

路、解放路、北部湾中路、广东路、长青路等繁华地段和人口密集区，共有 21

个站点。

8 路线实行无人售票乘车制，营运时间从早上 6时 05 分至 22 时 30 分，每间

隔 6分钟发车一趟。市领导张九先、陈听正、黄作贤及市府办、城管办等有关部

门领导参加了通车剪彩仪式。

（蒋纬全）



展名优产品显企业风采

北海名优产品及招商项目展示厅开展

10 月 22 日，北海市名优产品及招商项目展示厅的“神秘红头巾”，被市委常

委、副市长蒋天辰及外经贸局局长江小平轻轻撩开，北海北京啤酒有限公司、北

海国际型钟表厂等企业产品的“俏丽面容”呈现在来宾面前。

设立在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北海市名优产品及招商项目展示厅是由市政府主

办，市项目引进局与市外经贸局联合承办的，该厅除了全面展出我市优惠政策、

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发展规划等有关图表、资料、模型外，北海北京啤酒有限

公司、市珍珠总公司、国际型钟表厂、海力海洋食品公司、协联花边制品有限公

司等近 30 家我市著名企业的概况、产品样品，图片资料等也一并展出；我市部

分在建项目、招商引资项目的资料也在此陈列。

承办者介绍，该厅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各级领导和中外客商提供一个全面

了解北海，了解北海企业的生产现状及其品牌，了解北海在建项目及招商引资项

目的场所；同时也为北海的“名、优”产品、著名企业提供一个长期固定的展示

其产品的场所，为企业增加一个推销产品、收集商情、寻求合作的渠道和手段，

拓宽企业向国内外市场和客商的展示面，此外，也为市领导向中外客商全面、系

统介绍我市优惠政策、产业状况投资环境提供便利条件。

市委常委、副市长蒋天辰在为该厅揭幕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展示厅

是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北海开放建设服务、为企业服务的，不是商业操作，希望

全市企业都重视这项工作，积极争取利用这个“窗口”展示企业风采，另外，展

示厅承办部门也要努力提高展示厅的商品，提高档次，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蒋天辰还指出，该展示厅在第三届国际珍珠节开幕前夕揭幕，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蒋纬全）



新姿 新貌 新景象

亚叉岭立交桥建起“翡翠长廊”

在风景绮丽的我市门户亚叉岭立交桥，近日又耸起了一道宏伟壮丽的“翡翠

长廊”。

这道长廊用红草装饰了一个我市珍珠节节徽，并用黄金叶植成“中国珍珠城”

五个大字，每字幅面积近 54 平方米，节徽和字底的空隙、整道长廊及廊脚下的

路边绿化带，已全部种上了台湾草，显得绿草茵茵，色彩绚丽。

据市园林局局长龙有贵介绍，这道长廊长 110 米，高 3 米，填土 4000 立方

米，加上运肥、植草、美化等工程量，共耗资 6.5 万元。自今年 8月底动工以来，

该局每天出动几十人施工，施工期间虽然断断续续受到雨天影响，但由于采取有

力措施，仍然赶在国庆节前完工。竣工后的这道“翡翠长廊”，将成为我市的又

一个城市标志。并以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迎接海内外的贵宾光临我市参加第三

届北海国际珍珠节。

（赵红雁）



北部湾广场扩建工程竣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等领导剪彩

昨日的北部湾广场，绿树婆娑，花团锦簇，气球飘动，人头攒动，信鸽飞翔，

处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经过拓宽扩建后的北部湾广场，举行了隆重的

扩建工程竣工庆典，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以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语扬、莫虚

光、吴克清和我市领导周国丰、陈听正、任玉岭一起为广场竣工剪彩。

陈听正副市长向客人介绍了广场扩建工程。他说，1996 年初，市委、市政府

决定对北部湾广场进行改造。始建于 1986 年的该广场，在改造前仅有 2 万多平

方米，缺少文化氛围。改造后，面积拓宽为 4 万多平方米，着重体现广场的文化

气息，增强休闲、游览及活动功能。具有较强的地方文化内涵和特色。

改造后的广场，面貌焕然一新，是市民集会、游览和文化交流的极好场所。

开阔舒展的大草坪，别具特色的文化广场及展览厅，椰树、槟榔等热带植物，结

合南珠魂喷泉雕塑、瀑布、浮雕、背景音乐以及绚丽的灯光，组成一幅生动迷人

的画面，具有浓郁的滨海风情。

周国丰副书记在讲话中说，实施美化工程是造福后代的举措，也是国富民安、

经济繁荣的标志。我们要从“不求最大，但求最美”的城建思路出发，通过全市

人民的辛勤努力，使美化工作上档次。今天，广场扩建工程竣工，是美化工程的

重大成果。我们提出 5年内建成花园式港口城市的目标，大量的美化工作等待着

我们去做，要实现目标，有赖于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他号召全市人民，要在十

五大精神的指导下，再接再厉，把北海建设成为美丽的花园式港口城市。

（林业霞）



海系上“安全带” 轮船放心往复来

北海救助基地码头隆重开工

10 月 29 日下午，地角下寮海堤上醒狮起舞，鞭炮声声，国家交通部的重点

项目——北海救助基地码头在这里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该项目总投资 6000 多万元，由国家交通部全额投资，建设工期为一年。建

成后的北海救助基地码头隶属于交通部广州海上救助打捞局，是广西区唯一的海

滩救助单位，主要担负北部湾海域的海滩救助打捞任务。

国家交通部救捞局党委书记张玉德、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局长赵家麒、广西军

区副司令欧阳延长、自治区外经厅厅长杨海标、原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原自治区

纪委书记李恩潮以及我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金仁寿、蒋天辰、刘仁斌、车延风、黄

作贤等出席了开工典礼。

国家交通部救捞局党委书记张玉德、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局长赵家麒分别在开

工典礼上致词，祝贺北海救助基地码头开工。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金仁寿作了讲话。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开工

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北海救助基地码头是大通道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工程建成

后，将在保证大通道畅通，促进沿海地区尤其是北海市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积极

的作用。

（邓敦良）



英驻穗总领事魏意安说：北海机场扩建——

是英在华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蒋天辰与魏意安亲切会谈

北海机场最近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广西第三个国际机场。10月 28 日下午，副

市长蒋天辰在香格里拉大饭店会见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魏意安时，重点介绍了北海

机场的情况。蒋天说，继南宁、桂林两个国际机场之后，北海机场被批准成为广

西第三个国际机场，表明了国家对北海作为大西南重要出海通道的确认。

蒋天辰说，作为国际机场，北海机场将建设成为适应年客流量达 300 万人次

的大型机场。英国西门子公司在竞标中中标，将投资 2600 万美元，用于建设 27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候机楼，以及提供现代化的通讯，导航、车辆等机场设备。蒋天

辰说，日前协商谈判时，西门子公司总裁戴米先生表示要把北海机场作为公司参

与中国飞机场建设的样板，让中国各地乃至越南通过对它的了解，加强与英国西

门子公司的合作。

魏意安总领事感谢北海盛情邀请他参加本届珍珠节，他对英国西门子公司能

够中标扩建北海机场表示高兴。他说，这是英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他对双方分阶段投资建设的意愿表示赞赏。认为这样做有远见，讲实效。魏意安

先生还不时用汉语交谈，他说自己来到洁净秀美的北海，真不知道该怎么赞美北

海。他幽默地说，我不会轻易说出去，免得别处的朋友全都跑过来……

会见时，市计委、市外经贸委有关领导在座。

（梁绍标）



乐事添喜庆 华宇衬好景

金和大厦动工

10 月 28 日上午，装扮得美丽多姿的北部湾广场东侧，彩球腾空，鼓乐喧天，

作为珍珠节前奏曲的大型项目之一的金和大厦开工典礼在这里举行。这一大厦建

成后将成为北部湾广场的背景建筑物，与亮丽的广场交相辉映。

金和大厦由北海金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安德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兴建，

总投资近 2亿元，位于我市北部湾中路繁华地段，总建筑面积达 83000 多平方米，

商厦分主楼、副楼、裙楼，主楼为一栋 23层的宾馆、写字楼，副楼为一栋 19 层

的高级公寓楼。项目计划 1999 年底全面完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家德、副市长陈听正、市政协副主席黄作贤和香港安

德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然为大厦开工剪了彩。陈听正副市长对项目开工表示

了热烈的祝贺，他说：这一项目是北海实施土地盘整后出现的一个新项目，可喜

可贺。他预祝项目早日竣工，为北海的经济建设服务。

（邓培燎）



地角渔港昨起扩建

渔民们说：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喜事

70 岁的陈大姐 32年前参加过地角渔港的修建，最近喜闻渔港将扩建，昨日

清晨，她举着红旗与地角舞龙队的老少姐妹一起自发地来到地角渔港岸边，为地

角渔港区扩建工程动工而舞龙翩跹。

昨日，作为本届珍珠节重要内容之一、投资 1501 万元的北海内港地角渔港

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地角渔民欢喜万分，自发的庆祝活动与动工典礼融汇一起，

使渔港沿岸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驻市海军军乐队、港务局舞师队、市二小少年

鲜花队、鼓乐队与渔民妇女的舞龙队聚集一起，庆典的乐曲在清晨的渔港上空荡

漾。

渔民妇女们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说，他们会记住 10月 29 日这个大喜的日子。

党和政府的关怀已送到了渔民的心坎上。

农业部总经济师、渔业局局长卓友瞻、自治区计委主任杨道喜、自治区水产

局副局长叶均秀、李增崇和我市领导廖满开、周广能为扩建工程开工剪了彩。

据悉，地角渔港区扩建工程工期为两年。建成后，不但大大减少地角渔港区

的事故隐患，而且容纳量也将大大增加。

（杜珂璎）



大幕未开 喜事踵来

贵州路市场正式开业

彩旗飘拂，醒狮起舞。10月 28 日上午，我市又一大型市场——贵州路市场

举行简朴而热烈的开业庆典，标志着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节庆活动拉开帷幕。

贵州路市场位于北海大道与贵州路交叉口，总投资 686 万元，设有铺面 90

间，固定摊位 718 个。为落实我市美化工程规划而迁建的贵州路市场，6 月 5 日

开工，至 9 月 28 日即告基本竣工。它的建成，极大地方便了贵州小区惠民新村、

银苑小区，屋仔村小区及贵州北路、北海大道西段一带居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市

建筑工程公司发展第三产业的尝试。它的建设体现了我市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

社会多方办市场谁投资谁得益”的原则。

陈听正副市长在开业庆典上说：贵州市场的建设，得到了建设局、市建筑工

程公司、工商局和参与市场策划与管理的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它由市建筑工程

公司出资出地兴建，今后我市还要大力采用这种方式建设更多的市场，方便群众，

繁荣市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家德、市政协副主席黄作贤及建设、工商等部门领导

出席了开业剪彩。

（北司）



北海在这里神采飞扬

——写在北海城市建设成就暨房地产展示之际

作为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重头戏之一的北海城市建设成暨房地产展示，定

会成为中外客商和北海市民系统了解北海的窗口。因为这里是北海这几年城市建

设的总汇萃，有北海房地产业客观的形象，还有化解国内外人士疑虑的一幅幅生

动的画面，增加我们信心的美好镜头。

当我听说为争分夺秒高质量地完成这次布展，具体制作展板的几位年轻人晚

上就在展板上睡觉时，我被感动了。为了给客人一个真实的北海，为了给颇多异

议的北海房地产一个公正的说法，为了让中外客商有一个正确地了解北海感受北

海的渠道，他们辛勤工作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布置一个展厅制作 100 块展板，应

该说是在珍珠节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正向世人介绍一个生机蓬勃的新兴城市——

北海。

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北部湾广场令人耳目一新，广场北边那巨大的半球建

筑更是分外抢眼，北海城市建设成就暨房地产展示将在这里举行。为了使本次展

示效果更好，主办单位在展馆外面安装了意大利戈马电脑组合激光灯，这在北海

还是首次使用。展厅内配备了电脑多媒体查询系统，里面包含有大量的房地产信

息。整个展览主要由近百块展板，500 多幅照片组成；每块展板都要装了专用射

灯。为了避开圆形展厅的局限，布展人员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使内部空间和游人

游线得到合理安排。

据主办单位介绍，本次展览共分 12 个部分。包括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

市规划、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等。展览重点的基础设施部分，系统展示了 1992

年以来，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大西南重要出海通道口——

北海深水港；气势恢宏的北海火车站；年旅客吞吐量排名全国第 41 位的北海国

际机场；架通中越边境旅游航线的侨港国际客运站等。透过这些生动的画面，使



人们看到了北海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北海房地产展示，更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众所周知，北海房产业目前还处

于低谷，不了解情况的人对此也颇多疑虑。这次参加展览的房地产商，是我市房

地产开发的主力军，包括中房、中航等成绩卓著的房地产公司，银湾花园、万科

花园、深港花园、蜀秀花园等杰作则真实地展示了开发商的开发成果。这些实实

在的北海开发建设者从众多的开发商中走到了前台，走到了北海人面前，他们的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炒家则在这里无一席之地。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市园林绿化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不

求大、但求美”的城市建设指导思想并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美化工程以来，我市绿

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区绿化率达 34%，人均公共绿地达 6.09 平方米，位于全国前

列。通过对北部湾广场、亚叉岭、南北大道、银湾花园等一批绿化精品的展示，

使中外来宾具体地感受北海城市建设的高品位，花园城市的美丽一定会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如今，大凡来北海的人谈到北海的美丽时，总会说北海规划得不错，这无疑

是对我市城市规划工作的肯定。为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龙头”作用，保证城市

建设科学有序进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市1992年至1996年共编制各类规划100

多项，管理工程报建近 2000 万平方米，查处违法建设 30多万平方米，对加快城

市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充分

运用规划管理的调控手段和引导作用，积极参与土地盘整、“美化工程”等重大

活动，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展览通过聘请国内外专家研讨“美化

工程”、拆除违法建筑等画面，展现了我市规划工作的“龙头”作用。

珍珠节的帷幕即将拉开，北海人民捕捉“战机”的时候即将到来，但愿我市

精心准备的这次全景式的展览，能为珍珠节锦上添花，使客商和北海人民透过这

个窗口，看到北海真实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 （李培政）



新景迭现 好戏连台

珍珠节节前活动相继展开

第三届国际珍珠节开幕前夕的滨城，欢乐的热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

24日晚，由经贸时代报报社主办、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珍珠小姐评选办公

室和夜巴黎国际大酒店共同承办的“夜巴黎”杯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珍珠小姐

选拔赛（北海赛区），在夜巴黎国际大酒店二楼隆重举行。这次评选活动还有成

都、上海、北京三个赛区。北海赛区的参选佳丽共 58名，初赛后决出 14名参加

复赛。经过时装、泳装和婚纱系列三轮表演，王玲、朱敏、李智、覃凤云、周秀

之、翟其滨和蔡德琼 7位佳丽复赛中入围。她们作为“东道主”10月 30 日晚将

在海滩公园和来自成都、上海、北京三个赛区的各路选手进行总决赛，为珍珠节

平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6日，第三届国际珍珠节“祥龙”杯卡拉 OK大赛，有 80 多位卡拉“OK”好

手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丁妍、宁爱英、潘永华、蓝卫武、魏锦杯、蒙广平、

何孜之、赖小符、陈圣斓和赵慧萍等 10 名歌手脱颖而出，其中丁妍仅 13岁。他

们将在 30日的海滩公园进行总决赛。届时，还穿插有“嘉华”杯全民抽奖活动。

凭门票，每人均有机会抽奖，特等奖为价值 l万元的“家庭影院”一套。

由珍珠节组委会策划，市委宣传部实施的条幅、彩旗悬挂方案，日前已被缀

满街道的色彩斑斓的满天星灯饰和迎风飘扬的彩旗条幅所体现。860 多个条幅、

4000 多面彩旗、128 个大汽球以及 7万多米的彩色串旗和满天星，把珠城的主要

街道和珍珠节活动的主要场所装扮得喜气洋洋。

市群艺馆美术广告公司和市广告公司，为迎接第三届珍珠节的到来，绘制了

巨幅宣传画和巨幅标语牌“联谊四海嘉宾，繁荣北海经济”，分别在顺风大厦、

城建大厦和双泉桥等主要路段树起，为美丽的珠城锦上添花。

（林业霞）



大珠小珠出营盘

500 多位中外嘉宾现场观摩采珠

10 月 31 日上午，铁山港区营盘镇青山头采珠现场，鼓号喧天，彩旗招展，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重头戏——采珠表演隆重举行。来自美、德、法、加等

1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 500 多位中外嘉宾应邀出席。

市领导周国丰、余益中、庞志显、黎尚军、蓝以舟、吴光文等陪同中外嘉宾

观看了采珠表演。

上午 10时，采珠表演拉开帷幕，1000 多名青少年和珠民身着节日盛装，在

采珠现场向中外嘉宾表演了富于南国海滨风情的歌舞节目，向中外嘉宾表示热烈

的欢迎和节日的问候。

随后，120 多名采珠姑娘在海滩上摆开阵势，精选刚采回来的珠贝，以娴熟

的手法向嘉宾表演开珠，当颗颗硕大、光滑、银光闪闪的珍珠开采出来时，博得

中外嘉宾的阵阵喝彩。加拿大驻北海专家根威购买了一个珠贝让采珠姑娘开采，

当采珠姑娘为其开得两颗漂亮的珠珍时，根威高兴得手舞足蹈，竖起拇指说：“OK、

OK!”记者在现场还看到，法协驻香港商务公署商务官 NHAN 等一批外国嘉宾兴致

勃勃地购买珠贝开珠。到中午时分，从海上采回的珠贝基本开采完毕。

记者现场采访了加拿大客人根威，请他谈谈参加北海珍珠节的感想，根威说：

“北海很美，北海珍珠节也很精彩，希望北海多举办象珍珠节这样的活动，多宣

传北海，让更多的人了解北海，让更多的海外人士来分享珍珠节的快乐。”记者

问：“你认为在北海投资前景如何？”根威说：“我对北海充满信心，加拿大是中

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领导人十分重视加中关系，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关系符

合两国的利益，北海与加拿大也有很密切的经贸往来，我很愿意为宣传北海鼓动

加拿大商人到北海投资做点工作。”

（邓敦良）



蚌硕珠圆醉嘉宾

——中外嘉宾观摩现场采珠侧记

南珠的故乡——营盘镇打扮一新，以节日的盛装和原汁原味的硕蚌圆珠，迎

来了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中外嘉宾。现采撷几个镜头，以飨读者。

“仪仗队”别具一格

进入采珠现场前的道路两旁，营盘中心校 100 名小学生组成的鼓号队和营盘

中学 100 人组成的鲜花队分列两边。他们奏起了欢快的迎宾曲，抖动着花环，欢

呼声应着路边迎风猎猎飘扬的彩旗声，吸引了“初来乍到”的中外宾客。热烈的

迎宾场面，令来宾中一个老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忙不迭把这欢乐的

场面摄入镜头。入到采珠现场的彩门，由营盘镇中学 400 多人组成的汽球队，手

持五颜六色的汽球，用普通话和英语轮番欢呼：“热烈欢迎！”带着浓郁“珍珠韵

味”的英语，使老外们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采珠女“严阵以待”

中外来宾一进入采珠现场，早已守侯在海滩 30 个开珠台的采珠女身穿彩色

的民族服装，4人一组，“严阵以待”。她们黑的脸庞、．鲜艳的服装，背景则是一

片波光闪闪的大海和依稀见的座座珠棚，形成珍珠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采珠女们在开珠台上摆好了小圆盘和开蚌小刀，这 120 人都是百里挑一的采

珠高手。而 300 米开外的海边，百余名采珠女身着背部印着蓝色的“南珠之乡”

字样的白汗衫，用两头系着红布的扁担，挑着一笼笼沉甸甸的珠螺，健步向岸边

走来。

来宾们听说 5元一个珠贝，贝内的珍珠为购珠者所得，便纷纷掏出钱，争相

围在开珠女的身边。随着珠女娴熟的动作，一个个硕大的珠贝被灵巧的双手打开，

一颗颗浑圆凝重的珍珠，“叮口当”有声地落入盘中，俨然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真实写照。



珍珠展厅客满座

在营盘镇的珍珠展厅，来到南珠原产地的客人们，被一条条光灿灿的珠链所

吸引，纷纷掏出美元、港币和人民币争相购买。展柜中一颗硕大的黑珍珠，被独

具慧眼的全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纪世瀛先生看中，他作为第一位“开市大吉”

的客人以 1500 元买走了标价 2000 多元的、直径为 10.2mm 的黑珍珠。随后，众

多的客人争相购买，忙得服务员应接不暇，短短半个小时，营业额已达 2万元！

记者离开时，回望采珠现场彩门的对联“北海南珠珠光耀日，营盘瑰宝宝气

冲天”以及大汽球上的条幅“千顷珠池产珠王，百里海岸堆黄金”，不由得衷心

地祝福：愿南珠的故乡明天更美好！



盛世盛事 盛节盛情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日见闻

灿烂阳光洒满大地，金秋十月的南国珠城更显明媚多娇。随着 10月 29 日第

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整个珠城就像刚出水面的美人鱼，街道整洁，彩旗招

展，百花争艳、歌如潮，人如海，处处看到充满喜悦的人们，大街小巷洋溢着浓

浓的节日气氛。

一大早，人们发现，今天的北海就象过年一样，男的衣着整洁，女的涂脂描

红，相约上街、逛公园、游银滩，有合家出动的，有成双结对的……振华大厦门

前一位年轻人推着一辆三轮车引起记者的注意，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老太太，记者

问她为什么选今天这个时候逛街，老人满脸堆笑说：“今天是珍珠节呀！家里大

大小小都说，今天的北海街特别漂亮、特别热闹，我就叫大儿子拉我出来看看。”

很久不出门的老人啧啧连声：“这街真变了，北海从来没有这么漂亮。”

在人们的印象中，北海的公共汽车总是“吃不饱”，而开幕式当天，人们发

现几乎每辆过往的公共汽车里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刚开通的 8路公共汽车，28

日坐车的人还是三三两两，可 29 日不到 8 点，每辆都超员。在中山路一个上落

点，一位公共汽车司机高兴地告诉记者：“原以为自己开的新车要空位一段时间，

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满载运行。”

8 时许，海城区海角办事处门前，一群人已经忙开了，有的布场地，有的往

脸上敷粉描眉，准备登台表演。满头银发、66岁的柯顺益老人指着其他老人说，

这 27位老人最老的 70岁了，为了表示对珍珠节的一份爱心，我们拿出 3 个歌舞

节目祝贺珍珠节开幕。9 时许，海城区东街、西街、地角、海角四个办事处和城

南筹建镇街道乡村文艺团体，分别在人民剧场前、北部湾广场、一中校门前和北

海大道、海角大道旁演出，随着喧天的鼓乐、飞扬的歌舞，人们纷纷向各演出点

涌来。



北部湾广场往日是人们消遣的地方，今天成了欢乐的海洋，海城区西街办的

社区文化队、市木兰拳协会的表演，一个接一个精彩好戏，吸引着观众围了一圈

又一圈，所有的“制高点”都站满了人群。

在广场的西侧，市新华书店、北海日报、沿海时报等单位的书报发行宣传形

成了一条长长的“文化长廊”，北海日报发行部拿出还散发油墨香的 700 多份《北

海日报》不到 1 个小时，就被争抢看珍珠节新闻的读者全部索光。

来到中山公园，这里更是一处沸点。公园内歌声飘扬，各种庆祝珍珠节的游

园活动热闹非凡。公园门前，各单位匠心独具的板报汇展，“一”字型排开，形

成又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线。

下午，当记者准备离开中山公园时，后面传来一个男声：嘿！别累坏了，省

点力，晚上还有更精彩的珍珠节开幕式呢……

（邓培燎）



群芳争艳靓珠城

“珍珠小姐”（北海赛区）7 名佳丽脱颖而出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珍珠小姐”（北海赛区）选拔赛，于 10 月 24 日在

夜巴黎国际俱乐部夜总会降下帷幕，7名珠城佳丽脱颖而出。

当天晚上 8 时 30 分，夜巴黎夜总会彩灯闪烁，佳宾满座。在我市工作和生

活的来自四川、福州、西安及北海、合浦籍的 13 位珠城佳丽，在轻曼美妙的乐

曲中款款登台，经过时装、泳装、婚纱和答谢观众等项活动的表演角逐，佳丽们

靓丽的身段、玲珑的曲线美和轻盈的步伐将各自青春的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经

评委们打分评定，最后周秀元、覃凤云、翟其滨、朱敏、王玲、李智、蔡德琼共

7名佳丽脱颖而出。

据悉，北海赛区报名参赛的靓女共 58 名，经初赛和复赛的淘汰，13名珠城

佳丽经过短短两天半的强化训练进入最后选择。当晚胜出的这 7名佳丽，将于本

月 30日夜在海滩公园与全国各地区选拔出来的佳丽一同进入当晚的“夜巴黎杯”

珍珠小姐总决赛。届时南北佳丽群芳争辉，将为第三届国际珍珠节添亮色。

（赵红雁）



美不胜收 观者如堵

“房地产展示暨城建成就展”成为珍珠节热点

珍珠节爆出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房地产展示暨城市

建设成就展览”竟成为节庆活动的热点。开展第一天就接待观众超万人，此后闻

讯赶来的观众依然保持在每天接近万人的水平。

本次展览尽管展厅面积有限，但内容十分丰富。500 多张大幅面照片精心组

合而成的 100 多块展板，分为房地产和城建成就两大部分。展馆中央陈设了首次

公开亮相的面积为 35平方米、比例为 1:2500 的大型市区模型，模型制作精细，

非常逼真地展示了市内主要建筑物。主办单位为本次展览专门制作的电视专题片

《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北海》在展馆内全天候滚动播放，房地产信息电脑多媒

体演示系统通过高科技手段使观众可以非常方便地获悉房地产交易的供求状况、

政策法规等信息。

令人叫绝的是展厅顶部的原貌保存，原始、朴素与展览内容的现代、色彩丰

富，使置身展厅的人获得非常奇特的感受。美国奥克兰市市长哈里斯先生离开展

馆时，连声叫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王振中

教授称“展览小而精，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据悉，为使更多的观众有机会观赏这次展览，主办单位已将收展时间从原定

的 11月 5 日延迟至 11 月 8 日，并将组织中小学生和部队官兵观展。

（安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