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满桌喜签约

——珍珠节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侧记

10 月 29 日下午，香格里拉大饭店北海厅内富丽堂皇，自治区领导赵富林、

陈辉光、张文学及市领导李克、岑鸿平、蒋天辰、段文道、廖满开等正以东道主

的身份会见跨洋过海来过节的外宾。

宾主围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每位客人的面前都摆放了一本内容详实、印刷

精美的《北海投资指南》。会议桌外圈，国内各大传播媒体的摄像机、照像机、

录音机也都卯足了劲，等待着这珍珠之缘的盛会。

会见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开始，首先由自治区副主席张文学致欢迎辞并介

绍广西区的整体情况，他在讲话中表示，下一步还将在开放的地域、领域、引资

方式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岑鸿平市长在其后的讲话中也表示，北海是珍珠的故

乡，珍珠是北海的瑰宝和自豪，北海愿以珍珠为契机广结天下朋友。

热情而简洁的致辞之后，蒋天辰副市长宣布本届珍珠节项目签字仪式开始。

在其后 30 分钟的签字仪式上，北海市与美、英、澳、日及香港等地客商共签订

了涠洲岛国际娱乐城、海洋公园、美国纯品集团北海水果加工厂、人表皮生长因

子及微生物研究基地、年产 100 亿只片式电阻器、北海机场候机楼等项目。

高效率的签字仪式之后，早早备下的香槟酒也由服务小姐送上来，宾主们举

杯互贺，共祝北海兴旺发达。

（陈瑾）



珍珠节商品展销圆满结束

卖者悔带货少 买者怨时间短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商品展销暨珠宝展览会 11月 2 日圆满撤展，从 10月

28 日至 11 月 2 日，约有 6 万多人次前往观展与购物。据 10月 31 日的统计数字

表明，交易金额已达 1．6 亿元；商贸合作项目 12 个，合同金额达 9800 万元。

此次展销生意火爆，卖者有利可赚，买者得了实惠，双方皆大欢喜。

这次参赛单位有 420 家 1000 多人，参展的商品有日用百货、服装、医药、

副食品、建材、办公用品、体育保健用品、珍珠宝石、钟表、文化用品及书画等

24大类 3 万多个品种，商品多，参观购物的人数更多。驰名中外的南珠，让美国、

加拿大、日本、越南等国贵宾及外地顾客在二三楼珠宝柜台前流连忘返。由于参

展的物品价格便宜，质量优良，展销会一开始生意就不错。全国“三八”红旗手、

珍珠养殖户谢礼芹告知记者，她的珠宝生意在珍珠节期间比平常翻了一倍。北海

市正天元超纯水有限公司生产的超纯水也卖了 1700 多瓶。从西双版纳景洪市来

参展的华德珠宝柜，经营的缅甸翡翠玉石，品种多，购买者也很多。最火爆的要

数上海馆，开展后天天人流如潮，到 11 月 2 日上午撤展前夕，购物者仍熙来攘

往，在 5 天时间内该馆运来的 1千多套被子已被争购得所剩无几，5000 件薄衬衣

裤也告售罄。记者问一姓杨小姐买了多少东西？她说她天天来参观购物，买化妆

品和服装，现已买 1000 多元钱。“这些上海货质量好，价钱比外面商店的便宜好

多，买得抵值啦！”她兴高彩烈地回答。

参展的上海厂家的经理没料到产品如此好销，只可惜展销的时间太短，也后

悔自己带来的货物太少了。

（封保华）



展馆竞风流 名牌展芳容

——珍珠节商品展销会走马

今天上午，珍珠节商品展销会暨珠宝博览会开幕。

8 时 30 分，记者来到装饰一新的中国珍珠城，马上感受到一种热烈和喜庆的

气氛。展厅门口挂满彩旗和气球，此时离开幕式还有 1 个半小时，前来参观的游

客就已络绎不绝，到处是人声、笑声。许多商家正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准备，力

求将每一件商品摆在最佳位置，以吸引前来光顾的游客。

展销会的展厅设在二楼和三楼，共设 400 多个展位。展厅设有四大展馆：上

海馆、广东馆、珍珠馆和北海产品馆。各馆展品琳琅满目，服装、五金家电、化

工产品、皮包、摩托车、建材、办公用品、珍珠，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展

销会尚未开幕，已有心急的游客开始和商家讨价还价了。

10时，展销会正式开幕，宽敝的展厅更是挤满了人群，商家都忙得不亦乐乎。

在三楼展厅，我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展位围满了人，该公司租用了 4 个展位，摆

满了大件的家电商品，据负责人介绍，他们准备了上百种商品，因展位太小无法

全部摆出来。这次与容声冰箱、金羚洗衣机、康宝消毒柜等 5 个厂家搞联销，商

品的价格将比平常更为优惠。在上海展厅。80多家来自上海的服装厂向游客们展

示着上海服装的魅力，一套套款式新颖，质地精良、价钱适宜的服装吸引了大量

的顾客。而在二楼的珍珠展厅，美丽的南珠使许多操外来口音的游客恋恋不舍，

女士们则时不时将中意的项链试戴……

当记者离开展销会时，那里仍然是一派热闹景象。

（汪丽华 陈武华）



迎天下客商 展百家商品

珍珠节商品展销会上午开幕

今天上午 10时半，中国珍珠城前彩旗飘扬，鞭炮齐鸣，醒狮欢腾，珍珠节

商品展销会暨珠宝博览会在此隆重开幕。

此次展销会群贤毕至，高朋满座，来自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及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国内商家共 400 余家云集珍珠城，展销名优商品，签订商贸协

议，寻求合作交流。本次展销会将以“友谊、合作、交流、发展”为宗旨，以珍

珠为媒，坚持“文化旅游搭台，经济商贸唱戏”的方针，在历时 6天的会展期间，

举办名优特新产品展销、看样、订货、合作洽谈，珠宝货品交易，项目投资洽谈，

南珠文化展览以及采珠示范表演，中国珍珠产业发展研讨会和国际珠宝摄影展览

等商贸活动。

出席展销会暨珠宝博览会的贵宾有国家农业部总经济师、渔业局长卓友瞻、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富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文学、北海市市长岑鸿

平等领导和来自日本或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贵宾也出席了开幕式。

（汪丽华 陈武华）



塑造新形象 迎接珍珠节

第三届北海市国际珍珠节即将到来，届时，国内外客商、国际友人、华侨将

往返北海至合浦，进行商务洽谈及观光旅游、探亲等活动。合浦作为进入北海市

的门户，将以怎样的面貌欢迎各方友人，喜迎国际珍珠节的到来呢？

为此，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决定从 10月 15 日

起用 15 天时间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整顿治安、交通秩序和清理“三无”

人员的统一行动。

领导小组要求，这次大行动，公安、工商、交通、建设部门要紧密配合，落

实工作责任制，对在街道上乱搭乱放、堆放杂物、摆摊经商妨碍交通秩序的要认

真清理。营运的车辆按指定地点停车，不得强行拉客，阻塞交通，对无证无牌的

人力三轮车坚决予以取缔。严肃交通法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

违者严肃处理。对辖区“三无”人员进行全面清理，重点清理县城、圩镇、城郊

结合部的流浪乞讨、占卦算命、街头卖艺和露宿街头的外来人员。借北海珍珠节

的东风，塑造美好的合浦形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招来更多的商人，引来更

多的资金，促进合浦的经济发展。

（谭文雄）



商贸大戏好精彩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侧记

为期 3 天的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 10 月 31 日晚降下了帷幕。“以珠为媒，

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北海人定位在“国际”高层面的这项活动，又一次以客

商云集、交易火爆的热烈场景和大面积收获，让人回味悠长。

本届珍珠节一开幕就好戏连台，安排的正式活动项目达 40 多个，其中直接

与商贸活动有关的就有贵州路市场开业、北海内港地角港区扩建工程开工剪彩、

北海城市建设成就展暨房地产展示、商品展销会、珠宝博览会、北海建筑材料市

场竣工剪彩、资产重组项目洽谈、重大项目合同签订仪式、钦北高速公路开工典

礼、珍珠研讨会等。众多的重头戏竞相上演，形成这边尚在序幕，那边又已登场

的局面。

北海市的房地产开发曾名噪一时。10月 29 日在市中心北部湾广场隆重揭幕

的“北海城市建设成就展暨房地产展示”，自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当天参观

者就突破 5000 人次。由于观展人员太多，主办单位一度中断售票，以缓解展厅

的拥挤状况。此项展览由 500 多幅照片和一大方城市模型组成，从城市规划、基

础设施、房地产业等 12个方面展示各自的住宅小区等开发成果，以扩大影响力。

有关的展览内容显示，近几年来，北海在“不求大，但求美”的发展战略指导下，

精心做好城市规划，大规模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城市建设业绩卓著，面貌日新月

异，改善了投资环境，并先后进入“全国投资硬环境 40优”的第 12 位和“全国

100 个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的前 10 名，全市房地产业目前也出现了转机。在 10

月 30 日举行的招商项目洽谈会上，北海市长岑鸿平公布了一项权威性的统计数

据：今年 1-10 月，北海市房地产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2%，房价每平方米

上升了 200 多元。他充满自信地说：“现在发展势头很明显，请诸位把握机遇，

否则就迟了。”与会者兴奋地报以热烈掌声。



规模盛大的商品展销会和珠宝博览会均设在闻名全国的北海市“中国珍珠

城”内。参加商品展销会的商户有 400 多家，其中来自区外的 100 多家，展销的

商品种类有百货、纺织、机械、五金、交电、化工、建材等，琳琅满目，蔚为大

观。珠宝博览会活动内容则主要有原珠交易、精品拍卖、珠宝首饰批发零售，共

有包括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缅甸等国家和台湾、澳门、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

的珠宝商 80 多家应邀参加了活动。为便于交易，主办单位除按商品门类布置了

10 多个分馆外，还设立了 80 多个洽谈室。10 月 29 日，“两分”一开展，13000

多平方米的展位就处处人头攒动，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3 天内成交金额达 1.6

亿多元，并签订商贸合同 9800 多万元。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这 3

天的交易额，顶得上平常珍珠城半年的实绩。

招商引资取得的一连串重大成果，奏响了本届珍珠节商贸大戏中最宏伟的乐

章。北海市这次共推出了 128 个招商项目，涉及交通能源、农林水产、旅游、工

业技改、高新科技、企业改制改组、资产重组等诸多方面，投资金额 127.9 亿元。

由于成交活跃，隆重热烈的签约仪式举行了一次又一次。10月 29 日下午在香格

里拉大饭店举行的重大项目签字仪式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富林、自治区

政协主席陈辉光、自治区副主席张文学、北海市委书记李克、北海市长岑鸿平等

区市领导齐集会场，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魏意安、加拿大驻广州领事及商务代麦柏

德、日本八代市副市长上村正胜等24名外宾以及台港澳客商20多人也同时亮相。

当场签署的多项合同着实分量不轻，第一项：美国市场有限公司、美国索达克娱

乐有限公司和美国朗德联合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涠洲岛国际娱乐城——投资金额 2

亿美元；第二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与北海市合资兴建北海“海洋公园”——

总投资 1.5 亿美元。其中，北海市以土地入股占 40%的股权，澳方提供建设和流

动资金占 60%的股权。其他合同项目还有美商投资 2000 万美元在北海兴建水果加

工厂、英商投资 2600 万美元建设北海机场候机楼、香港与北海合资 1500 万美元



建设“人表皮生长因子及微生物研究基地”、日本与北海合资合作投资 1.76 亿人

民币兴建年产 100 亿只片式电阻器项目等。据统计，在珍珠节短短的 3 天时间里，

共签订投资项目 43项，投资金额折合人民币 71.12 亿元，其中签订合同 32个，

投资金额 51.17 亿元。

珍珠是北海最具特色的产品。为了促进珍珠业的发展，北海市专门邀请了国

内外 40 多位有关专家和珠宝商聚会珍珠节，开了两天研讨会，还举办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采珠现场表演活动”。专家们对北海珍珠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世界珍珠协会主席、中国宝玉石协会副

会长何乃华谈到，北海是我国海水养殖珍珠中的马氏贝珍珠（即南珠）的重要产

地。近几年来，北海珍珠产业长势迅猛，成绩很大。在全国现有的 5 个主要的珍

珠市场中，北海的“中国珍珠城”是最大最好的。北海珍珠当前要注意加强管理，

解决好珍珠养殖中急功近利，时间过短，珠层显薄，以及加工质量不高等问题。

他认为，通过进一步发挥地理优势条件，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大力扶持，调动各

方的积极性，北海市很有希望成为我国珍珠产业中的“老大”。

10月 31 日，在距北海市区 40多公里的营盘镇珍珠养殖场举行的采珠表演，

成了备受欢迎的节目，数以百计的观众直抵现场，一睹为快。当天上午，在海边

沙滩上，摆开了二三十张桌子，数十名渔家女立身桌前，进行采珠操作。只见她

们左手拿起珠贝，右手握把弓型小刀插入贝口一撬，贝壳当即分开，再用刀尖探

进贝肉一拨，就听“啪”的一声，晶莹的珍珠落入桌上盘中。目睹之下，宾客们

禁不住手痒难耐，纷纷要过小刀，一试身手。精明的采珠女随即亮出了生意经：

每只贝售价 5 元，贝内到底有没有珍珠凭个人运气。宾客们并不计较，纷纷解囊。

也算众人的运气不错，绝大多数的贝中都拨得出珍珠。随着刀起珠落，清脆的“啪、

啪”声次第入耳，与喝彩声笑声连成一片。一位广东来客运气特佳，一开手即从

两只贝中拨出了六粒珍珠，兴奋得他一连买了 20多只珠贝，共采得 30多粒珍珠，



一一装入矿泉水瓶后，他好不得意：“哈哈，真是不虚此行。”

（伍建青 左少良）

珍珠节“大戏”满堂彩

共签订项目 43 项，总投资折合人民币 71.12 亿元

10 月 31 日下午，在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项目招商洽谈会上，又有 5 个重

要项目正式签订合同。至此，本届珠节已为北海招来国内外投资、合资项目 43

项，总投资折合人民币 71.12 亿元，经济真真正正在珍珠节中唱了“主角”。

昨日签订合同分别为投资 6000 万元人民币的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北海储

备糖库项目，由国内贸易部糖业总公司和市保税区筹备处签订；市水产局与新亚

洲有限公司投资 8000 万人民币，开展南沙远洋捕鱼项目；市化肥厂与湛江广西

银信有限公司、台湾兴逊国际事业股份公司“土壤改良添加剂每年 20 万吨氧化

钙造颗项目”，项目投资为 2000 万人民币；市科委与张家港市昆仑高科技工程公

司的“硫磺制酸节能环保项目”，投资为 3500 万人民币；海城区政府和哥伦比亚

中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玻璃钢高速船艇及其制品项目”，项目投资 300 万美元。

至此，本届珍珠节的“重中之重”——项目招商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

在珍珠节的 3 天洽谈中，共签订各种项目 43项，总投资折合人民币 71.12 亿元。

其中，签订合同 32项，投资达 51.624 亿元人民币；协议 10项，投资 19.146 亿

元人民币；意向 1项，投资 3500 万元人民币。外商投资项目 22项，总投资 5.0199

亿美元，其中合同 16项，投资 2.978 亿美元；协议 6 项，投资 2.0419 亿美元。

内联项目 21 项，投资 29.358 亿元人民币，其中合同 16 项，投资 26.91 亿元人

民币；协议 4 项，投资 2.098 亿元人民币；意向 1 项，投资 3500 万元人民币。

（蒋伟全）



海里鲜 席上珍

’97 北海金秋海鲜美食大展汇评比揭晓

以“海鲜美食新风味”为主题的’97北海金秋海鲜美食大展汇，经美食烹饪

专家为期一周的严格评比，于 9 月 18 日揭晓，大展竞赛金奖由富丽华大酒店推

出的全席“丽华珍珠宴”夺走。这次评出的金、银、铜奖招牌菜将为第三届北海

国际珍珠节中外喜宾提供一道道丰盛的美食佳肴。

金秋海鲜美食大展汇活动由市旅游局、市旅游协会和市旅游烹饪协会共同组

织发起。活动既是北海旅游美食的一次大展示，也是一次餐饮技艺大竞赛。市旅

游局从市内抽调 3名具有高级烹饪技术职称的专家担任评委，制定了详细的竞赛

评比方案。活动过程中，全市各旅游饭店和餐馆围绕活动主题，充分发挥各自的

特长和优势，以北部湾丰富的生猛海鲜为主材料，精心炮制出各种不同风味和各

具特色的海鲜美食佳肴。15家参赛单位推出的 72 道美食作品，既有粤菜、潮洲

菜风味，也有川菜、北方菜风味。

（胡宗保）

“金中杯”摄影大赛揭晓

日前，“金中杯”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活动现场摄影大赛评选揭晓，各个

奖项均有归属。

特别奖由张发礼（组照）摘走；一等奖由王小琪获得；二等奖得主为梁祝和

徐绍荣；6 个三等奖也“名花”有主。参赛的 200 多幅摄影作品，充分反映了珍

珠节期间浓郁的珍珠文化和人们在节日里的精神风貌。

（马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