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海市委员会 北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织委员会的通知

市辖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门，市政府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北海

军分区：

为加强对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各项筹备工作的领导，市委、市政府同意成

立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岑鸿平（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主任：周国丰（市委副书记）

余益中（市委副书记）

吴彩珍（市人大副主任）

蓝以舟（副市长）

禤德科（市政协副主席）

马 健（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

朱万昌（北海水警区副政委）

秘书长：蓝以舟（兼）

副秘书长：杨寅（市委秘书长）

叶上辉（市政府秘书长）

刘仁宪（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张 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成 员：蔡文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外办主任）

张远文（市政府副秘书长）

达和高（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铭枢（市政府副秘书长）

宋鹊云（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绍文（市政府副秘书长）

雷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局局长）

张兴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钟延波（市计委主任）

王运杰（市经贸委主任）

张秀新（市教委主任）

吴权辉（市财政局局长）

陈业辉（市旅游局局长）

江小平（市外经贸局局长）

潘志保（市水产局局长）

包驰林（市文化局局长）

张生杰（市体委主任）

吴能有（市贸易局局长）

王书华（市经协中心主任）

文旭光（市交通局局长）

严世明（市建设局局长）

柯金华（市城管办主任）

邓宏德（市广电局局长）

杨建和（市接待办主任）

唐 敏（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庆安（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章 林（市招商中心副主任）

刘显贵（市总工会主席）

许光波（市妇联主席）



伍国辉（团市委书记）

丁乐正（民航北海站站长）

施文寅（北海火车站站长）

陈延国（合浦县委常委、副县长）

李继忠（海城区委常委、副区长）

宋家润（银海区委常委、副区长）

李武团（铁山港区委常委、副区长）

组委会下设 7个职能工作机构：

秘书处（办公室）处长：杨寅（兼）

副处长：叶上辉、刘仁宪、张华、王铭枢

宣传文化体育处处长：张兴勉（兼）

副处长：邓宏德、包驰林、张生杰

项目招商处处长：宋鹊云（兼）

副处长：钟延波、王运杰、王书华、章林

商贸处处长：张远文（兼）

副处长：吴能有、江小平、潘志保

市容环境处处长：达和高（兼）

副处长：雷翔、严世明、柯金华

接待处处长：蔡文华（兼）、李绍文（兼）

副处长：陈业辉、杨建和

安全保卫处处长：李绍文（兼）

副处长：唐敏、张庆安

中共北海市委员会 北海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共北海市委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领导分工的通知

市辖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门，市政府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北海

军分区：

为加强对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所举办各项活动的领导，使之真正落到实

处，市委、市政府决定对节日期间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现将

领导分工和相关部门职责通知如下：

总负责：岑鸿平

总协调：周国丰

1、开、闭幕式暨文艺晚会

负责人：周国丰、陈小琴、杨寅

相关部门：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市体委、组委会秘书处、

宣文体处职责：负责开、闭幕式暨文艺晚会总体方案审定并组织实施（包括开、

闭幕式现场策划、布置，开、闭幕式文艺晚会的筹备等）；开、闭幕式入场券印

刷、领导讲话稿、仪式所需音乐、国旗、会旗的准备等。

2、接待

负责人：余益中 蓝以舟

相关部门：市外事办、市接待办、市旅游局、铁山港区政府、市卫生局、香

格里拉大饭店、迎宾馆、富丽华大酒店、组委会接待处

职责：负责制定接待来宾和采珠现场布置的方案并组织实施（包括；落实食

宿、交通车辆安排、参观考察线路及游览、医疗保健；落实随团（车）工作人员；

落实采珠现场的布置及接待以及沙雕大赛、美食大汇展等旅游活动的组织工作）。

3、项目招商

负责人：蒋天辰 任玉岭（蒋天辰同志负责利用外资的项目招商工作，任玉



岭同志负责利用内资的项目招商工作）。

相关部门：市计委、市外经贸局、市项目引进局、市经协服务中心、组委会

项目招商处

职责：负责整个项目招商工作（包括：节前项目招商工作；落实节日期间项

目招商洽谈会的会场布置、确定项目、项目合作协议、合同签订仪式等）。

4、市容环境

负责人：陈听正叶上辉

相关部门：市建设局（含园林管理局）、市城管办、市规划局、市爱卫办、

组委会市容建设处

职责：负责拟定市容美化、绿化方案并组织实施；开幕式主会场周围环境的

整治。负责广东路的整治、市容市貌全面整治及环境卫生、市政维修、城市照明、

道路平整等。

5、商品展销

负责人：周广能、禤德科

相关部门：市贸易局、市水产局、市水产品交易市场、组委会商贸处

职责：负责商品展销会（含珠宝博览会）工作。

6、会务

负责人：余益中 蓝以舟

相关部门：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外经贸局、市经协服务中心、

组委会秘书处、接待处

职责：负责拟定节日期间召开的外商恳谈会，友好城市、13个沿海开放城市

领导座谈会，环北部湾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方案并组织实施。

7、宣传

负责人：彭段生朱万昌



相关部门：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局、北海日报社、沿海时报社、驻市各

新闻单位、组委会宣文体处

职责：负责制定珍珠节开幕前一个月的宣传和节日期间新闻报道方案并组织

实施。

8、财务

负责人：吴彩珍

相关部门：市财政局、组委会秘书处

职责：负责筹集资金和审核整个节日活动经费的开支及有关财务工作。

9、安全保卫

负责人：黎尚军、马 健

相关部门：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

职责：负责制定节日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方案并组织实施（开、闭幕式会场、

商品展销会、客人下榻宾馆的安全保卫，参观线路、现场的交通指挥和安全保卫）。

10、县、区

负责人：柯家庆、陈篪球朱克

职责：负责本县、区宣传发动、环境整治、美化、安全保卫、社会稳定工作。

中共北海市委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期间领导活动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领导 负责人 协调人

10
月
28
日

全天 迎接客人
机场、车站、各接待
宾馆

余益中、吴彩珍、
蓝以舟、陈小琴

余益中 蔡文华

9:00 贵州路市场开业庆典 贵州路市场
周振江、陈听正、
禤德科

陈听正 达和高

18:00 会见英国驻穗总领事 香格里拉深圳厅 蒋天辰 蒋天辰 蔡文华

10

月

29

日

全天 迎接客人
机场、车站、各接待
宾馆

余益中、吴彩珍、
蓝以舟

余益中 蔡文华

9:00-9:50
北海内港地角港区扩
建工程开工剪彩

海角路地角渔港区
李克、岑鸿平、
廖满开、阎红志、
周广能

周广能 张远文

8:00-8:30
会见越南旅游代表团
（国家、广宁、海防）

香格里拉深圳厅 蓝以舟 蓝以舟 蔡文华

8:00-8:30 会见越中友协代表团 香格里拉杭州厅
余益中、许亚南、
包家德

余益中 蔡文华

8:30 会见新西兰商务公使 香格里拉豪华阁 蒋天辰 蒋天辰 蔡文华

9:00-9:30
会见越南下龙市代表
团

香格里拉深圳厅 蓝以舟 蓝以舟 蔡文华

9:00-9:30
会见越南头顿市代表
团

香格里拉杭州厅
余益中、许亚南、
包家德

余益中 蔡文华

9:30
会见法国驻香港商务
公署

香格里拉豪华阁 蒋天辰 蒋天辰 蔡文华

9:30
郭琳广向端田小学捐
款仪式

银海区端田小学 陈小琴 陈小琴 蔡文华

9:00-9:30
北海银滩广场竣工剪
彩

北海银滩公园正门

金仁寿、陈听正 陈听正 达和高9:48-10:20
北海城市建设成就展
暨房地产展示开幕

北部湾广场

10:38-11:10
北海建筑材料市场竣
工剪彩

北海大道建材新市
场



日期 时间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领导 负责人 协调人

10

月

29

日

10:08
商品展销会、珠宝博
览会开幕 中国珍珠城（水产市

场）
岺鸿平、任玉岭、
周广能

周广能 张远文

10:58 商贸合同签订仪式

10:30
“南珠碑林”书法精
品拓片暨南珠文化展
开幕

中国珍珠城（水产市
场）

周国丰、林宝光 林宝光 张兴勉

14:00 资产重组项目洽谈 香格里拉杭州厅 金仁寿 金仁寿 蔡文华

15:00-15:30
会见重要外宾及项目
投资者

香格里拉北海厅

自治区主要领
导、李克、岑鸿
平、蒋天辰、任
玉岭、廖满开、
阎红志

蒋天辰
蔡文华
章林

15:30-16:00
重大项目合同签订仪
式

16:38-17:00
重庆经北海至湛江高
速公路钦州——北海
段开工典礼

北铁公路收费站东
侧

自治区主要领
导、李克、岑鸿
平、廖满开阎
红志、张九先、
宁 铿、
陈听正

张九先 章林

17:25-17:40
北部湾广场扩建工程
竣工剪彩

北部湾广场 陈听正 达和高

16:30-17:00
交通部北海救助码头
开工剪彩

地角

自治区部分领
导、周国丰、金
仁寿、刘仁斌、
车延风、嵇书尧、
黄作贤

金仁寿 章林

17:20
拜会自治区老同志、
友好城市领导

迎宾馆 金仁寿、余益中 余益中 刘仁宪

18:00-19:20 欢迎酒会
香格里拉宴会厅迎
宾馆中餐厅

自治区领导和市
四套班子、驻市
部队领导（包括
市委特邀调研
员、市政府顾问、
四套班子秘书
长）、全体来宾

余益中
蓝以舟

蔡文华
杨建和

20:10-22:00 开幕式暨文艺晚会 体育馆

自治区领导、市
四套班
子领导、全体来
宾

周国丰
陈小琴

杨寅

10
月
30
日

8:30-11:30
15:00-17:30

参观

北部湾广场、群艺
馆、珠海路、水族馆、
中国珍珠城、新港码
头、银滩

市四套班子有关
领导
（见接待方案）

余益中
蓝以舟

蔡文华
杨建和



日期 时间 活动项目 活动地点 参加领导 负责人 协调人

10
月
30
日

8:00
会见张楚生先生一行
（共进早餐）

香格里拉牡丹厅 李克 蔡文华

9:00
友好城市座谈会和友
城结好签字仪式

待定
李克、岑鸿平、
任玉岭

任玉岭 张华

9:58
北海政协培训中心开
工剪彩

北海大道政协大楼 余益中、宁铿 宁铿 韩江初

10:00 项目招商洽谈会开幕 香格里拉北海厅
李 克、岑鸿平、
蒋天辰、任玉岭、
蓝以舟

蒋天辰 宋鹊云

14:00-15:00 珍珠研讨会 中国珍珠城 任玉岭、陈小琴 任玉岭 张远文

14:00
会见香港重要来宾
（25 人）

市府小礼堂二楼会
议室

岑鸿平、蒋天辰 蒋天辰 蔡文华

15:00
会见越南海防市代表
团

香格里拉深圳厅 李克、岑鸿平 蔡文华

15:00 项目签约 香格里拉北海厅
金仁寿、张九先、
宁铿、廖满开、
阎红志

任玉岭
宋鹊云
张华

17:00
会见日本八代市代表
团

香格里拉深圳厅
周国丰、段文道、
庞志显、蓝以舟

蓝以舟 蔡文华

20:00 银滩狂欢夜 海滩公园
有关领导、来宾
和群众

周国丰
陈小琴

杨寅

8:00
会见陈泽安夫妇（共
进早餐）

香格里拉豪华阁 岑鸿平、蒋天辰 蒋天辰 蔡文华

10
月
31
日

8:30 采珠现场表演 营盘镇采珠现场
市四套班子有关
领导
（见接待方案）

余益中
蓝以舟

蔡文华

下午 选择活动

15:00 项目签约 香格里拉北海厅
蒋天辰、任玉岭、
刘仁斌、车延风

蒋天辰 章林

17:00
与奥克兰市友城结好
签字仪式

香格里拉深圳厅
李克、岑鸿乎、
蓝以舟

蓝以舟 蔡文华

20:00 闭幕式暨焰火晚会 海滩公园
市四套班子主要
领导、全体来宾

周国丰
陈小琴

杨寅

总负责：岑鸿平 总协调：周国丰 秘书长：杨寅 副秘书长：叶上辉、戴春书、



黄云高 秘书长处电话：2024273

说明：1、各项活动的准备工作由各协调入负责落实。

2、参加领导及有关部门由各协调人负责通知。

3、宣传报道由宣文体处协调新闻单位统筹安排。



关于组织全市各单位开展迎接珍珠节活动日的通知

全市各单位：

为了加大对珍珠节宣传的力度，动员全市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效的实

际行动迎接珍珠节，根据珍珠节筹备的进度情况，组委会决定在迎接珍珠节开幕

倒计时 50天（9 月 10 日）之时，在全市各单位中开展迎接珍珠节活动日。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由组委会宣传文体处、天翔广告公司联合组织迎接珍珠节活动日，各单

位要积极配合，加强协调。各单位领导要充分认识“活动日”的重大意义，统一

思想，精心组织“活动日”各项工作。

二、“活动日”主要内容包括：

1、各单位临街门口要挂出珍珠节活动日的有关横额或水牌，天翔广告公司

负责悬挂一批过街横额。

2、以市粤剧团、神蜉艺术团的节目为主体，由天翔广告公司在北部湾广场

组织一台迎接珍珠节综合晚会。

3、市广告美术公司负责制作一辆彩车作广播宣传用。录音带由市广播电台

落实制作并提供音响设备。

4、北海电视台播出组委会主任、市长岑鸿平的讲话。

5、北海日报、北海人民广播电台、北海电视台、沿海时报、合浦报、北海

建设报、北海广播电视报、银滩旅游报等刊（播）倒计时天数及宣传口号，可一

次刊出或轮流刊（播）。并及时、加强报道有关珍珠节的各项筹备工作的进展情

况，运用消息、记者专访、言论、资料介绍等形式，报道有关珍珠节的动态、读

者对办好珍珠节的好建议等。北海日报要继续办好一、三版已开辟的三个珍珠节

征文。从 9月中旬起，做到每周至少有二至三篇与珍珠节有关的文章见报。

6、北海华商报作为我市对外宣传的一份侨报，要用一个专版刊登珍珠节的



广告，向海外侨胞．广泛宣传家乡的珍珠节，并印刷一批报纸在活动日散发。

7、各单位、学校的宣传橱窗、墙报，要结合珍珠节的主题更换内容，开展

宣传，营造、渲染节日气氛。

三、各单位要根据本职业务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迎接珍珠节活动，如优质

服务、文明礼貌、演讲比赛、卡拉 OK 晚会等。开展活动情况请书面汇报组委会

宣传文化体育处。

特此通知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委会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成立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式

文艺晚会筹备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式文艺晚会是珍珠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

紧晚会的筹备工作，组委会决定成立珍珠节开幕式文艺晚会筹备组，成员名单如

下：

组 长：张兴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组长：包驰林（市文化局局长）

邓宏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张生杰（市体委主任）

成 员：何希华（市文化局副局长）

廖美材（市文化局副局长）

梁 锦（市教委副主任）

赵士军（市歌舞团团长）

李 勇（市神蜉艺术团团长）

陆 志（市群艺馆副馆长）

王志才（市文化局图文科科长）

胡钟生（市文化局艺术科副科长）

林 凌（市群艺馆音舞部部长）

夏 旭（市广电局节目制作中心）

下设办公室具体处理日常事务

办公室主任：何希华（兼）

副主任：廖美材（兼）

梁 锦（兼）



晚会总指挥：包驰林（兼）

副总指挥：何希华（兼）

廖美材（兼）

希望各有关单位及筹备组成员认真负责，密切配合，团结协作，抓紧开展筹

备工作，确保珍珠节开幕式文艺晚会圆满成功。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委会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八日



关于举办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板报汇展的通知

全市各单位：

为了宣传十五大精神和欢庆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丰富节日的群众文化生

活，决定举办板报汇展。

一、板报内容：宣传党的十五大精神，反映我国、我市及本单位在改革开放

中所取得的成就，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正确领导及有关珍珠节或南珠文化的

内容。

二、板报形式不限，可用诗歌、散文、散文诗、漫画、资料、图片等，力求

在传统基础上创新。

三、版面设计要活，书写要端正整齐，插图要鲜艳美观。

四、参展板报数量不限，单位内的科室、车间、班组均可参展。

五、参展单位于 10 月 28 日上午 9 时-11 时，将板报放在市中山公园正门两

边，用绳绑在栏杆上（板报要用塑料薄膜复盖，以防风雨）。

六、板报比赛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发给奖状和奖金。

希接通知后，指定专人负责，提前准备，按时参赛。

联系人：陈 贤 电话：3032585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委会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新闻报道方案

为做好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宣传报道工作，特制订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是在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之后，南昆铁路

即将全线贯通的历史条件下举行的一次重大活动，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是：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加大力度，扎实工作，努力为珍珠节的举办创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北海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增强全市人民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推动我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和社

会发展。

二、参加报道的单位和人员

1、市直新闻单位：市外宣办、北海日报社、北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北海

人民广播电台、北海电视台、北海有线电视台、沿海时报社、北海晚报社、北海

华商报社、沿海画报社、北海建设报社、银滩旅游报社、北海开发导刊、合浦报

社等。

2、新华社、中新社、广西日报、广西电台等中央和自治区新闻单位驻市记

者站。

3、珍珠节组委会邀请参加的中央、自治区新闻单位记者。

三、报道内容和时间安排

（一）节前报道（9月起-10 月 28 日）

1、报道珍珠节各项活动、各重点工程进展、落实情况；

2、宣传报道北海十四大以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北海日报、北海广播电

视新闻中心推出系列成就展示文章，北海电视台、北海有线电视台播放反映北海

城市面貌和优美风光专题片；市外宣办 10月 25 日前在香港文汇报出一个专版。

3、报道全市各单位、各界群众在关心、支持珍珠节工作中出现的先进典型，



同时对一些动作迟缓甚至无动于衷的单位进行批评曝光；

4、及时做好对珍珠节有关预备会议和各项提前举行活动的宣传报道。

（二）节中报道（10月 29 日-11 月 1日）

1、综合报道珍珠节盛况。根据珍珠节的活动安排，以最快速度报道珍珠节

开展的各项活动，尤其要重点做好对珍珠节开幕式、闭幕式等重大活动的报道。

2、进行人物专访。在众多应邀参加珍珠节的国内外嘉宾中，选择一些有代

表性的各方面人物进行采访报道。

3、开展专题宣传。对珍珠节举行的商贸、项目洽谈、文化、旅游等系列活

动进行专题报道。

（三）节后报道（11月 1 日以后）

及时报道珍珠节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重大影响，跟踪报道那些在珍珠节期间

洽谈的项目的落实情况。

四、报道的方式

各新闻单位要留出足够的版面，开设专栏、专版、或者出版专刊，运用各种

新闻报道形式，自始至终做好对珍珠节的报道工作，并在珍珠节期间掀起宣传的

高潮。

五、对报道的几点要求

1、早准备、早动员、早落实。各新闻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做好珍珠节的新闻

报道工作，及早部署，制订报道计划，落实骨干采访力量，并优先保证采访交通、

通讯工具，确保采访报道任务的完成。

2、讲纪律、树形象。各采访报道人员要遵守珍珠节组委会制订的有关规定，

采访中做到时间上准时，内容上清楚，行动上迅速，并注意衣冠整洁，讲文明、

讲礼貌，努力在国内外宾客面前树立北海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重质量、出精品。各新闻单位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争取出好作品、



好版面、好画面；采编人员要在手脚勤快、眼耳聪灵上下功夫，发扬吃苦耐劳精

神，力争采写更多有价值的新闻，以更高的质量完成珍珠节的报道任务。

中共北海市委宣传部

珍珠节组委会宣文体处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



开幕式文艺晚会节目单

一、欢腾的北海（开场歌舞）：

作 词：王 欣

作 曲：李希海

编 舞：张国良、朱一炯

合唱指导：沈雄胜、叶卓兰、张国

蓬、赵玉萍

背景设计：陈荣

演出单位：北海市歌舞团、神蜉艺

术团、工商局、军分区、一幼、机幼、

驻市海军、一职高、二职高、师范学校、

武术协会狮队、白屋村龙队

二、赶圩归来啊哩哩（女声独唱）

演 唱：唐佩珠

编 舞：许燕妮

演出单位：市一职高

三、珍珠的故乡（女声独唱）

作 词：帅立国

作 曲：付林

演 唱：王庆君

编 舞：范文光、马浦珠

演出单位：市体育舞蹈协会

四、大海的祝福（儿童舞蹈）

作 曲：何滨

编 舞：魏景瑛

演出单位：市一幼、市机幼

五、乳香飘（女声独唱）（内蒙古民歌）

演 唱：马秋华

六、（粤曲演唱）南珠赞

作 词：符小凌、包驰林

编 曲：李勇

编 导：龙杰锋、兰江丽、符小凌

演出单位：北海市粤剧团、神蜉艺

术团、一幼、机幼

七、小海军（杂技）

编 导：覃鸿植、宋亚平、黄海英

演出单位：南宁花山艺术学校、北

海八小

八、心光（男声独唱）

演 唱：蔡国庆

九、海韵（女子群舞）

作 曲：徐肇基

编 舞：余大鸣、邓锐斌

执 导：曾强

演出单位：市歌舞团 马丽丹等

十、北海，我心中的珍珠（男声独唱）

作 词：马金星



作 曲：吕 远

演 唱：沈雄胜

编 舞：许燕妮

演出单位：北海市神蜉艺术团、一

幼、机幼

十一、北海银滩（女声独唱）

作 词：曾宪瑞、徐沛东

作 曲：徐沛东

演 唱：李丹阳

编 舞：钟丽春

演出单位：北海市歌舞团

十二、北海湾渔工（舞蹈）

作 曲：韩兰魁

舞蹈指导：张国良、朱一炯

演出单位：北海市歌舞团郑昌强等

十三、走向新时代（女声独唱）

演 唱：张也

十四、结束大歌舞：腾飞吧，北海

作 词：汝 涛

编 曲：李希海

演 唱：刘斌

编 舞：张国良、朱一炯

合唱指导：沈雄胜、叶卓兰、张国

蓬、赵玉萍

总策划：李克、岑鸿平

策 划：周国丰、彭段生、陈小琴、 德

科

导 演：马金星

晚会构想：马金星、张国良、李希海、

张兴勉、包驰林、何希华、廖美材

主持人：周涛、朱军、宋亚平

总剧务：何希华

舞台监督：廖美材

舞美设计：夏旭

服装设计：秦文宝

地点：北海体育馆

时间：1997 年 10 月 29 日晚 8时 10 分



参加开幕式文艺晚会的主要演职员名录

郑昌强 陈伟鹏 袁弘宇 苏沛文 苏沛武 梁伟文 谢佳晨 姚文狄 安家健

陈 军 王慧远 洪中善 罗宏东 吴伦泰 吴春华 黄津华 莫红波 张专平

马丽丹 黄 静 覃 萍 黄春丽 王维娜 梁 芬 吴海英 李 莉 利桂娟

刘 霞 罗晓庆 陈 庆 苏 亮 程 见 曹 蕾 苏小儒 孙 亮 王 波

钟 浩 王 欣 张重宁 黄全虹 范微丽 彭秋玲 黄字玲 袁 洁 王 玲

李 璞 张均霞 梁宇红 刘晓莺 温红群 张丽萍 叶 娟 赵 珍 刘玉炎

全瑞云 林海华 蔡安珍 苏浦生 李锦玉 兰江丽 吴海丽 谢小燕 付汝华

陈 华 罗海露 唐江玲 李 萍 叶 盛 阳明霞 范文光 张志斌 李 红

范玉玲 周桂叶 吴阳春 何典治 王春燕 何 冰 梁 莹 杨珠霞 林君宜

陈承志 祁 燕 许绍本 陈国忠 朱 静 潘志琼 蔡 婷 蔡德新 梁 凌

蔡 琼 冯先秀 马洁宁 陈 秋 莫远幸 陈 媚 李珺珺 包 惠 石小敏

陈英爱 莫全春 陈 功 宋广其 陶兴旺 赵水华 姚唐坤 苏相波 李炳航

周 佳 秦国栋 秦辉冬 苏 丹 文 雯 胡钟生 赵士军 李 勇 王志才

陆 志 林 凌 丁 丹 廖启明 蓝刚辉 黄海洋 徐志军 刘勇辉 李 然

梁永强 石志华 黄海鹰 郑继明 李道海 陆荣灵 岑正中 梅进红 赵 坤

冯瑞明 莫传松 黄云华 郭为民 苏昆远 梁春生 吴小华 吴伟民 朱少明

梁 雨 陈亘纪 刘燕伟 叶西林 周红娣 洪 芬 陈水清 伍建霞 邓丽芳

郑继珍 周 玲 张国权 庞景辉 林 海 周胜民 陈继琼 利朝媛 唐永武

洪 波 廖 仑 陈廷义 董晓燕 沈 云 徐子亮 刘少华 彭 波 洪小龙

陈圣武 黄文龙 梁 光 陈国珩 何 愚 陈 群 吕卫东 丁绍禄 潘荫兴

郭朝军 林 勇 苏 坤



合浦县庆祝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文艺晚会

节 目 单

顺序 形 式 内 容 表 演 者

1 舞蹈 《走进春天》 穆志、吴洁等

2 独唱 《万事如意》 张婷

3 表演唱 《举杯醉春秋》 陈家信等

4 舞蹈 《珠乡风情》 戚艳兴、欧明霞等

5 独唱 《也曾相识》 黄干业

6 表演唱 《相逢珍珠节》 庞东生、廖元祥等

7 独唱 《祝你平安》 刘春

8 舞蹈 《珍珠节之夜》 裴琼钦、鲁玲等

9 粤剧 《珠还合浦》选场 许光华、戚海燕

10 舞蹈 《麦当娜》 罗世凤、陆银凤等

11 小品 《看儿子》 范杰俊、蓝为武

12 女声独唱 《我属于，中国》等 特邀著名歌星刘玲

13 舞蹈 《喜耍花楼庆珠节》 李新芳、裴琼钦等

地点：合浦县还珠戏院

时间：1997 年 10 月 30 日晚 8时正



迎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倒计时 50 天文艺晚会节目单

一、舞蹈 南珠颂

二、粤曲小组唱 颂南珠、唱北海

三、舞蹈 快乐的黄裙子

四、木兰拳表演 木兰拳协会

五、女声独唱 (1)银滩、迷人的海滩 罗海燕

(2)南珠颂

六、舞蹈 海恋

七、粤曲 喜迎珠节盛会

八、啤酒厂节目

九、舞蹈 赶圩归来啊哩哩

十、男声独唱 (1)希望之声 沈雄胜

(2)我爱北海银沙滩

时间：九七年九月十日晚上八时正

地点：北部湾广场

演出单位：市粤剧团、市歌舞团

节目主持人：宋亚平陈荣

舞台指挥：李勇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职工广场文艺晚会

节 目 单

顺序 形式 节目名称 演出单位 表演者

1 合奏 喜洋洋 北海市民间乐团 蒋志毅等

2 歌舞 欢庆珍珠节 北海市地税局
王 烨 戚小红

陈伟鲲 吴瑶等

3 舞蹈 快乐的小厨师 北海市工人文化宫幼儿园

4 舞蹈 春天的故事 北海石油化工厂 钟日萍 张 蕾等

5 男声独唱 火火的歌谣 北海市总工会 朱海龙

6 舞蹈 大坂城的姑娘 北海市环卫处 韩伟东 曾作娟

7 舞蹈 北海港之歌 北海港务局 刘 辉等

8 小品 眼镜 北海市环卫处 潘海东等

9 舞蹈 风雨彩虹 北海市环卫处 曾作娟等

10 男声独唱 爱的奉献 北海市二医院 韦开河

11 舞蹈 情系石化 北海石油化工厂 张小宇王雅等

12 女声独唱 中国大舞台 北海市地税局 李惠娟

13 舞蹈 马路天使 北海市环卫处 廖燕霞等

14 女声独唱 银滩·迷人的海滩 北海市歌舞团 罗海燕

15 歌舞 我属于中国 北海市港务局 苏瑞兰等

监制：张兴勉何希华周裕连策划：蒋登忠蒋志毅

编导：姚美耘场务：朱海龙主持：李玲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签约项目一览表

一、外资合同项目(15 项，投资总额 2.6780 亿美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投资方式

1 人表皮生长因子及微生物研究基地 1500USD 合资

2 北海涠洲岛娱乐中心 2800USD 外资

3 北海涠洲岛海岛大酒店项目 2900USD 外资

4 北海涠洲岛高尔夫球场项目 2800USD 外资

5 北海涠洲岛潜水俱乐部 2600USD 外资

6 北海涠洲岛沙滩浴场 2000USD 外资

7 北海涠洲岛海岛俱乐部 2900USD 外资

8 北海涠洲岛别墅渡假村项目 2000USD 外资

9 北海涠洲岛会议中心 2000USD 外资

10 轻型飞机制造 1500USD 合资

11 珍珠加工 180USD 合资

12 黄金珍珠首饰 338USD 合资

13 纯品集团水果加工厂 2000USD 外资

14 文殊院修复工程 12USD 外资

15 北海漆色线有限公司 1250USD 合资



二、内资合同项目（15项，投资总额：26.4578 亿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投资方式

1 碳基复合肥 3000RMB 内资

2 海南国际航空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 15000RMB 内资

3 湖南衡阳金果公司重组北海耀海公司 888RMB 内资

4 南沙远洋捕鱼 8000RMB 内资

5 合浦佳亿食品有限公司 800RMB 内资

6 土壤改良添加剂 2000RMB 内资

7 利源旅游车队 200RMB 内资

8 饲料厂 30000RMB 内资

9 年产 100 亿只片式电阻项目 17689RMB 内资

10 中国糖业酒类集团总公司北海储备糖库 6000RMB 内资

11 交通部北海救助码头 6500RMB 内资

12 平果铝北海后勤基地 12000RMB 内资

13 石化厂扩建(100 万 T/A) 180000RMB 内资

14 北海内港地角渔港区扩建改造工程 1501RMB 内资

15 金和大厦 8000RMB 内资



三、协议外资项目（4项，投资总额 2.0119 亿美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投资方式

1 南南大酒店重组 1928USD 合资

2 北海机场候机楼 2600USD 独资

3 海洋公园 15000USD 合资

4 东源精练植物油厂 591USD 合作

四、协议内资项目（4项，投资总额 2.098 亿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投资方式

1 北海政协培训中心 1000RMB 内资

2 深海花园 10000RMB 内资

3 富丽华大酒店股权转让 51～62%股权转让 内资

4 赴越边境旅游航线联合经营 9980RMB 内资

五、开工剪彩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单位

1 钦北高速公路

2 北部湾广场竣工典礼

3 交通部北海救助码头 交通部广州救捞局

4 北海内港地角港区扩建工程 自治区水产局

5 北海建筑材料市场竣工开业

6 北海银滩大门重建竣工 市旅游局

7 北海政协培训中心 北海市政协中外合资盛源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珍珠节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广西区旅游局局长、前北海市市长帅立国回首珍珠节

北海曾经在 1991 年和 1993 年成功地举办过两届国际珍珠节。将于明天开幕

的“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外延及内涵都有所扩展和丰

富。就创办珍珠节的动机和珍珠节给北海带来的变化等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

了当时的北海市长、现任广西区旅游局局长帅立国，这位前市长充满感情地表达

了他对北海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对本届珍珠节的真诚祝愿。

记者：北海于 1991 年举办了首届国际珍珠节，当时，这种选择是出于何种

考虑？

帅立国：北海虽然在 1984 年被列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然而由于起步

晚、步子慢，到 1990 年时，北海在经济水平、发展速度方面比其他沿海开放城

市仍然落后。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尤其是对北海这样的城市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有了知名度才有人来考察投资，才能发展经济。因此，我们当时考虑北海该打什

么牌来创知名度。银滩和南珠都是北海独具特色的资源。但银滩当时还是光秃一

片，而南珠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从迅速促进整个北海大发展的角度，我们提出了

举办国际珍珠节的创意，确立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指导思想。当时对是

否冠以“国际”这两个字曾有过争议，但我认为，北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不搞国

际化就没有出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保留了“国际珍珠节”这个名称。

创办珍珠节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希望创立一个北海自己的节日。一个城市

拥有自己的节日，可以增强全市人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从而提高建设更加美好

富裕家园的自信心。

记者：您怎样评价珍珠节给北海带来的变化及作用？

帅立国：珍珠节对北海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首届参加珍珠节的来

客及人员达 30 万，是北海建国以来最热闹的场面。第二届珍珠节主会场设在海



滩上，当时仅海面上就挤满了 5000 多艘船，来的嘉宾客商亚、非、欧、美几大

洲都有。通过珍珠节，北海的知名度有了极大的提高，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巨大

成效，经济实现了高速运行，并带动了文化、教育等其他行业的整体发展。由此

奠定了北海的城市框架，改善了北海市民的精神风貌，从软硬两方面优化了北海

环境。

记者：北海将旅游业定为一项主导支柱产业，您作为广西区旅游局局长，认

为北海旅游业应如何加快发展？

帅立国：北海可以发展的产业很多，包括水产业、农业开发、加工业等，但

我认为条件最好、最现实、带动效应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就是旅游业，北海目

前正在搞的“美化工程”，我想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世界上有很多城市主要是靠

旅游业发展经济的，如夏威夷、威尼斯、拉斯维加斯等。现在，北海把旅游作为

突破口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是很正确的。从世界现状看旅游，欧美旅游处于成熟期，

然而已逐渐走向衰退，非洲还在起步点，而亚太地区的旅游业却在蓬勃发展。北

海面临这么好的时机，一定要把“北海银滩甲天下”打响。银滩是非常难得的旅

游资源，是北海旅游业成败的关键。我在北海时就曾说过，搞不好银滩开发工程

我就去跳海，后被人称为“市长跳海工程”。其实不论是搞银滩旅游、搞珍珠节

还是搞边贸，都是为了吸引人到北海。人流可以带来信息流，信息流带动资金流，

资金流又促成物流，市场搞活了，经济自然也就发展了。

记者：作为前任市长，请你您对本届珍珠节说几句话。

帅立国：我衷心祝本届珍珠节圆满成功。我始终认为，北海这个城市前途非

常好，它的区位（通道）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它的资源包括土地、港口、农产品、

矿产、旅游等资源非常丰富，它目前的基础条件和设施也是广西沿海最好的，这

决定了北海前途无量。借此机会，我祝北海人民在李克书记、岑鸿平市长的领导

下，将北海建设得更好。 （李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