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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自 1984 年 4 月列为全国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来，创造和出现了许多

广西或全国有名的美事。现将散见于《北海日报》、《广西日报》《羊城晚报》和

1992 年北海市科技展览等的有关报道，摘录于后；

△北海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北海银滩”，其总面积超过了

北戴河、大连、烟台、青岛和厦门的所有市郊海滩的总和。同时沙白滩平，海

蓝水洁，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全国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来此视察时，誉为

“中国第一滩”。《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也给题了词：“天下第一滩”。1992

年 8 月间，国家旅游局长刘毅在“国家旅游度假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海银

滩列为我国首批试办十一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同年 10月 4 日，国务院正

式批准建立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1987 年，北京粮食科学研究所谷物化学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廖元琦

(广西北海人)从首都抽空返回家乡，利用北部湾丰富的水产资源，成功的研制

了鲜虾调味剂，并在渔村地角建厂投产，填补了广西的一项水产科研空白。

△国家计委于1987年批准恢复建设的北海渔业基地，是广西区的重点项目。

其总长 1950 米的东、西两条防波堤，由数十个各重达 400 吨以上的巨型沉箱排

列而成，是我国南方最长、施工难度最大、标准最高的海上防坡堤，能经得起 5

米高巨浪的袭击。

△1988 年，北海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外科党支部书记吴全理成功地进行

了难度较大的巨大听神经纤维瘤切除手术；1991 年初又配合上级单位医师开展

脑移植手术。此两例均达国内先进水平。

△1989 年 6 月，北海市总工会与广东佛山市总工会联营兴办的北海市山海

营养饮料厂试产成功。产品销售区内外，深受好评，开创了广西工会办工厂的

先例。

△北海市区从 1984 年开放到 1989 年的 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84 倍，

年递增 25.17％；社会总产值增长 3.49 倍，年递增 28.45％，这几项增幅均为



广西各地市之首。

△1990 年，合浦县田径运动学校向区体校输送了曾伟、温传琴等 7 名少年

运动员，创造了一个县一个年度向区体校输送人才的新记录。

△1990 年秋，国务院批准建立广西合浦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这是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1990 年 9 月，在迎“亚运”广西信鸽 500 公里团体竞翔中，北海市信鸽

协会获冠军；运动员姚忠裕获迎“亚运”全国信鸽赛广西信鸽雄鸽种第 1 名。

△北海市印刷厂由于引进了先进技术，发展很快。1990 年全厂工业总产值、

创税利和全员劳动生产翠分别是 1984 年的 6.5 倍、9.4 倍和 30 倍，在广西区同

行业中独占鳌头。

△由香港康泰贸易公司、北海市砖厂和贵州第七砂轮厂合资的中外合资企

业“北海—康泰磨料磨具工业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全套引进意大利具有 80

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石材专用磨具生产线企业，于 1990 年 3 月正式投产。该公

司于当年研制成功的“加工花岗岩用磨具”，填补了我区花岗岩加工磨具的空白。

△1990 年春，合浦县山口中学数学教师许家堃以学习雷锋为中心，组成有

300 人参加学习的山口中学诗词楹联书法学会。《少年智力开发报》全国有奖征

联，许老师获一等第 1 名，还有 7 个学生分别获一、二、三等奖和纪念奖；全

国九个一等奖，该校占了 3 个，在这点上，把广西拥上了“全国之首”的宝座。

△由合浦县制革厂、中国科招高技术有限公司和香港红狮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三方投资的北海科红制革有限公司，于 1991 年 1月在合浦制革厂举行开工典

礼。该企业将利用本区及邻省出产的牛皮猪皮，湿法生产 PU榔皮，为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推广的高技术项目；其产品将填补广西一项空白。

△1991 年 1 月奠基兴建的北海市专用面粉厂，是国家商业部直接安排，国

家经贸部批准的项目。它利用美国政府贷款，总投资 2850 万元，引进美国面粉

生产技术和设备。它是广西第一家专用面粉厂，将填补广西特精面粉、专用面

粉生产的空白，结束广西特精面粉与专用面粉靠广东和进口供应的历史。

△1991 年，合浦县利用本地资源种植“茶族皇后”——金花茶达 30多亩，

居广西第一。该县利用金花茶生产茶制品，产品畅销国内外开发地区及新加坡、

台湾、香港等地。



△1991 年 5 月，北海市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抢修中小学危房先进

市”称号，这是全区获此称号的唯一的市。

△1991 年，尽管北海市遇到建国以来罕见的旱灾，但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36.76 万吨，平均亩产比上年增加 l9公斤，增长 7.95％，增幅居全区首位，获

区农业厅“全年粮食增产二等奖”和“秋粮总产、单产超历史水平一等奖”。

△1992 年 1 月 29 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报总编辑邵华

泽、记者郑盛丰写的消息《发挥地理和资源双重优势，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

北海市加快开发前景广阔》，并配发了题为《眼光远大、脚踏实地》的短评和北

海市位置示意图。党中央机关报用如此重要的版面报导一个省辖市，实属罕见。

△我区第一家烟花炮竹企业集团——北部湾烟花炮竹企业集团公司，1992

年 2 月 21 日在合浦山口镇隆重开业。

△1992 年 3 月 4 日—7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首次全国海洋局长会议

在北海召开。这是标志着我国的海洋工作走上了中央和地方相结合、逐步向沿

海地区拓展的新阶段的会议。

△我国大陆上第一家批量生产香蕉粉的企业——巨龙香蕉粉(北海)有限公

司，1992 年 3月 20 日在北海市正式办公。该公司为台湾香蕉产业有限公司和香

港天宝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兴建，投资总额 1753.7 万美元，注册资金 695 万

美元，以利用海外先进设备和我市及附近市县的香蕉资源进行香蕉综合加工为

生产方向。首期工程建成后可年产香蕉粉 3000 吨，香蕉皮有机肥 1.2 万吨。

△北海市卷闸厂研制生产的楼宇对讲机电控防盗门于 1992 年 3 月 18 日通

过鉴定，投入生产。这是广西目前最新型的楼宇公寓或住宅保安产品，填补了

广西同行业的空白。

△北海市风机厂是国家机电部在广西唯一的风机专业生产厂家。

△北海市华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研制的“海之”牌沙井蚝油王和“海之”

牌金标纯蚝油，荣获 1992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金奖。这些

产品不加防腐剂，不加味精，不含色素，不需冷藏，这在全国食品调味行业中

率先向“纯天然”食品发展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92 年 4月 28 日，由市植物油公司和中国贸易美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

北海万利油脂有限公司工程动工兴建。这是目前广西粮食系统最大的外引项目，



它占地 4万平方米，总投资 4290 万元。计划年产国际标准 1 号蓖麻油 1500 吨，

产品全部返销出口，年产值人民币 8600 万元，创汇 1100 万美元，年获税利人

民币 1100 万元。

△在 1992 年 5月初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废人运动会上，北海市运动员吴宇

秀荣获女子铅球、标枪、铁饼三枚金牌，均破世界纪录；陈伟旺荣获游泳金牌

二枚、银牌一枚，三个项目均破全国纪录。

△设在北海的广西海洋研究所经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在海藻饮料开发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该所于 1992年 5月成功地研制出以海带饮料为代表的海藻饮料，

目前在国内尚属首创。

△广西北海水文工程矿产地质勘察研究所于 1992 年初开始，配置 SHB—114

／70 型双壁气举反循环钻具，采用气举反循环钻进新方法施行，5 月中旬在北

海市自来水公司禾塘村水厂水中施工工地一次试验取得成功。钻探成井深度达

78 米，水井口径达 600 厘米，水井涌水量每小时超过 400 立方米。这一新的钻

井方法在广西地矿系统还是第一次使用。

△1992 年夏，设在北海的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的我国红树林研究领域的第

一个博士范航清及助手，在北海市东海岸大冠沙进行科学考察时，发现世界首

例“沙漠化”红树林。这些沙化红树林品种单调，低矮，但自然生态景观奇特，

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旅游价值，已引起“国际红树林生态协会”的高度重视。

△利用奥地利国 22 年低息政府贷款、全套引进西欧 90 年代电脑控制生产

线，生产目前在西欧畅销的铅酸汽车启动蓄电池的广西北海蓄电池厂，按国际

标准生产的“BBF”蓄电池，产品起动力强，兔维修，填补了我国蓄电池产品的

一项空白，开创了我国汽车蓄电池行业按世界先进的免维修标准、经济规模生

产的先河。该厂产品供不应求，畅销广州、深圳港澳及东南亚广大地区。(摘自

《羊城晚报》1992 年 7月 11 日头版头条《“北蓄”挟来一股冲击波》。

△北海市珍珠公司的“激光培育珍珠贝母”研究，珠贝发育好，生长快，

海区抗逆性强。1991 年元月通过区科委技术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北海市水产局“对虾与锯缘青蟹混养技术”研究成功，使虾蟹混养平均

亩产和纯收入比单一养殖对虾高 4—7 倍。该研究成果在国内处领先地位，应用

推广前景广阔。



△设在北海的广西海洋研究所从事的“广西沿岸台风暴潮研究”各项技术

指标在目前国家规定之内，台风增减水的分离误差在 30厘米以下，可预报出 12、

24 或 36 小时的风暴潮位。该成果处国内领先地位，预报精度达世界先进水平。

获 1990 年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

△北海温度仪表公司是机械电子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于1985年在北海独

资兴办的国营内联企业。该公司研制生产的带阴极保护装置的高温盐炉测温热

电偶属国家首创和独家生产，使产品寿命比一般产品延长 10倍。

△北海二十一世纪艺术团由全国各地舞蹈爱好者组成，表演现代生活气息

的现代舞蹈，它是广西的第一家现代艺术团。

△北海市农科所 1990 年种植本所引进的花生优良品种“中花 117”，平均

亩产 348.9 公斤，最高亩产达 426.5 公斤，创广西最高纪录，为全国花生会议

在北海召开提供了现场。

△广西海洋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对海蛇皮的特征及化学组成进行了较系统的

研究，为海蛇皮蓝湿革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开拓了新路。研制出的海蛇肉罐头、

健身海蛇酒等新产品，居国内领先水平，获 1992 年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

(以上七条根据北海市 1992 年科技展览有关说明整理)

△1991 年开始，北海市印刷厂开始第三期技术改革，从日本引进新一代六

色多功能胶印机，又从北京国际印刷设备展览会引进“整套排组系统”。这些机

组和设备，全由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及电器等项目，均居国际领先水平，为

该厂持续发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户，注入了强大的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