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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报 刊

北海的报刊业发端于二十世纪初期，1903 年，德国教会创办的东西新文周报，

是北海最早的新闻报纸，之后，一直到北海解放前，虽然也陆续出现过近 10 种

报纸，但这些报纸，或因为销路不畅，经济状况不佳，或由于战乱的影响，创办

后不久便销声匿迹。解放后，北海的报刊业得到了发展，并在“八五”期间加快

了步伐。到 1996 年，全市已有报纸 9 家，期刊 3 家，并有新华社、中新社、广

西日报等中央和自治区新闻机构驻市记者站(支社)20 多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每年都有多批记者到北海进行采访报道，1993 年以来，中央

和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北海的文章均在 4000 篇以上。

一、北海报的创办与发展

1949 年 12 月，北海军政委员会接管了当时由文化界人士创办的南天日报。

随后，军政委员会编辑出版时事简报，主要刊登由北海收音站提供的新华社电讯

稿，后来时事简报改名为消息导报，这是北海解放后最初的报纸。

1958 年，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广东省各县市纷纷创办县市报，北海当时属

广东省辖，受其影响，1958 年 6 月 21 日，中共北海市委机关报北海报创刊。该

报每三日出版一期，对开二版，一版主要刊登地方要闻，兼刊国内国际重大新闻，

二版分两部分，半版为综合版，主要刊登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时事等

方面文章；半版为“北部湾”副刊，主要刊登本地文艺作者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

北海报出刊还不到半年，1958 年 11 月 16 日，由于北海市机构由县级市变更

为人民公社，北海报社遂与浦北日报、合浦日报社合并，北海报于 1958 年 11 月

下旬停刊。

1959 年 8月，北海改为镇建制，北海报又于 8 月下旬复刊。由于当时经济困

难，新闻纸供应短缺，复刊后的北海报只办了 4 期，便于 1959 年 9月上旬终刊，

报社解散。

北海报从创刊到终刊，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报纸的内容、规格也不尽相同，

但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宣传北海市的建设成就，介



绍传播先进技术、知识，反映北海市新人新事和人民群众呼声等方面，都起到教

育、鼓舞、激励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

北海报终刊后，直到 1984 年 9 月二十余年间，北海的报刊业一直处于空白

时期。

1984 年 4 月 6日，国务院正式把北海市列为全国 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由于在这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是唯一没有报纸的城市，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对此十分关心，各沿海开放城市和全国

各地的读者，都迫切了解北海情况，希望尽快看到北海的报纸。中共北海市委十

分重视报纸的创办工作，并指定由市委宣传部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1984 年 10 月 1 日，在我国各族人民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热烈气氛中，北海

报正式创刊。新创办的北海报四开四版，每周一期。

一年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形势需要，创办日报的条件日益成熟，1986 年元月

1日，北海报改名北海日报，四开四版，每周出六刊。

北海报改为日报后，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读者面不断扩大，发行量逐年

上升，1987 年超过 10000 份。到 1990 年 12 月 31 日止，共出版 1633 期，总发行

数达 1250 万份。

二、在改革开放中显示活力

进入九十年代，北海抓住机遇，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报刊业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数量迅速增加。1992 年前，北海只有北海日报一家报刊，到 1996 年，

北海报刊已增至 12 家，其中有全国统一刊号的 6 家，除北海日报外，分别是沿

海时报、北海晚报、北海广播电视报、北海华商报、沿海时报；内部刊号的 6 家，

分别是北海开发导刊、北海人大、北海政治协商月报、北海建设报、银滩旅游报、

合浦报。从 1992 年到 1995 年，北海还出现过大西南报、企业交流报、华人经济

导报、沿海科技与经济杂志等报刊，除企业交流报 1995 年迁至南宁出刊外，其

余几家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创办一段时间后停刊。

（二）各报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办报方法和形式。报刊数



量的增加，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各报社纷纷对新闻宣传进行改革，努力突出自己

的个性特色，以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北海日报在强化政治意识，

及时全面传达市委的方针政策同时，努力做到“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引导生活，

干预生活”。该报每年都精心策划一系列报道战役。沿海时报以 14个沿海开放城

市为依托，在办报思路与风格上，努力打破传统固有办报模式，以个性化海派化

的风格在报纸如林的竞争中展示自我，该报推出的“新闻大视角”、“商战导刊”

以及“周末特刊”等专版，受到读者的认可和好评。北海晚报、北海华商报、北

海建设报等也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

（三）改革用人方式，推行招聘制。各报社认识到，报刊的竞争，最终归结

为人才的竞争。他们根据实际，积极改革用人方式。1993 年 7月，北海日报由四

开四版小报改成对开四版大报后，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充实采编力量，同时进

行用人制度改革，1995、1996 年连续两次采用双向选择进行业务人员优化组合，

把一批有闯劲、有能力的业务骨干提拔到中层领导位置上。沿海时报、北海政治

协商月报、北海华商报等报刊从创办之初，便从全国各地招揽精通业务的采编人

员，并实行聘任上岗。招聘制的推行，激发了职工的上进心和危机感，增强了报

刊的活力和竞争力。

（四）坚持两个效益一起抓、努力改善办报条件。在 6家公开发行的报刊中，

除北海日报有一定的市财政拨款外，其余各报均是自行解决办报经费，这就要求

各报刊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狠抓经济效益工作，想办法扩大发行量，增加

广告收入。北海日报社 1993 年广告经营收入达 1000 万元，使该报办公、采编条

件大大改善，采编人员基本配备了摩托车、BB 机等必须设备，1996 年又开工建

设该报社办公大楼。沿海时报 1996 年底在上海、南昌、武汉、成都设立分印点，

扩大报刊发行量和发行范围，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内部刊号的北海建设报从

1996 年 7 月起，把主办单位由建设局一家改由建设系统“五局一办一中心”（北

海建设局、规划局、环保局、房产局、土地局，北海城市综合管理办公室，北海

房地产交易中心）联办，较好地解决了办报经费来源问题。



第二节 广播电视

解放前北海既无官方亦无民间的广播机构，只是某些大商号或官绅拥有数十

台多波段收音机，主要接收香港、广州等地的商业行情，收听国内外新闻、音乐

节目。1951 年，北海建立了自己的广播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 1996 年底，

北海已拥有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微波台，广播电视已成

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

一、建设有线广播网络

1951 年 3月，北海市广播站和收音站成立，这是北海广播业的开始。

1956 年收音站与广播站合并，称北海市广播站，后改为北海人民广播站。从

此开始，广播剌叭由高音喇叭改为效果较好的舌簧喇叭，并逐步进入城市居民住

户，由城区街道向郊区农村扩展，形成有线广播网络。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

中期，由专用线路联结起来的广播遍及市区大陆及海岛。在管理措施上推广广播

管理制度、用户收费制度；在设施设备上，建设了广播综合大楼，推广各项新工

艺、新技术，如线路涂油防腐，线路地下埋设，装设使用公社、大队广播设备和

线路遥控开关等。1977 年是北海有线广播网发展的高峰期，全市广播线路达 560

多公里，其中永久性广播专线(含水泥杆、石杆、地下埋线)208.5 公里，涠洲、

咸田两个公社基本实现地下专线化；广播喇叭总数突破 2万只大关，其中农渔村

1.3 万只，普及率达 85%。1977 年 4 月，中央广播电视局在北海召开全国农村有

线广播地下线路埋设经验交流会，北海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

定。1985 年，随着无线广播的异军突起及电视的发展，原来专用于有线广播的喇

叭逐渐被调频广播音箱取代。

北海有线广播的节目，主要以转播中央、广西电台节目为主，自办些学习、

卫生、文化节目，时间为早、午、晚三次。由于当时交通、通信尚不发达，有线

广播成为迅速发布新闻、传达政令、发布公告的最便捷工具，也成为群众学习知

识、了解信息、文化娱乐的载体。1983 年夏，北海有线广播才对内容进行改革，

自办节目有较大的增加，包括新闻、专题、文艺等类别，播出时间占总播出时间

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广播电视的发展

北海无线广播的开始，以 1954 年 7 月北海渔业广播电台成立为标志，该电

台主要为北部湾渔场作业船只提供天气预报、渔汛等信息服务。1971 年、1984

年该台先后易名为“钦州地区北海转播台”、“北海市转播台”，主要功能是转播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及对敌台广播实行干扰。

北海电视业始自 1977 年 7 月，当时在冠头岭建设小功率黑白电视差转台，

差转广西电视台节目。1982 年北海用彩色差转机转播广东电视台节目，市民开始

收看到彩色电视节目。

改革开放后，北海加快了无线广播和电视业的发展步伐。1985 年 3月，北海

市广播电视局正式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该局属“北海人民广播电台”、“北海电

视台”、“北海广播电视微波台”。1991 年 2 月，北海有线电视台的前身北海有线

电视站成立，北海的广播电视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一）基础设施、设备不断完善。

北海电视台成立之初，由于设施简陋，基础差，急需扩建。为解决经费不足

问题，1986 年 4 月成立了“北海社会赞助扩建电视台工作领导小组”，呼吁全社

会捐资赞助扩建电视台。全市各单位和个人纷纷响应，至 1987 年 10 月共收到赞

助款 44 万多元。利用这笔捐款投入电视站房建设及机房设施购置。随后，又开

通了南宁至北海的电视微波线路，购置微波收发信机，改进了电视节目的传输方

式。1993 年 5月，北海电视台贷款 350 万元购置摄像机、编辑机、播出放像机、

字幕机、收监机等，使北海的电视节目制作播出质量达到区内先进水平，9月，

北海电视台又得到了第二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委会拨款 100 万元，购置一台设备

先进、功能齐全的电视转播车，成为广西地市中第二个拥有这一设备的单位。

北海广播电台也于 1993 年和 1994 年，两次购进美国惠斯登 12路和 18 路播

控台和格纳电话播出系统以及话筒、录音设备一批，改善了节目播出质量。

1991年北海有线电视站成立后，安装了3座4.5米直径卫星天线及机房设备，

并进行外线架设。到 1996 年，有线电视网总长已达 230 多公里，有线电视人户

数为 50000 多户，每天播送 18套电视节目。



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北海广播电视业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截止

1996 年，已拥有的主要设施设备包括：办公楼、综合大楼 1幢，发射机房 2幢，

76 米发射铁塔一座，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机 2台，电视发射机 5 台，总发射功率

7.4 千瓦，电视转播车 1 辆，编辑机 7套，字幕机 3套，电视摄像机 11台，能播

出广播节目 1 套，电视节目 21套，每天播出总时间 300 多个小时。

（二）增加自办节目，改革节目形式。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先进的传媒工具，北海广播电视宣传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各台在节目设置上，把办好新闻节目作为重

点，北海电台“北广新闻网”每天早上 7 点到 8 点播出，电视台的“北海新闻”

平均每晚播出的新闻数在 10 条以上，有线电视台的“珠城经纬”也不断增加新

闻量。为集中人力、物力办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市广播电视局于 1996 年 4 月

成立北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由该中心每天为电视台、广播电台、有线电视台提

供新闻节目。各台在办好新闻节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特点，发挥优势，努力开

办更多的节目，如广播电台开设“城市广角”、“市民与公仆”、“空中音乐厅”、“金

色海岸”，电视台开设“歌声飞”、“经济大观”、“周末广场”，有线电视台开设“一

线连万家”、“红帆船”、“电脑时代”等。到 1996 年，北海广播电台自办节目每

天播出时间已达 17 个小时，北海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每天自办节目播出时间也

在一个小时以上。

为增强宣传效果，各台还努力改革节目形式和播出方式。广播电台从 1992

年 10 月开始，把传统录音播出方式改为主持人直播方式，同时以新闻为骨架，

以板块专题节目为肌体编排节目，努力使节目做到“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

实际、贴近群众。北海电视台开设的专题节目“今日北海”，对群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报道；北海有线电视台“假日旅游”、“珠城经纬”节目，分别与二

十四个旅游城市和十个沿海开放城市进行交流。近年来，各台每年都有一定的新

闻、专题节目在全国或自治区广播电视节目评比中获奖。

北海的电视剧起步于 1988 年拍摄的《相识在这里》，该剧获自治区电视剧评

比二等奖；1992 年拍摄的《超越中心线》（上、下集），再获广西电视剧评比三等



奖；1996 年，北海拍摄七集电视剧《感悟人生》，这是北海拍摄的第一个电视连

续剧。

第三节 出 版

北海出版业主要以书报刊印刷、发行为主，到 1996 年，北海已取得自治区

颁发的书报刊定点印刷许可证企业 5 家，分别是北海日报社印刷厂、北海市工贸

商标印刷厂、北海华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塘彩印厂、合浦县印刷厂，其它印

刷厂约 100 家，并形成了以北海市、合浦县两家新华书店为主渠道，100 家集体、

个体摊店为辅助的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发行、销售服务网络。

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壮大企业实力

在北海印刷行业中，北海华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较早、规模较大

的企业，1996 年有员工 350 人，固定资产 4400 万元。该公司前身为北海印刷厂，

始建于 1954 年，由原钦州地区农民报社与北海“每日新闻”国光印刷厂合并而

成。1956 年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接收北海文华石印

社、致城印务局、浦益印务局、虹光印务局、大众油印社等 5 间私营印刷厂。1983

年，该厂进行扩建。1985 年后多次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能力

不断提高，1990 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3 年被评定为国家大型（二档）企

业，1994 年元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整

页拼版系统和电子分色机，四色六色（带上光）胶印机以及激光照排系统，高级

手提袋生产线、E型瓦楞纸盒生产线等先进设备，并配套了 UV上光机、复膜机、

自动模切机、自动装订机等各类设备 150 台（套），印刷工业生产能力达 5亿印，

1994 年在首届中国十佳百杰包装企业评比活动中被确认为“中国十佳包装印刷企

业”。

北海其它印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引进先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企业效益。北海市工贸商标印刷厂 1975 年成立之初，只有 5

台方箱平压机和自制的照相机、烘版机和腐蚀机；北海日报社印刷厂 1985 年成

立时，也只有 2台旧的 06 型胶印机、3台四开平台印刷机、2台八开圆盘印刷机

等设备，只可维持正常出报。经过不断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到 1996 年，市



工贸商标印刷厂已拥有国外先进水平的西德罗兰四色胶印机及国产单、双色胶印

机、凸印机、双面双色胶印机、照相制版等先进设备，产品多次获自治区优秀设

计和优质产品奖，连续多年获自治区经济效益先进单位称号。北海日报社印刷厂

拥有印前设备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以及照排制版设备，印刷及装订设备有高速

轮转机、双色胶印机、双面胶印机、订书机、三面切书机等，基本形成图书、报

刊的设备配套，年印书报刊能力 12 万令，除满足印刷北海日报、北海晚报外，

还可对外承揽印刷业务，1996 年该厂销售收入 1400 多万元。

二、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行业管理

北海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客观上对加强行业管理提出了要求。1994 年，

北海市成立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挂靠在市委宣传部，由市委宣传部干部兼职管

理；1996 年 2 月，自治区批准成立北海市新闻出版局，并同意增挂北海市版权局

牌子，这是广西成立的第一家地市级新闻出版局。

北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成立，使北海的新闻出版行业从大文化行业中独立出

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局成立后，加强了对书报刊、印刷品、音像、电

子出版物市场的清理检查，有效地维护了出版物市场的秩序，促进了新闻出版业

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执笔：吴定光、刘蒙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