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马害群 依法逐出

我市珍珠节前清理旅游市场

设在银滩渡海楼违法经营旅游业务的曾某万万没有想到，她满心高兴迎来的

不是去越南游的客人，而是市政府组织的旅游市场检查小组。她所在的渡海楼旅

游服务中心受到了检查组的严肃查处。

10月 15 日，市旅游局质监所会同公安部门，按照市政府的指示对全市旅游

市场进行重点整顿，旨在维护正常旅游市场秩序，打击违法经营行为，净化我市

珍珠节期间及以后的旅游环境。三天时间里，检查小组检查了 30 多家旅行社和

宾馆，对一些旅行社存在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

意见，取缔和清理了一批违法经营的野马旅行社。

在清理整顿中，检查小组发现我市旅游市场混乱，隐患很多，许多野马旅行

社只在车站码头或旅游点简单设点，打着各种旗号非法组团接待游客，高收费低

标准，坑害游客，逃避税收，与行业主管部门打游击。检查小组在 15 日清理中

取缔了位于海运公司大门外打着海南总商会旅游公司的野马社，可第二天他们摆

上桌子继续经营，检查小组 16 日对其再一次取缔，但因其流动性，无法进一步

处理。

检查小组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还有：某酒店未经批准擅自挂星级标志，一些

旅行社超范围经营出境旅游。

据悉，清理整顿工作将持续到珍珠节前。

（许海鸥）



餐饮净不净 突击看一看

市卫生部门抓好节前食品卫生检查

为迎接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连日来，市卫生局组织市公共卫生监督所及

市防疫站对全市食品卫生进行大检查。

市卫生局采取突出重点，抓好抽查的办法，先后对 50 多家宾馆、酒家、饮

食店的餐具进行检查。经检验，外沙大排档的沙海第一家、鸿豪、周记、红红、

陈记、包记、九龙、灵记、福记、北统馆和洪记等 11家合格率达 95%以上。最差

的两家分别抽检 10 份餐具全部不合格。此外还有一批大排档的餐具、食具卫生

合格率只达到 20%。对于这些不合格的大排档，卫生部门已责令其限期整改。与

此同时，卫生部门还加强对食品卫生的巡回监督，尤其是对广东路、银滩大道、

四川路、南珠城等重点地区、重点地段饮食店的检查监督。

（朱子田）

珠节竞歌喉

26 日上午，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祥龙杯”卡拉 OK大赛在市祥龙宾馆拉

开帷幕。来自我市各行业的 50名参赛选手在这里展开角逐。

大赛在欢快的气氛中进行，选手们在所选定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在那

银色的沙滩上》等 40多首曲目中一展歌喉。据悉，本次大赛选出的前 10名优胜

者，将参加 10月 30 日晚在海滩公园举行的“银滩狂欢夜”大型晚会。

（马斌）



“珠女”今日掀面纱

今日上午，高贵而冷艳的黑珍珠饰品套装、巧夺天工的贝微刻《孙子兵法》

等一批珍珠、贝雕艺术精品在中国珍珠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只等 29日上午

10 时北海市首届珍珠精品拍卖会开槌。

已被列入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节目板块的“北海市首届珍珠精品拍卖会”，

是由北海市拍卖行和北海市联盛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联办的，会上将对我市的珍

珠、珍珠产品和加工艺术精品进行现场公开拍卖。我市亨通、金中珠宝公司等各

大珍珠生产、销售商均遴选精品参加此次活动。至记者发搞时止，已有 50 多件

精品送到了拍卖行。目前，拍卖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从今日至 28 日皆为拍

品公开展示时间。

（陈瑾）



六万盆鲜花绽珠城

珍珠节期间，装扮珠城的 6 万盆 30 多种鲜花，从 10 月 23 日开始陆续在市

体育馆、北部湾广场、立交桥及市区各主要路段露脸，为珍珠节增色添彩。

为了迎接前来参加珍珠节的中外宾客，市园林部门于今年 5月就着手发动组

织本市各花圃、花场、公园种养花卉。接受种花任务的市园林花圃、中山公园、

怡林公司等 10 个单位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资金、种苗

等困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个体花农冯大海接到种花 5000 盆的任务后，在缺

乏资金的情况下，到近效鲤鱼地水库附近开辟了新花场，精选本地的鱼尾菊、一

串红、三角花等品种，引进境外万寿菊、穗冠等新品种，通过精心护理，现在 10

多种鲜花开始争妍斗艳。他决定为珍珠节送去 8000 余盆鲜花。市园林管理部门

为了确保珍珠节的 6 万盆鲜花按质按时登场，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检查并

组织评比，认真抓好落实工作。

珠美、花美、北海更美，建设美丽的花园式港口城市人人有责。随着珍珠节

的到来，6 万盆多姿多彩的鲜花将展现在人们眼前。园林部门希望市民们爱花、

护花，让节日的鲜花开得更鲜艳，更美丽，更长久。

（朱子田）



汇八方宾朋 扬南珠美名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昨日隆重开幕

万国权成克杰赵富林陈辉光徐炳松张文学李克等中央和自治区领

导参加开幕式

鼓乐喧天，狮龙腾跃，歌声宛转，舞姿翩跹——以一台气势宏大、风情浓郁

的民族歌舞晚会为序曲，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于昨晚隆重开幕。

作为本届珍珠节主会场的市体育馆昨晚被装饰一新。体育馆内彩球飘舞、彩

带飞扬，一盆盆鲜花、一盏盏彩灯装点出一派节日喜庆的气氛；体育馆外也是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街道宽敝整洁，行人井然有序；大门前、路树上一串串彩灯，

如一串串晶莹的珍珠熠熠发光，煞是抢眼。

开幕式暨“情系北海”文艺晚会于昨晚 8时许正式开始。全国政协副主席万

国权，国家部委、广西区领导成克杰、赵富林、陈辉光、韦纯束、黄云、卓有詹、

徐炳松、张文学，我市领导李克、岑鸿平、周国丰、金仁寿等和来自美国、德国、

加拿大、日本、越南等 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15个省、市、自治区的嘉宾、

我市各界群众共数千人一起，现场欣赏了开幕式暨文艺晚会的盛况。

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等共 20 多个单位和个人向本届珍珠节组委会发来

了贺电。

开幕式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金仁寿主持，万国权宣布珍珠节开幕，市

长、本届珍珠节组委会主任岑鸿平致开幕词。

岑鸿平代表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组委会向嘉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全市

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北海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北海是珍珠的故乡，珍珠是北海的瑰宝和骄傲。北海已成功地举办了两届

国际珍珠节，今天，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将又隆重地拉开了帷幕，期望并相信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将又一次成为友谊、合作和交流、发展的盛会。



来宾代表、英国西门子公司的祈载民先生在致词中代表全体参加第三届北海

国际珍珠节的来宾，对北海人民的盛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们这些“老外”

到北海后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外人，在这里，我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当

中有些人是第一次到北海，有些人是多次到北海，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那就是北海人民热情友好的情谊。北海就象一颗珍珠，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份

美丽的礼物，在这里有大片平坦的土地、宽阔的海洋、蓝色的天空，在这里，许

多合作项目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却拥有一个共同

的愿望——祝愿北海前程似锦，祝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圆满成功。

自治区副主席张文学受成克杰主席的委托，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对珍珠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向来自国内外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北海人

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他说，北海市作为广西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

以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得到了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广大客商的大力支

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成为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希望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成为北海乃至广西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全国各

地交流、合作的新契机，希望北海人民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努力担负起建设西

南出海通道的重要历史使命，并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在随后举行的“情系北海”文艺晚会上，唐佩珠、蔡国庆、马秋华、李丹阳、

张也、刘斌、沈雄胜等著名歌唱演员和我市的文艺工作者们一起，以各自精彩的

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由北海各界群众和文艺工作者表演的大型歌舞节

目“腾飞吧，北海”，热情、奔放，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演出期间，观众席上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据悉，作为’97中国旅游年中广西的两台重头戏之一，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

节的各项文体、商贸活动已于昨天上午全面展开。800 多名中外宾客分别出席了

当天举行的北海内港地角港区扩建工程、北海城市建设成就展暨房地产展示、商



品展销会、珍宝博览会、商贸合同签订、重大项目合同签订、交通部北海救助码

头、重庆经北海至湛江高速公路钦州——北海段、北部湾广场扩建工程等一批开

工、开展、开幕仪式和活动，在今明两天时间里，来宾们还将和我市各界群众一

道参观珍珠节的其他文体、商贸活动，并与我市洽谈、签订相关的合作合同及协

议。

当天傍晚，自治区领导和市四套班子领导、驻市部队领导在香格里拉大饭店

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酒会。

（蒋智军）



在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式上的致辞

市长：岑鸿平

（1997 年 10 月 29 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父老乡亲们：

大家晚上好，节日好！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北海，共度节日。值此良机，我

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北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珍珠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信物，故北海又称“珍

珠城”。2000 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始发，把珍珠这一中华瑰宝带往世界

各地，北海成为中国较早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地区。

北海又是一个新兴城市，珍珠是这个城市的骄傲。李鹏总理 1992 年视察北

海时，给予“南珠之乡”的赞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北海张开热情的臂膀，迎来八方客商在北海这

片投资热土共举大业，使北海初步成为中国南方北部湾畔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开

放窗口、旅游城、珍珠城、花园城。

珠城佳节，高朋满座。今天，传统与创新在这里交织，古老而美丽的南珠正

焕发出新的光彩，迎接海内外宾朋，共享这个美好的节日。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让我们以珠为媒、以珠会友、以珠传情，让友谊、合作、交流、发展的共同理想

结出丰硕成果。

让我们共同祝愿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圆满成功！

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火树银花夜 余韵不尽时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圆满成功昨晚闭幕

本届珍珠节引资及商贸活动硕果累累

十里长滩记深情，火树银花不夜天。在 3 天热烈隆重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之

后，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昨晚在一片绚丽多彩的礼花当中徐徐落下了帷幕。

闭幕式暨焰火晚会在海滩公园举行。各级领导黄云、徐鹏航、万达、李克、

姚克鲁、岑鸿平、周国丰、金仁寿、余益中、张九先，美国奥克兰市市长哈里斯

先生，日本八代市副市长上村正胜先生，越南越中友协副会长范如纲先生，澳大

利亚黄金海岸市凯文·库克将军，美国市场有限公司副总裁计冠米先生，以及数

千名中外嘉宾和我市各界群众参加了闭幕式。

闭幕式由副市长蓝以舟主持，市长、本届珍珠节组委会主任岑鸿平致闭幕词。

他说，本届珍珠节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热烈简朴，成效显著，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对各位领导、来宾给予本届珍珠节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北海人民

以本届珍珠节为契机，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继续本着

“友谊、合作、交流、发展”的宗旨，以珠为媒，广交朋友，加强与各地的交流

合作，共同迈向光辉灿烂的新世纪。

闭幕式在雄壮有力的珍珠节节歌乐曲声中圆满结束。

本届珍珠节是一次友谊、交流的盛会。三天来，来自美、英、德、加、日、

越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15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0 多名领导、嘉宾和客商分

别会晤了我市领导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珍珠节丰富多彩的文化、商贸

活动，参观了我市的市容市貌，领略了珍珠故乡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节日期间，

美国奥克兰市、贵阳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别与我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乐山、呼

和浩特、辽阳、湛江、玉溪、昆明、攀枝花、凯里、成都、宁波、台山以及日本



的八代、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等友好城市派出代表团前来我市参加节日活动。他

们带来了友好城市人民对北海人民的深情厚谊和良好祝愿，体现了友好城市对北

海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与此同时，作为珍珠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重组项

目座谈会、珍珠研讨会上，海内外嘉宾和专家纷纷建言献策，就如何利用资本市

场、搞好项目重组，完善珍珠的养殖加工环节、开拓珍珠市场等北海经济建设中

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八方宾朋汇聚珠城，进一步扩大了北海的

知名度，展示了北海的美好形象，将会对北海加快发展，再创辉煌产生积极的影

响。

本届珍珠节又是一次合作、发展的盛会。在这次盛会中，北海投资环境的建

设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 天来，包括投资 21 亿元的钦北高速公路、投资 1500

多万元的北海内港地角渔港区扩建工程、投资 6000 多万元的北海救助基地码头

等在内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工，北部湾广场、银滩广场相继竣工投入

使用，这些项目的开工和竣工，进一步完善了北海的投资环境，为北海的招商引

资工作注入了一股活力。与此同时，本届珍珠节的招商引资获得了圆满成功。美

国市场有限公司联合美国 K·V 公司、美国亚太开发中心、美国索达克娱乐有限

公司和美国朗德联合有限公司投资 2 亿美元兴建的涠洲岛国际娱乐城，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市与我市合资 1.5 亿美元建设的“海洋公园”，美国纯品集团投资 2000

万美元的水果加工厂，英国西门子公司投资的 2600 万美元建设的北海机场候机

楼，以及投资 1500 万美元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及微生物研究基地，投资 1.76 亿元

人民币、年产 100 亿只片式电阻器，投资 1500 万美元经营轻型飞机制造等一批

重大项目合作合同在节日期间相继签订，将进一步优化我市的产业结构，为我市

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据初步统计，珍珠节期间，我市与海内外客商共

达成合作项目 43 项，总投资折合人民币 71.12 亿元，本届珍珠节的商贸活动也

大有收获。400 多家中外客商应邀参加了本届珍珠节的商品展销暨珠宝博览会，



商品展销成交额 1.6 亿元，签订商贸合同总额 9800 万元。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圆满闭幕了，但她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不少参加本

届珍珠节的中外宾客表示，这次成功的盛会加深了他们对北海的了解，也更坚定

了他们继续支持和参与北海开发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蒋智军）

万国权副主席昨日会见外宾时说

北海的发展潜力很大

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在香格里拉大饭店会见了前来我市参加第

三届国际珍珠节的外国客人。他说，北海市潜力很大，希望各国朋友继续加强与

北海发展双方互利互惠的合作与交流。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魏意安、新西兰商务公使马科林、加拿大商务专员麦柏德、

日本八代市副市长上村正胜、英国西门子公司艾恩·布莱海姆等数十名外宾还欣

然听取了万国权副主席对我国投资政策的介绍及对北海投资前景的分析。

万国权副主席说，北海是中国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跟中国其他地方一

样，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很大。北海的人口不是很多，但它是著名的珍珠之乡，许

多产业都在发展之中，特别是旅游业发展潜力很大。他说，北海的建设不仅需要

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海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各国各界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中

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互利互惠为原则。对于外国人的投资，首先是保证投资者获

得利益，同时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从中国来看，北海起步不久。这对于投资建

设与商贸往来是一个大好时机。他相信在各国贵宾的多方合作帮助下，北海将建

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

万国权副主席昨日还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辉光和市领导任玉岭、黄作贤等陪

同下，参观了东亚珠宝公司、启东商城、中国珍珠城、银滩、深水港码头，并为

东亚珠宝公司题词：“东亚珠宝，星光灿烂。” （杜柯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