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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境內居住着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回、
京、彝、水、仡佬等12個世居民族和44個其他民族，少數民族
人口達2000多萬，是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諧穩定，
沒有發生過民族糾紛」，廣西壯族自治區民委官員受訪時說。

共奮鬥 同發展
梳理廣西60年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實踐，不難發現，廣西

以一套漂亮民族團結 「組合拳」，令其成為中國最團結最和睦
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

位於羅城仫佬族自治縣龍岸鎮龍鳳村的金雞屯，居住着6
個民族10個姓氏的75戶人家，村民講桂柳話、壯話、仫佬話、
侗話等11種語言，但是長期以來卻如同一家，彼此尊重，和睦
共處。

長期以來，廣西始終把維護和促進民族團結作為重大政治責
任來堅守，緊緊圍繞各民族 「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這個主題，大力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

一組數據可以看出廣西所做的努力：近5年來投入10.71億元
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投入少數民族聚居區城鄉低保資
金約180億元，以加強民生保，佔全區64.12%。

5年來，廣西經濟實現年均8.3%的中高速增長，地區生產總
值突破2萬億元，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突破3萬
元和1萬元。團結和諧的民族關係成為了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
不竭動力。

19581958年年33月月55日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掀開了廣西發展的歷史新篇章掀開了廣西發展的歷史新篇章。。廣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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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通道，，在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交往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交往中佔有重要地位。。
今年是改革開放今年是改革開放4040周年周年，，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60周周

年年。。6060年來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引領下核心的黨中央引領下，，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帶領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帶領

全區各族人民全區各族人民，，深入貫徹總書記視察廣西重要深入貫徹總書記視察廣西重要
講話精神講話精神，，着力貫徹落實中央賦予廣西的着力貫徹落實中央賦予廣西的

「「三大定位三大定位」」 新使命和新使命和 「「五個扎五個扎
實實」」 新要求新要求。。廣西已從昔日廣西已從昔日

的西南邊陲蝶變國際的西南邊陲蝶變國際
大通道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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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征程，廣西交給歷史和人民的是一份值得書寫
的精彩答卷：自治區成立之初全區生產總值（GDP）
僅146億元；到2017年，廣西GDP首次突破2萬億，達到
20396.25億元，是1958年的近140倍。

GDP人均增長371倍
人均GDP是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指標。自治區

成立之初，廣西人均GDP僅為113元，2005年廣西人
均GDP達到8788元，折合1080美元，標誌著廣西經濟
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到2007年人均GDP突破萬元，達
到12555元，翻42番。而從2007年-2017年短短十年
間，廣西人均GDP又增至41955元，是60年前的371
倍。

2004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為廣西
對東盟開放合作奠定了基礎；2006年泛北部灣經濟合
作論壇舉辦，為泛北部灣合作搭建了一個長期性、開
放式的研究、交流和溝通的平台；2008年廣西舉辦西
江經濟發展論壇，共謀推動珠江—西江流域城市之
間的交流合作與互動發展……廣西在一次次的對外開
放的謀篇布局中，勾畫出經濟轉型的步履。

與19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貿易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對外經濟蓬勃發展，特別是近

十幾年，廣西利用自身區位優勢積極加大對東盟的開
放，區域合作不斷加強，從 「神經末梢」一躍成為銜
接 「一帶一路」的重要門戶，並形成全方位、多層

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廣西對外經濟貿易總額2.69

億美元，到2017年廣西全區貨物進出口總額3866.34億
元，折合當前匯率計算約為608.64億美元，增長了約
226倍。

此外，廣西的出口競爭力也顯著增強，與發達國
家、新型市場的貿易快速發展。據了解，與廣西有貿
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20世紀80年代的110個增加到近
年來的192個。2017年，廣西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進出口2100.2億元，佔同期廣西外貿總值的54.3%。

創新驅動 彎道超車
隨着廣西對外開放步伐不斷加快，廣西對東盟、美

國、中國香港等主要市場增勢良好，市場布局更加多
元化。2017年廣西對美國、中國香港、巴西和歐盟分
別進出口285.9億元、261.3億元、200.3億元；廣西全
區13市外貿實現增長，其中北部灣經濟區佔比超8成。

柳州汽車產銷量去年雙雙突破250萬輛；玉柴5年來
共推出超過60款全新的發動機產品；柳工產品覆蓋全
球120多個國家，雜交稻優質化育種取得國際先進水平
的創新成果；成為全國首批特色型知識產權強區建設
試點省區……作為西部後發展欠發達地區，廣西正凝
聚新的合力、激發新的動力，以期借力創新彎道超
車、趕超跨越。

據了解，近年來廣西圍繞汽車和機械等支柱產業，
在柳州、玉林、南寧、桂林等地建成一批具有一定水
平的零部件企業，這些競爭力很強的企業，通過智能
製造來縮小目前中國製造業與西方先進企業之間的差
距。這個企業群體構成了廣西製造業在中國的地位，
也為廣西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過去5年，廣西創新能力顯著提高，其中科技進步
貢獻率達50.5%，提高了8.1個百分點；高新技術企業
數增加2.8倍，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高於
規模以上工業5.8%。

2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廣西代表團審議時指出， 「一帶一路」建設
規劃對廣西的定位，是發揮廣西與東盟國家陸海相
連的獨特優勢，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
濟帶開放開發，構建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打造
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形成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機銜接的重要門
戶。如果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個格局，廣西發展這盤
棋就走活了。

國際通道、戰略支點、重要門戶─ 「三大定
位」的提出，為廣西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加快
開放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近年
來，廣西從全局布局，關鍵處落子，在服務與融入
「一帶一路」扮演自身獨特角色的同時，積極同沿

線兄弟省份全力合作，以推進中國─新加坡互聯互
通 「南向通道」（下稱：中新 「南向通道」）建設
為重要抓手，加快實現中國西北與西南、中西亞與
東南亞、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三
大聯通，推動自身形成 「深耕東盟、拓展南亞、面
向世界」的開放新格局。

西部省區貨物 「向南」 出海
肩負 「三大定位」新使命的廣西，則積極同沿線

兄弟省份全力合作，以推進中新 「南向通道」建設
為契機，加快實現中國西北與西南、中西亞與東南
亞、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三大聯
通。

近幾個月來，重慶國際複合材料有限公司的部分
貨物改變了貨運線路：以往是沿長江水運到上海轉
運東南亞，現在則選擇走鐵路南下廣西北部灣港出
海至新加坡等東盟國家。 「整個運輸時間可節約20
天！」公司物流部負責人高興地說。而這條新通道，
正是北聯 「一帶」南接 「一路」、有新時代 「國際靈
渠」之稱的中國─新加坡互聯互通南向通道。

根據規劃，南向通道以重慶為運營中心，以廣
西、貴州、甘肅為關鍵節點，利用鐵路、公路、水
運、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由重慶向南經貴陽、南
寧，通過廣西沿海沿邊口岸，到達新加坡及東盟主
要物流節點，進而輻射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向
北與中歐班列連接，利用蘭渝鐵路及甘肅主要物流
節點，連通中亞、歐洲等地，形成首條縱貫中國西

部的南北貨運大通道和完整的國際陸海貿易環線。

東南亞產品 「北上」 中國
中新 「南向通道」不僅 「向南」，將中國內地產

品運往中國以南的地區，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東南亞
國家將其產品 「北上」運往中國。

今年1月13日，一艘運載工業品的貨船從印度尼西
亞出發，經新加坡港駛往廣西欽州港，最後通過鐵
路將貨物成功運抵重慶。1月17日，首趟由廣西發往
歐洲的中歐班列載着電器包材、精細板材等貨物，
從欽州港火車東站駛出，前往波蘭馬拉舍維奇。隨
着班列雙向對開，廣西中新 「南向通道」建設駛上
快車道。

廣西壯族自治區商務廳廳長蔣連生介紹道，不到
一年時間，中新 「南向通道」建設已取得可喜進
展，渝桂黔隴四省區市簽署合作框架協議；與新加
坡簽署了共建中國─新加坡南寧國際物流園、加密
航線、通關信息平台等系列合作協議；實現了陸海
兩大主幹線的常態化運行，重慶─北部灣港天天班
列、北部灣港─香港天天班輪、北部灣港─新加坡
直運航班均已開行，海鐵聯運、跨境公路、跨境鐵
路運輸等多條多式聯運線路也已開通。

對於 「老司機」關世雄來說，從1975年開
始便在廣西某運輸集團擔任貨車司機的他，
可謂是親身見證了廣西交通的劇變。

85%的縣通高速
七八十年代，關世雄常常往返於南寧和金

城江之間，彎而窄的盤山公路讓他終身難
忘。 「以前到從南寧到金城江是 『兩頭黑』
─上午6時從南寧出發，晚上6時左右才能
到達金城江。那時都是泥巴路，晴天裏跑車
一路下來，車裏人的頭髮、臉上、衣服全是
灰塵；雨天裏跑車又因為路窄又彎折，會車
全靠按喇叭判斷，雙方常常要耗時耗力才能
避讓。」

關世雄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
從進入21世紀開始，廣西大部分地區的公路
建設開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在南寧
至金城江只需3個小時左右，南寧至百色只需
2個小時左右。上山下山的恐懼感早已消失，
再也不用擔心會車時出現無法通行的情況
了。」目前，廣西的高速公路網覆蓋所有設
區市，85%的縣通高速公路。

除了公路，廣西在鐵路和空中通道的建設
也在 「高歌猛進」。 「近6年來，是南寧鐵路
局建設發展史上變化最大、進步最快、發展
最好的時期，累計完成基本建設投資1300億
元，超過建局以來至 『十一五』末的建設投
資總和。」南寧鐵路局總工程師黃一寧激動
地告訴記者。

鐵路、航空居全國前列
2013年底高鐵開通以來，柳南城際、貴廣

客專、南昆客專、南廣、衡柳、邕北、欽防
等7條高鐵相互貫通，廣西基本形成了北通、
南達、東進、西聯的現代化路網格局。2016
年底，雲桂鐵路開通運營後，廣西鐵路運營
里程達5141公里，其中高鐵里程1751公里，
位居全國各省區前列。

在航空建設方面，近年來，廣西加快推進
中南西南戰略支點的空中大通道建設。2018
年1-4月民航廣西轄區運輸旅客吞吐量達到
887.9萬人次，同比增長16%；其中，南寧機
場2018年一季度旅客吞吐量374.6萬人次，同
比增長12.4%，增速高於中南地區平均水平
2018年1-4月民航廣西轄區運輸旅客吞吐量達
到887.9萬人次，同比增長16%；其中，南寧
機場2018年一季度旅客吞吐量374.6萬人次，
同比增長12.4%，同比增速高於中南地區平均
水平。

「廣西東盟航線發展尤其迅猛，國內經南
寧中轉東盟的航線佔全區國際航線的50%，南
寧機場作為面向東盟的航空樞紐已初具規
模。」廣西機場管理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
目前，廣西民航航線網絡實現東盟九國航班
通（除菲律賓），通航東盟各國首都、中心
城市共18個，航線條數達25條，每周班次97
班，通航城市及航線條數按省排列位居全國
第5名。

2017年11月，香港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同年12月，
國家發改委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了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鼓勵內地企業以香港為平台，共

同開拓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基建市場。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加快推進，香港與內地合作

日益緊密，而廣西與香港地理相近，擁有強勁的後發優勢。
在新時代發展機遇背景下，桂港兩地優勢互補，迎來更多合
作發展機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廣西聯絡處主任盧詠
斯此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道。

雙向投資 互為夥伴
據了解，近年來廣西與香港合作不斷 「提速換擋」，特別

是CEPA先行先試政策落地廣西以來，將桂港服務貿易開放
提升至新的水平。據了解，2015年至2016年，桂港兩地官方
先後促成多個合作協議，涵蓋建設行業、加工貿易、旅遊、
金融及交通物流五大領域；2017年，廣西宣布粵桂合作特別
試驗區、廣西欽州保稅港區、桂林溢達紡織有限公司、廣西
產品質量檢驗研究院、北海出口加工區成為廣西第一批
CEPA先行先試示範基地。

「桂港兩地的交通限制障礙正在被不斷突破，這為兩地人
員、貨物往來及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盧詠斯如是表
示。目前南寧至深圳直達高鐵班列已開通，南寧經玉林至深
圳的高鐵項目已納入官方建設計劃中，未來可與廣深港高速
鐵路對接；南寧至香港直達航空航線、廣西北部灣至香港
「天天班」班輪航線亦已開通。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香港在廣西的投資項目達到

6738個，投資金額196億。同時廣西對香港是142個，投資額
是15.4億。香港已經成為廣西第一大外資來源地、第一大境

外投資目的地、第一大境外旅遊客源地和第一大一般貿易夥
伴。 「香港擁有豐富的國際法律方面的人才資源，可為中外企業在

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中提供國際貿易仲裁、政策分析等服務；同時，香
港國際港口的發展部分經驗也可在桂 『複製』。下
一步，希望桂港兩地優勢互補，進一步加
強合作，共享 『一帶一路』建設的發
展機遇，助桂港兩地共拓國
際市場。」盧詠斯如是說。

絲路揚帆通四海絲路揚帆通四海 各族攜手奔小康各族攜手奔小康

廣西生態優勢金不換

■■廣西巴馬是聞名世界的長壽之鄉。命河是巴馬長壽的標誌，酷似一個
巨型草書體 「命」 字鑲嵌在廣袤的田野上 韋鵬雁攝

站在那考河畔，一側是綠樹紅花層疊的花壇步道，一側是鬱鬱葱葱的
美人蕉、朱瑾等組成的花田，而不遠處的涼亭、水車和人造瀑布為更添
了幾分生趣，成為市民、遊客爭相拍照的 「網紅打卡地」。望着眼前這
個美麗的生態濕地公園，很難讓人聯想到它的 「前半生」竟是雜草叢
生、水體黑臭的 「臭水溝」。

綠色發展惠民生
從 「臭水溝」到現在的 「網紅」生態濕地公園，是南寧市生態蛻變的

一個縮影，也是廣西在發展基礎上多辦利民實事，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一個成功範例。 「廣西生態優勢金不換」，
既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廣西生態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治理保護工作的充分
肯定，更是對廣西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堅持綠色發展要有新氣象、
新作為的期待與要求。

據了解，近年廣西努力營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態，生態環境不斷改
善，全區森林覆蓋率達62.3%，城市空氣優良率達90%左右，地表水環境
質量達標率90%以上，城市飲用水水源水質達標率90%，近岸海域水質保
持優良。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廣西壯族自治區國土資源廳廳
長陳建軍表示，保護生態環境，是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基本遵循，是重
要的民生問題。 「隨着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
乾淨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等要求越來越高。改
善民生，就要保護生態環境。」

廣西貧困發生率同比下降2.2%
廣西是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經過精準識別，截至2015年底，

仍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52萬人、貧困村5000個、貧困縣54個。
經國家統計局核定，廣西去年完成脫貧人口95萬人。2017年，廣西減

貧速度（減貧人口佔上年貧困人口的比重）為27.8%，比上年加快3.2%；
貧困發生率為5.7%，比上年下降2.2%。

今年5月，廣西獲得國家績效考評獎勵資金6.1億元，其中財政扶貧專項
績效考評獲得獎勵資金1.6億元，並首次由於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改革
卓有成效而獲得獎勵資金0.5億元，是全國4個獲獎省區之一。廣西壯族自
治區財政廳相關負責人表示，廣西連續兩年獲獎絕非偶然，是財政扶貧
資金使用績效制度化、精細化管理的成果。

據了解，在廣西的貧困人口中，大部分是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不富
裕，不是真正的富裕；民族地區不實現小康，不是全面的小康。」這是
廣西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共識。

近5年來廣西財政投入資金53.26億元，推進興邊富民大會戰，全面解決
0-20公里範圍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生產生活困難。

此外，廣西大力支持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下達扶持人口較少民
族發展資金4.85億元，支持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下達
資金6.81億元，支持少數民族聚居區中小學校捨安全改造、食堂改造、校
園建設等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下達資金55.60億元，推進少數民族聚居區
農村公路 「千村通暢」工程……

經濟跨越式增長 GDP翻百倍

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打造開放新格局

■■開闢連通 「一帶一路」 的中新
「南向通道」 ─重慶至廣西北
部灣港試運行班列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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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北海鐵山港碼頭雄姿 鄧華攝

民族團結之花
常開長盛

■■粵桂合作特別實驗區─公共服務中心

■■西江航道上的貴港
羅泊港 周軍攝

■■南寧壯錦大道南寧壯錦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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