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想
出席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並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壯鄉奮進六十載，八桂大地展新貌。昨

日下午，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在廣西體育中心隆重舉

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來賀

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中央代表團團長汪洋出席慶祝

大會並講話。

昨日的南寧花團錦簇、喜氣盈城，處處
洋溢着歡樂喜慶的節日氣氛。約2.2萬

名身着盛裝的各族各界幹部群眾，歡聚在
廣西體育中心，共同慶祝盛大的日子。主
席台上方，用壯、漢兩種文字書寫着「廣
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橫
幅。「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周圍」「奮力譜寫新時代廣西發展
新篇章」巨幅標語，表達了各族人民的共
同心聲。「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想」
12個大字高懸，兩側「1958」「2018」字
樣格外醒目。
下午3時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陳武宣佈大會開始。在嘹
亮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代表團副團長孫春蘭宣讀中共中央、
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
央軍委關於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
年的賀電。

向5600萬人民致以問候
在熱烈的掌聲中，汪洋發表了熱情洋溢
的講話。他說，南國邕城百花齊放、八桂
大地萬眾歡騰。很高興帶着黨中央和習近
平總書記的重託，帶着全國各族人民的祝
福，同廣西各族人民共同慶祝自治區成立
60周年。我謹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
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向
廣西壯族自治區表示熱烈的祝賀，向5,600
萬廣西各族幹部群眾致以節日的問候和良
好的祝願。

汪洋說，廣西是祖國南疆一方寶地，自
古以來，各民族創造了五彩斑斕的多元文
化。近代以來，英雄的廣西各族兒女始終
挺立在保家衛國的前線，投身於革命鬥爭
的洪流，湧現出一批批百折不撓、忠貞不
渝的仁人志士，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
氣壯山河的愛國樂章。60年前，廣西壯族
自治區宣告成立，開啟了團結進步、繁榮
發展的新征程。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
下，自治區走過了極不平凡的奮鬥歷程，
取得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經濟實力大
幅躍升，改革開放闊步向前，人民生活極
大改善，生態治理成效顯著，民族團結不
斷鞏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自治區砥
礪奮進，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各族群眾
獲得感、幸福感顯著增強。
汪洋指出，自治區60年的輝煌成就，是
黨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廣西各族幹部
群眾拚搏奮鬥的結果，是全國人民大力支
持的結果，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展現了民族區域自治
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所有親身經歷自治區
發展進步的幹部群眾，所有關心支持廣西
改革發展的各界人士，都有理由為之喜悅
和自豪。

讓各族群眾感受大家庭溫暖
汪洋強調，進入新時代，廣西迎來了歷
史性發展機遇，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習
近平總書記2017年來廣西考察，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為做好富民興桂各項工作指

明了前進方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
精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牢記「三大定位」的新使命，落實
「五個扎實」的新要求，奮力譜寫廣西發
展新篇章。要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黨的各
項大政方針不折不扣落到實處，確保黨始
終成為各族人民的主心骨；要堅持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讓各族群眾都能感受社
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要堅持新發展理
念，努力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和質量效益提
高互促共進；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
開放，深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
革，打造全方位開放發展新格局；要堅持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讓改革發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眾；要堅持和
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鑄牢中華民
族共同體意識。
汪洋最後說，六十載春華秋實，新時代
催人奮進。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改革創新、銳意進取，為
建設壯美廣西、共圓復興夢想不懈奮鬥。
隨後進行了《奮進新時代 壯美新廣西》
群眾文藝表演。表演以「花海迎賓朋」為
序曲，分為「和諧大家園」「壯美新廣
西」「奮進新時代」3個篇章。最後，全場
高唱《歌唱祖國》，祝福祖國繁榮昌盛、
廣西明天更加美好。
中央代表團副團長尤權、白瑪赤林、馬飈、
巴特爾、苗華和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以及廣
西壯族自治區有關負責人出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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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廣西壯
族自治區宣告成
立，經濟社會從此

發生巨大變化。廣西是中國5個少數民族
自治區中人口最多的，有5,600多萬人
口；也是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省
區，居住着壯、瑤、苗等11個少數民
族，少數民族總人口約2,000萬。
廣西是中國西南重要的工業基地，柳

鋼、柳工、玉柴等一大批工業製造企業
享譽中外。「自治區成立之初，廣西幾
無工業，發展基礎極為薄弱。」廣西壯
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黃偉京說，
如今新型工業化步伐加快，培育打造出
汽車、冶金、電子信息等10個千億元產

業，成為中國重要的汽車生產基地、鋁
產業基地、木材加工基地。目前，中國
60%以上的甘蔗、約50%的蠶繭、45%以
上的木材產自廣西。
廣西是中國生態環境最好的省區之

一。60年來，廣西不斷加強生態保護。
如今，廣西森林覆蓋率達62.31%，比
1958年提高了39.09個百分點，生態環境
質量保持全國前列。
廣西還重視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

承，花山岩畫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劉三姐」「桂林山水」「壯族三
月三」等極具廣西特色的文化符號已經
走向世界。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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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自治區

廣西60年經濟變化
地區生產總值

■1958年：24.52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7年：20,396.25億元，是1958年的832倍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

■1958年：113元

■2017年：41,955元，是1958年的371倍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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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審計署昨晚發佈公
告，指出部分地區和部門在做好「六穩」工作、打好
「三大攻堅戰」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當天發佈的三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
審計結果公告指出，部分地區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有待進一步加強。
公告點名指出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就業失業數據不
實。2017年、2018年1月至8月，洪山區人力資源局
分別將1,354名、2,853名失業人員虛報為新增就業人
員，實際失業人數分別是其上報人數的1.16倍、1.37
倍。
公告指出，6個省的個別金融機構存在掩蓋不良貸
款、撥備覆蓋率低等問題。其中，5個省的個別金融
機構通過人為調整資產評級等方式掩蓋不良貸款
13.39億元。
公告還指出，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的4個重大

工程項目由於前期手續辦理緩慢等原因進展緩慢或停
工，涉及投資27.05億元。39個基礎設施及民生項目
逾期未開（完）工，或建成後未充分發揮效益，涉及
投資281.29億元。

逾萬貧困人口「被脫貧」
在打好「三大攻堅戰」中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方
面，公告指出，多數被審計地區積極採取措施加強政
府債務預算管理，在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4個省的4個地區以簽訂
借款合同等方式，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30.01億
元。
在扶貧領域，審計部門本季度重點抽查了31個貧
困縣，發現部分地區扶貧政策落實不到位，扶貧資金
和項目未實現預期效果。比如，有7個地區的12,510
名貧困人口在農村飲水安全、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等
「兩不愁、三保障」不達標情況下「被脫貧」。
審計署財政審計司主要負責人說，四季度，審計署

將持續加大對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力
度，持續跟蹤督促檢查政策落實、跟蹤審計查出問題
的整改情況，堅持揭示問題和促進完善制度並重，推
動完善制度和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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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18集電視
紀錄片《我們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
8日晚在央視播出第十三集《芝麻開花節節高》、第
十四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聚焦民生改革
和生態文明建設，講述40年來中國在教育、醫療、
養老、住房、就業等民生領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建
設美麗中國、環保和經濟發展共同促進的歷程。

病有所醫老有所養
《芝麻開花節節高》這一集聚焦民生改革。
紀錄片透露，中國只用了不到15年，就織就了

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障網。國家在每個人身上的

衛生總投入，已經從40年前的每年11.5元，增加
到現在的每年3,700多元；截至2016年年底，視
力、聽力、智力三類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超
過90%；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
比例超過80%；國家每年超過3萬億元的教育支
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了4%；1998年，
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每月平均413元，
2017年年底，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2,500元，20
年增長了6倍；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從1978年的
67.8歲，提高到76.7歲，比世界平均水平超出5
歲。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一集聚焦生態文明

建設。這40年，也是中國對生態環境保護，認識
不斷深化、制度不斷完善、力度不斷加強的40
年。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再也不
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綠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風電開發延至所有省區
在中國，現在每小時有兩座風機安裝到位。風

電開發已延伸至中國所有的省區。不止是風電，
中國大力發展水電、核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
源。到203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將佔能源消費總
量比例的20%。

第十三至十五集第十三至十五集

首次完成夜間着艦 遼寧艦實戰化邁出關鍵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我們
一起走過——致敬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電視紀
錄片9日晚播出第十五集《強軍戰歌最嘹亮》。
該集披露了中國航母艦載機突破夜間起降大關的
背後細節。片中透露，不久前，中國第一批自主
培養的艦載機飛行員代表，不僅適應了夜間飛行
訓練，而且首次完成了最為艱難的夜間着艦。評
論稱，這意味着中國航母遼寧艦編隊初步具備了
全天候作戰能力，向實戰化能力形成邁出了關鍵
一步。
第 15集《強軍戰歌最嘹亮》分為「軍魂永

駐」、「雄獅再造」、「使命催征」3個部
分。該集聚焦強軍興軍，全景回顧改革開放
以來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歷史進
程。

從零起步 自我突破
海軍艦載航空兵部隊某團團長徐英在片中介

紹，夜間飛行訓練容易產生可怕的錯覺，會把海
上的艦船誤認為是天上的星星，而把天上的星星
錯當成艦船，沒有參照物的夜間飛行很容易迷
航，甚至會導致災難性後果。
夜間飛行只是適應夜間作戰的第一步，而這裡

面風險最高的，而且不是所有具備航母的國家都
具備的一大重要能力，就是夜間着艦。片中介
紹，中國航母艦載機飛行員們，從零起步，迎頭
趕上，突破飛行技能、突破心理障礙、突破自
我，「突破」這個詞無時無刻不伴隨在這些飛行

員的生命中。
第一代試飛員、海軍某艦載機試驗訓練基地司

令員戴明盟經過無數次實驗，於2012年駕駛殲-15
艦載機成功着艦，實現了零的突破。不久前，徐
英作為中國第一批自主培養的艦載機飛行員代
表，不僅適應了夜間飛行訓練，而且首次完成了
最為艱難的夜間着艦。

夜 間 着 艦

促民生基本保障無虞 抓環保綠水青山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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