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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广 告

南宁市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物流体系南宁市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物流体系，，服务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图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图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

十年踏歌十年踏歌
““相聚到永久相聚到永久，，风雨并肩走风雨并肩走，，看东方我们看东方我们

同声唱同声唱，，我们永远是朋友我们永远是朋友。”。”随着中国—东盟随着中国—东盟
博览会会歌博览会会歌《《相聚到永久相聚到永久》》的旋律一次次地的旋律一次次地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响起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响起，，中国—东盟博览中国—东盟博览
会在南宁已走过十年岁月会在南宁已走过十年岁月。。

十年里十年里，，这座城市在成长这座城市在成长。。
南宁市建成区面积从南宁市建成区面积从 20032003 年的年的 124124..77 平方公平方公

里扩大到里扩大到 20122012 年的年的 242242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力争力争 20152015 年达年达
到到 300300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努力建设超大城市努力建设超大城市。。南宁已开南宁已开
通至东盟各国首都的航班和南宁至越南首都河内通至东盟各国首都的航班和南宁至越南首都河内
的国际列车的国际列车，，成为我国继北京后国内第二个国际成为我国继北京后国内第二个国际
列车始发站城市列车始发站城市；；公路运输已实现南宁—河内直公路运输已实现南宁—河内直
达达，，在关口不须换车在关口不须换车。。高速铁路高速铁路、、南宁火车东站综南宁火车东站综
合交通枢纽一期工程等加快推进合交通枢纽一期工程等加快推进。。吴圩国际机场吴圩国际机场
新航站区主体工程及进站高速连接线工程新航站区主体工程及进站高速连接线工程、、郁江郁江
老口水利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施工稳步开展老口水利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施工稳步开展。。轨道轨道
交通交通 11号线号线 2525个车站建设全面展开个车站建设全面展开。。

经十年的开发和建设经十年的开发和建设，，南宁的城市道路畅通南宁的城市道路畅通、、
环境优美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配套设施齐全，，能源能源、、给排水给排水、、道路交道路交
通通、、邮电通信邮电通信、、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正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正
向高标准向高标准、、国际化迈进国际化迈进。。

十年里十年里，，这座城市在变美这座城市在变美。。
南宁市始终把打造南宁市始终把打造““中国绿城中国绿城””品牌作为一项品牌作为一项

民心工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工程来抓民心工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工程来抓。。20122012 年年，，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747..33%%，，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达 4141..9999%%；；全年市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为全年市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为 9696..4444%%，，
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前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前
列列；；邕江邕江 55个地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个地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100%%。。

从从 20092009 年开始年开始，，南宁市利用市内水系发达的南宁市利用市内水系发达的

优势优势，，提出打造提出打造““中国水城中国水城””的发展目标的发展目标，，重点实施重点实施
十八条内河综合整治工程和水系生态环境的修复十八条内河综合整治工程和水系生态环境的修复
与保护与保护，，已顺利建成民歌湖—竹排冲已顺利建成民歌湖—竹排冲、、心圩江心圩江、、相相
思湖思湖、、青秀湖四大河湖主题公园青秀湖四大河湖主题公园。。

如今如今，，南宁市已逐步形成南宁市已逐步形成““绿在城中绿在城中、、城在绿城在绿
中中，，水在城中水在城中、、城在水中城在水中””的的““中国绿城中国绿城””与与““中国水中国水
城城””交相辉映的双城形象交相辉映的双城形象，，现代宜居城市魅力彰现代宜居城市魅力彰
显显。。南宁市还先后荣获了南宁市还先后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奖联合国人居奖”“”“全国全国
文明城市文明城市”“”“全国十大宜居城市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中华宝钢环境中华宝钢环境
奖奖”“”“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国家森林国家森林
城市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中国中国
城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城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
越成就奖越成就奖””等称号等称号。。

十年里十年里，，这座城市在走向繁荣这座城市在走向繁荣。。
结合东盟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结合东盟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南宁市推动南宁市推动

产业结构由资源加工型向加工制造型转变产业结构由资源加工型向加工制造型转变，，由传由传
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工业呈现集群化工业呈现集群化、、链条式链条式
发展趋势发展趋势。。20122012 年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
值值 21002100..3737亿元亿元，，总量是总量是 20032003年的年的 88..6868倍倍，，规模以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到上工业企业增加到 20122012 年底的年底的 940940 家家，，其中亿元其中亿元
企业企业 493493家家。。

南宁市把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市把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建设区域建设区域
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和区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和区
域性金融中心域性金融中心，，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

手段手段，，重点推进中国—东盟物流基地等物流重点推进中国—东盟物流基地等物流
园区和商贸中心的规划和建设园区和商贸中心的规划和建设，，推进保税物推进保税物
流中心流中心((二期和三期二期和三期))、、华润万象城华润万象城、、大商汇大商汇、、
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中国—东盟商中国—东盟商
品交易中心等一批重大商贸物流项目建品交易中心等一批重大商贸物流项目建

设设。。南宁市服务广西南宁市服务广西、、面向中国面向中国、、辐射东盟的市场辐射东盟的市场
体系正在形成体系正在形成。。

此外此外，，南宁市优化首府金融发展环境南宁市优化首府金融发展环境，，大力实大力实
施施““引金入邕引金入邕””战略战略，，华夏华夏、、民生民生、、兴业兴业、、招商招商、、中信中信、、
浦发等国内股份制银行浦发等国内股份制银行，，南洋南洋、、星展和汇丰等外资星展和汇丰等外资
银行均到南宁落户银行均到南宁落户，，东盟国家东盟国家、、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内地的内地的
金融机构纷纷到南宁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金融机构纷纷到南宁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20102010 年年 66 月月，，南宁成为国家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南宁成为国家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试点城市币结算试点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不断增强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不断增强。。

十年里十年里，，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122012 年年 ，，南 宁 市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南 宁 市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25032503..5555 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212..33%%，，总量是总量是 20032003 年年
（（521521..7878 亿元亿元））的的 44..88 倍倍。。全市经济总量居全区全市经济总量居全区 1414
市首位市首位，，全国全国 55个自治区首府城市首位个自治区首府城市首位。。三次产业三次产业
比例由比例由 20032003 年的年的 1919..1111∶∶2929..2020∶∶5151..6969 调整到调整到 20122012
年的年的 1212..9595∶∶3838..3030∶∶4848..7575，，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
降降，，第二产业的比重逐年提升第二产业的比重逐年提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经济结构进一步优
化化 。。 20122012 年年 ，，全 市 财 政 收 入全 市 财 政 收 入 422422 亿 元亿 元 ，，总 量 是总 量 是
20032003 年的年的 66..99 倍倍。。20122012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额达到 12551255..5959 亿元亿元，，总量是总量是 20032003 年的年的 44..3535 倍倍。。
2012201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25852585..1818 亿元亿元，，
总量是总量是 20032003年的年的 1313..66倍倍。。

从边陲之城向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城市的大从边陲之城向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城市的大
跨越跨越，，成为南宁这座城市成为南宁这座城市1010年来一条完美的轨迹年来一条完美的轨迹。。

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周年、中
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南宁市将
作为魅力之城绽放新形象。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使南宁的
区位优势转化成开放优势，从南国边陲转变成为
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区域地位与
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在开放中
融合，在融合中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她的魅力不断
释放、增强，成为国内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大舞台上
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2004 年金秋时节，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
广西南宁举行，该博览会由此成为中国和东盟之
间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新模式，成为中国与东盟沟
通的“南宁渠道”。通过这一渠道，中国与东盟各国
之间形成了多个合作机制，促进经贸合作和交流
沟通。

通过这一兼具政治、外交、经济意义的渠道，
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之间、部长之间和地方领
导人之间经常进行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战略
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每年一届的中国—东盟
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受到与会各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各国领导人高规格出席已日益形成机制
化，加之政商各界精英云集，推动次区域合作效果

十分显著。
在中国与东盟各方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下，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南宁
—新加坡走廊经济带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合作
从概念走向共识，又从共识走向实践，再从实践走
向突破，日益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成功典
范。“南宁渠道”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中，已成
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互利
合作共赢的新途径。

随着一届又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南
宁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南宁市以开放的姿态
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积极融入北部湾经济区和
西江经济带建设并争当龙头城市，努力成为“双核
驱动”战略实施的强大引擎。一是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按照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要求，加
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航道、码头等项目建
设，努力参与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二是积
极发展交通、会展、宾馆接待、旅游、翻译服务、金融
服务等相关产业，为博览会举办提供良好的配套服

务；三是积极推进五象新区、工业园区和南
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的
平台与载体；四是深化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
开放，支持更多的中国—东盟合作机构落户
南宁，支持完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时

加快发展面向东盟的进出口贸易，积极举办东盟主
题文化交流活动，推进南宁与东盟各国无障碍旅游
圈建设等，力促企业与东盟实现对接；五是按照建
设区域性国际城市的要求推进城市建设，增加东盟
元素，提升人居环境。

目前，柬埔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东盟
国家已在南宁设立总领事馆，东盟十国、日本、韩
国商务联络部建成使用，南宁建设中国—东盟“三
基地三中心”的进程正加快推进。

截至目前，南宁市已有 80 家外经企业“走出
去”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投资总额 12.30 亿美元，
投资足迹遍布 21 个国家和地区，全市先后派出工
程劳务人员 3000 人次，累计完成境外承包工程合
同额逾 3 亿美元。2012 年，南宁对外贸易延续了
2004 年以来的增长态势，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41.47亿美元，比 2004年增长 551.02%。

十年来，南宁城市知名度不断提高，区域性国
际化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开放成就了南宁，开放的
南宁魅力更加迷人！

让魅力更迷人

生态宜居、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城市，
热情友善、能帮就帮的市民处处释放着南宁
的魅力，而市民幸福感的与日俱增更让城市
的魅力日渐升华。

关于魅力和幸福的诠释与定义很多，因
人而异。而对于南宁市民而言，中国—东盟博览会
在南宁市举办的十年，是全体市民参与奋斗努力
的十年，也是分享快乐与幸福的十年。

这十年来，全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居民的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2012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 22561 元，同比增长 12.78%，总量是
2004 年（8059 元）的 2.8 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6777 元，同比增长 15.9%，总量是 2003 年

（2231元）的 3.04倍。
这十年来，南宁市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住房保

障供应体系，成为全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及供应量最
大的城市。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各类保障性
住房 97777套。此外，还通过采取货币补贴、租金核
减等方式为33855户实施了廉租房住房保障。

这十年来，南宁市的社会保险基本实现了政
策上的全覆盖，2001 年启动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试点；2004 年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2007 年启动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
点；2010 年和 2011 年启动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并于 2012 年实现了全市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失业、工伤、
生育保险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方面也
取得了积极进展。从 2005 年开始，基本养老金连
续九年调整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统
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失业保险金、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不断提高，参保人员利益最大化不断彰显。

这十年来，南宁市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全市新
增就业 69.76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9.1 万人，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4.49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新增 93.6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以
下。2003 年以来，南宁市共为登记失业人员、农村
转移就业劳动者等各类群体 170 多万人开展多形
式、多层次、有针对性的订单定向定岗培训。通过
培训着力提高广大劳动者的上岗就业能力、转岗
转业能力和创业创新能力，以素质就业带动充分
就业，实现稳定就业和体面劳动。

这十年来，南宁市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使
其成为市民享受幸福生活的篇章。据不完全统计，

自 2008 年以来，文化惠民工程共建设了
1222 个农村书屋，扶持了 500 多个村屯文
艺队，组织开展了近 20000 场农村文化活
动，给农民送了 500 多场由专业艺术院团
演出的节目，送了 5 万多场电影下乡。2010

年以来，南宁市又把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列入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共建成 118 个村级公
共服务中心，建成一批综合楼、篮球场、戏台等农
村文化设施，组建了一批农民篮球队、农民文艺
队。在南宁市，图书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已全部
实行免费开放。2006 年以来，举办“绿城讲坛”等
各类讲座 259 场次，
听众 6 万多人次。全
市共建成 86 个图书
流动站。孔庙自 2011
年 1 月开放以来，免
费接待观众约 52 万
人 次 ⋯⋯ 这 一 连 串
的 数 字 正 是 文 化 惠
民工程带来的实惠。

这十年来，幸福
的暖流漫过城市，漫
过乡村，漫过每个人
的心窝。

升华城市魅力升华城市魅力

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年来，，南宁市的南宁市的
宜居水平不断提高宜居水平不断提高。。图为南宁市南湖一景图为南宁市南湖一景

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为自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为自
贸区的贸区的““助推器助推器”。”。图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内展图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内展
馆一角馆一角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节
庆品牌庆品牌。。图为外国艺术家登台演唱民歌图为外国艺术家登台演唱民歌

南宁市正在把五象新区打造成为拉动全南宁市正在把五象新区打造成为拉动全
市发展的新增长点市发展的新增长点。。图为广西规划馆图为广西规划馆

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年来南宁城乡居民收入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十年来南宁城乡居民收入
大幅增长大幅增长，，消费热情高涨消费热情高涨，，市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市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