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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12月
10 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
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
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
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
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人民幸福
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 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发展成就归结到一点，
就是亿万
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发展，人权
在进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
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
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
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
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要求，我国人权研究工
作者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为丰富
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
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在座谈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的人权观，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讲
好中国人权故事，深化人权理论研
究，促进人权领域交流，扎实做好尊
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
措、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
孟复在座谈会上发言。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 周
年座谈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
人权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来自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
单位有关负责人和人权专家学者等
约 150 人出席座谈会。

广西各族各界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协、广西军区：
值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
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各
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
指战员、武警广西部队官兵和政法
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广西壮族自
治区建设发展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195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
开启了广西各族干部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共同当家作主、建设壮美广西
的历史新篇章。60 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广西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历史性巨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开放合作全面
拓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各族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持和谐稳
定。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山清
水秀生态美成为广西金字招牌，祖
国南疆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日益突
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充分发
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党的建
设全面加强，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特别是广西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始终屹立在保疆卫国第一线，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攻坚克
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
难，扎实做好富民兴桂各项工作，努
略，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繁荣昌
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
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广西， 步伐，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
红土地涌动滚滚春潮，北部湾迸发
进展，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上见到
勃勃生机，各族人民心连心 、手拉
新成效，在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助推
手，紧紧拧成一股绳，不断加快脱贫
“一带一路”建设上开创新局面，以
奔小康步伐，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
大开放赢得大发展大跨越，同全国
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实现“两
六十载风雨兼程，一甲子硕果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累累。广西壮族自治区 60 年的辉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作出新
煌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的更大的贡献！
这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驻广西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
导，离不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不
和政法队伍是保卫边疆和维护广西
懈奋斗，离不开全国人民的真情帮
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要始终牢记
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
使命、不负重托，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作风，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巩固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民族
和加强军政军民警民团结，为广西
区域自治制度，坚持铸牢中华民族
改革发展稳定再立新功。
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广西发展进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步，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筑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望相助、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砺奋进，不断谱写新时代祖国南疆
代，广西同全国一样站在新的历史
繁荣发展新篇章，开创八桂大地更
起点上。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广
加美好的未来！
西发展，十分牵挂广西各族干部群
祝广西壮族自治区兴旺昌盛！
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
祝广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总书记多次对广西工作作出重要指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示批示，为进一步做好广西工作提
中共中央
供了重要遵循。希望广西各族干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
群众始终高举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国务院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
全国政协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中央军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杨维汉 姜潇 覃星星） 壮乡
奋进六十载，
八桂大地展新貌。10日
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庆祝大会在广西体育中心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来贺
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出席庆
祝大会并讲话。
今日的南宁花团锦簇、喜气盈
城，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气
氛。约 2.2 万名身着盛装的各族各
界干部群众，欢聚在广西体育中心，
共同庆祝盛大的日子。主席台上
方，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广西

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
横幅。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 奋力谱写新
时代广西发展新篇章”巨幅标语，
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建
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12 个
大字高悬，两侧“1958”
“2018”字样
格外醒目。
下午 3 时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陈
武宣布大会开始。在嘹亮的国歌声
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孙春兰
宣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关于庆

关于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贺电

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的
贺电。
在热烈的掌声中，
汪洋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南国邕城百花
齐放、
八桂大地万众欢腾。很高兴带
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
带
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祝福，
同广西各族
人民共同庆祝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
广西壮族自治区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
5600 万广西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汪洋说，广西是祖国南疆一方
宝地，自古以来，各民族创造了五彩
斑斓的多元文化。（下转第三版）

12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这是会谈
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施泰因迈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继续深入发展，
让中德合作取得更多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的演变。中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看法，
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边合作，在造福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习近平提出以
下主张：
深化中德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础。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德双方政府和各界的主流意
愿。双方要总结中德关系的成功经验，
继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
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中方
愿同德方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双边丰富多样的
对话机制，
加强政策沟通。
同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等方面相互配合和支持，
保持中德关系的活力，
需要坚持开放和创新合作。今
以中欧合作来维护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希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德国企业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
望德方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已捷足先登。我们愿意同包括德国在内各国继续分享中国
施泰因迈尔表示，很高兴以德国总统身份首次对中
发展的红利，
同时也希望德国继续对中国投资保持开放。
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使我更加钦
拓宽合作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提供重要平
佩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
台。中方愿同欧方、德方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
推进欧
是成功使几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解决温饱问题，这一
亚互联互通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做大亚欧
成就不容忽视。时隔 10 年再次回到四川地震灾区，重建
大市场。我们愿同德方及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好中欧班列
后的灾区面貌令人印象深刻。德方对德中关系发展感到
这条贸易大通道。
满意，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缩小分
双方要持之以恒推进人文交往，积极为文化、教育、
歧，深化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自
青年、体育等广泛领域交流搭建更多平台。
由贸易。德国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将继续致力于
双方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推动欧中互利合作，
促进欧亚地区同中国的互联互通。
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施泰因迈尔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共同维护
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丁仲礼、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中欧双方应当也可以在共
参加。

壮 乡 踏 歌 绣 辉 煌
——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之际
本报采访组

“山歌好比春江水，这边唱来那
边和”。熟悉的旋律，无限的风情。
山歌唱过 60 年，唱出了迈入新时代
的豪情壮志；壮锦织过 60 载，绣出
了壮乡儿女的幸福生活。
195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八桂大地从此开启崭新篇章。党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
下，全区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奋发
图强，推动富民兴桂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

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傍晚时分，广西家柳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门口的货车正在装箱，一
包包“网红”柳州螺蛳粉，通过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公司总经理谭雪晶
说，公司每天大概有 3 万多包螺蛳粉
销往全国各地。
除了螺蛳粉，还有许许多多的
“广西造”风靡全国。全国 60%以上

的甘蔗、48%的蚕茧、三分之一的木
材来自广西；广西芒果、柿子、柑橘、
松脂、八角等的产量居全国前列；成
品糖、微型汽车、轮式装载机、车用
柴油机、多功能乘用车等产品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通过数据，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广
西发展实力和速度的变化。1958 年，
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24.52 亿元，
到 2017 年 已 达 20396.25 亿 元 ，是
1958 年的 832 倍。人均 GDP 从 1958
年的 113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41955
元，是 1958 年的 371 倍。财政总收入
从 4.66 亿元增加到 2604.32 亿元，
增
长了 558 倍。
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广西
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持续优化，
三次
产业结构由1958年的51.8∶27.7∶20.5
调整为 2017 年的 14.2∶45.6∶40.2，
呈现出农业基础稳固、工业转型升
级加快、服务业贡献率不断提高的
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广西积极推动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布局高质量发展，
“广西造”不但产量大，而且技术水
平高；
不但叫响全国，
还走向世界。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世界上轮式
装载机生产及销量最大的企业，柳
工在柳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都
有 制 造 基 地 ，还 在 印 度 、巴 西 、波
兰、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海
外 制 造 基 地 ，并 在 波 兰 、印 度 、英
国、美国设立研发中心，产品远销
全球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为 2 万多
海外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本地化
服务和支持。

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
局基本形成
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沿海沿
江沿边，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拓展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担当起党
中央赋予广西的新定位、新使命，站
上新的历史起点。
记者来到临海而建的钦州港火
车东站，只见一批批来自海上的集
装箱被吊装上火车，即将通过南向
通道班列发往重庆、昆明等地，有的
货物还将转乘中欧班列前往欧洲。
“以前货物少而且零散，很长时间才
能装运 1 列车，如今一天就能装满 3
列车。”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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