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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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为维护
祖国领土完整和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
贡献。今天的广西，红土地涌动滚滚春
潮，北部湾迸发勃勃生机，各族人民心
连心、手拉手，紧紧拧成一股绳，不断加
快脱贫奔小康步伐，昂首阔步走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六十载风雨兼程，一甲子硕果累
累。广西壮族自治区60年的辉煌成就
来之不易 ，经验弥足珍贵 。这离不开
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不懈奋斗，离不
开全国人民的真情帮助。 实践证明，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广
西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广西同全国一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广西发
展， 十分牵挂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广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进一步做好广西工作提供了重要
遵循。希望广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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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克难 ， 扎实做好富民兴桂各项工
作，努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迈
出新步伐，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
新进展，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上见到
新成效 ，在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助推
“一带一路”建设上开创新局面，以大
开放赢得大发展大跨越，同全国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驻广西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
政法队伍是保卫边疆和维护广西社
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 要始终牢记使
命 、不负重托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
作风 ，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 ，巩固和
加强军政军民警民团结，为广西改革
发展稳定再立新功。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守望相助、砥砺奋进，不断谱写
新时代祖国南疆繁荣发展新篇章，开创
八桂大地更加美好的未来！

祝广西壮族自治区兴旺昌盛！
祝广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2018年12月10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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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6863931453.0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37 5 5 8
排列 5 18337 5 5 8 5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145 09 18 29 31 33 06+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30000000

60000006000000

� � � � 新华社南宁1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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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英雄的
广西各族儿女始终挺立在保家卫国
的前线，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涌
现出一批批百折不挠、 忠贞不渝的
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
气壮山河的爱国乐章。60年前，广
西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 开启了团
结进步、繁荣发展的新征程。在党的
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自治区走过
了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取得了彪
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经济实力大幅
跃升，改革开放阔步向前，人民生活
极大改善，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民族
团结不断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自治区砥砺奋进，取得新的
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增强。

汪洋指出，自治区60年的辉煌
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广西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的结
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充
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 展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所有亲身经历
自治区发展进步的干部群众， 所有
关心支持广西改革发展的各界人
士，都有理由为之喜悦和自豪。

汪洋强调，进入新时代，广西迎
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站在新的发展
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来广西
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
富民兴桂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牢记“三大定位”的新使命，落实
“五个扎实”的新要求，奋力谱写广西
发展新篇章。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
党的各项大政方针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确保党始终成为各族人民的主心
骨；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让各族群众都能感受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温暖；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

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
质量效益提高互促共
进；要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深入推
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打造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格局；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汪洋最后说，六十载春华秋实，
新时代催人奋进。 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改
革创新、 锐意进取， 为建设壮美广
西、共圆复兴梦想不懈奋斗。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
社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央代表团
带来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爱和美
好祝福。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和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全区各族人民
铿锵前行的磅礴力量，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坚决履行“三大定位”新使命，深
入贯彻“五个扎实”新要求，努力把
广西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 更加开
放创新，更加团结和谐，更加美丽自
信， 奋力谱写新时代广西发展新篇
章，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
而努力奋斗。

群众代表潘庆标、 夏四初也在
大会上发言。

随后进行了《奋进新时代 壮
美新广西》 群众文艺表演。 表演以
“花海迎宾朋”为序曲，分为“和谐大
家园”“壮美新广西”“奋进新时代”3
个篇章。 最后， 全场高唱《歌唱祖
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广西明天
更加美好。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 白玛
赤林、马飚、巴特尔、苗华和中央代
表团全体成员， 以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有关负责人出席大会。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关于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
成立60周年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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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出席大会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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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06 1040 1046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71 173 25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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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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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庆祝大会上的群众文艺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