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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羊城

文化生活

PEOPLE IN GUANGZHOU LOVE READING
阅读，让花城更美。为引导广大市民爱读书、多读书、

２０１５ 年，广州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成功推荐海珠区、花都区申报创建首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

读好书，广州已经连续开展了十年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

系示范区（项目），推荐番禺区沙湾镇、海珠区、南沙区黄阁镇、天河区珠吉街道等 ４ 个项目入选文

动，构成了一个老少咸宜的阅读嘉年华。

化部组织评选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完成 ２８ 条市美丽乡村试点村公共文化

The citizens’ passion for reading has made Guangzhou a

设施的实地检查验收工作。

charming city. To encourage citizens to start reading and read
more and better books, the city advocated a decade-long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影响。广州雕塑院许鸿飞院长在土耳其、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地举办

all-citizen reading program called "Shu Xiang Yang Cheng

的“肥女人”系列雕塑世界巡回展，受到了当地政府与观众的热烈好评；广州粤剧先后派出 １０００ 余

(literally Bookworms Across the City)" , which has become a

人次演职人员赴境外演出 ７５ 场次；木偶艺术剧院赴新西兰演出了 ２０ 场次，在第 ４１ 届南非国家艺术

reading carnival for all.

节上演出 ４ 场并参加文化巡游活动；广州杂技艺术赴国外演出 ３１ 场次；广州芭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赴意大利热那亚演出 ６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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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Ｘｕ Ｈｏｎｇｆｅ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ｉｎｇ Ｈａｉｚｈｕ ａｎｄ Ｈｕａｄ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 “Ｆａｔ Ｌａｄ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 ｉｎ ｓｕ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ｚｏｎ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ｗａｒｍ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ｈａｗａｎ Ｔｏｗｎ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ａｎｙ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ａｉｚｈ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ｕａｎｇｇｅ Ｔ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ｄ ｏｖｅｒ １，０００

Ｎａｎｓｈ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Ｚｈｕｊｉ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ｆｆ ｆｏｒ ７５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ｏ ｂ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ｕｐｐｅｔ ａｒｔ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ｆｏｒ ２０ ｓｈｏ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ａｎｄ ｐｕｔ ｏｎ ４ ｓｈｏｗ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４１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Ａｒｔ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ｏｎ－ｓｐｏ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ｒｏｂａｔｉｃ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ｗｅｎｔ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ｐｕｔ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２８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３１ ｓｈｏｗｓ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ｌｌ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ｏ． Ｌｔ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ｌｓｏ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ｅｎｏａ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ｐｕｔ ｏｎ ６ ｓｈ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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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DEVELOPMENT
教育发展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年，广州将改革创新作为推动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着力构建好校长、好教师、好学生、好学
校和好的教育生态“五位一体”的广州好教育体系。
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 ３６１９ 所，在校学生 ２６７．４５ 万人。３ 周岁及以上儿童入园率 １１６．９３％，小学适
龄儿童毛入学率 １０２．３７％，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９５．５１％，高中毕业生升大率 ９４．５５％，均高于“十二五”
目标任务。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Ｆｉｖｅ－ｉｎ－Ｏ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ｓ，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ｇｏｏ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ｏｏ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ｏａｓｔｅｄ ３，６１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２，６７４，５０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全年全市有 ３ 个项目被确定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国家级和省级课题立项总数位列全省第一。

ｅｎｒｏｌ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ｐｉｌｓ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有 ３０ 名中小学专任教师通过正高级职称评审，占全省近一半；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２ 人、中国工程

１１６．９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ａｓ

院院士 ２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５７ 人，“千百十”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３ 人，国家级有

１０２．３７％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５．５１％ ａｎｄ

突出贡献专家 ６ 人，博士生导师 １３０ 人，省中小学特级教师 ２２６ 人，省、市名校长名教师 １８６ 人。

９４．５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 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ｂｏｔｈ ｒａｎｋｅｄ ａｓ Ｎｏ．１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ｏｍｅ ３０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ｎｉ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 ｎｅａｒｌｙ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７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ｅｎｊ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３０ Ｐｈ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２２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１８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ｍｏｕｓ 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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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DEVELOPMENT
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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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广州体育系统紧扣“竞技、足球、惠民”三个重点，

锦标赛、２０１９ 年男篮世界杯，为今后举办国际重大赛事打

将全市体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下良好基础。

竞技体育。全年共举办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 ２９ 项国

足球改革。协助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顺利实现“新三板”

际级、国家级体育赛事活动；广州马拉松成为国内首个通过

上市，成为国内乃至亚洲第一家上市的足球俱乐部。积极

产权交易平台挂牌选定合作方的马拉松赛事，连续第二年被

促成万达体育控股有限公司全球总部落户广州，２０１６ 年开

中国田径协会评为“金牌赛事”。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始每年将为广州带来 ２ 项具有唯一性的世界级重大赛事。

第二次夺得亚冠联赛冠军，实现中超联赛“五连冠”。成功

全市全年共销售体育彩票 ３５．３４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上

申办 ２０１６ 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２０１６ 年世界三人篮球

年实体销量）增长 ４１．２５％，再创实体销量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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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ERVICE
医疗卫生

截止 ２０１５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３７２４ 家（含 １０５１ 家村卫生室），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８ 个，
卫生监督所 １５ 个，妇幼保健院（所）１６ 家。全市各类卫生机构共拥有床位 ８．２０ 万张，其中，医院和卫
生院拥有床位 ７．５１ 万张。全市共有各类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６７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含执业助理医
师）４．２５ 万人，注册护士 ５．５０ 万人。全市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向社会提供诊疗服务 １．４１ 亿人次，提供出
院服务 ２６０．４８ 万人次，较 ２０１４ 年分别增长 ２．０４％ 和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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