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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高度浓缩一
个时代精华；

一个政党，引领开辟一
条康庄大道。

如同施展了法术，在不
到4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
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有
2000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
市，深圳奇迹般崛起于中国
南方，绽放夺目光彩。

什么造就了深圳？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

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
活力，让深圳焕发出前所未
有的生命力，有力地证明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
越走越宽广。

激情的岁月———追忆

历史激荡与争锋，深圳近40

年梦幻般的崛起，用铁一般

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觉醒，印证改革开

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
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
区”，近5年每年平均诞生超
过3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

“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
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
推向前进。”

2012年12月7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
首次离京考察选择广东，首
站即来到深圳前海。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在
这片改革前沿地，习近平总
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
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
念。

改革开放，是深圳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基因”，也是
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
现命运伟大转变的“密码”。

1979年4月，广东省委
提出，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
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
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
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
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
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
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
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
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
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第五
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
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
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
在中国正式诞生。有外电惊
叹道：“中国大变革的指针

正轰然鸣响。”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

开启，每一页都是崭新的。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

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
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
窗口。”1984年，邓小平首次
来到深圳，为经济特区的发
展和全国改革开放指明了
方向。

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
在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疾行。时任蛇口
工业区负责人的袁庚在企
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学时
如此表示：黄埔军校是“不
革命者不入此门”，这里是

“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

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
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
就会万古长青！”“市场经济
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1992年春天，邓
小平再次来到深圳，发表一
系列重要讲话，给中国带来
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

“改革开放近40年，中
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
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
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
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
济学人》这样评价。

铁一般的事实，昭示着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必由之路———

生产力得到如此大的
释放。深圳GDP从1979年的
1.97亿元上升到去年的2.24
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
已与曾经差距无比巨大的
香港相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
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嘱托，扎实践行新发
展理念，坚持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加快打造现代
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
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
展马克思主义。”———习近
平总书记作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的这句话，既是时代的
宣示，更是人民的心声。

壮阔的历程———从“深

圳速度”到“中国高度”，这

座在南海之滨拔地而起的

城市不断书写时代传奇，改

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提

供不竭动力

夜幕降临，沿着深南大
道行驶，平安国际金融中
心、招商银行总部、腾讯大
厦……一路高楼林立，流光
溢彩，整个城市犹如铺展开
的一幅缤纷画卷，勾勒出美

丽的天际线。
这条路见证着深圳的

光荣梦想，昭示着深圳乃至
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
越宽广———

如果说，“三天一层楼”
的速度曾让深圳闻名全国，
那么追求高质量发展所带
来的创新活力越来越让这
座城市扬名世界。

今天的深圳，平均每平
方公里有5.6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平均每天有51件
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深圳何以成为创新之
都？

曾有人这样比喻，创新
仿佛是盛开的美丽花朵，需
要充足的阳光雨露、适宜的
温度湿度等环境，而发展环
境的营造，归根到底要靠体
制机制的改革、理念的更
新。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1981年底，这个
巨型标语牌矗立在了蛇口
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这一
口号出现在35周年国庆游
行的彩车上，被亿万中国人
叫响。

在石破天惊中实现突
进，在敢为人先中寻求突
破，特区的“特”就体现在

“闯”上———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

“大锅饭”工资制度、第一家
外汇调剂中心成立、第一家
股份制保险企业创办……
近40年里，深圳创出约一千
个“国内第一”。

坚持市场化为导向，这
是深圳乃至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信条，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充满活
力的奥秘。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
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在全
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实行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
高……

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
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事
制度改革。改革实施前两
年，深圳商事主体总量由不
足100万户，迅速达到215万
户。

改革再推进，创新无止
境。

2018年2月，深圳又出
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
标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

“深圳发展到今天的主
要推动力就是改革开放，改
革开放是深圳最大无形资
源和最大的软实力，它像一
块磁石，把所有资源都吸引
过来。”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主任杨立勋深有感慨说。

有了市场，梦想就会照
进现实。

今天的深圳，已成为一
座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都
市，拥有全球第三大集装箱
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
五大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
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
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

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强
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起
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开创新局面提供了不竭的
力量源泉。

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建
设者的心血和付出。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

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
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
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
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
工妹。1989年的百万民工

“南下潮”，更是让深圳成为
外来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
市。

“我要向你们鞠躬！”
2007年，郑艳萍等凯达姐妹
登门探望袁庚，这位90岁的
老人取下帽子，向第一代打
工妹深深鞠躬，对特区建设
者致敬。

奋进新时代———高擎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

旗帜，在新的起点上构建新

格局，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续写

改革开放新史诗

这是全新的时代方位，
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自
信 的 姿 态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大
湾区，更加包容、开放的姿
态正不断出现。广深科技创
新走廊规划正式印发、香港
与深圳共同发展落马洲河
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
不断推进……

从深圳放眼全中国，更
开放、国际化的中国城市
群，正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舞台。对标2035年发展目标
的深圳新规划正紧锣密鼓
编制，新时代的雄安城正进
入新一轮规划建设实施阶
段，北京总体规划明确建设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上海计划到2050年全面建
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从深圳放眼全世界，经
济特区经验正为国外特区
建设带来有益参考。此时此
刻，一波又一波来访的海外
人士正在深圳“取经”，寻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密码。

这是全新的改革理念，
新时代的中国吹响了推进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冲 锋 号
角———

加强原始创新，深圳开
启创新驱动再出发。

2017年4月，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
布莱恩·科比尔卡领衔的两
个实验室，落户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如今，这种由诺
奖科学家组建的实验室，在

深圳已有5家。
“我们坚持创新只有第

一、没有第二，坚持打基础、
谋长远，着力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狠抓
以科学仪器、工业母机、核
心芯片、关键零部件等为重
点的核心技术攻关。”深圳
市委书记王伟中说。

进入新时代，绿色发展
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2017年，深圳万元GDP
能耗、水耗持续下降，约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1/3和1/10
左右，“深圳蓝”成为城市名
片。

深圳的教育、医疗等民
生事业底子薄、基础差、发
展起步晚。为了补课，深圳
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投入，新
办学校和医院，另一方面也
向全球教育和医疗人才抛
出橄榄枝。

这是全新的精神状态，
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
的 姿 态 将 改 革 进 行 到
底———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
开放的重要窗口。”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
开放的试验平台。”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
开放的开拓者。”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
开放的实干家。”

……
面对新形势、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对步入新时代的经济特区
提出了要求。

“进入新时代，我们奋
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向世界
展示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窗口’和‘示范区’，在新
起点上再创改革新局，把高
质量发展的路子走对走实
走好。”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说。

深圳，这座平均人口年
龄仅有32.5岁的年轻城市，
也正以饱满的活力拥抱新
的时代。

岁月更替，改革精神一
脉相承。

放眼远望，新时代的中
国正掀起新一轮波澜壮阔
的改革大潮……
（新华社记者 徐金

鹏、蔡国兆、张旭东、何雨

欣、彭勇、孙飞）

开栏的话：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

砥砺奋进，40年众志成城。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壮丽史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辉煌的成就和生动的实践，印证改革开

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即日起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

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栏目，集中推出

一批稿件，反映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

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

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追赶时代

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

革开放40年》为开栏之作。

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