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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推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专版

首期聚焦
海南脱贫攻坚成就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罗安明）8
月 28日，《深圳特区报》推出了“壮阔东方
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年——
《海南日报》《深圳特区报》联合采访行动首
期报道。首期报道通过通讯、评论等形式，
以点带面，展示了海南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取得的成就。

《火山口绿水青山 种石斛“点石成金”》
介绍了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克服干
旱缺水等不利自然条件，利用当地火山岩资
源，发展石斛种植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保
亭县什进村村民从茅草屋住进别墅》讲述了
一个黎族村庄借力“大区小镇新村”模式建设
美丽新农村，村民家家户户住进新楼房，在家
门口吃上“旅游饭”的故事；人物特写《生活很
开心 工作有冲劲》描述了一名“网红”讲解员
的工作生活，反映出我省群众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的良好精神面貌。

评论《着眼精准 创新方式 立足长效 海
南坚决打赢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概括介绍
了海南将“精准”贯穿于识贫扶贫脱贫全过
程；创新扶贫方式，因人因户施策，带动贫困
群众增收；将扶贫开发与“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相结合，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着眼长远，构建脱贫长效机制的举措和成
效。“近五年来，海南减少贫困人口60多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12.3%降至2.2%，500多个
贫困村整村脱贫出列。”该评论用一组数据生
动展示了海南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8周年，
8月16日，由海南日报社、深圳特区报社联合
举办的“奋进新时代 特区新使命——改革开
放40年琼深党报融媒跨区报道”活动正式启
动。近日，《深圳特区报》特派采访团深入我
省各市县采写报道。接下来，《深圳特区报》
还将陆续推出报道，为广大读者讲述海南改
革开放的精彩故事。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40年砥砺奋进，40年众志成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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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党和国家的事
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8周年，海南日报社、深圳特区报社联合举办“奋进新时代 特区新使命
——改革开放40年琼深党报融媒跨区报道”活动。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经济特区的辉煌成就和生动实践，以此昭
示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敬请关注。

■ 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

——庆祝改革开放40年琼深党报融媒跨区报道之一

宽阔的珠江口东岸，前海深
港合作区开发建设如火如荼；

潮涌的大鹏湾畔，盐田港
货轮穿梭，东进战略全面发力；

从莲花山远眺，满目葱茏，
城市的天际线不断“生长”……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
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
的风貌。深圳这座城市，总是散
发着一种蓬勃向上发展的气息。

时间回到1980年，深圳和珠
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我国首
批经济特区。

沧海桑田。近40年间，深圳
实现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
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
中心的华丽蜕变。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
书记离京考察的首站就是深
圳，他在考察时指出，“深圳是
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
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
的经济特区”。

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的背
后，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广东省委常委、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与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采访团座谈发
言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
开放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
一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
之路。”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蛇口则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排头兵。

8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
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蛇口
改革开放博物馆，眼前一件件与改革开
放相关的小物件，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当
年的风云激荡。

改革开放之初，以时任广东省委第
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
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
易区的设想和建议；邓小平同志审时度
势，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
就叫做特区”。1980年，深圳和珠海、汕
头、厦门一起成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1年，在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
园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
方，人们立起一块巨型标语牌，首倡符合
市场经济规律的效率观和价值观。

岁月更替，特区的精神一脉相承。
发端于蛇口的开放与创新精神，在这座
城市扎根。多年来，从“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再到
“来了就是深圳人”“深爱人才，圳等你
来”，深圳一直领风气之先。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离京
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深圳，向世界郑重宣
示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定决心。2015年1月，习总
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
圳“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
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
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为深圳
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
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始终牢记
习总书记的嘱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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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深圳，已经从一个渔村发展
成为一座充满魅力、活力和创新力的现
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成为展示我国改革
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和国际社会观察我
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窗口。

经济跨越式增长——
1979年，深圳GDP仅1.97亿元，人

均GDP为606元；2017年，深圳GDP达
2.24万亿元，人均GDP为18.31万元，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城市奇迹般崛起——
38年前，深圳人口仅33万，只有几

条像样的马路，最高的楼只有3层。如
今，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2000万，道
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100米以上的摩
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

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深 圳 研 发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为

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等
国的水平；PCT（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
利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
市第一位；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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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深圳曾以“三天盖一层楼”
的建设速度闻名全国，那么，现在深圳正
因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活力而扬名世界。

经济特区的初心是什么？邓小平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办深圳经济特
区，就是要求深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发
挥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作用。

习总书记嘱托广东，要继续发扬敢
为人先的精神，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
探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我国首
批经济特区之一，深圳勇于第一个吃螃
蟹，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是这座城市最
大的特质。

从过去在全国率先实行住房商品化
改革、率先发行股票，到近年来在全国率
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推行法
检人员职业化改革，38年来，深圳创造
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成为当之无愧
的体制改革“试验田”。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以
来，深圳遵循中央的顶层设计，主动承接
试点任务，在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上攻坚突破——

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制定总体方案和“三去一降一补”5
个专项行动计划；大力简政放权，建设现
代化服务型政府；在全国率先试点商事
制度改革；强力推进强区放权、土地管
理、国资国企、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领
域的改革攻坚，积极探索法院人员分类
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

一组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管委会提
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4月成立至今，前
海蛇口自贸区共形成制度创新成果358
项，其中9项在全国复制推广、62项在广
东省复制推广、79项在深圳市复制推
广。通过充分激发自贸区“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活力，深圳再一次走在全国新一
轮改革开放前列。

扩大开放，深圳以广阔胸怀接轨国
际、拥抱世界。据悉，目前，在深投资的世
界500强企业超过300家；84座友城遍布
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的国际“鹏
友圈”越来越大；而在深圳成长起来的华
为、中兴、腾讯等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
加快拓展国际市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分
工合作，让世界爱上“中国智造”。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杨立勋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取得今天的发展成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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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成为经济特区以来，改革
开放正是深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
键一招”。

改革开放，一马当先B

对经济特区而言，时代一新，其命
惟新。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全国各地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在这种形势下，经
济特区如何继续“特”下去，如何继续引
领改革开放大潮，如何继续做到一马当
先、走在前列？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广东是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
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求
广东“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
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济特区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位，成
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
者、实干家。

伟大思想，指引征程。深圳市委提
出，深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努力在新时代走在最前列、在新征程中
勇当尖兵。

深圳是有底气的。近40年间，深圳
的发展充分印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只要牵住创新发展这
个牛鼻子，下好创新发展这步先手棋，就
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从兴办华为等
科技型企业起步，先后经历了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实施自主创新“主导战
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自主创新示
范区等多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
发展道路，让世界见识了“深圳效益”“深
圳质量”“深圳标准”。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深圳建市之初，大学、科研院所数量都是

“零”，科技资源“一穷二白”。而现在深
圳拥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
新载体达1688个，各类人才总量超过
51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9%。

据统计，2017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2.8%。可以说，

现在的深圳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创新
绿洲”。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伟中表示，深
圳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部分领域
的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这件
事越早做越好，而且要耐得住性子、舍得
投入，“补齐这个短板，还得靠改革。”

“在新时代走在最前列、在新征程中
勇当尖兵”，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深圳发
展蓝图已绘就：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
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高质量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到2035年，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创新之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
世纪中叶，建成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国家经济特区，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
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从莲花山俯瞰深圳市区，高楼林立，

一片繁华。莲花山公园里，一尊名为“自
我完善”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大力士右
手挥舞着锤子，砸向左手握住的凿子，锲
而不舍地雕刻自身。

这是属于改革者的特有气质。
（本报深圳8月28日电）

走在最前列，勇当尖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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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在深圳市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
场，深圳微孚智能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总裁李超在展示公司研发
的科技产品。

本报特派记者 李幸璜 摄

8月17日，从深圳莲花山俯瞰深圳市民中心广场及周边商圈。 本报特派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