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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1日，習近平上任總
書還不足一個月就到深圳考察。圖為他
在蓮花山公園與當年參與特區建設的開
荒牛交談。 資料圖片

習主席南下視
察，廣東各界倍
感振奮。這是十
八大以來，習近
平主席第三次視
察廣東。此前兩
次 ， 分 別 是
2012 年 和 2018
年。全國人大代
表、珠海格力電
器董事長兼總
裁董明珠，在
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
說，2018 年習
主席到珠海格
力 電 器 視 察
時，對格力的建
設發展提出了殷
切期望，要求企
業堅定不移走自
主創新的發展道
路。

「兩年過去，
格 力 上 下 齊
心，牢記習主
席的叮囑，通
過不懈努力，

我們的生產體系裝備逐
步由進口轉化為自主製
造。」董明珠說，格力
較好的兌現了對習主席
的承諾。

董明珠也告訴記者，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
年，對粵港澳大灣區來
說也是一個新起點，相
信會有更多科技企業應
運而生。她信心滿滿地
表示，接下來中國製
造、中國科技一定能走
向世界，為國家富強和
世界進步作出積極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格
力
：
習
主
席
勉
自
主
創
新
做
到
了

囑加快轉型鍛精兵
習近平視察陸戰隊

在潮汕接見高階軍官 督促提升兩棲戰力

A1 ■責任編輯：陳木新 ■版面設計：余天麟

■習近平視察海軍陸戰隊，在聽取匯報後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13日到海軍陸戰隊視察。他強

調，海軍陸戰隊是兩棲精銳作戰力量，

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

國家海洋權益、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方面

肩負着重要職責。要貫徹新時代黨的強

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把

握海軍陸戰隊建設管理和作戰運用特點

規律，加快推進轉型建設，加快提升

作戰能力，努力鍛造一支合成多能、

快速反應、全域運用的精兵勁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盧靜怡
報道，正在廣東視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13
日下午來到廣東省汕頭市小公園開埠區，走
進開埠文化陳列館、僑批文物館，了解汕頭
開埠歷史、設立經濟特區以來的建設發展情
況，和潮汕僑胞心繫家國故土、支持祖國和
家鄉建設的歷史。隨後，習近平步行察看開
埠區街區人文歷史風貌，同市民群眾親切交
流。
「主席好！」「汕頭人民歡迎您！」這

一天，習近平主席視察的汕頭小公園開
埠區成為潮汕人民關注的焦點。記者從
現場街坊拍攝的視頻看到，小公園開埠
區涼亭翼然，插在騎樓上的五星紅旗隨
風飄揚，眾多市民揮舞着小旗幟，沿街
夾道歡迎，歡呼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

由傾囊寄錢到興辦企業
現場的汕頭街坊轉述道，習近平主席十分

平易近人，邊走邊環視熱情的圍觀群眾，親
切地與他們揮手打招呼。他對大家說，這次
是特意來看汕頭這條騎樓街的。騎樓很多是
由華僑興建的，華僑最重要的特點是愛國、
愛鄉，愛自己的家人。儘管早年間潮汕地區
不少人被「賣豬仔」到海外，在艱苦的環境
下有人客死異鄉，但頑強生存下來站穩腳跟

的華僑，依然不忘自己的家人、不忘家鄉。
有一塊錢是一塊錢、有十塊錢是十塊錢地寄
回來，發展出來一個僑批文化，令人非常感
動。習主席說，這就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文
化、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心。
現場的汕頭市民又說，習主席對海外華僑

華人的貢獻和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現
場對民眾說，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概有
6,000萬海外華僑華人，其中潮汕地區就有
1,000多萬到2,000萬左右。他特別強調，中
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建設，跟有這麼
一大批心繫桑梓、心繫祖國的華僑華人是分
不開的，改革開放之初，進來興辦「三來一
補」企業的就是這批海外華僑，作出了很大

的貢獻。
「看到主席對汕頭僑鄉文化如此了解，真

是既感動又自豪。」汕頭市民林小姐告訴記
者，一直以來，潮汕的海外鄉親不斷為家鄉
出錢出力，才有汕頭的今天。「無論走到哪
裏，都想衣錦榮歸，報答故里，這便是潮汕
人對家鄉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又有市民轉述道，習主席頗為感慨地說，

過去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把我們的國門打開
了，被迫開放了汕頭，這是屈辱的歷史。現
在我們是主動開放，國家站起來了，中國人
民站起來了，打破封鎖，我們要開放，走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掌聲叫好聲回報新願景
習主席還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驕

人成績，目前全世界經濟排位第二位，我們即
將完成第一個百年任務。他說，第一個百年就
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到2021年，全面小
康、徹底脫貧，這一仗肯定是會打贏的。接着
我們就開啟第二個百年，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100年，到本世紀中葉，建設一個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包括海外華僑
華人在內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
主席鏗鏘有力的話音剛落，現場掌聲雷

動，叫好聲一片。

視察汕頭視察汕頭 盛讚華僑盛讚華僑中國心中國心

秋日的潮汕大地山水相襯，風景秀麗。上午10時40
分許，習近平來到海軍陸戰隊機關。在熱烈的掌

聲中，習近平親切接見海軍陸戰隊旅以上部隊主官和
機關處長以上領導幹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指示部隊「三個相適應」
海軍陸戰隊是2017年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的決策部署調整組建的。習近平通過展板了
解海軍陸戰隊基本情況。隨後，習近平觀看了反映部隊建
設情況的多媒體片，並通過視頻察看相關任務分隊專項訓
練情況。習近平對海軍陸戰隊調整組建以來建設發展和完
成任務情況給予充分肯定。
習近平在聽取匯報後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強化
海軍陸戰隊建設戰略設計，同我國發展戰略、安全戰
略、軍事戰略需求相適應，同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戰略安

排相適應，同全軍聯合作戰體系建設和海軍轉型建設要
求相適應，把海軍陸戰隊建設的目標、方向、路徑、重
點搞清楚，明確路線圖、施工圖。要加強重大理論和實
踐問題研究，探索走開中國特色海軍陸戰隊建設路子。
我軍建設「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正在加緊進行，要立
足當前、着眼長遠，認真研究解決突出矛盾和現實需
求，通盤謀劃好海軍陸戰隊建設。

強調全力備戰高度戒備
習近平指出，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備戰打仗上，保
持高度戒備狀態。海軍陸戰隊遂行任務多樣，能力要求多
元，要堅持以戰領訓，強化任務牽引，加強針對性、對抗
性訓練，從難從嚴摔打和鍛煉部隊。要推動作戰理論、訓
練模式、任務編組等方面創新，提高訓練水平和實戰能
力。要加強所屬作戰力量、作戰單元、作戰要素融合集

成，加強同其他軍兵種部隊協同配合，理順相關指揮關
係、保障關係，深度融入聯合作戰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加強黨的創新理

論武裝，狠抓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確保部隊絕對
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要弘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
因，打造海軍陸戰隊的特色兵種文化，培育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戰鬥精神，把部隊帶得虎虎生威。要嚴格部隊教育管
理，保持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要創新思路舉措，
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鍛造過硬基層。要發展團結、友愛、
和諧、純潔的內部關係，滿腔熱忱為官兵辦實事、解難事、做
好事，把廣大官兵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激發出來。
習近平最後強調，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仍有不確定性，要毫

不放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多措並舉推進各項工作，把部
隊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許其亮等參加活動。

10月12日，一條消息引發關注：14
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將出席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
講話。
這次廣東之行的時間點耐人尋味——

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即，將要審議中
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
這是繼2012年和2018年後，習近平

總書記第三次前往深圳。
關鍵節點，三次南下深圳，也為世界

提供了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
2012年12月，十八大後接過歷史接

力棒的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考察首站就
來到深圳前海。就在那次深圳之行，世
界聽到了中國在新起點上將改革開放進
行到底的莊嚴宣示：「這次調研之所以
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中
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中國改革
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
前進。」
2018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
際，總書記又一次來到深圳。此刻，國際
國內形勢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改革
發展面臨着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總書
記更加堅定地對外釋放出改革開放的信
心：「黨的十八大後我考察調研的第一
站就是深圳，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再來
這裏，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中國一定會有讓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今天……牽動全球目光
此次總書記再赴深圳，恰逢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今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之年，「十三五」收官、「十
四五」將啟，中華民族將踏上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征程。與此同
時，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
球化浪潮疊加世界經濟衰退，國際力量
對比正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
化，中國發展置身複雜多變的環境。
站在新的歷史關口，中國改革開放向

何處去，牽動全球目光。
「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
自今年5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

提到新發展格局，釋放出一個積極信
號：中國不僅不會與世界脫鈎，相反還
要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在更高水平開
放中統籌好發展和安全，不斷增強自身
競爭力。
改革越到攻堅期和深水區，越需要以

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啃硬骨頭、涉險
灘。此時此刻，中國期待，世界期待，
聆聽中國改革開放邁向下一程的時代強
音。 ■新華社

三個關鍵點
三下深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汕頭市小公園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汕頭市小公園開
埠區街區同現場群眾親切交流埠區街區同現場群眾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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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步行察看小公園開埠區街區人文歷
史風貌時，同現場群眾親切交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