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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5個經濟特區

相繼建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進程中譜寫了勇立潮

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成就舉世矚目。

「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鏗鏘有力的話語，宣示新時代改革開放走得更

穩、走得更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經濟特區從更高起點上再出發，在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勝利新征程上發揮帶頭示範作用，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

更大奇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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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年「殺出一條血路」到「走出一條新
路」，肩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新使命
的深圳探索實踐，成為推動今天經濟特區步入新
發展階段的生動演繹。
一部深圳史，一部特區史，就是中國共產黨團
結帶領億萬人民不斷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新境界的實踐明證。
經濟特區改革發展事業取得的成就，是黨中央
堅強領導、悉心指導的結果，充分證明了無論改
什麼、改到哪一步，都要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黨
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確保黨始終總攬全
局、協調各方。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經濟特區始終站在改革開放最
前沿，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成為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生動寫照。
始終秉持改革精神，這是實現經濟特區跨越式
發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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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再次來到深圳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
曾經，「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令世人矚
目；而今，「三天一制度」的深圳新效率，成為
經濟特區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註腳。改註冊資本
實繳制為註冊資本認繳制；壓縮90%的社會投資
審批事項；敲響全國「農地入市」第一拍……今
天的深圳擁有343萬戶登記商事主體，穩居全國大
中城市首位。
大膽闖、大膽試，經濟特區不斷跑出優化營商
環境的「加速度」。
2015年9月23日，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商用
飛機製造廠。正在美國訪問的習近平總書記深情
回憶往事。
「30年前，我擔任廈門市的常務副市長，分管
廈門航空公司，參與了它的組建和它的初創階
段。初創階段的廈門航空公司，連帶廈門機場，

都是利用國際貸款發展的，當時也就只有幾架飛
機……」
廈航的誕生，是中國民用航空體制改革的初步

嘗試。對廈門而言，它為經濟特區的對外開放，
插上了翱翔的翅膀。如今，廈航機隊規模超過200
架、總資產500多億元，成為中國民航唯一連續33
年盈利的航空公司，是飛向世界的廈門新名片。
開放，是經濟特區與生俱來的氣質，更是新時

代中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由路徑。
更高水平的開放，讓新時代的經濟特區不斷煥發
生機活力。
就在國慶前夕，海南自貿港首條洲際航線──

洋浦─南太平洋─澳大利亞航線正式開通運營，
標誌着海南洋浦區域國際集裝箱樞紐港建設開始
從「近海」邁入「深藍」時代。受自貿港建設拉
動，今年洋浦港外貿集裝箱量較2019年同期增長
1.5倍；前7個月海南新設外資企業288家，同比增
長52.38%……
從經濟特區到自貿試驗區，從先行示範區到海

南自貿港，從粵港澳大灣區到共建「一帶一
路」……中國正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持續
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在更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
的同時，也與世界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堅持不懈謀創新，這是經濟特區發展動力不竭

的源泉。
與深圳隔海相望，珠海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又

一塊熱土。在珠海格力智能裝備研發生產基地，
技術領先的六軸工業機器人整裝待發。
「要有志氣和骨氣加快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實

力，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2018年
10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格力電器時，勉勵企業
要把創新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創新是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一個企業如此，

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
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這些年，深圳高新技術
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要發揮示範帶動
作用。」

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大關，人均GDP跨上1萬美
元台階，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十三五」即
將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夢圓在望；伴隨「十四五」
大幕開啟，中華民族將踏上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的新征程。
此時此刻，今天的中國也正處在歷史的重要關口，挑
戰前所未有，機遇也前所未有！
當今世界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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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
2018年10月23日上午10時許，珠海口岸。習近平總
書記宣布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
「大橋建成通車，進一步堅定了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
分說明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新時代也是幹出來

的！」
港珠澳大橋通車次日，總工程師蘇權科
一大早就登上飛往北京的航班，着手

籌備港珠澳大橋智能化運維項
目：「要繼續向前走，

按照總書記的要
求，把港

珠澳大橋建設成世界一流的數字化大橋，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要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
「要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平台。」
「要成為改革開放的開拓者。」
「要成為改革開放的實幹家。」
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

區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為經濟特區未來發展給出新
的戰略定位。
邁向下一個40年，經濟特區將更高舉起改革開放的大
旗，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新路
徑。
202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的日子。
這一天，《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獲立法機構

通過，深圳將在全國率先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允許在深
註冊的科技企業「同股不同權」，在前海蛇口自貿片區
實施「非違規不干預」管理模式……一系列新法律法
規，賦能深圳在制度探索上繼續「破冰」。
以先行先試、敢闖敢試為「中國之治」貢獻智慧力

量，以示範引領跑出面向全球標杆城市的「加速度」。
經濟特區的任務就是改革！着眼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勇擔歷史責任，經濟特區要繼續為全國改革開放當好
「先鋒隊」。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
公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揚帆起航。習近平總

書記作出重要指示，稱之為「我國新
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

件大事」。
對標當今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海南將被賦予更大

改革自主權，努力在政策和制度體系上實現重大突破。
「要把制度集成創新擺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膽

創新，成熟一項推出一項，行穩致遠，久久為功。」習
近平總書記諄諄囑託。
自6月方案公布以來，海南新增企業主體同比增長

62%、落戶外資企業增長78%、離島免稅購物新政實施
百日來平均每天銷售額億元左右……肩負新使命，今天
的海南正活力四射。
邁向下一個40年，經濟特區將繼續在新征程上勇當尖
兵，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探索
新路徑。
百載商埠，粵東明珠。今日汕頭，重煥活力。
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明確要求，
加快珠海、汕頭兩個經濟特區發展，把汕頭、湛江作為
重要發展極，打造現代化沿海經濟帶。
搶抓新機遇，汕頭經濟特區立足「刀刃向內」改革挖

掘潛力，經濟步入快速回升通道。今年以來，汕頭頂住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壓力，前7個月55個省重
點項目完成年度計劃的84.7%，進度位居廣東全省第
一。
邁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尤需攻堅克難、

爬坡過坎。
聚焦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鵬城實驗室，是深圳

市超常規布局、打造國家實驗室「預備隊」的重大部
署。即將建成的鵬城雲腦Ⅱ大科學裝置，將面向全國提
供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服務。
迎難而上、克難而進，經濟特區將發揮創新資源優

勢，為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建設創新

型國家搶灘探路。
邁向下一個40年，經濟特區將繼續保持「開拓者、實
幹家」的奮鬥姿態，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的實踐中走在前列。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改革，永遠需要那麼一股子

勁，那麼一種精氣神。
9月10日，2020年華為開發者大會傳來消息：明年華

為手機將全面支持國產操作系統──鴻蒙。
為了突破操作系統「卡脖子」的局面，華為再度拿出

「過草地、爬雪山」的幹勁。
下定決心大抓自主創新，集中力量解決「卡脖子」問

題，狠抓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改革創新者百折
不撓的堅韌和勇氣，就是特區精神的內核，穿越時空、
一脈相承。
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

生幸福標杆、可持續發展先鋒……從中國第一個經濟特
區，到第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
又站上新起點，朝着全球標杆城市前進。
不到2,000平方公里土地、承載着超過2,000萬人口，
正在「高位過坎」的深圳，能否持續實現要素資源的匯
聚和流動，走好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這是先行示範區必須作答的一張考卷，將為超大城市

破解發展瓶頸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寶貴經驗。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
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發出的號

召，力重千鈞、催人奮進。
面向未來，經濟特區重任在肩，又將開始新時代的偉

大啟航……

持續引領風氣之先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謀劃、部署和

推動下，不斷開拓創新的經濟特區成為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生動寫照

書寫新時代的傳奇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經濟特區改革發展實

現新飛躍，深刻昭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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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首次離京

考察，第一站來到深圳前海。
前海石旁，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號召，並深
情寄語前海：「精耕細作，精雕細琢，一年一個樣，一張白紙，
從零開始，畫出最美最好的圖畫。」
2018年10月24日，在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

總書記又一次來到前海。
昔日灘塗，已是一派勃勃生機：200多座拔地而起的高樓不斷
改寫着天際線……
習近平總書記同前海建設者和見證者代表同話滄桑巨變。他指

出：實踐證明，改革開放道路是正確的，必須一以貫之、鍥而不
捨、再接再厲。
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囑託，今天的前海，不斷闊步向前。
2013年以來，累計新增註冊企業17.3萬家，企業年增加值增至
2,288億元（人民幣，下同），年稅收超428億元，累計推出制度
創新成果560項，今年上半年進出口總額逆勢增長21.4%……一
個個數字印證着這片熱土的生機活力。前海，正是新時代經濟特
區改革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
一次廈門、兩次深圳、兩次珠海、三次海南……黨的十八大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來到經濟特區考察，始終關心經濟特區的
改革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深改委會議

等研究部署相關重大發展戰略，多次在關鍵節點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為經濟特區改革發展領航導向。
2018年參加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

發揮好經濟特區的示範帶動作用，殷殷關切寄託着對經濟特區的
深情厚望。
歷史的鏡頭拉回40年前，當時中國正徘徊在「向何處去」的十

字路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
1979年，習仲勛等廣東省委負責同志向中央提出在毗鄰港澳的

深圳、珠海和重要僑鄉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得到鄧小平
同志大力支持。
在黨中央統籌部署下，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頭、
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成立，經濟特區在中國
正式誕生。中國也由此展開了一幅波瀾壯
闊的對外開放畫卷。1988年，中國最大的
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設立。
「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

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
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
的講話，雋永深刻、高瞻遠矚。
在那次考察中，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深圳

蓮花山公園，種下一棵高山榕。矗立有鄧
小平同志銅像的深圳蓮花山，是深圳人、

也是中國人民心目中改革開放的一座「高峰」；不遠處的仙湖植物
園裏，1992年再次來到深圳的鄧小平同志，也種有一棵高山榕。
兩棵高山榕，傳唱着春天的故事，續寫着特區發展傳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劃時代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劃時代開啟了全面深化
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中國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的全新局面。
以336項重要改革舉措為經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經濟特區也迎來新發展、實現新飛躍。
一個個重要時刻，標註着經濟特區再出發。
2015年4月21日，廣東、福建自貿區同日掛牌成立，前海蛇
口、珠海橫琴、廈門等自貿片區迎來新機遇。
2017年7月1日，香港。在習近平總書記見證下，國家發展改

革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吹響了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
「號角」。
2018年4月13日，海南。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慶祝海南建省辦經

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明確經濟特區新的戰略定
位，提出新的歷史使命，並宣布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貿試驗區。
2019年7月24日，中南海。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
委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承載黨中央創辦

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賦予深圳更高的
國家使命。
……
在新的更高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賦予經濟特區新的
重大使命，為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
擘畫宏偉藍圖、注入強大動力。

邁向下一個40年
——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探索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經濟特區更高擎起改革開
放的偉大旗幟

■■習近平習近平20182018年年1010月在深圳考察月在深圳考察，，
參觀參觀「「大潮起珠江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廣東改革開放
4040周年展覽周年展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習近平20122012年在深圳前海考察年在深圳前海考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22012年年，，習近平在深圳習近平在深圳
蓮花山公園種下一棵高山蓮花山公園種下一棵高山
榕樹榕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02010年年，，習近平在廈門調研期間探望高林居住區金安社區群眾習近平在廈門調研期間探望高林居住區金安社區群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82018年年，，習近平在珠海考察期間視察格力電器公司習近平在珠海考察期間視察格力電器公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82018年年，，習近平在海口市秀習近平在海口市秀
英區石山鎮施茶村考察時英區石山鎮施茶村考察時，，同同
村民親切交談村民親切交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82018年年，，習近平在海口考察期間同部分勞動模範和習近平在海口考察期間同部分勞動模範和
行業代表親切握手行業代表親切握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昨日在汕頭考察時參觀小公園開埠區僑批文物館習近平昨日在汕頭考察時參觀小公園開埠區僑批文物館。。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