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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彰 40 名雙創及模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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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經濟教科文醫等領域 胡應湘李澤湘王衛等港人上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郭若

溪 深圳報道）深圳經濟特區 40 年建設
中，湧現一大批勇立時代潮頭、銳意改
革創新、敢於實踐探索的先鋒模範。在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舉行
前夕，深圳決定表彰 40 名深圳經濟特區

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

中國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

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

建立 40 周年創新創業人物和先進模範人
物，涉及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
療等多個領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
到，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主席胡應湘、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順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衛、固高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澤湘等多

名單上的港人中，胡應湘是第一批
進入內地的港資企業家，參與了

械人領域的科技創新企業。

推動深圳建設作貢獻
深圳方面表示，這些人物擁護改革開
放，為推動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傑
出貢獻，發揮了突出的示範引領作用，
是特區建設者的優秀代表。他們敢闖敢
試，敢為天下先，在科技創新、管理創
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方面貢獻突
出、影響卓著；他們勇於開拓，敢於拚
搏，在攻克技術難關、創新經營模式、
引領行業發展等方面成效顯著；他們帶
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
愛崗敬業、拚搏奉獻、團結互助、扶貧
濟困等方面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跡。

26 名企業代表在列

庚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探索者，
2016年逝世。

萬 捷

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

馬化騰

騰訊董事會主席

深圳精神催人奮進

馬明哲

中國平安保險董事長

榜上有名的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院長樊建平表示，深圳這個城市
催人奮進，一句 「來了就是深圳人」
的口號，表明英雄不論出處。深圳 40
年經濟發展得非常好，特別是 2006 年
以來，高科技發展高速增長，下一個四
十年如果再有奇跡，需要進一步創新、
進一步突破。
孫喜琢帶領羅湖醫院集團推動系列醫
療改革，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開放包容、敢闖敢試」是深圳
精神的體現，只有這樣的一個城市給我
們的機遇，才能誕生羅湖的醫改。對未
來， 他希望把羅湖的醫改做得更加完
善。

馬蔚華

招商銀行原行長

王 衛

順豐控股董事長

王傳福

比亞迪董事長

人民日報社論：

樹立新時代改革開放新標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日
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樹立
新時代改革開放新標杆——熱烈祝賀深
圳等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的社論。
該社論指出，興辦經濟特區，是我們黨
和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作出的重大決策。

經濟特區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
社論指出，40年來深圳已成為一座充
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
創新型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
化和現代化發展史上的奇跡。特別是黨
的十八大以來，深圳深入貫徹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對廣東、對深圳重要講話和重
要指示精神，肩負黨中央賦予的「朝着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
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城市範例」的崇高使命，大膽探索、
勇於創新，創造了新業績、增創了新優
勢、邁上了新台階。實踐充分證明，黨

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
全正確的，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的征程上，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
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
社論續指，深圳等經濟特區取得的成
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歷史性變
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一個生動展現。
40 多年來，從開啟新時期到跨入新世
紀，從站上新起點到進入新時代，我們
黨團結帶領人民繪就了一幅波瀾壯闊、
氣勢恢宏的歷史畫卷，在富起來、強起
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實踐
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和人民的
一次偉大覺醒，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
次偉大革命；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
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
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
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推動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社論進一步分析指出，明年我國將進
入「十四五」時期，開啟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繼續發展具有
多方面優勢和條件，但發展不平衡不充
分問題仍然突出，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
深水區，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推
進改革的複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
度不亞於 40 多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強
調：「越是環境複雜，我們越是要以更
堅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開放
不斷推向深入。」前進道路上，我們要
科學分析形勢、把握發展大勢，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
着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國內國際兩
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在危
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為中國
經濟發展開闢新空間，為世界經濟復甦
和增長增添動力。要發揮好改革的突破
和先導作用，保持勇往直前、風雨無阻

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袁庚

的戰略定力，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
更高水平開放，破除發展瓶頸、匯聚發
展優勢、增強發展動力。新形勢、新任
務、新挑戰賦予經濟特區新的歷史使
命，深圳等經濟特區要在推進偉大鬥
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
尋找新的方位，把握好新的戰略定位，
繼續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試
驗平台和開拓者、實幹家，不斷深化新
認識、貢獻新方案，為全國各地提供更
多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以昂揚的精神
狀態推動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社論最後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
出發，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走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改革開放的旗幟
舉得更高，敢闖敢試、敢為人先，逢山
開路、遇水架橋，務實求新、攻堅克
難，深圳等經濟特區一定能樹立新時代
改革開放新標杆，中華民族一定能創造
新的更大奇跡。

葉 青（女）深圳市建築科學研究院董事長
馮冠平

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原院長

劉曉春

深圳國際仲裁院院長

劉 磊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

孫喜琢

深圳市羅湖醫院集團院長

孫 磊

飛亞達總設計師

李西廷

邁瑞醫療董事長

李 屹

光峰科技董事長

李澤湘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固高科技董事長

李建全

穩健醫療董事長

楊飛飛

富泰華公司技術經理

吳峰華

TTF高級珠寶品牌創始人

沈慶芳

鵬鼎控股董事長

陸建新

中建科工華南大區總工程師

陳 寧

雲天勵飛董事長

陳志列

研祥高科技董事局主席

金旴植

TCL華星光電首席執行官

周創彬

中廣核工程專項試驗資深專家

趙心竹（女）中意集團董事長
趙卉洲（女）藝之卉品牌創始人
胡應湘

合和實業主席

禹國剛

深圳證券交易所原副總經理

袁 庚

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

徐揚生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

高雲峰

大族激光科技董事長

郭麗英（女）鳳凰涅槃藝術團團長
黃三文

中國農科院深圳基因組所所長

黃源浩

奧比中光董事長

曹 艷（女）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龔國祥

深圳外國語學校原校長

蔣開儒

深圳市羅湖區文聯創作員

魯先平

微芯生物董事長總經理

樊建平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

霍大偉

華為2012實驗室導師部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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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創新創業人物和先進模範人物名單

受 表 彰 人 物 中 26 名 來 自 企 業 的 代
表，當中包括多名知名企業家，如深圳

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中國平安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馬明哲、
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比亞迪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等。
深圳在科技創新方面領先發展，表彰
人物中包括多名來自科技領域的代表。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2012 實驗室導師部
高級顧問霍大偉榜上有名，還有來自飛
亞達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設計師孫
磊、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李西廷、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李屹等。
此外，有兩名是來自醫院的代表，分
別為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
長劉磊以及深圳市羅湖醫院集團院長孫
喜琢。
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原蛇口
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袁庚也榜上有名。袁

順豐控股董事長王衛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和內地合作的眾多發
展項目，投資項目包括廣深高速公路、
虎門大橋、深圳皇崗邊檢綜合檢查站
等，他也是興建港珠澳大橋的最早提出
者。
徐揚生為太空機械人與智能控制專
家，2011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2013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首任
校長。在他的帶領下，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致力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
華傳統和社會擔當的創新型高層次人
才，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6,700 多名
優秀學生，已連續五年成為廣東省內院
校中錄取分數最高的大學。
王衛創辦的順豐為內地快遞巨頭，李
澤湘則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成功指導
孵化了大疆科技、李群自動化等大批機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

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

名對深圳作出貢獻的港人在列。

（按姓氏簡體筆畫順序排列）

央視
網評

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企業要發展，產
業要升級，經濟要高質量發展，都要
靠自主創新。現在我們正經歷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
生之路。」12日下午，正在廣東考察
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潮州三環（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業核心技
術攻關等情況。央視發表網評指出，
總書記深刻闡述了自主創新和自力更
生重要性和必要性，對奮戰在一線的
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擺脫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局面
網評指出，近些年來，我國在信
息裝備和技術、航空航天等大國重
器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不少領域
實現了並行或領跑的局面。但是在
基礎科學、芯片技術等領域還面臨
一些卡脖子的問題，尤其在單邊主
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背景下，
國際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越來越
難以獲得，我們必須迎難而上，奮

起直追，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
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走更高水
平的自力更生之路要求我們，必須
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技
的戰略基點，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
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
勢，集中關鍵資源攻克關鍵技術，
尤其是基礎領域的原始技術創新，
努力突破瓶頸，培育新技術、新產
品、新業態，引領產業向中高端邁
進，徹底擺脫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

局面。
網評最後指出，走更高水平的自力
更生之路與擴大開放的戰略並不矛
盾。自力更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
開放合作中兼容並蓄、互通有無，充
分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更高
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這就要求我們
建立全球視野，密切關注國外技術領
域的最新動向，不斷完善我國創新體
系的建設，努力參與到相關國際標準
的制定中。

■深圳市民中心廣場上的
深圳市民中心廣場上的「
「揚帆正當時
揚帆正當時」
」綠雕洋溢
濃厚的節日氣氛。
濃厚的節日氣氛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