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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當尖兵先行示範 續寫更多
“春天故事
春天故事”
”
深圳在新征程上頻傳高質量發展喜訊
截至目前，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首批 40 條授權事項全面
落地，放寬市場準入 24 條特别措施出臺，深圳 47 條創新舉措
和經驗做法在全國推廣。
一邊是改革攻堅率先挺進“深水區”，另一邊是開放大門
越開越大。近年來，深圳積極開展境外資源開發、境外上市
融資、海外研發等，推動與國際投資、貿易等規則相銜接，加
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
全力打造開放高地，深圳匯集來自全球超 160 個國家和
地區的企業，其中包括近 300 家世界 500 强企業，累計批準外
商直接投資項目超 10 萬個。2021 年，全市設立外商投資企
業接近 6000 家，同比增長超 30%；實際使用外資超 100 億美
元，
同比增長超 20%，
推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斷健全完善。
蓮花山上草木葳蕤，
前海灣畔海風習習。
深圳，這座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
在新征程上頻傳高質量發展喜訊：8 個方面工作獲得國務院
辦公廳督查激勵；
在全國率先搭建醫療器械唯一標識追溯平
臺；
海、空港進出口吞吐量 5 月同比快速增長 16.4%、34.8%。
振奮業績歸根結底靠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堅强領
導、悉心指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三次親臨深
圳視察，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週年慶祝大會并發表重
要講話，
爲深圳新時代發展掌舵領航、把脈定向。
改革尖兵，勇挑重擔。在總書記、黨中央親切關懷下，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實施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印發實施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一系列重大利好、重大使命、重大平臺接連而至，爲深
圳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賦能蓄力。
感恩奮進，起而行之。搶抓重大戰略機遇期，深圳堅定
扛起沉甸甸歷史責任，牢記囑托、勇擔使命，以先行示範區建
設爲總牽引、總要求，以綜合改革試點爲關鍵抓手，推動改革
開放再出發，用非凡十年的發展實踐，續寫“春天故事”，以一
個更具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彰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思想
力量、實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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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樹影婆娑、高樓林立。這個“特區中的特區”，
昔日曾是一片臨海荒灘，如今再現“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
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三次來粤視察都曾來到
這裏。2012 年 12 月視察時，總書記曾寄語前海：
“一張白紙，
從零開始，畫出最美最好的圖畫。”深刻指出前海的發展，要
準確把握中央給予的定位，依託香港，面向世界，發揚特區敢
爲天下先的精神，堅定不移、持之以恒、艱苦奮鬥、開拓創新
【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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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展，
使之成爲粤港合作、深港合作的新平臺。
站在蓮花山上，初夏的南風吹來，帶着海洋的氣息，讓不
高起點高標準開發開放，一路牽引這片灘涂飛速崛起爲
少駐足遊客心曠神怡、豁然開朗。
現代化新城：平均 3 天誕生一項制度創新成果，企業註册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到地方考察第一站就來
記“证照分離”率先實施；CEPA 框架内對港開放措施全面落
到深圳。2012 年 12 月 8 日，正是在蓮花山公園，總書記向山
地，全國首家港資控股的消費金融公司開業；
“兩個 15%”税
頂的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當俯瞰深圳市的繁榮景象之時， 收體制改革率先試點，首家互聯網銀行落户；爲香港企業量
總書記感慨地説，
“我們來瞻仰鄧小平銅像，就是要表明我們
身定制模塊化建築群；設立粤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粤港澳
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深圳知識産權法庭……無數個第一爲
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臺階。
”
深圳實現新的更大奇迹增光添彩。
這是極具象徵意義的一次宣示，也在深圳改革發展史中
2021 年 9 月 6 日，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改革開放方案》發佈，前海面積由 14.92 平方公里擴展至
使命引領未來，使命呼唤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圳
120.56 平方公里。
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關鍵一招，發出“開局就是决戰、起步就是
站上新起點，
前海的舞臺更加寬廣。
衝刺”
“走在前列、勇當尖兵”等響亮號召，狠抓牽一發而動全
方案公佈不久後，深圳迅速制定 12 個方面、44 條舉措，
身的改革，大力實施營商環境、
“强區放權”、商事登記、科技
細化分解成 71 項重點任務、203 項近期重點推進事項：探索
管理體制、國資國企、財政預算管理等重大改革和創業板改
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的管理體制，編制行政區與經濟區
革並試點註册制正式落地。
“權責清單”；
進一步優化産業空間、重點平臺、重大項目布局
迎來改革開放 40 週年、深圳特區建立 40 週年等重大曆
的同時，推動各項支持政策覆蓋“擴區”後的全部區域；推出
史節點，作爲全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在新時代新征程上， 更多“一規三地”創新舉措，全方位便利港澳專業人士在前海
深圳承擔起更加重要的戰略使命：
2019 年 8 月，
《中共中央 國
跨境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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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數據顯示，2021 年，擴區後的前海地區生産總值同
見》發佈，這是繼興辦經濟特區後，深圳迎來的又一重大曆史
比增長 10.5%，關區進出口總額增長 20.28%，新推出制度創
性機遇。2020 年 10 月，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週年慶祝大
新成果 75 項，
累計 685 項。
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圳要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隨着“物理擴區”
“政策擴區”的同步推進，
“大前海”將釋
先行示範區，
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城市範例。
放强大規模效應和乘數效應，
全面提昇灣區發展引擎功能。
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深圳以綜合改革試點爲重大
抓手，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
【大力推進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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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點領域繼續深化改革、先行先試，再次擔當“開路先鋒”，
牽引帶動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發展，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
從位於深圳南山區的騰訊全球總部遠望，鱗次櫛比的高
局中開新局。
樓，穿梭在高樓間的行人、車輛，讓人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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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在這片不到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才、技術、資
本高度聚集，
高新技術企業像雨林中的植物一樣茂盛生長。
創新是深圳實現經濟騰飛、創造發展奇迹的密碼。在
2020 年 10 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
總書記就深刻指出，40 年來，深圳奮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
力，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實現了由一座落後的邊陲小鎮到具
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性跨越。
“深圳就是靠創新生存發展的城市，總書記爲深圳指出
的未來方向仍然是創新，只有通過創新，在産業鏈條上實現
我們領先全球的定位，才能不辜負總書記對我們的囑托。”曾
在慶祝大會上聆聽總書記重要講話的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
董事局主席陳志列在回憶時如是感慨。
作爲深圳標誌性創新企業，騰訊也以十年的發展，再次
力证唯有堅持創新，才能走好高質量發展之路。2012 年 1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這裏考察時希望騰訊繼續保持創新優
勢，
爲推動中國互聯網發展作更多貢獻。
按照總書記的指示，騰訊持續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僅過
去 3 年的研發投入累計就超過 1300 億元，推動承載起越來越
豐富的互聯網服務，並堅定走上造芯之路，建立起包括芯片、
服務器、操作系統、SaaS 等在内的完整自研體系，推出 AI 推
理、視頻轉碼、智能網卡芯片，爲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打下堅實
基礎。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産業創新高地，深圳邁出
堅實步伐：積極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産業化+科
技金融+人才支撑”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推動發展質量躍上
更高臺階：
2021 年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地區生産總值比重攀昇
至 5.46%，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居全國城市前列，戰略性新
興産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産總值比重提昇至 39.6%，國家級高
新技術企業達到 2.1 萬家，使得高新技術産業發展成爲全國
的一面旗幟。
不斷集聚的高端要素資源，加速匯聚高端人才。深圳正
加快成爲全球優秀科學家和創新人才的向往之地。僅在中
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十年間從不到 2000 人增至
5000 人左右，
海歸人才已超 900 人。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鵬城實驗室建設取得新進展，深
圳灣實驗室、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省實驗室建設扎實推進，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質推進和落地高端科研項目逾
140 個，
光明科學城啓動區建設已全面收尾，
西麗湖國際科教
城等建設進展順利……依託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深圳把“卡
脖子”的壓力轉化爲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大動力，
努力實現更多從“0”
到“1”
的突破。
“深圳的特點在於活力强、後勁足，相信隨着全過程創新
生態鏈不斷完善，這座城市的高新技術産業質量將繼續提
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國際歐亞科學院
院士樊建平説。

東方風來、滿眼春色；
南海之濱、逐潮踏浪。
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强領導下，剛過“不
惑之年”的深圳，正以“闖”的精神、
“創”的勁頭、
“干”的作風，
在新時代新征程的賽道上敢爲人先、奮勇争先，跑出這一程
的“加速度”、跑好這一棒的高質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
張絢麗畫卷上演繹出更加精彩的“春天故事”。
（崔璨、馬芳、
許懿、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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