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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重溫小平路 蓮花山下展新風 僭建事件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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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已於昨日結束南巡返
京。總書記五日粵省之行，不僅在民眾
中留下了隨和親切的好印象，更令人看
到了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美好前景。

二十年前，鄧小平二次南巡，視察
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肯定了改革
開放之路方向正確、決不動搖；今天，
習近平在成為總書記之後，也選擇了以
廣東作為首個出訪目的地，這裡面，繼
承前賢之意固已溢於言表，更重要的，
還在於通過 「重上小平路」 向全國以至
全世界莊嚴宣告：未來中國不僅會沿着
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道路堅定不移地
繼續走下去，而且將會走得更堅強、更
有力、更有自信，也一定會取得比過去
二十年更動人、更輝煌的成績。

事實是，一個二十年前從深圳蓮花
山腳下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浪潮，已經
波瀾壯闊、勢如破竹，改變了神州、改
變了世界。今天，中國又到了一個如同
當年改革開放是否走下去的重大轉折關
頭：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殲十五戰機已經成功降落在中國
的首艘航空母艦 「遼寧艦」 甲板上，但
伴隨二十年經濟大發展而來的是各種社

會衝突和矛盾：財富分配不均、特權貪
腐橫行，還有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這
一切，都使得二十年前鄧公開創的改革
開放之路如何繼續走下去成了一個擺在
全國人民面前的嚴峻課題。

而就在這一重要時刻，習近平來到
了蓮花山，來到了鄧公的銅像面前，發
出了改革開放一定要堅定不移走下去，
而且要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
新台階的新時代最強音。

習近平還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永無
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要堅
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敢於涉險灘
、啃硬骨頭，既要勇於衝破思想觀念
的障礙、又要勇於打破利益固化的藩
籬，聚合各項協調推進改革開放的正
能量。

當然，歷史不會回頭，今天把習近
平的講話和當年鄧公提出的堅持以經濟
建設為中心、以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
放為兩個基本點的理論再作比較並不
適宜，但是，中國需要前進，改革開
放需要又一位能夠打破思想框框、敢
於開拓有為的帶頭人，則是同樣迫切的
事實。那麼，二十年前蓮花山下有小平

，今天，蓮花山下有 「近平」 ，中國的
改革開放大業又有了新的 「設計師」 和
掌舵人。

所謂 「百聞不如一見」 ，今次習近
平的南巡，以身作則，率先打破了過去
領導人出行事必前呼後擁的慣例。這一
改，不僅是作風隨和那麼簡單，而是用
行動揭示了人民才是國家主人、當權者
不能高高在上的實質。一個打開小巴車
窗向群眾揮手的鏡頭，將可以和當年鄧
公在中山溫泉山上笑稱 「不走回頭路」
的歷史定格相比美。

見微知著、由表及裡，習近平講話
不多、 「官話」 更少，但行動起來則大
有令出如山、雷厲風行之勢，其講話一
再強調了 「速度」 兩個字，國際經濟環
境必須搶佔先機，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更
要刻不容緩，而上任以來整治貪腐的力
度也被傳媒形容為 「提速」 。

可以想見，習近平此次南巡之行表
明的繼承鄧公之志和不搞特權之風，以
及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向歷史、
向人民負責的號召，未來一定會在團結
全國人民、推動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中
發揮重要作用。

行政長官梁振英，已經在前天的
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就其山頂僭建物業
處理疏忽、交代不清的問題再次向公
眾鄭重道歉。

從任何角度來看，事件至此應已
可告一段落。事實是，僭建本非大事
，梁振英山頂物業的僭建亦未到侵佔
公眾地方、危害公眾安全的程度，而
事發以來，由於其處理不當、 「言多
必失」 ，態度亦予人欠誠懇之感，各
方 「口誅筆伐」 ，已經令他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如果還要沒完沒了、不依
不饒，那麼，試問一些人是不是要
「拉人封艇」 才肯收手？

在僭建問題上，特首不應該有特
權，但也不能夠因為是特首就要 「罪
加一等」 ；如果梁振英已經承認疏失
、已經道歉，也已經由屋宇署入屋調
查及提出補救辦法，如果還要追究，
那麼，試問全港多少有僭建的物業和
業主，是不是全部都要翻舊帳告上法
庭才行？

其實，某亂港傳媒和部分反對派
，根本不是為了反對僭建，甚至不是
為了反對 「特權」 ，而是 「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 ，因為梁振英愛國愛港
、得到 「中聯辦」 和中央的支持，那
就成了他們必欲去之而後快的 「眼中
釘、肉中刺」 而已。

這種 「對人不對事」 的歪風，是
不公正和有害的。而更重要的是，按
照亂港傳媒和反對派的做法，死纏爛
打，揪住僭建一事不放，特區政府和
梁振英還要不要施政？而政府不能有
效施政，受害的又是不是市民？反正
到時經濟不發展、民生不改善，他們
又可以 「大條道理」 來指責特區政府
和梁振英了。

其實，市民大眾對事件的看法還
是很清楚的，他們對梁振英的處理不
當和交代不清確實不滿意，但並非要
將之 「一棍子打死」 ，更不是不許他
依法施政；市民更清楚，反對派和亂
港傳媒可以大叫 「梁振英下台」 ，但
梁振英是由選委會依法選出、中央任
命，不是誰叫下台就要下台的。

僭建事件，當事人已汲取教訓，
市民亦已出了啖氣，為香港整體利益
和長遠發展計，事件應
可休矣。

中央授權 大膽前行
習近平勉前海做改革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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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十一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7日到深圳光啟
高等理工研究院調研，與年輕的科研人
員交流溝通。他說，中國要走創新發展
之路，首先要重視創新人才，要 「擇天
下之英才而用之」。

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致力於超
材料的研究，在深圳成立僅僅兩年多的
時間，目前已累計申請專利超過 2000
件，佔超材料領域全球專利總量的85%
以上。那裡的科研人員大多具有海外留
學和工作經驗，年僅 29 歲的院長劉若
鵬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
程系，今年8月，習近平在北戴河接見
到那裡休假的專家人才中，劉若鵬是最
年輕的一位，今次總書記到深圳光啟理
工學院視察，是劉若鵬第二次見到習近
平。

深圳光啟理工學院朝氣蓬勃、充滿
青春活力的創業團隊給習近平留下深刻
印象。他在那裡特別闡述了人才的重要
性。

習近平說，中國要走創新發展之路
，首先要重視創新人才，要 「擇天下之
英才而用之」。既要充分運用好、發揮
好現有人才資源的作用，還要敞開大門
廣納四方人才。現在中國民族最偉大的
夢想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幾
代中國人的夙願，老一代科學家錢學森
他們回國後致力於 「兩彈一星」事業，
最後鑄造了輝煌的業績，是愛國精神的
象徵。

讚「海歸」效力祖國
習近平對於劉若鵬他們這些在改革

開放的年代回國的海外人才表示讚賞，
稱他們也是為實現偉大中國夢的探求而
回到祖國。

習近平希望深圳要積極探索更好的
凝聚人才、發揮人才作用的體制機制，
完善人才創業政策，進一步調動創新創
業人才的積極性，為深圳和廣東的全
面發展，為全國建成小康社會做出新
貢獻。

被稱為 「特區中的特區」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是深港和粵港合作的最前沿，肩負新時期為改革開放繼續
創新探索的特殊使命。習近平在前海詳細了解前海的開發建
設以及深港合作、粵港合作的最新進展。習近平表示，深圳
是國家最早的經濟特區，也是當前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特
區。此次到深圳視察第一站就來到前海，就是要現場回顧和
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和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評價前海：青春氣壯 精雕細琢
「我們向總書記保證，前海將一年一變。」前海管理局

局長鄭宏傑見到總書記首先交出了保證書。據介紹，目前前
海的土地整備工作即將完成，明年將開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
建設，產業發展也已起步，制度設計和政策法規的制定穩步
推進。

「青春氣壯，精雕細琢。」聽取了前海的相關介紹後，
習近平這樣形容正在規劃建設的前海未來。

站在填海造地的海地面，看到昔日的一片灘塗如今正呈
現出繁忙的建設景象，習近平感嘆地說，看到這裡發生的滄
桑變化，就不禁想起了經濟特區的發展歷程。

習近平說，經濟特區的建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深圳
經濟特區之所以能夠建設好，除了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外，還
因為有着毗鄰香港的獨特優勢。過去，通過深港合作、粵港
合作，香港對廣東和深圳的發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而
如今，深港合作、粵港合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指
出，現在是港深合作，粵港合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定調前海：依託香港 面向世界
對於前海未來的發展，習近平定調為依託香港、面向世

界。他指出，中央決定批覆發展建設前海，進一步促進粵港
和深港的更深層次的合作發展，建設這個地方，讓人看到深
圳初創的景象，當時也是一張白紙，從零開始，但可以畫最
美的圖畫，希望前海把握中央予以的定位。

習近平表示，前海的建設發展，首先要依託香港高端服
務業發達的優勢，學習借鑒香港發展服務業的成功經驗，在
推動深圳發展的同時，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同時還要服務
內地。當前全國正在着力調結構促轉型，要通過擴大內需，
來推動服務業的發展。

習近平稱，前海即是粵港合作區，又是服務業創新區，
要通過前海的創新來促進內地服務業的發展。他指出，前海
的開發要面向世界，以國際的視野和胸懷吸取國際上的先進
經驗和理念，把前海合作區的建設作為創新的動力，作為一
塊改革的試驗田，為全國探索經驗。

習近平希望前海充分利用好中央賦予前海 「比特區還要
特」的政策，發揮特區 「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成為 「第一
個吃螃蟹的人」，他說， 「中央都授權給你們了，你們就要
大膽地往前走。」

習近平表示，前海合作開發區，將是深圳發展的一個新
契機和新推力，同時也為改革開放經濟特區創造新經驗和新
起點，更是深港、粵港合作的新平台。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一日電】深圳綜合開
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表示，從習近平以及中央對前
海寄予的希望可以看出，前海發展已上升到國家戰
略的高度，既要推動深圳新一輪改革開放、擔綱內
地加快經濟結構轉型試驗田的作用，又要面向國際
、支持香港繁榮穩定。

曲建分析，過去 30 年，深圳製造業飛速發展
並佔據了中國七分之一的外貿出口額，但遺憾的是
並未帶動起服務業同步繁榮；作為經濟發展水平較
高的城市，深圳更迫切地需要發掘新的增長點和競
爭力，而前海就是一扇窗；對於中國這個大國經濟
，過去 30 年增長主要依靠外貿與投資，缺乏內生
性經濟增長能力，發展完備的服務業體系是推進經
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由之路，
是有效緩解能源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提高資源利
用效率的必要手段，是適應對外開放新形勢、實現
綜合國力整體躍升的有效途徑。

曲建認為，香港是開放服務業發展的典範，在
全球融合的大背景下，內地發展服務業必須優化對
外開放水平，前海首當其衝，它有 「比特區還要特
」的政策，相較內地其他城市，更有條件充分嫁接
香港優勢，大膽試驗、大膽改革，為深圳乃至中國
下一個30年的飛躍探路領航。

金句金句習近平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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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廣東繼續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窗
口作用、試驗作用、排頭兵作用，
為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新動力。

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廣東考
察的第一站選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他
指出，中央決定批覆發展建設前海，是為了進一
步促進粵港和深港更深層次的合作發展。前海發
展要依託香港、面向世界，作為改革的試驗田，
為全國探索經驗。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一日電】

擇天下英才 走創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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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習近平在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考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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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習近平在中航通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珠海基地總裝車間
聽取公司新型飛機研製情況介紹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