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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論改革開放

新華社官方微博 「新華視點
」 昨天上午搶先發布消息透露，深
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
將於14日上午在廣東省深圳市隆
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大
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消息傳出，網
民便在微信朋友圈裏持續刷屏。深
圳市民表示，習近平主席親臨深圳
考察指導，體現了黨中央、習主席
對深圳特別的重視、特別的厚愛、
特別的期望。

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一面

旗幟。特區建立四十年來，敢為人
先、突飛猛進，創造了一個又一個
奇跡。習近平始終高度關心深圳的
改革開放。2012年，習近平在中
共十八大後離京視察，第一站就來
到深圳，勉勵深圳人充分發揮特區
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敢於做 「第
一個吃螃蟹的人」 。

2018年10月，習近平再次視
察深圳，要求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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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發展的關鍵
節點，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黨中
央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為深圳領航定
位，指明了方向。翌年，中共中
央、國務院便正式印發了《關於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的意見》。今年又推出《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具體提出了八
大領域27項目標任務要求，支持
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
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街道國旗飄舞鮮花盛開
習近平主席將出席深圳特區

建立四十周年大會的消息，令深圳
再次迎來高光時刻。

記者走訪深圳街頭看到，城
市街道國旗飄舞，鮮花盛開，沿街
可見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
年的各色裝飾。在深南大道的一棟
高樓的幕牆熒屏上，交替展示 「慶
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與
「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

苦幹的特區精神」 標語。
在習近平2012年到過的蓮花

山公園山頂，記者看到，遊客紛紛
在習近平當年親手種下的那棵高山
榕前拍照留念。

今年不僅是深圳經濟特區建
立40周年，也是前海合作區建立
10周年。2018年，再次來到前海
實地考察的習近平主席站在前海石
前眺望四周說： 「發展這麼快，說
明前海的模式是可行的，要研究出
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向全國
推廣。」 在這塊具標誌性的前海石
前，昨天也有不少遊客拍照留念。

接受記者採訪的深圳市民紛
紛表示，要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在粵港澳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建設
新征程中續寫新篇章。

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明舉行 新征程續寫新篇章

深圳喜迎習主席 市民歡欣鼓舞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2日

南下廣東考察調研，據新華社消息，習近平此次南巡將出席
14日於深圳市隆重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

，並將發表重要講話。深圳市民聞此消息歡
欣鼓舞，翹首以盼習主席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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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2012年來深圳時，曾
到蓮花山栽種了一棵高山榕

▶習近平
2018年站
在前海石
前說： 「
前海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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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道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印發的《深
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
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
》中提出，支持深圳建立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探索制定外籍 「高
精尖缺」 人才認定標準。在深從事科創
的港青王旭指出，很多香港高校畢業生
帶着學校的項目和團隊到深圳從事科研
工作，此次《方案》實施有利於激勵更
多港高校及科研機構北上發展。

從中央此次賦予深圳的權限看，深
圳在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
度方面，或將擁有海南自貿港同等權限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學術總監、南方
科技大學教授樂正撰文指出，深圳必須
下大力氣爭取在2035年之前，在科研人
才、機構和高校的國際化聚合和提升方

面實現重大突破。
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高振懷亦認為，與國際國內一流創新城
市比較，深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深
圳要加快集聚一批全球頂級研究人才，
建設全球原始創新重要策源地。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年來， 「香港
科研資源＋內地產業資源」 成為深港科
技合作的重要模式。近年來，深圳大力
引入香港科研機構落戶，目前香港6大高
校在深已設立了近百個科研機構，轉化
成果和技術數百項。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
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執行所長王萬里認為
，深圳必須向香港學習如何匯聚國際人
才，向香港的年輕人開放更多到深圳就
業的機會和條件。他建議，可以組織企
業單位去香港招錄需要的青年人才。

【大公報訊】在深創業的港青陳升
獲悉習近平主席將來深圳，表示十分期
待。他認為，國家領導人親臨深圳，是
對深圳改革開放的肯定，相信會給深圳
發展帶來新機遇，同時令香港有更大發
展空間。

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第二次來到
深圳前海視察時與創業者代表會見，其
中既有香港的企業家代表，也有香港和
內地的青年創業代表。這兩年深圳出台
越來越多利好政策，點燃了港青北上創
業的熱情。

來自香港的陳升是當時在前海石前
，與總書記現場交流的創業青年代表之
一。陳升表示，今日聽聞習主席將再次
親臨深圳，自己以及身邊一起在深圳打

拚的港青朋友都十分期待。自己雖然來
自香港，但從小跟隨父輩經常出入內地
，一路見證深圳的高速發展，特別是從
2014年開始到深圳創業後，對內地的發
展以及創業環境更是感觸頗深。

習主席兩年前在前海勉勵港青說：
「青年夢工場是圓夢的地方，青年出來

創業打拚，拚的就是自己的夢想。」 習
主席的這句話陳升一直銘記在心，讓他
扎根深圳發展充滿信心。

「深港親如兄弟，四十年來合作共
贏，攜手並進。」 陳升表示，國家領導
人親臨深圳是對深圳改革成績的肯定和
支持。 「深圳好，香港也會好。相信習
主席給為深圳帶來新的機遇，同時也能
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中央大禮包利深港科研合作

在深港青：點燃北上創業熱情

◀習近平南下廣東考察調
研，明將在深圳出席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
發表重要講話。圖為習近
平昨日考察潮州市

新華社

2018
年

習 近 平 考 察 廣 東
大公報記者 黃仰鵬

中國推動更高水準開放的腳
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
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
停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在首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
演講

要弘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
的改革精神，立足自身優勢
，創造更多經驗，把改革開
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更穩。

──2018年10月24日，習近平在
深圳考察時發表重要講話

再一次來到深圳，再次來到
廣東，我們就是要在這裏向
世界宣示：中國改革開放永
不停步！下一個40年的中國
，定當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
新成就！

──2018年10月24日，習近平在
深圳參觀 「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
放40周年展覽」 時強調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

──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在博
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
主旨演講時強調

資料來源：點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