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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人民日報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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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高度關
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
必將描繪中國進一步改革開
放的新藍圖。12 日習近平抵
達廣東潮州市考察調研。下
午，他首先考察了潮州市廣
濟橋、廣濟樓、牌坊街，察
看文物修復保護、非遺文化
傳承、文旅資源開發等情
況。隨後，習近平前往潮州
三環（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企業自主創新和生
產經營情況（見另稿）。

■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廣東潮州市牌坊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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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考察 將出席深圳特區 40 周年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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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
的巨變書寫高歌猛進的城市
發展史，更為全國提供了大量先
行先試的寶貴經驗。十八大以
來，前海成為新時代「制度創新
策源地」，以平均「三天一制
度」的「前海速度」，取得制度
創新成果 573 項，其中全國首創和
率先 226 項，在全國複製推廣 58
項。以先行先試帶動全局發展，
可以說深圳始終站立在改革創新的
潮頭、走在時代發展的前列。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深圳成就不負期望
深圳不負期望，2019年人均GDP
達到 20.3 萬元；GDP 總量達 2.69 萬
億元，位於世界城市發展前列；每
平方公里孕育 8.51 家高新技術企
業、吸引了約三分之二的世界 500
強落戶，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科
技之都。
深圳的崛起無疑是中國改革開
放事業的生動縮影，深圳的巨大
成就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
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夠走得通，
更能走得快、走得好。

舉目紅旗
城市慶生
昨日的深圳街頭，到處洋溢着濃厚的節日氛圍，國旗、鮮花隨處
可見，還有各色標語，隆重而喜慶。深南大道上懸掛起的五星紅
旗，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飄揚，分外鮮艷；兩側的建築物也在幕牆
屏幕打出巨大的紅底白字慶賀40年。
在重點區域、重要路段還設置了植物綠雕、花境花景，營造出
濃濃的節日氛圍。市民中心廣場，灣區市民遊客紛紛在主題為
「揚帆正當時」的綠雕前合影。銀色波浪形的花池和藍、白、紫
色為主的花帶花境後，是由深到淺的藍色亞克力浪花，上面馳騁
着金色的帆船，左下角以正紅色藝術字書寫着醒目的「深圳」與
數字「40」。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2012年12月

習近平到深圳考察，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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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初

習近平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首次賦予一個城市 在 「 四
個全面」上創造新業績的光榮
使命。

習近平對深圳建設的重要指示

一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
關心關注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
在深圳經濟特區的每一個關鍵節
點，習近平總書記都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為經
濟特區的發展指路引航。
2012年12月，習近平來到廣東省
深圳、珠海等地考察調研。作為黨
的十八大後第一次國內考察，總書
記的「廣東之行」正是向世界宣示
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的決心和信心。
2018 年 10 月，正值中國改革開
放 40 周年，習近平又一次來到深

圳、珠海等地考察調研。在此次考
察調研期間，習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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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為深圳提出了新的發展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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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考察期間，他也滿懷
期許地勉勵深圳，要在共建「一帶
一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方面發揮更大
作用。

2018年3月

習近平參加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
審議時強調，「深圳高新技術產
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要
發揮示範帶頭作用」。
2018年10月

習近平再次到深圳視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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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

習近平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深圳「改革開放再出
發，不斷推動深圳工作開創新局
面、再創新優勢、鑄就新輝
煌」。
2019年8月

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
自推動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8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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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發布。

讚潮繡潮劇潮菜 民眾掌聲如潮

習近平明重要講話
繪改革開放新藍圖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潮州市牌坊街察看文旅資源開發等情況。

習 近 平 主 席 12 日
赴廣東考察調研。下
午，他首先考察了潮
州市廣濟橋、廣濟
樓、牌坊街，察看文
物修復保護、非遺文化傳承、文
旅資源開發等情況。現場市民和
遊客紛紛曬圖發朋友圈，他們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習主席親切分享了 1978 年他
到訪潮州的故事，說上一次到潮州
看到了潮繡、陶瓷，印象很深。這
次來了，參觀了廣濟橋、廣濟樓和
牌坊街，更覺不虛此行。
現場視頻顯示，牌坊街兩邊的騎
樓掛着紅燈籠，群眾幾乎 站 滿 街
道。習主席站在中間，與大家親
切交流。他說，潮州是一個具有
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彌足珍
貴，實屬難得。我們要很好地去研
究、去愛這個城市，並且修護好
它、建設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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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喝功夫茶 遺憾沒工夫
街坊李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2020年10月

中央印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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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改革頂層設計和戰略部
署下，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
改革試點。
資料來源：大公文匯全媒體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潮州市牌坊街同現場群眾
親切交流。
新華社

新華社

者，習主席在現場提到，他在福
建工作 17 年多，潮州和福建兩地
的人民都一樣愛喝功夫茶。「我
在福建的那些年，喝茶是以功夫
茶為主的，」他轉而幽默地說
道，「不過卻沒有那麼多閒工
夫。」 聽到習主席如此接地氣地
提到功夫茶，現場市民都興奮地
鼓起掌來。
除了欣賞當地工藝大師創作的潮
繡、木雕作品，習主席還回憶起 42
年前在潮州看潮劇的經歷，並且提
到了潮劇名角姚璇秋的名字。 潮州
市民劉小姐說，主席談起潮州文
化，娓娓道來，閒話家常，非常親
民且接地氣，氣場魅力盡顯。
現場民眾轉述道，習主席提到，
潮州近年的發展蒸蒸日上、欣欣向
榮、前景可觀，希望潮州人民抓住
這個大好時機，趁勢而上，起而行
之，繼續把潮州建設好。話音剛
落，現場潮州市民掌聲雷動，不少
人大聲喊：「好！」

想吃火鍋牛 民眾爭相請
習主席還在現場點讚說潮州菜風
行全國，在海外也是最好的中華料
理之一，稱潮州有「很多寶」，引
來現場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現場
街坊的視頻顯示，習主席正準備乘
坐小巴離開時，看到牌坊街上一家
火鍋店的招牌，便風趣地說：「火
鍋牛肉，下一次來了還得試一
試。」有潮州市民聽見後，大聲熱
情地邀請習主席吃牛肉火鍋、品嚐
牛肉丸。聽了民眾熱情的招呼，準
備上車的習主席又回過頭來，親切
地笑着跟街坊揮手致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東報道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