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改革开放 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
上海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刊 2?荩

10 月 14 日，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
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 这是当天下
午，习近平来到莲花山公
园，向邓小平同志铜像敬
献花篮。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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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一往无前 风雨无阻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 韩正出席

新华社深圳 10月 14日电 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 14 日上
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
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

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大会。

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灯光璀璨、气
氛热烈。会场高悬横幅：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在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10时 30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

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党
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长期以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
持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
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 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向
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来宾，

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
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
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
彩演绎。40年来， 深圳奋力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
史性跨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
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坚持实行“引进
来”和“走出去”，积极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
投资，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
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现了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
跨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
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
天覆地的变化，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
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深圳等经济
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
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
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习近平强调， 深圳等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深
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
区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是必须坚持党对
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持经济特
区建设正确方向。二是必须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
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三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
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
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四是必须坚持全方
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
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五是必须坚持
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六是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七是必
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使法治成为经济特区发
展的重要保障。 八是必须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实现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
合发展、相互促进。十是必须坚持在全
国一盘棋中更好发挥经济特区辐射带
动作用，为全国发展作出贡献。

下转荩6?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对上海特别是对浦东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

牢记嘱托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成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功能高地，李强主持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常委会昨天
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
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不断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从做到“两
个维护”、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切实增强
直面问题的勇气、 动真碰硬的胆识和解决
问题的担当，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贯彻“发现
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
视工作方针，进一步做好上海巡视巡察工
作。要不断强化责任，以更大力度做好整改
落实“后半篇文章”，推动巡视监督、整改、

治理有机贯通。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
上海特别是对浦东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 而立之年再
出发的浦东责任在肩、使命重大。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

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以现代化
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现代化治理水
平创造高品质生活，以推进“五个中心”、强
化“四大功能”为主攻方向，努力成为我国深
度融入全球经济格局的功能高地。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为根本遵循，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
流长、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加自觉地坚
定文化自信。紧密结合上海城市历史文化
实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畏心，把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提高到新水平。要
围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加大

发掘力度，强化活化利用，注重以史育人，守
住安全底线。要形成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浓厚
氛围，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城市文脉保护
传承。

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变化，始终保持高度警醒，毫不放松抓紧抓实
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各项措施， 持续紧盯关键点关节点，进
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闭环管理。引导市民
群众继续强化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等防疫“三件套”，共同守牢防控安全底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巡视指导督导工作专题培训会议在沪召开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严格落实政治巡视要求
李强主持并讲话 杨晓超作培训辅导 赵凤桐出席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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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园林工人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
场进博会鲜花装饰草坪上施工。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第三届进博会
筹办进入冲刺阶段
展商基本完成展位确认工作，着

手展位设计搭建， 部分展商已经启动
展品运输 刊 5?荩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
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
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 40年时
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
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

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40年来，深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

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
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由经济体
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由
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由解决温饱
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深圳要建设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
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第一，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第二，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第三，锐
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第四，创新思路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五，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第六，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 讲话全文刊 2?荩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
明， 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
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深圳等经济特区 40年改革开放实
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
的领导，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
向。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是

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
围。 四是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
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

的竞争力。五是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
主动权。六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人民群众。 七是必须坚持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
法治成为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保障。八
是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基本方针， 促进内地与香
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十是必须
坚持在全国一盘棋中更好发挥经济特
区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发展作出贡献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刊 3?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