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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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成立；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创造了永载史册的中国速度、中
国奇迹。

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
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

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
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
出一条血路来。

同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
区，1988年4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明确要求发挥
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

早年曾参加革命工作的袁庚，1978年担任招商局常务
副董事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
区——蛇口工业区1979年在临近香港的宝安南头半岛诞
生，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刚到蛇口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晚上睡觉必须要
挂蚊帐，不是防蚊子，而是防蛇和老鼠。”清华大学毕业后
来到蛇口工作的顾立基回忆。

彼时，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开始时，工
人们每人每天 8 小时只能运泥 20 至 30 车，工程进展缓

慢。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完成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

工人们干劲大增，平均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
90车，有的甚至达到131车，工人的奖金加工资最多一月
能拿到 110 多元，有的人月收入远超蛇口工业区中层干
部。工地热火朝天，进度迅速推进。

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
世。40多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
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与曾经
差距无比巨大的香港相当。与当年的“逃港潮”形成对比的
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

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敲响中国土

地拍卖第一锤、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立……敢于“第一
个吃螃蟹”，是经济特区的鲜明特质。

198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
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发布。这个著名的“18号文件”，
成为激活中国科技创新活力的“导火线”。

“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
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华为
创始人任正非说。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当时我
国首批赴日本学习证券专业知识的留学生禹国刚出任专家
小组组长。他带领专家小组成员花费半年多时间翻译了两
百多万字外文资料，通过移植借鉴，打造了新中国第一部证
交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中国资本
市场迈入快速发展的“春天”，为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造地方国企发展骄人业
绩；逐步建立特区金融体系，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
行；深化财税、价格流通体制改革……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以来，厦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持续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

作为汕头经济特区1987年推出“24小时答复”的升级
版，如今的汕头市政府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区，为企
业办税等提供极为便捷的服务。1987年，在汕头投资设厂
的香港客商陈锡谦因机关办事拖拉等问题向特区管委会提
出意见和建议，管委会迅速承诺“企业反映问题在24小时
内做出回复”。从此，“24小时答复”成为汕头的金字招牌。

近期，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表决通过并实施，57项省级管
理权限调整由重点园区管理机构实施，朝着世界最高水平
开放形态这一宏伟目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如火如荼。

“经济特区敢为人先的基因贯穿始终，激发了创新第一
动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埋头苦干：续写“春天的故事”
四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特区奋斗者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以特区精神为动力砥砺奋进、迎难而上。
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 100、平安国际金融中

心……全国劳动模范、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
工程师陆建新1982年来到深圳后，参与建设了这些具有
地标意义的摩天大楼。他亲眼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
速度”，并带领团队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提升至
世界一流水平，被称为“中国楼王”。

如今，向着“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建设目标，深圳的“拓
荒牛”们正着力营造“深圳温度”。“企业正在推进转型升
级，大量推进民生工程，比如学校、医院、保障房等装配式
建筑，以及城市绿道、旧城改造项目等。”陆建新说。

特区建设者们埋头苦干精神不改，追求创新发展的目
标不变。

“几十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任正非这样总结华
为的发展、壮大之路。今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3204亿元，净利润率9.8%。

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
在“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一组由333个废旧集装箱组成的临时建筑群十分抢眼，这
就是前海管理局办公地。为了方便企业就近办事，前海管
理局决定整体搬迁至前海工地，用集装箱搭建办公场所。

正是凭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始终秉持艰苦创业、锐意
进取精神，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
来，累计推出645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65项。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
更多“春天的故事”——特区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改革者
奋勇前行。 （新华社深圳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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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奋发有为，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同心向党，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
工作全过程

“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西藏
那曲市色尼区那么切乡党委书记索朗次培深感责任重大。

据索朗次培介绍，近年来，那么切乡将党建工作与群
众工作相结合，组织成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队，发动党员
干部与当地群众结对帮扶，不断暖人心、聚民心，引导当地
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乡党委要继续发挥好主体
责任，在解决好老百姓生活中的困难同时，结合西藏日新
月异的变化，向群众讲清楚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带领全乡
各族人民建设美丽幸福家园。”

“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
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
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民
族地区基层党员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麦溪乡黑河村党支部书记阿扎说，要
努力向总书记的要求看齐，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
各族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为过上更美满富裕的生活而不

懈努力。
以草原为舞台、以蓝天为幕布，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

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近日来到乌兰达坝苏木乌珠花嘎查，
为牧民们带来一部讲述党的民族政策的小短剧。

“要把党的好声音特别是总书记在这次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送到基层。”巴林左旗乌兰牧骑队
长张磊说，“未来，我们将继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遍大草原。”

命运与共，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

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力宣示，让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深有感悟。这些年来，黄超
提出很多关于民族地区相关工作的建议，都及时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办理。

“我真切感受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绝不是一句空
话。”黄超表示，将继续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反映各族
群众心声，为群众排忧解难。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海南省县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项目非遗传承人符继珍第
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符继珍说，作为非遗传承人，将在传承好本民族文化
的同时，加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学习，以文化为纽带，让
中华文明之花更加绚丽多彩。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地指明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我将在思政课上给学生
们重点讲解。”新疆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昆
亮说，他将利用好思政课这一载体，讲清楚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通过创新授课形式，促进各族学生
加强交流，增强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观念意识。

携手逐梦，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磅礴伟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着眼长远，巩固
和发展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要求和部
署。”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姚上海表
示，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做好阐释解读工作，培养更多民族工作人
才，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
宁夏同心县。“在同心帮扶3年多，最自豪的事就是圆了不
少当地群众的产业工人梦。”中核（宁夏）同心防护科技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梁秉竞说。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同心资源禀赋、发展
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做一些实事。”梁秉竞表示。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
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这一点让我感触很深。”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正大镇党委委员、组织宣传统战委员姚才上表示。

“我们要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立足基层岗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姚
才上说。

新华社记者 高蕾、王琦、范思翔、徐壮、格桑边觉、
谢佼、魏婧宇、林凡诗、陈子薇、高晗、李伟、张亮、周宣妮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各族干部群众指明奋进方向

春天的故事，不朽的传奇
——特区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孙 飞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为推动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满足企业群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需
求，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在中国政府网及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推出“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统一公开各地权威、准确
的防疫政策措施。

企业和群众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即可
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查询各地防疫政策措施，
并获取跨地区出行防疫措施“点到点”实时在线查询服务。

中国政府网将持续做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建
设工作，推动各地防疫政策措施“一网通查”更好利企便民。

“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开通

实现各地防疫政策措施
统一公开、一网通查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组
织有关单位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已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

简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材料，是面向全社会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的重要用书。三部简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充
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
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深刻、简明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70多年砥砺奋斗史，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壮阔实践史、社
会主义500多年探索发展史，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
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出版发行

自山东日照东行百余海里，黄海冷水团中，“深蓝
1号”犹如襁褓一般，“呵护”着游弋其间的三文鱼。茫茫
大海中，这个有着两个足球场大小、重1500吨的八角网
箱，它实现了我国在温暖海域养殖鲑鳟冷水鱼类的世界
性突破，并将优质蛋白生产的主战场推进至深远海。

破冰深远海
耕牧“新粮仓”

◀ 这是“深蓝1号”。 新华社发（彭照军摄）

▲ 在“深蓝1号”，工作人员展示刚收获的
三文鱼。 新华社发（俞方平摄）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了我们
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
就，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
新的历史性成就。从雪域高原到天山
南北，从祖国北疆到西南边陲，民族地
区面貌日新月异、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
蒸日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这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创
新推进的鲜明特征。实践充分证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
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抓住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深
刻内涵，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具有的“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抓住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必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
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
患”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抓好
各项任务贯彻落实，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就要加强现代文
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
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
代化迈进，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
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
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要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
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
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
情深。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就要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
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
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坚决防范
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就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
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
思想流毒，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
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
根本保证。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
体！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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