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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口市中心驱车半小时到达海南生
态软件园。只见园中流水潺潺，茂林修竹
与周围高低错落的办公楼宇和谐一体，有
人称这里为国内互联网产业的“桃源”。不
仅环境优美，这里也是海南自贸港 11个重
点园区之一、全国区块链研究的先行者。

“生态软件园推出企业服务超市，正是
吸引我们入驻的原因。”园区内，海南一村
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春国说，

“原以为材料准备、公司核名、税务备案、
银行开户，一套流程走下来怎么也得一两
周，没想到在企业服务超市，3个小时就办
完了。”

生态软件园发扬特区精神，积极为企
业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作为海南省极简
审批、多规合一等多项改革试点，生态软
件园在 2015 年起设立企业服务超市，工
商、税务、商务、社保等部门及第三方服
务机构进驻，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

“截至今年 4月底，生态软件园入园企
业数量达到 9206 家，特别是 2020 年 6 月海
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入园企
业新增3586家，占入园企业数量的1/3，国
内互联网百强企业基本都来到海南，其中
有95％来到生态软件园。”海南生态软件园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08 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一
座数字经济的产业新城已经崛起。2020
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海
南生态软件园的营业收入、税收、入园企
业数增速仍然都超过 100%，园区收入超过
500亿元，上缴税收50多亿元。

发扬特区精神 深化改革开放
本报记者 欧阳洁 林丽鹂 罗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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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

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

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

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

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面

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

胆探索，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1980 年，我国设立经济特区。
40 多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
门、海南 5个经济特区，像 5颗闪亮
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大地上。各经济特
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
砥砺奋进，孕育了“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特区
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
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
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站
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面体制机
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
全 国 提 供 更 多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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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勇立潮头、开拓进取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
圈……”一首《春天的故事》传唱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兴办经济特区的
伟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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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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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忠实
的见证者。1979年 7月 8日，深圳蛇
口一声炮响，拉开了招商局蛇口工业
区开发建设的序幕，也打响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第一炮”。

如今的蛇口已从一片滩涂地发展
为高楼林立、山海相接的滨海新城。

“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
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开
始的。’”蛇口工业区原负责人袁庚
说。正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把一个个“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蛇口只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一
个特写镜头。40 多年间，深圳走过
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
的历程：从黄泥土路到柏油马路，道
路里程超过 6000 公里；从“水草寮
棚”到摩天大楼，已实现 100%城市
化，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发展的奇迹。

珠海曾经也只是一个落后的边陲
小镇，设立为经济特区之后，屡开全
国风气之先：开创“科技重奖”先
河，开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
业，创建全国第一个跨境工业区。如
今，珠海已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花
园式海滨城市。

汕头经济特区一开始被称为“巴
掌特区”，刚成立的时候，面积只有
市区东部龙湖村西北侧的 1.6平方公
里。如今随着规划350万平方米的龙
湖中央商务区启动建设，宜居宜业宜
创新的现代化城区初具规模。

厦门率先探索利用外资搞基建，
成立中外合资银行，开创招商引资多

元化格局……凭着“敢为天下先，爱
拼才会赢”的劲头，全市GDP从1981
年的7.4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6384.02
亿元。

海南经济特区虽然起步稍晚，但
广大干部群众发扬特区精神，在农垦
体制改革、“多规合一”改革、省直管
市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航权开放
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如今，海南全
岛正在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 个经济特区发扬特区精神，在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
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
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创造一个个伟大奇迹

四十多载波澜壮阔。回首来时
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是经济特区不变的精神
气质，激励一批又一批人砥砺奋进，
成为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动力引擎。

——永葆“闯”的精神，改革开
放迈大步。

海南洋浦港，巨轮停泊，岸桥伸
缩，货物周转，热闹繁忙。

今年 7 月 23 日，洋浦港海关受理
放行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500吨加工增值内销大豆油。“作为首
家享受加工增值内销免征进口关税政
策的企业，我们非常激动，期待更多
好政策，让企业与海南共同发展。”公
司董事长张慧表示。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锐意
改革、全面开放，如今的海南已经发
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经济特区从一建立，血液里就流
淌着“闯”的基因。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经济特区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
前沿，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
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

“窗口”作用。
——永葆“创”的劲头，创新创

业活力奔涌。
41个高性能伺服关节构成的灵巧

四肢，多维力觉、多目立体视觉、全
向听觉和惯性、测距等全方位的感知
系统……5年4次重大迭代升级，如今
的优必选Walker X大型仿人服务机器
人已实现更快更稳更智能。

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鼓励创新、
成就梦想的舞台上，优必选一路奔
跑。“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环境，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周剑
感慨地说。

从“世界工厂”到“创客之都”
“创新之城”，“标签”变化折射深圳创
新动能澎湃。如今的深圳正在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0年深圳全社
会研发投入超1400亿元。

从 制 造 到 创 造 ， 从 跟 跑 到 领
跑，一个个市场主体在创新浪潮中
千帆竞渡、勇攀高峰……今天的经
济特区，有足够大 的 舞 台 供 企 业 去
创 新 、 创 业 ， 有 足 够 宽 容 的 环 境
让人才去探索、挑战。

——永葆“干”的作风，真抓实
干创造奇迹。

30 多个工作人员、600 多万元启
建资金，成立之初，汕头经济特区条
件十分艰苦。但越是艰苦，特区“拓
荒牛”们越是勇毅前行。如今的汕
头，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昔日荒无
人烟的海边滩涂变为一座现代化的滨
海城市。

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批又一
批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星
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在
深圳市委门口，“拓荒牛”雕塑昂然
挺立，激励着千千万万特区建设者奋
勇向前。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
故事”

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仍需大力
弘扬特区精神，努力续写更多“春天
的故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
的更大奇迹。

“经济特区弘扬特区精神，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鼓励创新创业，激
发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将继续书写改革发展的精彩篇章。”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郭万达说。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江年
认为，敢闯敢试关键在“闯”，就是
聚焦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利益
性藩篱，勇于闯关；敢为人先关键在

“创”，就是勇于打破常规，解放思
想 ， 善 于 创 新 ； 埋 头 苦 干 关 键 在

“干”，就是求真务实，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持续奋进。

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珍视特区精
神这一宝贵财富，正以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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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林枝叶茂盛，深圳河绵延流
淌。在横跨深圳和香港合计3.89平方
公里区域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应运而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的使命就是要开展制度创新，促
进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我们将继
续发扬特区精神，强化深港协同，积
极争取更多的改革试点，深港联手加
快共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深
圳市福田区副区长欧阳绘宇说。

在珠海横琴，华众联创设计顾问
（横琴） 有限公司总经理闫澍说：“不
到 1 年时间，我们就有超过 100 位港
澳建筑工程师和数十家港澳专业企业
在横琴备案和执业。”机制的“软联
通”加速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
创新要素流动，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竞
相迸发。

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
经济特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
区精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特区建设者
拼搏奋斗，也必将推动经济特区进一
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
奋发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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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3天推出一项制度创新

前海打造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李 刚

“前海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在一张白
纸上绘出最美的图画。”在深圳前海交易中
心工地，当年“深圳速度”见证者、中建
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感慨地说，
当年他们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了
深圳国贸大厦，但今天前海的每一幢高楼
几乎都超过国贸。

今天，在一片泥泞的滩涂上崛起的前
海正努力打造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
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
前海是与香港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
区域之一，在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新引擎。截至目前，
前海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 1.15 万家，
注册资本 1.28 万亿元人民币，实际利用港
资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92.4%。

“创新是前海的使命所系。”前海合作
区党工委副书记、前海管理局常务副局长
黄晓鹏表示，前海自贸片区挂牌以来，在
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等方
面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645项，其中在全
国复制推广 65项，按工作日算，前海平均
3天推出一项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前海
打造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

黄晓鹏表示，下一步前海要继续发扬
特区精神，奋力在推进深港更紧密、更务
实合作方面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荒地上“长出”互联网产业“桃源”

海南建起数字新城
本报记者 周亚军

荒地上“长出”互联网产业“桃源”

海南建起数字新城
本报记者 周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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