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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落下帷幕，深圳作为 7个城市

分会场之一，与北京主会场同步，奇思妙想轮番登台。深圳是本届全国“双创

周”入选项目最多的城市，不仅主会场的深圳展区引人关注，而且深圳分会场

也好戏连台，备受瞩目。

柴火空间创客工作坊开课

全国“双创周”深圳分会场

深圳街头树起“双创”标识

邓志标：

特区里带出全国首个万元户村
邓志标口述 闫 坤 叶许意采写

●深圳记忆

总理肯定“创客地图”

深圳作为享誉全球的创客之城，共派出 6家创客机
构和 6家创业企业参展北京主会场，包括海峡两岸青年
创业基地、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柴火创客空间、大疆
智能无人机、乐行天下 V 形智能平衡车等机构和项目。
其中，开放创新实验室、柴火空间以及开放制造空间组
成以“深圳创客空间”为名的联展，是本次北京主会场
主题展示中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创客空间。

带队参加北京主会场的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
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红说，“深圳是全国参展项目数
量最多的城市，深圳创客空间展位最大、分量最重。最
激动的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深圳创客空间位置上作重要讲
话，还对深圳的创客地图表示了肯定。总理讲话的核心
点就是要利用‘双创周’活动传递一个信息，即政府要
搭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要为年轻人提供公平
竞争的平台。现在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速，充分说
明了双创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李克强总理在深圳展区参观了深圳柔宇科技有限公
司超薄柔性显示项目展示。该公司负责人樊信说，深

圳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我们得到了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深圳是非常年轻的城市，充满活力。
此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深圳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电
子产业链。此次‘双创周’，我们带来的就是三大核心
产品：世界上最薄的 0.01 毫米的彩色柔性显示器、轻
薄的柔性触摸屏、全球最高清的头戴式移动影音设
备。”

本次在主会场，深圳参展的产品都是极具竞争力
的。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50大最佳发明的光
启飞行包就是其中之一。光启飞行包相关负责人邓一标
介绍说，“光启飞行包是世界上第一款商业化实用化的
飞行背包，由汽油提供动力，垂直起降，最高可以飞到
1500米，能够在狭小的室内外空间、巷道、直升机到不
了的地方飞行，可以应用在应急救援、公安消防、交通
指挥等多方面，或将带来个人未来交通的变革。光启拥
有多项发动机推进器等核心发明专利”。

中科创客学院也是深圳展团的成员。院长薛静萍介
绍说，“双创周”上亮相的机械臂和能快速检测 PM2.5
数值的生毛豆智能温度计备受追捧。“作为国内最早的
创客孵化专业平台，我们培育出的第一批创客项目中，
有的已经在国际众筹网站上筹集到了资金。”

汇聚创客奇思妙想

本次全国“双创周”活动采用“1+N”方式，除北京主
会场外，深圳、成都等7个城市共同设立分会场。作为深圳
分会场的重头戏之一，19日至21日，深圳创新创业成果展
在高新区软件产业基地举行。展区面积约 1万平方米，由
各区组织推荐创业企业、创客机构、创客成果参展，展示
创新产品或者创意原型。其中，面积最大的展区是青年创
业创新展区，共有120个展位。创客工坊体验区面积约300
平方米，组织电子制作、机器人、3D打印、激光切割等创意
十足的工坊活动，市民可以在引导师的指导下动手完成
创作项目，体验创造乐趣。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创新创业成果展重点体现
青年创新创业的成果，重点展示大学毕业生、归国留学
生、港澳台青年同胞在深圳的创新创业成果。展示项目能
充分体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和取得的成绩，
企业成长快、产品展示度高，有较好的宣传效果。

“双创周”期间，组委会还举行了多场高峰论坛。10月
22日，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耶鲁大学终身教
授陈志武等知名专家学者，与深圳的创业者分享创新的
理念和力量。此外，组委会邀请约30个创客团队在高新
区软件产业基地举行“创客马拉松”主题创作比赛，他
们通过 3D 打印机、焊台、烙铁、示波器等工具、设备
及材料，在48小时内把创意变成现实作品。经过现场展
示及评比，冠军得主获得了2万元奖励。

众多主题活动中，太空创客主题活动十分引人注目。
活动展示了美国 SpaceGAMBIT 孵化的国际航宇创客作
品，举办太空创客科普活动，向深圳创客介绍国际航宇创
客项目。深圳分会场还设有500平方米的太空创客互动体
验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太空创客开源套件。

“深圳就是最大的创客”

在深圳分会场创新创业论坛上，深圳市科创委副主
任刘锦介绍，深圳众创空间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从最开

始的政府，到目前各行业的产业投资，为创新创业人员
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从众创空间来看，目前，深圳市级
以上各类创新载体达到1213家，比“十二五”规划初期
净增 800 多家；全市各类孵化载体超过 120 家，拥有孵
化场地面积46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5870家，从业人数
21万人。从科技服务体系来看，深圳拥有规模以上科技
服务机构超过 500 家包括 6 个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和 26
家市级技术转移机构。

“十二五”期间，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年均增长25%以
上，2014 年总收入近 900 亿元。为营造良好的“双创”
政策环境，深圳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建立完善创客空
间、培育创客人才队伍、拓宽创客融资渠道等六方面，
培育“宜创”环境。深圳良好的“双创”氛围赢得了创客
们的认可。深圳市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刚成立
14个月的创业团队，也是一支来自美国硅谷的海归博士
团队。其打造的视觉智能“天眼”系统，可以在10秒钟之内
在百万人中找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过去两年的行踪。在与
众多巨头的竞争中，该系统以先进的核心技术拿到了深
圳政府订单，目前正在龙岗试点应用。

深圳市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千人
计划”专家陈宁表示，深圳具备了全国最优、全球最具潜
力的创新创业环境，包括区位、自然环境优势以及完善的
电子信息产业链、科技金融环境等。更重要的是，深圳人
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此基础上，政府打造了一
个市场化、公平公正的创新创业环境，即使是没有背景的
初创团队，也能凭借核心技术获得市场认可。

作为粤港协同合作的重要纽带和区域创新的中心城
市，深圳如何加大区域协同创新也引起了创客们的热
议。来自香港的创客——臻汇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陈冠东在回忆自己的创业史时表示，由于看好内地
汽车市场，他研发了一个互联网+汽车销售市场平台。
为了推广产品，陈冠东将公司的国内总部设在深圳。

“深港两地在创意、国际视野、创业环境方面是有差
异的，香港有国际交流的优势，深圳创业氛围非常浓厚，
而且技术开发专才有很多。我们需要结合各自的优势，加
强交流，让在香港创业的公司把好的创意带进深圳，在深
圳落地生根，然后延展到全国各地。”陈冠东说。

邓志标，1941年生于广东东莞，深圳渔民
村老村委会主任。1957年为投靠在深圳打渔的
父亲来到深圳，改革开放后带领渔民村成为全
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邓志标说：“我们整个渔民村的村民，都
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
后，陆续从东莞过来深圳河打渔的，到现在已
经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渔民村
伴随着深圳同步发展。从居无定所、一条船、
一个家，到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再到后来家
家户户都有小洋楼、别墅……大家的生活天翻
地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1984年造访渔民村，成为渔民
村人永远的荣耀。”

下面是邓志标的口述，从中可以看到深圳
发展的历史轨迹。

◉离开东莞来深圳打渔

渔民村最早一批人大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东莞来
的，当时东莞是重要的渔业出产地，渔民很多。然而，
虽然渔民多，打渔也不少，但由于渔霸 （泛指占有并出
租渔船、渔网等捕鱼工具或开办渔行剥削和欺压渔民的
恶霸） 欺压，大部分人都吃不饱，生活非常艰难。

后来一些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发现这里有一条深
圳河，水美鱼肥，非常适合生活。而且深圳当时人很
少，渔民也少，所以东莞桥头镇一批渔民沿东江等河流
一路而下，最后在渔民村一带水域停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几个弟
弟妹妹，和其他渔民一起从东莞划船来到这里。我是
1941年在东莞桥头出生的，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1957
年，我辞别祖父母，从东莞石龙坐火车来到深圳。

其实，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我们是不叫“渔民
村”这个名字的，最开始叫“船埗头”，意思是停船的

码头。甚至我们都不算定居在这里的，因为大家都是生
活在船上。例如我们一家几口，吃住都是在船上。船也
不大，大概两三平方米。

1953年前后，政府在岸上帮我们搭建了茅棚，我们
开始到岸上生活。1962 年前后，我们把茅棚改成平房，
才正式到岸上定居，后来大家就叫我们为“渔民村”
了。刚开始渔民村有 70 多户人家，后来慢慢减少到 30
来户，这也就是后来渔民村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之
后，大家所说的“渔民村30户人家”的由来。

◉全国首个万元户村诞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氛围开始
浓厚起来。1980年，全国人大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而
我们渔民村也迎来发展的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铺开，深圳从香港引进不少港
资企业。但是也有问题——生产来了，但服务配套跟不
上。所以，很多人都开了一些茶餐厅，我们渔民村也开

设了茶餐厅。此外，我们还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缘优势，
做起香港的二手汽车交易以及运输生意等。

上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整个都是大工地，到处都
是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场景。既然在建设，那就需要
大量的基建物资，比如水泥、砖头等。于是我们就抓
住这个机会，购置了一些运输设备，大力开展陆上和
海上运输业务。当时深圳的很多建筑都用了我们运输
的材料。

就这样，我们靠餐厅、汽车、运输以及少量的打
渔，每年都能赚很多钱。当时我们渔民村人也不多，才
90多人，能劳动的有几十人，一年下来每人都能分不少
钱。以我自己为例，我家就我们夫妻俩在工作，一年我
就分到 9000 多元钱。其他人家劳动力多的，分到的更
多。因此，80年代初，渔民村大多户人家的收入都突破
了1万元，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这个“万元户村”是我提出来的，其实那时候我们
平均下来，2万元都有了，但是我还是比较保守地说了
平均1万元。

◉小平同志造访渔民村

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利用改革开放政策，
开展多种经营并迅速发展致富之后，渔民村迎
来了无数关注者，其中包括邓小平、杨尚昆、
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84年，邓小平的来
访对渔民村影响深远，当时我正是渔民村的村
委会主任。

1984年 1月 25日一大早，我们突然接到通
知，说有中央领导要来视察渔民村，要赶紧到
村委会准备接待工作。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即将
来访是邓小平同志，只是看接待的阵势很大，
觉得应该是个大领导。

当天上午10点多，前来视察的人从中巴车
上走下来时，我们才知道来访的居然是邓小平
同志。区委书记带着我跟邓小平同志握手，并介绍我
说：“这是我们渔民村的村长，他也姓邓，叫邓志标。”

听到我也姓邓，邓小平就笑了，身后的邓榕拍着他的肩
膀说：“500年前还是一家的哦。”说完大家都笑了。

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后，邓小平说：“这种房子如果
在北京的话，要部长级的高级干部才能住。”他还跟杨
尚昆说：“等到全国人民都住上渔民村这样的房子，恐
怕要100年时间。我国人口多，至少也要70年。”

看完村里的大致情况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坐下听我
们书记的汇报。当时我们全村人均年收入已经接近6000
元，平均每户收入超过3万元。

听完我们书记的汇报之后，邓小平问我们书记：
“现在你们生活这么好了，还有什么需要吗？”我们书记
回答：“需要是不敢了，但是我们现在过上这样的生活
有点害怕，害怕党的政策会变化。”

听到这个担心之后，邓小平开始哈哈大笑，拍着我
们书记的肩膀说：“不要害怕，党的政策一定会变的，
但是只会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差的方面变。”

事实证明，从改革开放至今，党的政策都是向好的
方面变，邓小平当年说得没有错。

邓小平视察过后，渔民村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开
始广为国内外所熟知，渔民村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我

也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我上
台时说：“我叫邓志标，我是渔民村的
村长，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名声扩大为渔民村吸引外资、扩大生
产提供了便利。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
平去过并给予肯定的村子，去那里投
资肯定不会错。

◉改革开放造就渔民村

之后，渔民村进行了农村城市化股
份制改造。1992 年，随着特区的不断
发展与外来人口大量增多，渔民村也
像深圳其他的城中村一样，开始了无
序建设，把两层的漂亮小洋楼加盖到
五六层、甚至七八层。一时间，“握手

楼”、“接吻楼”建设风兴起，渔民村也从过去环境优
美、生活舒适，变得污水横流，居住环境不断恶化，成
为一个“脏、乱、差”、安全隐患和治安隐患严重的社
区。

2001 年，渔民村被列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试点，
开始重新改造。经过 3 年时间，渔民村于 2004 年 8 月正
式改造完成。改造后的渔民新村建设了一栋 20 层高的
综合楼以及 11栋 12层高的小高楼，共 1000余套单元房。
还把村口三角用地和长达 300多米的防洪堤改建成为一
道具有艺术观赏、广场灯光走廊和防洪防护三个功能的

“文化艺术长廊”，并设置了很多介绍村史的浮雕。
经过这 30 多年的发展，渔民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整个深圳的发展密不可分。毫
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渔民村的今天。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每日奔波，
还挣不到几口饱饭，根本没有时间想未来，更别提梦想
了。而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社保，有退休金，还
有分红。在渔民村，我很满足！

位于深圳河畔的渔民新村全貌位于深圳河畔的渔民新村全貌

渔民村文化广场的雕塑再现了当年渔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