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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
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
发展先锋，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 提出的深圳在新时期的五大
战略定位，为深圳未来的改革开放打造
标杆、锚定航向。

将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先行示范区，具有一定必然性。上世
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
炮”炸响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改革开
放已经成为了深圳的“根”和“魂”。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一直不断向前推
进，不断转型升级，向更宽的开放领
域、更深的层次迈进。中国一系列先行
先试的试验区，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
等都落户在深圳，使深圳经济增长速度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2015年刊
发文章称，全球3/4的国家拥有至少一个
经济特区，全世界现有大约 4300 个经济
特区，经济特区的拥趸可说出若干成功
典范，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的深圳经济
特区，后来被称为“深圳奇迹”。这足以说
明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
了巨大的发展成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非常瞩目也是最成功的特区之一。

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最主要的表
现在于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和科技创新进
步加快，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组装产业为主导，转型升级为知识密集
型的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城市。从“经
济特区”迈向“先行示范区”，深圳在
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意见》 分别从经济发展、法治社
会、文明典范、民生建设以及可持续的
生态文明等五个维度，对作为先行示范

区的深圳进行详细定位，涉及到30多条
具体举措。首先，对于深圳作为先行示范
区的定义，比过去作为经济特区给全国
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做法范围更加宽
广，涉及领域也更加广阔。在建立先行示
范区的前进道路上，在经济领域以外，深
圳还将在法治领域、生态保护领域、国际
化、民生建设等各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
经验成果。

其次，在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就
是要在先行的过程中去寻找可复制、可
借鉴的经验、道路和办法。不仅用于深
圳的城市建设，更重要的是向全国推
广。深圳过去在建设经济特区时所取得
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如建立开放的工业
体系，推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逐
步推广到了全国，如今，从“试验田”
到“示范区”，深圳还要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典范，提供

一个可供参考、复制的样板。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窗

口，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建立先
行示范区，代表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和深化改革的标杆。《意见》 指出，深
圳要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下一阶段，中国
改革开放进一步加深，会遇到一定的问
题和阻力。深圳作为一个先行示范区，
在补齐短板、对标国际的过程中，将继
续扮演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场的作
用。可以充分发挥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沿作用，进一步拓宽中国对外开
放的领域，加快体制创新的步伐，获取
可复制、可借鉴的一系列成功经验。

（李笑然采访整理）
上图：深圳市中心夜景。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最近，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第 46颗北斗导航卫星。远望 3号船在南太平
洋预定海域圆满完成卫星发射的海上测控任务。图为远望3
号船海上测控的雷达天线。

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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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说自信的中国就是问题”

《爱尔兰时报》8月17日发表题目为《凭什么中国
就不能有全球雄心？》的文章。文章指出，马来西亚外
交部前副秘书长、该国现任驻华大使阿比丁尖锐批评
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不久前的一篇文章。比尔特呼
吁欧盟加强外交政策，避免在美俄中的大国竞争世界
里被边缘化，且中国已“从一个友善的贸易伙伴变成
推进自己全球雄心的自负国家”。阿比丁质问，为什么
一个自信的中国就是问题？复兴的中国推进自己的全
球雄心，难道不是自然而然、意料之中的事吗？若一
个西方国家出现同样转变，比尔特还会那样说吗？他
认为其中隐含着种族主义。

对于所谓“中国威胁”的恶意炒作，明眼人并不
容易被迷惑。最近，在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主办的会议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
尼尔·布什就把“妖魔化中国”形容为“歇斯底里”。他还
明确表示：“零和的输赢心态是错误和幼稚的。”

在刚刚结束的第 50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
上，澳大利亚总理一直渲染“中国威胁”。斐济总理姆
拜尼马拉马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中国同太平洋岛国间
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之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
时，四处宣扬中国会成为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安全
威胁”。不过，该国总统当场回应称，和中国打交道是

“纯粹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直接驳回了蓬佩奥的言论。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中导计划无亚洲国家

支持，同时美军暂时缺乏现役装备，埃斯珀已经改
口，称美国无法在亚洲部署中导，可能还要几年时间。

“‘一带一路’展现中国无私胸怀”

在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上，中国是维护和平稳
定的堡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纲领，即是一
个例证。”针对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挑战，前民主
德国领导人埃贡·克伦茨8月21日在北京如此表示。

阿比丁指出，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正
成为超越大西洋的世界商业政治中心。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有理由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与那里
的接触。一些重大地区倡议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比如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及上合组织——而西方对
这些几乎没有影响力。欧洲人理应欢迎这些巨大变化，
并更彻底地讨论如何最好地与他们建设性地接触。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如
美国百人公开信所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对维护该体
系以及在气候变化等共同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必不可
少。”中国也有大国担当，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
力量。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就是最好的例证。

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日前在澳大利亚东亚
论 坛 网 站 上 发表题为 《打造一个多边的“一带一
路”》 的文章，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性和中国
承担的国际责任给予积极评价：“随着各国参与有关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和平
与安全。”

津巴布韦《先驱报》援引津巴布韦新闻、宣传和广
播服务部长莫妮卡·穆茨万古瓦的话称，中国希望向世
界各国分享先进经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是展现中
国这一无私胸怀的光辉范例。

“崛起的中国可以惠及我们大家”

阿联酋 《国民报》 网站日前刊登题为 《一个崛起
的中国可以惠及我们大家》 的文章。文章说，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一过程并
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任何伤害。中国完全有能力扮演
世界舞台建设者和协作者的角色，造福所有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增长来源，”英国

《金融时报》报道称。
《德国之声》 的文章认为，“在国际对比中可以发

现，中国经济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大。”麦肯锡全球研
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中国对海外重要销售市
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的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
度越来越高。例如，2017年中国只有9%的工业品用于
出口，而在 10 年前，这个数字高达 17%。中国的出口
比重远低于德国的 34%、韩国的 28%或是日本的 14%。
鉴于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种状况并不让人感到
惊讶，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发展的前景，世界信心满满。德国著
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近日在德国 《国会》 周
刊刊发文章指出，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它
现在也是一个拥有深圳那样富有活力的新硅谷的创新
中心。借助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中国的崛
起应该会大大加速。文章还指出，中国要求的完全
是一个全球平等的世纪。越来越多的亚洲、拉美和
非洲新兴国家乐于加入中国的倡议。中国有贯彻自
己观念的能力，而这些观念常常与其他新兴国家的
观念一致。

国际舆论抨击某些人对“中国威胁论”的恶意炒作

“妖魔化中国”，可以休矣！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来，所谓“中国威胁论”又被某些人恶意炒
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8月19日发表报告，对美国在印太地区
的战略和军事开支进行了分析，声称美国在印太地区
不再具有绝对军事领先地位，中国的远程导弹已经对
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主要威
胁，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使之无法发挥作用。之前，
美国防长埃斯珀炒作“中国威胁”，要求北约跟进，还
打算近期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
在向北约呼吁，承认所谓“新威胁”，其中就包括“中
国崛起、俄罗斯侵略”。

所幸，国际上还有理性声音存在。他们清醒地指
出，中国不会威胁世界，而是造福世界。中国的发展
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和希望。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发布，标志着深圳的先行示范作
用继续加强，深圳再一次迎来历史性
时刻。

法国 《欧洲时报》 20 日发表社
论称，深圳代表着中国发展的方
向，“先行”意味着深圳之后，其他
城市也要跟上，“示范”则表明了可
复制、可推广。中国选择深圳先
行，表明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
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并
推广至全中国。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 8 月 18 日报
道，中国计划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创新”依
旧是深圳未来发力的核心焦点，中国
支持深圳建设 5G、人工智能、网络空
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
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

路透社报道称，上世纪 90 年代，
深圳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一个普通小渔
村转变为中国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的
枢纽。一批代表着中国科技创新产业
最尖端水平的市场主体，都有同一个

“诞生地”——深圳。

深圳先行示范打造标杆城市
■受访专家：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曲 建

深圳先行示范打造标杆城市
■受访专家：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曲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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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百强研发投入增45%

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去年达到218.5亿
美元。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数据，这是互联网百强企业
迄今为止最多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长45.1%。从研发投入强
度分布看，互联网百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为10%，4家企
业研发强度在30%至35%之间。其中阿里巴巴位列互联网百
强榜单首位，其次是腾讯和百度。总的来说，目前互联网
百强企业已经拥有专利近8万项。

互联网百强企业去年的互联网业务收入高达 3905.2 亿
美元，比 2017 年增长超过 1420.1 亿美元。2019 年上半年，
互联网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同比增长17.9%，服务8.3亿用户。

中国预计会保持亚洲最大技术投入国的地位，今年投入
2560亿美元，明年预计为2730亿美元，同时，中国将继续引领
全球5G市场，该国的电信投资占其整体技术支出的57%。

——据美国ZDNet商业科技网站报道

近日，众多市民走进第十五届南京软博会展厅，感受
5G领域的“黑科技”成果。本次软博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000多家企业齐聚南京。图为智能机器玩具吸引小
观众的眼球。 冯 芃（人民视觉）

北斗导航卫星数量超过GPS

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估计，到 2020年，定位设备
和数据服务市场价值将达到1800亿欧元，全球将有80亿台
定位装置运行，这使卫星成为一个国家工业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 GPS系统在卫星定位领域一直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直到2000年才发射第一
颗北斗卫星。但仅在 2018 年，中国就完成了 18 颗卫星发
射。截至今年 6月底，北斗系统有在轨运行卫星 35颗，而
GPS有在轨运行卫星 31颗。截至 6月 28日，中国北斗卫星
的观测频率在130个国家高于GPS系统卫星。

巴基斯坦军方依靠北斗系统数据定位；今年4月，突尼
斯进行了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的自动驾驶拖拉机试运行。目
前中东、非洲等地3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的导航系统。

——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近日，在第五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
博览会上，参观者在体验中国银联的移动支付技术。

张海岩（人民图片）

中国跨过电子邮件和现金时代

中国的“数字宇宙”无与伦比。中国熟谙科技产品的
年轻人接受各种新 App 的速度很快。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
最多的移动手机、移动支付和电商用户，其中包括许多提
供消费生活方式的创意 App。电子邮件和现金在中国“已
死”，这有助于中国跨越 PC时代并直接进入移动时代。中
国的“数字宇宙”也无疑更具社交性。社交商务市场始于
并已在中国普及。

中国已证明其自身既能够创新又能更努力工作，下一
步是将其影响力延伸至新领地。如今，中国的科技巨头正
将其商业模式带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例如，阿里巴巴已在
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投资多家大型电商与专注于支付的初创
企业，而另一家科技巨头腾讯已在这些地区拥有打车、数
字内容、音乐播放和在线时尚等网站。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

位于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克拉希尼克轴承厂是波兰最大的轴承厂，拥有80多年历史，几年
前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接受中国湖北三环集团的并购后，这座濒临倒闭的老厂重新焕发活力。
图为有着25年工龄的申科夫斯基（左）与工友们在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 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