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 18 日袁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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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
公开发布袁作为野特区+自贸区+大湾区+先行示范

区冶四区叠加的深圳袁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继续充当先行先试的重要角

色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深圳不负中央厚望尧不忘改革初

心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旗帜袁一
直是体制改革的野试验田冶尧对外开放的野窗口冶尧现
代化建设的野排头兵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野领头羊冶袁
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市化尧现代化

的奇迹袁率先探索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袁 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尧理论尧制度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袁是中国改革

开放辉煌成就的精彩缩影遥

一尧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

深圳经济特区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

第一个经济特区袁肩负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四区叠加”的
历史逻辑及经验启示

罗清和袁张 畅

渊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袁广东 深圳 518060冤

摘 要院2020 年 8 月 26 日是深圳经济特区创办 40 周年纪念日遥 40 年来袁深圳历经经济特区尧自由贸

易试验区尧粤港澳大湾区尧先行示范区袁功能定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突破口要要要野窗口和试验田冶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要要要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冶袁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标杆城

市袁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逻辑遥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野窗
口冶和野试验田冶袁目的是为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袁探寻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新体制遥 中国渊广东冤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是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建立

的袁其目的是对经济特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袁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

验袁可谓经济特区的野升级版冶遥 目前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立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袁赋予

深圳在更高起点尧更高层次尧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袁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新路径的历史使命遥 深圳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实践诠释

了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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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先行探路的使命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野窗口冶和
野试验田冶袁深圳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尽快突

破僵化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袁建立有利于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遥经过

40 年探索实践袁深圳经济特区以其巨大的勇气尧智
慧和举世瞩目的野深圳速度冶尧野深圳质量冶成为改革

开放的先行者袁并助力中央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袁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时代遥

渊一冤深圳经济特区设立背景

1976 年 10 月袁以粉粹野四人帮冶为标志袁野文
革冶宣告结束遥 但受长期封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的影响袁全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袁加之人口多尧底子

薄尧观念落后尧体制僵化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束

缚了生产力发展遥广大人民群众依然在为解决温饱

问题苦苦挣扎遥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 野违
宪冶把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袁事实上拉开了自下

而上的改革序幕遥 同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正式把改革开放确定为党和国家长期的基本国

策遥 为了降低改革开放的成本和风险袁避免出现大

的社会摩擦与动荡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

政治家的聪明睿智袁 提出创办经济特区作为突破

口袁以此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1]遥
1. 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恰逢其时遥 野文革冶结

束袁百业待兴遥 当时中国尽管已初步建立起门类比

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袁但长期封闭尧僵化的计划体制

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袁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

缘遥 人民极度贫困袁渴望变革图强遥
2.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时逢其人遥 邓小平尧谷

牧尧习仲勋尧袁庚等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受野文革冶迫
害的领导人复出袁他们都意识到中国不能继续封闭

起来搞建设袁希望通过向西方开放袁引进资本尧技术

和管理经验袁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遥需要特别指出袁
邓小平不论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顺利还是遇到困

难时袁对其一以贯之地坚定支持遥
3.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时逢其地遥 当时香港作

为世界野东方明珠冶袁是国际经济活动中心袁也是世

界上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遥 深圳与香港

一河之隔袁地理位置优越袁具有毗邻的区位优势和

特殊政策的比较优势遥香港的资金尧技术尧管理经验

不仅能直接助力深圳的建设和发展袁而且能间接在

观念和文化上为深圳的发展提供启示遥

渊二冤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袁即在国家资源非均衡

分配前提下袁经济特区发展遵循高速增长的不平衡

发展路径袁主要依托特殊政策优势袁将经济特区的

发展经验循序渐进地移植到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遥
实践表明袁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符合中国国情袁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袁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体制的优越性袁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可持续性袁有
力促进了自身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发展袁并对

非特区形成示范引领作用袁普适性强遥其特点有三院
1. 先行先试遥 经济特区享有改革失败的免责

权袁这一方面鼓励特区人敢想敢干尧敢为人先袁另一

方面使经济特区成为改革试验的首选地遥 过去涉

及到体制改革通常会选择经济特区作为先行试点袁
即使不是唯一的袁 也是首先考虑的袁野先行先试冶是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的野特权冶遥

2.特殊政策遥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特殊政策袁且经

济特区可以跳出现行体制之外袁 给予其在土地尧税
收尧信贷尧厂房租金等方面的特殊政策袁出台了诸如

企业所得税降为 15%尧拍卖土地使用权尧成立股份

制商业银行尧开办外汇调控中心等政策遥 没有特殊

政策袁经济特区就不复存在遥 经济特区正是充分利

用特殊政策这一特殊资源在短时间内充分集聚国

内外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袁形成要素资源聚集洼地遥大
量稀缺优质资源的聚集促进了经济特区快速发展遥

3.勇于创新遥 深圳经济特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敢想敢干尧先行先试袁一直把

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野根冶和野魂冶遥 伴随改革开放

的进程袁经济特区在经济体制尧社会管理尧产业转型

升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遥 深圳经济特区可

以野新事新办尧特事特办尧立场不变尧方法全新冶[2]遥

二尧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经济特区的
升级版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袁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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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由创办经济特区起步到建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演进的制度变迁史遥前者强调的是

中国特色袁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曰后者

更多地凸显其普适性袁即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前提下袁中国全面开放融入世界袁成为新

时期全球化的引领者遥

渊一冤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动因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袁自由贸易区以提

升开放经济为切入点袁 全面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袁突
破体制机制束缚袁探索更加开放尧更有活力的市场

机制袁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遥 设立并拓展自由贸易

试验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袁实行更多

依靠制度变革和创新而非优惠政策的重大举措遥通
过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主体袁使管理型政

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袁探索对外开放新的路径和模

式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袁实现

以开放促改革尧促发展尧促创新遥
自由贸易区肩负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尧探

索管理模式创新尧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尧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尧积累新经验的重

要使命袁是国家战略需要遥 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扩

大开放尧深化改革的区域发展战略袁是中国市场经

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历史必然袁符合我国开放型经

济建设的需要遥

渊二冤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的演进路径

创办自由贸易区是平衡改革红利和控制改革

风险的制度创新袁设区目的在于院对外而言袁创办自

由贸易区是为应对全球经贸新规则提前谋篇布局遥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重构袁中国需要及时做出战略调整袁在参与全球贸

易和投资活动过程中提升国际竞争力袁体现中国作

为大国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参与新国际分工建立新

规则的决心遥 对内来说袁创办自由贸易区是为了加

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遥 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加

强顶层设计袁探寻新增长渠道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遥 选择部分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

区先行先试袁可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遥 自由贸

易区能加快生产要素流动袁推动中国企业融入世界

创新产业链袁加快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袁促进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遥
目前袁我国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袁扩大自由贸易

区规模遥中国现有 18 个省级自由贸易试验区袁除海

南自由贸易渊港冤区覆盖海南全岛外袁其余 17 个自

由贸易区每个面积都只有 120 平方公里左右遥 自

由贸易区改革在于更大的贸易自由及投资便利袁针
对国际上通行的野高标准冶贸易规则袁充分发挥其先

行先试功能袁尽可能提高市场准入自由化程度遥 对

国际上有些贸易规则把握不准时袁自由贸易区可寻

找突破口大胆试错袁及时给予调整袁完善纠错机制遥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袁国家可以考虑目前还没有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省尧直辖市尧自治区在未来 5~10
年内都要建立袁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袁不可一窝

蜂上遥 同时袁加快跨境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袁尤其

是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袁将跨境自由贸易区作为

野一带一路冶的载体袁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

赢得主动和占据主导地位袁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竞

争力[1]遥

三尧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
的核心引擎

2019 年 2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曳袁 此举标志着粤港澳三地协

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遥由此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袁政策的出台将促进三地

优势互补尧协同发展尧互利共赢尧共同繁荣遥 作为大

湾区核心城市的深圳袁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富有活

力的城市袁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经济效益最好的城

市之一袁在经济发展尧科技创新尧制度变迁尧区域协

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一直都是高质量发

展的典范袁也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

重大贡献遥

渊一冤继续先行先试袁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探

路者

在国家全力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背景

下袁深圳应主动先行先试尧锐意改革袁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袁充分发挥深圳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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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尧全面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示

范和引领带动作用袁并复制推广成功经验遥 构建与

国际高标准衔接的经贸规则体系袁提升国际经济合

作竞争新优势遥充分挖掘前海作为野特区中的特区冶
的价值作用袁加快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和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力度袁 深化拓展前海模

式袁探索在前海建设面向港澳全面深度开放的特别

合作区袁加快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袁着力

打造野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冶遥 同时以现代服

务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袁探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新模式遥 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袁探索

协同开发模式袁 创新科技管理机制袁 促进人员尧资
金尧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遥

渊二冤充分发挥核心引擎优势袁作为创新驱动的

先行者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核心引擎袁能
带动粤港澳科技创新资源向产业链高端集聚遥在经

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深圳应将着力

点和落脚点放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袁大力推

动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尧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尧深
圳产品向深圳品牌转变遥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各

种有利条件袁并完善相应配套政策袁尤其是对产业

政策尧技术创新尧专利转让尧金融支持和人员流动等

方面需要高度重视遥 速度终有上限袁 质量永无止

境遥 鼓励源头创新尧颠覆式创新尧引领式创新袁全面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袁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技术变革

和优化升级遥 探索从野比速度尧比规模冶到野比质量尧
比效益尧比结构尧比可持续冶发展的新路袁以转变政

府职能及简政放权为抓手袁 优化政府审批流程袁建
立高质量的法治供给体系袁实行更加开放公平的市

场准入制度袁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袁打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遥

渊三冤引领可持续发展新趋势袁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践行者

经济发展更强调质量和可持续袁深圳应完善生

态环境保护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袁把建设美丽深圳作

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目标遥 坚持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通过创新驱动

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袁确保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

落到实处遥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袁调整产业结构袁着力

发展既节约资源又对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遥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袁强化宽严结合的

督察执法体系袁 健全科学规范的环境标准体系袁建
立释疑解难的服务保障体系袁完善达标排放的企业

责任体系袁完善奖优罚劣的经济政策体系袁通过政

府引导尧企业主导和社会参与袁全面树立绿色生态

观念袁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长

效机制袁让美丽深圳水清天蓝地绿遥

渊四冤加强制度创新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

设高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深圳通过制度创新推

动粤港澳营商规则的对接袁发挥其在粤港澳体制合

作尧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遥 深圳在大湾

区建设中应结合改革创新实践袁需要用足用好特区

立法权袁完善和优化立法程序和机制袁做到科学立

法袁确保立法质量遥加强对执法机构的有效监督袁做
到公平公正袁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遥 增强全民法治

意识袁夯实全民守法的社会基础袁支持和促进舆论

媒体尧 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袁提
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遥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袁依法履

行政府职能袁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遥 结合机构改

革袁进一步完善尧优化政府职能遥 强化督查督办袁为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遥积极推动深港

澳司法交流合作袁在产权保护尧创新创业尧机制协

调尧商事审判尧涉外投资等方面先试先行袁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法治建设高地遥

渊五冤主动引领对外开放袁全力建设国际标杆城

市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袁更应该坚定文

化自信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袁全面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袁率先打造社会主义标杆

城市繁荣兴盛的城市文化和优越现代的城市文明遥
加强城市管理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文明实

践融入社会生活中袁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遥 继续

保持和发扬深圳原有海纳百川尧兼容并蓄尧不拘一

格尧开放多元的文化优势袁弘扬敢为天下先尧大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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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尧开拓进取尧踏实苦干的实干精神袁用来引领尧约
束尧激励市民的行为规范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袁大力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袁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遥 创造各

种有利条件袁 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

作袁联合打造大湾区文化品牌项目袁共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遥尤其是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青少

年的交流互动袁培养和增强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爱

国精神遥

渊六冤减少制度文化障碍袁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稳

定繁荣

深圳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历史机遇袁加强与港澳的沟通协调袁继续依托港澳尧
服务港澳袁对接野港澳所需冶与野深圳所能冶袁携手建

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遥切实发挥前海自

贸片区尧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合作平台作用袁提
升口岸尧轨道尧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袁
积极谋划深港口岸经济带遥 加强与香港尧 惠州尧东
莞尧广州尧澳门等城市联系沟通袁积极促进大湾区内

政策沟通尧产业协同尧人员流动尧资金融通和基础设

施联通遥稳步推进大湾区内科技合作袁积极引领野广
州原深圳原香港原澳门冶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遥 鼓励和

支持港澳同胞特别是港澳青年来深圳创新创业袁在
学习交流尧政策支持尧创业环境尧生活配套服务等方

面出台便利政策袁为其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条

件遥深港经济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消除了大湾区内的

制度文化障碍袁将有利于大湾区的稳定发展袁为港

澳地区继续繁荣发展提供坚实基础遥

四尧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是历史的选择

四十年来袁深圳成功地完成党中央交付的野窗
口冶尧野试验田冶和野先行者冶的重任袁已成为改革开放

最早尧影响最大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典范袁有力促

进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向前发展袁为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袁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遥 时下袁我国改革开

放进入野攻坚克难冶的关键时期袁各种矛盾尧问题日

趋凸显袁 其转型的复杂程度和艰巨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遥 国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袁 是希望深圳一如既往地当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者尧改革开放排头兵袁为新时代改革开

放探索新路[3]遥 面对中央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袁从
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袁深圳已经开启新征程遥 迈进

新时代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袁道路只有一条袁就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曰目标只有一个袁就
是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3]遥

渊一冤先行示范区的本质内涵

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冶由 3 个基本

概念组成袁即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冶尧野先行冶和野示
范冶袁三者构成一个指向明确的有机整体遥 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尧理论尧制
度尧文化袁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袁并随

着改革开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遥 野先行冶
是指先走一步袁敢闯敢试尧敢为人先尧勇于试错容

错袁在各方面率先突破袁为全国改革开放再出发探

索新路遥 野示范冶是指对先行目标的要求袁即先行结

果可复制尧可推广袁切实发挥深圳优势袁以高度的历

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袁做到野一马当先冶带动

野万马奔腾冶袁以一域服务全局遥
与 40 年前经济特区试验田作用相区别袁 新时

代国家支持深圳先行袁更多的是希望深圳尽快探索

出可复制的经验与可操作可落地的经验与举措袁为
新时代的建设提供现实路径袁向世界展现社会主义

标杆城市的光辉形象遥 总的来说袁深圳必须首先把

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冶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袁需要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遥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全方位尧全过程尧高标准发挥先行者优势和

示范引领作用袁 将符合深圳的实践和做法制度化尧
法制化尧普世化袁并向全国推广示范遥

渊二冤先行示范区的战略意图

深圳经济特区不负历史重托袁以敢闯敢为的改

革创新精神闻名于世袁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袁并在现代企业制度尧市场体系完善尧政
府职能转变尧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多方面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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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制度体系遥 目前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

成功袁进入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遥 纵观古今中外袁现阶段中国

已无现成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可供借鉴袁改革发

展面临更艰巨的挑战尧更复杂的问题尧更固化的利

益阶层尧更大的改革风险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袁野希望深圳市广大干部群众

继续解放思想尧真抓实干袁改革开放再出发冶[4]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目标不

同于改革初期的经济特区遥 经济特区体现的是面

对计划经济路子走不通情况下的一种探索和试验袁
具有被动性遥 先行示范区则是面临更高发展要求

且无先例可循尧无经验借鉴情况下的理论突破和大

胆尝试遥 试验田阶段引进尧吸收和消化西方已有的

成功发展经验袁先行示范区阶段前方是野无人区冶袁
没有合适经验可参考遥 理解国家建设 野先行示范

区冶的战略意图袁需要深圳面对野深水区冶尧野无人区冶
时以主动担当的历史责任感袁继续大胆闯大胆试袁
敢为天下先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曰 需要深圳周密谋划尧全
局考虑尧主动探索袁做好制度设计袁确保所有领域都

能全方位探索和均衡发展袁 并最终形成可复制尧可
推广的经验袁为我国创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城市范例袁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选

择提供中国经验遥

渊三冤先行示范区的目标取向

四十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使命主要是通过野先
行先试冶的实践推动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袁探索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

裕道路遥四十年后的今天袁深圳作为中国最典型尧最
成功的经济特区袁其野先行先试冶的实践则是在更高

起点尧更高层次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伟大目标袁即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尧建设创新

型国家尧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尧推动野一带一路冶倡
议实施的进程中继续发挥野排头兵冶作用袁在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和引

领辐射功能袁做到全方位尧全过程尧高标准的先行示

范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遥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打基础的关键时刻袁中央决定由深圳担

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角色袁
是中央对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的高度

认可袁也向世界宣示了继续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心遥
从过去的野单项冠军冶到争做未来的野全能冠军冶袁深
圳经济特区的探索和尝试逐渐从经济发展扩展到

政治体制尧法律制度尧社会治理等袁不断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深圳经验遥

五尧深圳的经验与启示

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试点城市钥 就经济发展成就看袁深圳在全国

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地位袁其发展理念尧创新发展

能力尧生态文明建设尧开放水平等均表现优异曰就文

化环境看袁深圳独特的移民文化使特区人具有敢想

敢闯敢干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不墨守成规尧大胆

创新的品质曰就发展意识看袁深圳提前布局尧超前发

展尧未雨绸缪袁前瞻意识非常好曰就发展机制看袁深
圳实行野大市场尧小政府冶发展导向袁市场机制与政

府作用有机配合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市场与

政府关系的典范遥

渊一冤历史贡献

1.探索了一种制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遥 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深圳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遥 究其根本原因袁在于深圳经济特区创造性

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

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袁率先探索并不断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而富有制度绩

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开放

及制度变迁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

中袁深圳经济特区不断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袁 率先实现从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

变袁成为改革开放的野先锋队冶遥 从探索建设经济特

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袁深圳一直先行先试尧一往无前袁对外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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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窗口冶功能袁对内发挥野试验田冶尧野排头兵冶尧野领头

羊冶作用袁为探索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良多遥
2.开辟了一条道路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遥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袁以
其自身实践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发展道路袁即实行对内改革创新尧对外扩大开

放袁成功闯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转型的改革之路尧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

的开放之路尧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

发展之路袁使国家由积贫积弱走向经济腾飞遥 新加

坡前资政李光耀曾说院野中国不能没有深圳袁因为它

是中国改革试验田袁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袁说明邓

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遥冶[5]从边

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袁深圳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

和野渐进式改革冶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袁它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西方道路袁又不同于

计划体制的前苏联模式袁也不同于中东欧转轨国家

和拉美转型国家的野华盛顿共识冶[6]遥
3.贡献了一种精神院敢闯敢试袁敢为天下先遥 深

圳人来自五湖四海袁因而深圳具有包容性强尧敢于

拼搏尧大胆创新尧追求卓越的精神特质遥 邓小平说院
野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冶袁野看准了的袁 就大胆

试袁大胆闯冶袁野没有一点闯的精神袁没有一点耶冒爷的
精神袁没有一股子气呀尧劲呀袁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袁
走不出一条新路袁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冶[7]遥 当内地还

在为野姓资姓社冶问题争论不休时袁深圳率先冲破思

想禁锢袁以思想大解放助推生产力大发展遥 毫无疑

问袁这是值得铭记的时代精神袁在荜路蓝褛中形成

敢于创新尧善于创新的精神,形成追求真理尧追求卓

越的品格袁 展现了中国社会的观念革新和思想解

放遥 正是由于有这么一批敢做改革路上野第一个吃

螃蟹冶的人袁深圳经济特区才会有野先行先试冶的实

践和野敢为天下先冶的勇气袁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遥
4.证明了一个道理院尊重人的自由发展遥 自由

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袁而且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

件遥 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袁也与社会发

展息息相关遥 由改革开放前的普遍贫穷到 40 年后

的较高生活水准袁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袁普通人一

旦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袁获得自由发展

的权利时袁整个社会就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和超乎

寻常的创造力遥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袁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应有之意遥 从亚当窑斯密

的叶国富论曳可知袁最能有效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式是

通过鼓励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袁改革开放

的深圳实践极大地调动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个体

的积极性袁并因竞争而创新尧发展遥 可以说袁有一分

自由袁就能释放五分潜力袁就能形成十分发展遥在我

们党的带领下袁 深圳特区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
开拓进取袁不断创新袁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遥
5.提供了一种模式院创新驱动未来遥 作为野中国

硅谷冶 的深圳实现快速发展的第一动力无疑是创

新遥 创新精神在 40 年奋发进取中深深植根深圳的

灵魂袁其发展历程印证了创新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源泉遥 作为从低端加工业起家的深圳袁在发展

过程中直面问题袁率先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袁对产业

发展进行超前布局袁并在法律保障尧制度支持和政

策引导等方面支持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遥优越的市

场环境尧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尧完善的供应链体系等

因素袁 为深圳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坚实基础遥
深圳举办高交会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打开了一扇

窗袁 这将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强劲支柱遥 华为尧大
疆尧迈瑞尧柔宇等一批企业构成深圳创新型企业雁

阵袁 其不仅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做出巨大贡献袁
而且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队遥深圳的

实践证明袁创新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和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保障袁 是打破传统要素成本约束的制胜法

宝袁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遥

渊二冤经验启示

经过 40 年发展袁深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野深圳

速度冶尧野深圳质量冶尧野深圳效益冶袁 在建立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为全国

提供了成功经验遥 深圳历经经济特区尧自由贸易试

验区尧粤港澳大湾区尧先行示范区袁其功能定位由改

革开放初期的突破口要要要野窗口和试验田冶到 90 年

代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要要要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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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冶袁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标杆城市袁
这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逻辑遥

1.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遥 作为改革开放的野窗
口冶和野试验田冶袁深圳坚持改革不停顿尧开放不止

步袁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袁从计划经济体

制束缚下突围袁 探索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

路院打破野铁饭碗冶袁实行奖金制曰引进工程招投标制

度袁实施土地拍卖曰建立劳动保障制度袁推行劳动合

同制曰推行企业股份制尧集团化袁设立证券交易所袁
实行金融市场化曰率先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袁
推动国有尧民营尧外资企业三足鼎立遥这些都昭示了

一个道理院 深圳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全面深化改

革尧持续扩大开放遥
2.高度重视创新创业遥 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深圳

保持敢闯敢干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不懈怠遥 从野三来

一补冶起步到高新产业主导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

际竞争袁为创新载体提升创新能级袁深圳始终坚持

创新引领发展遥 1979 年深圳建市时只是个落后的

边陲小镇袁2018 年 12 月福布斯发布野中国创新力最

强的 30 个城市冶榜单袁深圳位列榜首袁成为全球瞩

目的创新型城市[8]遥改革开放初期袁深圳充分发挥经

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袁 大办

野三来一补冶企业和野三资冶企业袁确立工业为主导的

外向型经济遥 而且深圳没有止步于此袁深圳努力突

破土地空间尧人口负担尧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力等

野四个难以为继冶问题袁通过野腾笼换鸟冶实现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袁从而有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遥
3.完善营商法治环境遥 对法治的敬畏尧对市场

的尊重使深圳形成了制度大于权力尧规则大于人情

的共识袁 造就了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遥 2018
年袁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尧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政府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袁在
被评估的全国 100 个地级以上市政府中袁深圳荣登

榜首[9]遥深圳走过了从依法治市到打造野一流法治城

市冶尧再升级到建设野法治中国示范城市冶的过程袁实
现法治与改革野同频共振冶遥 深圳充分运用野特区立

法权冶袁把好的经验和做法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袁不
断完善稳定尧公平尧透明尧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袁给投

资者吃野定心丸冶遥 深圳制定的叶股份有限公司条

例曳尧叶有限责任公司条例曳尧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

例曳和叶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曳等多部法规为自主创新

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遥
4.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遥 深圳在全国率先制定

野文化立市冶战略袁使文化成为城市凝聚力和创造力

的不竭源泉遥 特区发展史上诞生的一个个深圳观

念袁 为深圳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院野时间就是金钱袁
效率就是生命冶高扬效率的旗帜曰野鼓励创新袁宽容

失败冶让创新者敢闯敢试曰野来了就是深圳人冶凸显

海纳百川尧包容并蓄的理念曰野空谈误国袁实干兴邦冶
展现脚踏实地的态度曰野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

尊重冶倡导阅读尧崇尚文化遥而这些都是时代精神的

高度精炼和改革历程的生动注脚遥 纵览过往袁独特

的文化不仅锻造了深圳创新所需的企业家精神尧创
客精神和工匠精神袁还营造了支持创新尧包容失败

的人文氛围遥 今日深圳袁文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有

机构成袁更是引领和支撑遥
5.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遥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

来袁历届市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袁确保党始

终成为特区发展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遥从一个小渔

村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袁 深圳 40 年的沧海

巨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袁更是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光辉杰作遥从宝安撤县建市到深圳经济特区

的诞生袁从经济特区姓野资冶姓野社冶的争论到邓小平

南巡讲话的一锤定音袁从经济特区野要不要继续特

下去冶到中央明确提出野三不变冶方针尧再到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宣示野经济特区不仅要办下去袁而且要

办得更好冶[10]袁 党始终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和重

大历史进程中发挥总揽全局尧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遥 历史证明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深圳经济特

区改革开放各项事业过去尧现在和未来都取得成功

的根本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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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野four-in-one冶
Function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the Past 40 Years

LUO Qing-he, ZHANG Ch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August 26, 2020 will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Over 40
years, Shenzhen has been successively designated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 free trade zon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It has evolved from a 野window and experimental field冶
in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to a benchmark for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1990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system), and then to a benchmark for an international c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XI Jin -ping, which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As the 野window冶and 野experimental field冶of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im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explore a new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at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enzhen爷s
Qianhai District of China (Guang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was established when China comprehensively deepen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aims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It is a well-rounded
experiment initiated by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it can be called an upgrade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t presen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designated Shenzhen as a pioneer
demonstration zon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dowed Shenzhen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at a higher level and with a higher goal, continu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ist road and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from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o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n to the Pioneering Demonstration Zon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llustrates the deductive logic of the path and goal of China爷s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free trade zon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曰 four zone super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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