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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畔，南头半岛。昨天与今天在这里
交汇——

东岸蛇口，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犹如
惊蛰春雷，经济特区从这里启航；

西岸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成为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桥头堡”。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靓丽名片。改
革开放以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个
经济特区相继建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
篇章，成就举世瞩目。

“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
更好、办出水平”——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
话语，宣示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特区从更高起点上
再出发，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
征程上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再创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书写新时代的传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实现新飞跃，深
刻昭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

深圳前海！
走进绿意盎然的前海石公园，在波浪标图

的通道尽头，矗立着一块宛如“扬帆启航”造型、
镌刻有“前海”两个大字的巨石。

磐石搏浪，风帆高扬。
“这次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中国

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2年 12月 7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来到深圳前
海。

前海石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号召，并深情寄语前海：“精耕细作，精
雕细琢，一年一个样，一张白纸，从零开始，画出
最美最好的图画。”

2018年 10月 24日，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来到前海。

昔日滩涂，已是一派勃勃生机：200多座拔
地而起的高楼不断改写着天际线……

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海建设者和见证者代表同
话沧桑巨变。他指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道路是
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再接再厉。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今天的前

海，不断阔步向前。
2013 年以来，累计新增注册企业 17.3 万

家，企业年增加值增至2288亿元，年税收超428
亿元，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560项，今年上半
年进出口总额逆势增长 21.4%……一个个数字
印证着这片热土的生机活力。

前海，正是新时代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一
个生动缩影。

一次厦门、两次深圳、两次珠海、三次海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到经济
特区考察，始终关心经济特区的改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中央深改委会议等研究部署相关重大发展
战略，多次在关键节点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从战
略和全局高度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领航导向。

2018年参加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好经济特区的示范带动作
用，殷殷关切寄托着对经济特区的深情厚望。

经济特区，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不同
寻常的分量。

历史的镜头拉回40年前，当时中国正徘徊
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

1979年，习仲勋等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
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举
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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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中国也由此展开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画卷。

1988年，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
济特区设立。

改革开放春潮滚滚、势不可挡，蕴藏在亿万
人民中的活力充分释放，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
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
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必由之路。”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隽永深刻、高瞻远瞩。

在那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深圳莲
花山公园，种下一棵高山榕。

矗立有邓小平同志铜像的深圳莲花山，是
深圳人、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一座

“高峰”；不远处的仙湖植物园里，1992年再次
来到深圳的邓小平同志，也种有一棵高山榕。

两棵高山榕，传唱着春天的故事，续写着特
区发展传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开启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则划时代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以 336项重要改革举措为经纬，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
段，经济特区也迎来新发展、实现新飞跃。

一个个重要时刻，标注着经济特区再出
发——

2015年 4月 21日，广东、福建自贸区同日
挂牌成立，前海蛇口、珠海横琴、厦门等自贸片
区迎来新机遇。

2017年 7月 1日，香港。
在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吹响了打造国际一
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号角”。

2018年 4月 13日，海南。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经济特区
新的战略定位，提出新的历史使命，并宣布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

2019年 7月 24日，中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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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赋
予深圳更高的国家使命。

……
在新的更高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赋予经济特区新的重大使命，为新时代中国
改革开放再出发擘画宏伟蓝图、注入强大动力。

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华秋实。
增长近1.4万倍！这是40年深圳经济总量

的惊人一跃。从 1979 年地区生产总值不足 2
亿 元 ，到 2019 年 的 2.69 万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1.6%。

“全世界超过 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
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曾如
此评价。

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三大经济特区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占 广 东 省 比 重 从 6.4% 提 高 到
30.7%；厦门去年近6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
实现近千倍的跨越，人均GDP首超2万美元；作
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实现跨越式发展，
正加速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

经济特区不辱使命”，“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
总书记就经济特区的讲话，如春风化雨，让经济
特区再出发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

持续引领风气之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谋划、部署和推动下，不断开拓创新的
经济特区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的生动写照

北起羊台山，南入深圳湾，全长13.7公里的
大沙河曾是南山区的臭水河，如今逆袭成了深
圳新晋“网红打卡地”：

沿河而下，水清岸绿、白鹭翻飞；腾讯、中
兴、大疆等上百家高科技企业汇聚成“创新大
道”，串联起粤海街道、大学城、深圳湾超级总部
基地等城市“创新名片”……

一条大沙河，一个南山区，正是今天深圳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从当年“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
路”，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使命
的深圳探索实践，成为推动今天经济特区步入
新发展阶段的生动演绎。

一部深圳史，一部特区史，就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新境界的实践明证。

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悉心指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无
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
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特区始终站在改革
开放最前沿，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成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动写照。

始终秉持改革精神，这是实现经济特区跨
越式发展的根本所在——

“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
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
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
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2018
年，再次来到深圳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如今，在深圳企业登记审批有多快？几十
秒内！

去年 9月，深圳市瀚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领取了首张“秒批”企业营业执照。这一局部试
点的改革举措，今年已在全市复制推广。

曾经，“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令世人瞩

目；而今，“三天一制度”的深圳新效率，成为经
济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注脚。

改注册资本实缴制为注册资本认缴制；压
缩90%的社会投资审批事项；敲响全国“农地入
市”第一拍……今天的深圳拥有 343万户登记
商事主体，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大胆闯、大胆试，经济特区不断跑出优化营
商环境的“加速度”。

鹭岛厦门，早在2015年就率先在自贸试验区
推行“三证合一”改革，随后厦门经验推向全国，“三
证合一”演进为涉及几十个部门的“多证合一”。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评估、98%的审
批服务事项实现“一趟不用跑”、近三年新增商
事主体年均增长达 20%以上……今天的厦门，
对标新加坡等国际营商环境一流城市，正以营
商环境倒逼改革，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大
步向前。

在持续开放中放眼世界，这是经济特区实
现繁荣发展的关键——

2015年 9月 23日，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
商用飞机制造厂。

正在美国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往
事。

“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的常务副市长，分
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它的初创
阶段。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
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
架飞机……”

厦航的诞生，是中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
初步尝试。对厦门而言，它为经济特区的对外
开放，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如今，厦航机队规模超过 200 架、总资产
500多亿元，成为中国民航唯一连续 33年盈利
的航空公司，是飞向世界的厦门新名片。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
颜。”2017年 9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出
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向全
世界推介这座开放之城：“厦门自古就是通商裕
国的口岸，也是开放合作的门户，正所谓‘厦庇
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开放，是经济特区与生俱来的气质，更是新
时代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由路
径。更高水平的开放，让新时代的经济特区不
断焕发生机活力。

就在国庆前夕，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
线——洋浦-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航线正式开
通运营，标志着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
港建设开始从“近海”迈入“深蓝”时代。

（下转第六版）

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奇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经济特区发展纪实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领军人物
（按姓氏笔画排序）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物
（按姓氏笔画排序）

河南省中小学生中医药研学十佳示范基地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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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姓 名
王广宇
王文义
王永伟
王旭照
王建峰
王喜森
王新炎
毋军旗
古天生
石胜勋
朱三国
朱婧源
任之有
刘宗峰
许 诺
孙国栋
孙 鑫
阴书卷
李西尧
李保林
李勇超
汪大宏
汪镖飞
宋明桂
张六霞
张红瑞
张 康
郝占超
郜龙蛟
徐振国
郭玉强
郭新富
康应武
彭 涛
董诚明
韩亚伟
翟刚子
熊念兵
樊留拴

单 位
河南广宇集团 河南庚贤堂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文医堂药业有限公司
华夏健康集团
洛阳君山制药有限公司
桐柏县沁园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本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龙凤园实业有限公司
唐河县昀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森源祥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丰惠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虞城县虞玫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温县农业农村局
禹州市农源种植合作社
中共虞城县界沟镇委员会
息县息哈哈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大美连翘有限公司
河南鑫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
卫辉市鑫福林卫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科技学院
信阳羚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陕州区顺天中药材合作社
禹州市森茂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舒尔康艾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中药材生产办公室
河南天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虞城县红影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怀庆府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百泉药都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宁竹药业有限公司
卢氏县农业农村局
河南中医药大学
虞城县人民政府
洛阳翼展药业有限公司
光山县淮河源林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嵩县源生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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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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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姓 名

王 飞

王良富

王 莉

方国钦

付胜录

刘守华

刘凯明

汤士武

李明军

李建军

李寅超

李瑞东

杨文成

张乐营

张 梅

尚惠香

孟雪丽

赵 薇

郝洪波

胡喜巧

钟 华

祝二叩

黄 杰

逯安新

雷卫玲

雷继昌

简在友

阚青群

单 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南阳东仑生物光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大别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方城县众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安县茂恒种植专业合作社

夏邑县鸿强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集锋实业有限公司

杞县汉儒雍草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药学院

卢氏县瑞东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云台山医药集团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焦作市龙凤园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福瑞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五垛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科技学院

平舆县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夏邑县佳禾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召县中药材开发办公室

禹州市孙思邈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野县雷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禹州市小吕镇人民政府中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

河南科技学院

唐河众创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编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示范基地名称
杞县板木乡柳庄屯地黄示范种植基地
河南福瑞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召县五垛源濒危中药材资源保护扩展繁育基地
河南领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仲景宛西制药中华医圣苑
卢氏县双龙湾旅游度假区
洛阳君山制药百草园
卢氏县瑞东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医药研学基地
河南省济华中医馆有限公司
洛阳市寇店镇大谷田园
新密大隗山原生态旅游度假区
河南省匠艺艺术研究院中药材种植及研学基地研学营地
河南省奥林特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招生考试学术交流中心
新县搜斛农业余河铁皮石斛种植示范基地
淇县灵丰果业专业合作社
河南庚贤堂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博物馆+河南中药植物园
郑州豫见樱桃沟百草影视研学基地
河南联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县丹江大观苑中小学生中医药研学观光实践基地
尉氏县世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药用植物园
漯河市金秋十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脉黄帝内经文化发展中心
怀山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大怀药研学基地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长垣分院试验示范基地
信阳羚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中药材种植养殖示范基地）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伏牛山源生百草园
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优质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青蒿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虞城县虞玫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学实践科普教育基地
济源市冬凌草规范化种植研学基地
焦作市云台山医药集团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龙凤园实业有限公司怀药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
河南太公湖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大别山道地中药材科普培训基地
河南省白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禹州市孙思邈国医馆有限公司

首届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2020）年度大奖评选及展览表彰宣传活动启动

参与方式：

详情请关注“28号”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

“点赞中药”按钮进入活动展示平台；或者直接

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官方展示平台。

活动咨询电话：18768890178（同微信）

为深入贯彻《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认真实施《河南
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精神，加强中药材
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及仿生栽培，围绕河南道地药材重点品
种规划建设豫产道地药材基地，支持河南优质中药材生产
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巩固脱贫
成果，促进县域经济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真正地为河南省从

中药大省向中药强省迈进助力加油。经 2020 河南（郑州）
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组委会、河南日报社、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河南省中药材协会研究决定，组织开展“首届河南省中
药材产业发展（2020）年度大奖评选活动”。现将评选名单
公示如下（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十大种植养殖基
地不参与网络投票）：请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支持并予
以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