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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孙飞 吴茂辉

付敏 何欣荣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 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

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以

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作出更大

贡献。

五大历史性跨越书写
中国发展奇迹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

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

纸上的精彩演绎。”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现

场参加庆祝大会的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感触颇深。

他清楚记得，1982年，18岁的自己怀

揣建设中国第一高楼的梦想，挤上南下深

圳的绿皮火车。当走出火车站后，看到的

场景却让他略感失落——低矮的楼房、泥

泞的道路、简陋的工地……

“万丈高楼平地起。”陆建新说，在党中

央领导下，几十年来，我们苦过、累过、哭

过、笑过，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一座奇迹之

城。

奇迹之城，名副其实。习近平总书记

用五大历史性跨越，标注深圳40年的华丽

蜕变，展现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没有深

圳，就不会有比亚迪。”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传福说。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中国改革

友谊奖章获得者斯蒂芬·佩里感慨，40年

来，深圳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展示现代中国

的一个窗口。世界对深圳崛起成为“创新

的领跑者”尤为惊叹。

不只是深圳。几十年来，珠海、汕头、

厦门、海南经济特区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经济社会发展都

取得巨大成就。

“经济特区发展奇迹是中国发展奇迹

的一个缩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

研究员张燕生说，这些历史性跨越让人们

有足够信心展望更多“春天的故事”。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

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十条宝贵经验必须长
期坚持不断丰富

历史，总能不断给人镜鉴与启迪。深

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来，不仅付出了艰辛

努力，创造了伟大奇迹，更积累了宝贵经

验。

“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必须’总结出

十条宝贵经验。这十条宝贵经验是我们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认

识的深化，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

中心主任陶一桃说，“必须倍加珍惜、长期

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参加庆祝大会的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常

委、副区长董依雯认为，十条宝贵经验是总

结更是启示，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在新起点上，浦东要继续闯、继续试，

在更深层次推进改革创新、更高水平扩大

开放上勇当开路先锋。

“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

权。”厦门市湖里区区委书记龚建阳说，要

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湖里

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中心城区，在民生

方面必须先行示范、树立标杆，下大力气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将改革红利转化成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企业同

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大集团董事长熊

建明说，作为国内智慧节能建筑设计施工

领域的龙头企业，方大将坚持自主创新与

协同创新相结合，不断加大科研投入，以科

技为产品赋能，为未来开路。

在更高起点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的重大历史关

口。

横向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

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纵向看，“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将启

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中国迈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

“总书记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

面扩大开放，对海南自贸港建设也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科技发展部副主任郑世普认为，海南

应着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机衔接，推动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

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说，未来平安

将继续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创新进取

的精神，持续推动“金融+科技”“金融+生

态”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

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周颖刚

注意到，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

世界发出“中国之约”。

“几十年来，中国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

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周颖刚

说，这生动揭示了“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

国好，世界会更好”的道理。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个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中国，将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

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1980年到2020年，40年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都市，

深圳奇迹般崛起于中国南方，绽放夺目光彩。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科技改变生产生活，并影响各

行各业。当数字技术加快赋能金

融业，新型金融业态蓬勃发展，成

为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

贴近社会、源于生活、聚焦痛

点，更加个性化、智能化和场景化，

新金融服务为人们带来新体验。

当金融与科技持续深入融合，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又将感受到

哪些新变化？

理念之变：

回归服务本源

卫星遥感与农业信贷结合、人

工智能加快保险理赔速度、区块链

技术解决中小企业跨境贸易信任

问题……日前在上海举办的“外滩

大会”上，不少金融新科技让人眼

前一亮。

数据体量、服务质量是金融业

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未来竞争

的制高点。当前，金融业积极拥抱

数字化转型，把新金融作为强劲的

业务引擎。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新金融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中

心，即从过去的人、企业找“资源”，

转变为让“资源”找人、找企业。依

托数字技术，新金融服务将精准匹

配受众需求。

“过去”到“现在”的变化，折射

金融服务理念之变。新金融，聚焦

的是延伸金融服务半径，让更多人

享受到高品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走进平安银行位于深圳平安

金融中心的智慧网点，工作人员手

持 iPad就可以完成从到店接待、一

键下单和智能双录等全流程服务；

机器人服务员可以办理激活信用

卡、预约外币等 22种常见业务；智

能 ATM，直接刷脸就能取款……

科技感十足，又透着温馨。

“新金融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

科技手段将金融服务做到极致。”平

安银行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支行行长

穆雪莲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

银行，让我们更了解客户需求，可以

为他们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表示，在科技力量驱动下，金融

业发生积极转变，持续深耕实体经

济，关注民生，不断回归服务本源。

聚焦痛点：

有效纾困解难

“太快了，不到3分钟就批了。”

今年年初，广东省惠州市升华工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刚提交完材料，就

收到了工商银行112万元的无抵押

融资授信。

从申请到审批，一次银行没跑

就把款贷下来了。让中小企业主

融资体验大为改善的是今年年初

上线的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

台。这一平台着力破解信息不对

称难题，为企业提供多维度商业信

用画像，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速度的背后，是科技的创新力

量。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技

术支持方——金融壹账通董事长

兼 CEO叶望春表示，通过运用区

块链技术，平台建立了信息共享、

隐私保护和互信机制，企业信息真

实不可篡改，金融机构也能依法依

规对企业信息进行查询，信息透明

度提高，银行才敢于放款。

聚焦痛点，疏浚堵点，科技正

在重塑金融业。光大银行将互联

网、大数据和信贷业务有效结合，

让缺少抵质押担保而难以获得融

资的小微企业更易获得金融支持；

建设银行通过组合工商、税务、电

力等多维度信息交叉验证，对小微

企业进行立体式全息画像，增加贷

款额度……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

向实体经济。

“新金融的一个关键是普惠共

享。”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

表示，科技赋能金融，产生了业务

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让金融活

水流向最需要滋润的地方。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8月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30.8万亿元，是2017年末的1.26
倍；支持小微经营主体 3062万户，

是2018年末的1.43倍。

“运用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

融，是金融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

只有全面推动金融科技发展，金融

业和实体经济才会真正强起来，才

能有效实现经济发展格局转型。

把握平衡：

创新更需防风险

正在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一大看点

就是提请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草案就个人信息保护提出

明确要求，并设置严格的法律责

任，引发广泛关注。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

深入融合，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

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问题

比较突出。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

型行业，尤其要把握好创新和防风

险之间的平衡。

记者测试发现，部分银行App
涉嫌过度索权导致泄露信息风险

上升。其中，多家银行App存在不

同程度“诱导”用户授权获取手机

信息权限，如不同意隐私条款则不

能继续使用，且此类授权属于“一

次授权、长期有效”，后期再使用

时，系统不再提示授权。

一家银行的风控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一些银行与行业企业合

作，将金融服务与百姓日常消费、

出行、社交等相连接，拓展了服务

空间。但由于用户信息同步向合

作机构开放，缺少有效约束，泄露

信息风险不容忽视。

“用户隐私及数据信息安全是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也是监管重点。”中国人民

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

表示，金融科技要想持续健康发

展，就要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等问题。

杨东认为，在激发数据生产要

素潜力的同时，金融机构要切实履

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主体责任。

同时，应创新监管方式，在传统金融

监管维度基础上加之以科技维度，

推动金融与科技良性互动，有效防

范风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

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成为疫情打击之下唯一一个实现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诸多考

验，中国经济展现领跑之势，彰显了巨大韧性和活力，也将为全

球经济重新走上正轨注入信心和动力。

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率先重启，首先得益于快速打赢疫

情阻击战。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坚定果断措施防控疫情，取得了抗疫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下半年以来，中

国在消费、工业生产、出口等领域的指标不断向好。刚刚过去

的黄金周假期，中国亮眼的旅游和消费数据令世界瞩目。事实

证明，中国科学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经济复苏态势愈加稳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帮助中国经济相对较快复苏。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明年将加快至8.2%。

面对疫情考验，中国保持强大政策定力，扩大开放的步伐坚

定不移。从广交会到服贸会，再到即将举行的进博会，从外商投

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到不断扩大金融开放，再到设

立新的自贸试验区……中国一次次架起扩大对外合作的桥梁，一

次次释放追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号。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为契机，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努力谱写更

多“春天的故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如今，中国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复苏的“中国工厂”和中国市场

必将助益全球产业和贸易。今年第二季度，遭受疫情重创的全

球汽车产业，在中国市场逆势恢复销量增长。得益于中国的重

要贡献，全球贸易自6月份起复苏。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主席

优素福·贝尼安说，中国经济快速“回暖”，“将为促进世界经济

复苏作出重大贡献”。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率先复苏的中国，将始终顺应历史的潮流，坚持互

利共赢，坚持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让中国发展

更好惠及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当金融遇到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 评论

深圳特区四十年

中国经济
展现领跑之势的大逻辑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