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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再出发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暨 “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４０ 周年” 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双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联合主办ꎬ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社会科学部和深圳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 “改革开放再出发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暨 “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４０ 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

副主任龚云研究员和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陶一桃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ꎬ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部主任田启波教授主持开幕式ꎮ 来自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和新闻媒体等单位的近 ５０ 位专家

学者参加了研讨会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ꎮ
１.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４０ 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及其经验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ꎬ 深圳经济特区 ４０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ꎬ 积累了宝贵经验ꎬ 这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富于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精神所取得的伟

大实践成果ꎮ
龚云在主旨报告中指出ꎬ 深圳经济特区 ４０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理论在深圳这片

土地上的伟大实践成果ꎬ 而且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

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指导作用ꎮ
陶一桃认为ꎬ 深圳经济特区 ４０ 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主要有: 党中央强有力的支持ꎻ 坚持改

革的市场经济方向ꎻ 坚持 “以开放促改革” 的改革路径ꎻ 尊重与促进人的解放ꎻ 充分发挥 “举国体

制” 的优势ꎻ 解放思想ꎬ 敢于创新ꎬ 营造宽松、 包容、 自由、 分享的文化环境ꎻ 走向全面发展是实

现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ꎮ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辉教授表示ꎬ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成功案例ꎬ

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ꎬ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ꎬ 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ꎬ 促进深圳与香港、 澳门融合发展、 相互促进ꎮ
深圳市委党校王连喜教授指出ꎬ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４０ 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ꎬ 是多方面原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ꎬ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充分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ꎬ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ꎬ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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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与坚定 “四个自信”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ꎬ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对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示

范意义ꎬ 成为集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鲜明注脚ꎮ
陶一桃认为ꎬ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与成功ꎬ 很好地展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ꎬ 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ꎮ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 团结奋进ꎬ 不断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ꎮ
南方科技大学李翔教授认为ꎬ 理论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ꎬ 源于理

论创新和理论自觉ꎮ 深圳经济特区所呈现的勃勃生机ꎬ 从实践上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ꎻ
而随着经济特区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ꎮ
在当代中国ꎬ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ꎮ 我们要以巨大的理论勇

气推进理论创新ꎬ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ꎮ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唐昊教授认为ꎬ 制度自信源自制度的先进性、 制度创新和制

度自觉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们以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为发端ꎬ 经过艰难探索ꎬ 确立并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ꎮ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ꎬ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ꎮ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胡海波教授认为ꎬ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ꎮ

坚定文化自信ꎬ 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源于革命文化ꎬ 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源于借鉴和吸收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ꎮ ４０ 年来ꎬ 深圳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ꎬ 逐渐形成了创新型、 智慧

型、 开放包容型的特区文化ꎬ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缩影ꎬ 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自觉的

很好例证ꎮ 在新时代ꎬ 深圳要坚定文化自信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作出新贡献ꎮ
３. 新定位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ꎬ 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寄予厚望ꎮ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 呼唤新

作为ꎮ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ꎬ 要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ꎬ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ꎬ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ꎬ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龚云指出ꎬ 深圳由经济特区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ꎬ 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

历史使命ꎮ 深圳一定要抓住这一重大机遇ꎬ 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

面扩大开放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更好发挥重要引擎功能ꎬ 持续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路径ꎬ 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ꎬ 谱写更加豪迈壮丽的新时代乐章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郑承军教授指出ꎬ 深圳的先行示范归根到底就是在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的示范ꎮ 深圳的示范是中国韧性的集中体现: 这种韧性是政

治上的韧性ꎬ 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灵活性、 稳定性ꎻ 这种韧性是经济上的韧性ꎬ 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具有潜力足、 回旋余地大的优势ꎻ 这种韧性是文化上的韧性ꎬ 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是中国

人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ꎻ 这种韧性还是科技竞争上的韧性ꎬ 科技是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ꎬ
中国一向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战略位置ꎮ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为理研究员指出ꎬ 深圳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四个

问题: 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问题ꎬ 如何给其他城市和地区做好标准和示范事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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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前途ꎻ 二是未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动力问题ꎬ 主要取决于改革和创新这两个关键要素ꎻ 三

是深圳发展的空间问题ꎬ 深圳的城市发展空间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ꎬ 而且体现在发展的多元化上ꎬ
这要求深圳着力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ꎻ 四是深圳发展的文化问题ꎬ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持

久动力ꎬ 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ꎬ 深圳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ꎮ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双印教授指出ꎬ 针对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新定位、 新使命ꎬ 要有新担当、 新作为ꎬ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ꎬ 大胆创新ꎬ 破解前进发展中

面临的困境和难题ꎬ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ꎻ 继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ꎬ 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ꎬ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ꎬ 必

须深入学习和领会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科学理论体系ꎬ 不断开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局面ꎮ
龚云强调ꎬ 新时代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与实

践逻辑ꎬ 深谙其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时期ꎬ 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ꎬ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ꎬ 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尽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从而有力回答历史之问、 时代之问、 人民之

问、 实践之问ꎬ 为推动世界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ꎮ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社欣教授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

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ꎬ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ꎮ 要认

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ꎬ 领会其精髓ꎬ 并在其指导下全面

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ꎮ
深圳市委党校孟伟教授指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人民之学” “初心之学”ꎬ

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地位ꎮ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ꎬ 面临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考验ꎮ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归根到底就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ꎮ 只有在人

民广泛参与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ꎬ 才能坚持、 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ꎮ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守奎副教授指出ꎬ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４０ 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的题中之义ꎮ 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践、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实践

紧密结合起来ꎬ 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ꎬ 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ꎬ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ꎬ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进ꎮ
经过广泛深入的研讨ꎬ 专家学者达成如下共识: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４０ 年来创造了伟大奇迹ꎬ 积

累了宝贵经验ꎬ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 坚持创

新是第一动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是重要原因ꎻ 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使命ꎬ 深圳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精神ꎬ 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ꎬ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全面深化改革ꎬ 全面扩大开放ꎬ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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