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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简 报

4 组数据折射深圳经济特区 40 年发展
不断长出“春笋企业”。腾讯、中兴、迈
1206 个公园：推窗见绿美如画，绿
208 万名志愿者：
激活社会治理“能量”
瑞、大疆……如今，一批科技巨子已从深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圳走向世界。众多企业此起彼伏推出新技
“来了就是深圳人”后面还有一句话：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术、新产品，形成“百万雄师过大江”的
截至目前，深圳已建成各类公园 1206 “来了就做志愿者。
”
而兴。回望 40 年，这座城市带给我们太多 竞争创新局面，不断显现创新“规模效 个，提前完成“千园之城”建设目标。
从不到20人的“小鲜肉”发展到208万人
的激动、温暖与期待。从 4 组重要数据， 应”。
不少市民开玩笑，不到 2000 平方公里 的“大块头”
，随处可见的“红马甲”们，为这
我们可以感受到“创新之城”与众不同的
的深圳，已分不清是“城市建了很多公 座城市烙下“志愿者之城”的印记。这里，不
4.9%研发投入占比：解决“卡脖子”
城市气质和时代脉动。
园”还是“公园里建了座城市”。
仅有快速发展的深圳速度、科技创新的深圳
问题，必须坚持再坚持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 高度，还有文明蔚然成风的深圳温度。
6 个 90%：创新密码是企业，改革激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院长郭万达说，美好环境得益于产业创
1989 年，一条由 19 名爱心人士轮流接
发“生命力”
4.9%左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全球率 新、制度创新。高附加值、绿色、低能耗 听的“为您服务”热线电话，成为“志愿
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 先实现 5G 独立组网全覆盖，高新技术产业 的绿色经济体系，严厉“红线”、严格考核 者之城”的萌芽，年轻的来深“弄潮儿”
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 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广东省省长马 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使深圳“生态红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了寻求帮助的途径。
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 兴瑞近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利”持续释放。
“电话白天是深圳团市委权益部的办公
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
研发投入比重，是重要的科技实力、
今 年 44 岁 的 加 里 来 自 美 国 洛 杉 矶 ， 电话，晚上就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当时参
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 潜力评价标尺，如今深圳已与以色列相当。 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和舒适的自然 与电话热线服务工作的巫景钦回忆说，一
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几何时，深 环境，让他决定定居这里。2009 年，他专 些企业员工遇到困难时无处申诉，由深圳
研究深圳的学者，无不关注这一独特 圳企业多以“三来一补”为主。
门编写了一本导游手册，介绍深圳的公 团市委权益部牵头，巫景钦与其他 18 位青
的创新现象——6 个 90%。尊重企业的创新
1991 年，李西廷和同事成立迈瑞医疗， 园。“深圳在保持自然环境和美丽绿化的 年组成了第一批志愿者队伍。
主体地位，是这一现象的基本逻辑。
资金紧张、人员不足，一开始主要代理医疗 同时，发展速度和建设成果令人惊叹。”
2011 年，深圳举行的第 26 届世界大学
企业是创新之母，企业创新需要良好 器械贸易。如果继续做风险低、来钱快的医 他说。
生运动会，带动大量社会力量加入志愿者队
疗器械代理，迈瑞也能“过得很滋润”；但
的环境。
山 海 连 城 ， 是 深 圳 的 最 新 生 态 规 划 伍。大运会时成立并保留下来的志愿服务 U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样解释当初为何 没有核心技术，可能被“卡脖子”
。
“施工图”
。
站，此后成为深圳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
李西廷下定决心搞自主研发。“科技企
选择在深圳创业：1987 年这里出台的文件
楼影入水、蜿蜒清澈的大沙河犹如
深圳积极发挥志愿服务在参与社会治
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就不 业必须自主创新，不能看什么赚钱就干什 “城市项链”穿越城区，一路奔流入海。其 理、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值守治
么。”李西廷说。
会创建华为。
中一段河道是深圳赛艇和龙舟运动的热门 水U站、沿河巡查排污、监测水质预警……
如今，迈瑞医疗已走过近 30 年的自主 水域，在这里荡起双桨，仿佛瞬间逃离了 这是志愿者河长石兰涛的一天。在深圳，
从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
资制度等诸多“第一”
，到近期的企业“秒 研发之路，监护、除颤、麻醉、超声等产 城市的喧嚣。难以想象，全长 13.7 公里的 像石兰涛这样的志愿者河长有 702 人，在
批”系统上线，深圳优化营商环境的改 品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球前六、中国前 大沙河 5 年前还是让人避之不及的“臭水 他们的引领下，参与治水工作的“河小
三。2020 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迈瑞医疗研 河”
革，一直在路上。
。
二”志愿者超过 10 万人。
一 位 深 圳 上 市 公 司 负 责 人 说 ， 深 圳 发费用 9.03 亿元，同比增长 28.07%，研发
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周保
“深圳志愿服务已经不限于基础性的公
“营商环境令企业觉得舒适，政府就像空 费用占总营收比重约为 8.55%。
民表示，南山计划建设一条长 15 公里的绿 共服务，
‘志愿者之城’建设最终指向社会
“愿你继续创业创新 100 年！”一位媒 道，串联大沙河和大小南山，形成一个贯 共识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气，平时没感觉到存在，需要的时候又无
处不在”
。
体人近期对深圳的期待，引起不少网友共 穿全区、拥有山河湖海景观的长约 50 公里 最广泛传播和普及。
”共青团深圳市委书记
制度改革“营养”浇灌的肥沃土壤， 鸣。
的运动路径。
方琳说。 （新华社深圳 10 月 14 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 飞

一组图，教你反间谍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迅雷-2020”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渗透破坏活动，侦破数百起间
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雇用人员，打掉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
国家安全和利益。在生活中，遇到间谍该怎样应对？下面跟随一组图了解一下。
（央视新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4

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国旗法修正草案、国徽
法修正草案、选举法修正草案、长江保护法草案等

●香港特区立法会新一个立法年度的首次会议

14 日举行，会议进行了多项法律条例草案的辩论

●根据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的统计公报，

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3 岁，主要
健康指标总体位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荷兰首相吕特 13 日晚宣布，荷兰从 14 日 22

时起实施为期至少 4 周的“局部封禁”

●古巴政府 13 日宣布包括取消双轨制货币和

汇率体系在内的货币改革初步计划

●阿富汗国防部 14 日证实，阿南部赫尔曼德

省 13 日夜间发生一起两架军用直升机相撞事故，
造成 9 人死亡

●世界贸易组织 13 日发布欧盟诉美国大型民

用飞机补贴案贸易报复水平仲裁报告，裁定欧盟可
对美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①） 大家为深圳经
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
的成就感到自豪，纷纷表示，
要发扬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精
神，坚持改革开放，奋力谱写
新时代美丽焦作新篇章。
各县 （市） 区、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及时向各单位下发
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全体人员收
听收看大会盛况。市市场监管局
机关干部职工、市卫生健康委班
子成员和干部职工集中观看了大
会盛况，大家表示要发扬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务实求新、攻坚克难的精
神，履职尽责保民生安全，扛牢
疫情防控责任。
市科技系统党员干部在全
力筹备我市首届院 （校） 地科
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
的同时，通过网络平台收听收看
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坚
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永葆“闯”
的精神、
“创”的劲头、
“干”的
作风，努力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
国家的伟大奋斗中，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
体育局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表示，
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推动焦
作体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
向世界展示了‘深圳速度’‘中
国速度’
，我们要将先进经验运
用到中轴集团的发展中，抓住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机
遇，充分利用好市委、市政府
的惠企政策，依靠技术研发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全力建设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
件和成套装备机械生产基地，
打造和谐科学快速发展的企业
集团。
”河南中轴集团公司总经
理马硕哲深有感触地说。
国家电投沁阳发电分公司
生产管理党支部书记贺胜利
说：“深圳经济特区用 40 年时
间从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
市，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奇
迹，积累了丰富宝贵经验，值
得学习借鉴。我们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借鉴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
经验和创新实干精神，扎实做
好工作，抓好节能减排，确保
发电机组高质量运行，创造绿
色能源，倾力奉献社会。”
（本报时政新闻采访部记者
集体采写）

（上接第一版②） 孟州轨道工程
职业学院项目等一批投资达百
亿元的重大独资或合作项目将
完成签约。
“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人
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二者是孟州
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孟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吕沛表
示，
下一步该市将坚持以科技强
产业、以创新增动力，进一步深
化院（校）地科技合作及招才引
智成果，提升院（校）地合作成
效，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孟州转
化、更多优质项目在孟州落地。

（上接第一版③） 其中 1 个基层
院由全市落后院进入先进院行
列，先后被省院和市委主要领
导批示表扬。
全市检察系统开展为期三
年的“业务大学习、岗位大练
兵、技能大竞赛”活动。每季
度由市院党组成员带队，对各
基层院“学练赛”开展情况、

取得成果进行督查和现场观
摩，成绩计入年终绩效考核。
同时，积极搭建“检校合作”
平台，与河南理工大学联合建
立“焦作市公益诉讼研究中
心”
，强力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
业化水平，所辖基层院办理的
多起公益诉讼案件被高检院、
省院评为优秀案件、典型案件。

（上接第一版④） 各部门高效配
合，全力保障活动顺利开展。
活动当天，秋雨萧瑟，但该
公司的“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
队”将温暖送到基层的热情和
决心丝毫不受影响。在南保封
村村委大院内，
“焦裕禄共产党
员服务队”的供电服务人员摆放
宣传展板，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解答等形式向村民宣传电力
扶贫政策，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讲解智能付费方式等。此外，供
电服务人员还组织医生开展了义
诊活动，维持现场秩序，登记相
关信息，进行血压测量等。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的供电服务人员还分组到贫困群

众家中走访，详细了解他们的用
电诉求和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着
重检查用电线路、电器设备，切
实消除安全隐患。当日，他们身
穿红马甲的服务身影，成了该村
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严格落实扶贫工作“队
员当代表、单位做后盾、领导
负总责”的总体要求，当天，
该公司总经理范不井带队与南
保封村两委进行座谈，深入了
解该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开
展情况，实地查看村内经济发
展和用电需求，协调解决存在
的问题，开展“手拉手”联建
活动，为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通 告
焦作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开发的位于焦作市
人民路 2777 号鸿城金源商业楼 1 号楼 1-102、
1-336、
1-337、
1-338，3 号楼 3-101、3-102、3-106、3-130、3-301，共 9 套在
建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724.56 平方米），
抵押给焦作市山阳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相关抵押手续正在办理，凡对抵押房
产产权有异议的，
自本通告见报之日起 3 日内通知我行。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韩经理 13839182280 杨经理 15670867061
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焦作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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