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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 12 月 21 日电

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广大特区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 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厦门经

济特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各项

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

要贡献，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

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充分证明，党

中央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完

全正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

你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勇立潮头、勇毅前行，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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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贡献。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庆祝大会 21 日在福建省厦门市

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大会并讲

话。他表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

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程中的一个

伟大创举。40 年来，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广大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者

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厦门经济特

区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跨越。

厦门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

生动缩影，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

性，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

王岐山强调，我们要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

十条认识，对新时代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

深刻领会、长期坚持，结合实际

不断丰富和发展。希望厦门在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上再开新局，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再谱新篇，

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上再立新

功，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再攀

高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

党对经济特区事业的全面领导，

为经济特区建设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

王岐山希望厦门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

一步建设好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福建省、厦门市主要负

责同志，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

年杰出建设者代表发言。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22日，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和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同志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厦门市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贺信既饱含深情、充满关爱，又

高瞻远瞩、催人奋进。贺信充分

肯定了厦门经济特区实现的历

史性跨越、作出的重要贡献、发

挥的独特作用，对办好厦门经济

特区寄予了厚望、提出了重要要

求，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

岐山副主席的讲话站位很高、系

统全面，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

很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原原本

本组织学习，深刻把握丰富内

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及省委部署要求上来，

不断将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

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对厦门的亲切关怀和

深厚感情，更加自觉地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做好

工作的强大动力，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厦

门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继续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

风，在肯定成绩中提振信心，在

正视问题中保持清醒，奋力把经

济特区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

程上厦门发展的殷切期望，牢记

嘱托、接续奋斗，努力推动各项工

作走在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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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要

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的重大部署，一项一项抓好

落实，全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厦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议强调，我们对特区建设

40 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等

重点任务，更加自觉地勇立潮头、

勇毅前行，把厦门经济特区办得

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努力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牢牢把握

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落实党

对经济特区事业的全面领导，持

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提振

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更加昂扬的

状态把特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

的《关于支持厦门建设高质量发

展引领示范区的意见》，努力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再谱新篇。要锐

意进取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先

锋，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入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加快金砖创新基地、自贸试验区

等建设，努力在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上再开新局。要奋发有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着力做

好“通”“惠”“情”三篇文章，打造

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

站”，把厦门建设成为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引领区，努力

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上再立新

功。要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扩大就业、提

高收入，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有序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升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水平，努力在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上再攀高峰。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重要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

贯彻省、市党代会部署结合起来，

与谋划推进明年工作结合起来，

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学习培训、深

入宣传宣讲、注重实干实效，不断

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

会议指出，此次庆祝特区建设

40 周年系列活动精彩、圆满、安

全。通过庆祝活动，进一步明确了

使命任务，形成了扎实成果，提升

了城市形象，推动了经济发展，锻

炼了干部队伍。这些成果值得我们

深入总结、牢牢记取、发扬光大，不

断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勇担使

命，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率先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蔡镇金）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潮

起在东方，四十载踏浪高歌，奔

涌向未来。为庆祝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四十周年，12 月 22 日晚，

《“踏浪高歌”庆祝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四十周年情景音诗画》文艺

演出，在闽南大戏院上演。

演出紧扣建党百年、特区

建设四十周年，分为序《风从大

海来》、第一篇章《花开的征

程》、第二篇章《踏浪的足音》、

第三篇章《奔涌的未来》和尾声

《潮起在东方》，综合运用歌舞、

交响、情景朗诵等艺术表现形

式，唱响厦门旋律，演绎厦门故

事，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厦门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表达厦

门人民奋进新时代、创造新伟

业的坚定信心和对建设美好未

来的共同愿望。 （詹文）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22日，在全市上下欢庆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 40周年之际，“大

厦之门敢拼会赢———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历史陈列”主题展览在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展厅面积达 3600

平方米，以厦门经济特区创建

发展、建设改革为脉络，突出反

映了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厦门经济特区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特区建设各个

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展览以时间为线索，分“敢向

潮头立”“勇闯新天地”“扬帆新时

代”三部分，包含627张图片、363

组展品和 33 组多媒体展项，以

党员群众看得见、易领悟的方式，

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的生

动实践和感人故事，展示厦门经

济特区发展历程和成就。（卫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12 月 21 日晚，继 20 日晚惊艳

亮相后，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 40 周年鹭江主题灯光秀继

续在鹭江道沿线精彩上演。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鹭江主

题灯光秀以天为幕、以光为景，以

序曲《海的故事》开篇，依次演绎

《春天的故事》《厦门有约》《不忘

初心》三个主题篇章，最后汇聚成

催人奋进的旋律，献礼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40周年。 （叶子申）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神

踏浪高歌 奔向未来
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四十周年

情景音诗画文艺演出举行

“大厦之门敢拼会赢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历史陈列”开展

鹭江道沿线上演精彩主题灯光秀
献礼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凝聚侨心侨力 服务特区发展

———厦门市侨联与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发挥海外新优势

再创特区新辉煌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共话

厦门特区建设 4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