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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說美中衝突而不是說「中美衝突」呢？

 

 

        因為這場衝突是美方主動發起的，而中方卻是
想盡量避免的。
        然而，歷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很難避得
過的，修昔底德是希臘歷史學家，他認為：「雅典
的崛起，令斯巴達的恐懼揮之不去，導致戰爭無可
避免。」今天只不過是角色掉換罷了。
        美國作為當今霸主，當然不容其地位受到威脅
，對冒起的中國，必然會全方位加以制約，更何況
中國是另類意識形態的非我族類。
        美國今天的實力仍比中國強，所以美國想趁自
己依然佔上風的時候，速戰速決，一次過把問題解
決；而中國卻想用拖延戰術，好讓自己進一步成長
，等強弱形勢逆轉時才打決戰。
        這次中美和談接近失敗，就是因為中國雖願意
讓步，但美國卻不肯為眼前小利，而放中國一條生
路，美國想簽訂一份足以令中國永難翻身的和約，
中國當然不肯接受。
        美國為了逼中國就範，於是全方位向中國施壓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全文）
本報特約評論員  

，這包括增徵中國貨的關稅，制裁有科技潛力的中
國企業。美國不但自己赤膊上陣，還威逼自己的盟
友也得這樣做；不但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如是，在政
治與文化宣傳上亦如是。
        香港行一國兩制，且至今未有國家安全法，加
上在意識形態上歷來都親西方，被中方視作政治上
的薄弱環節。所以這段時間對香港所發生的事情都
非常敏感，擔心美國會在背後耍陰謀。
        另一方面，美國亦想利用她在香港既有的影響
力，在香港製造亂子，為北京添煩添亂，增加北京
的負擔，令北京沒法全力應付美方在其他領域的進
攻。
        當美方向中國全面增加壓力時，最容易出現爆
破位置的，自然是中國最薄弱的地方，而這個地方
就是香港。
        香港人傳統上疑共、拒共、甚至會願意用實際
行動去抗共。中共原以為回歸後，這種情況會逐步
改善，但現實卻是變本加厲。美方是不可能不利用

這種對他們有利的形勢，在香港製造事端的。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一個目的，就是要
令一國兩制失敗，令香港永遠無法回歸成為中國的
一部分。他們想要把香港發展成一個反共基地，可
以成為美國進攻大陸的橋頭堡。
        美國正把美中的衝突，描繪成文明的衝突，以
動員整個西方世界都一起圍剿中國。德國日前就決
定為旺角暴亂的逃犯提供政治庇護，目的就是要破
壞香港法庭的認受性，令特區政府失去有效管治的
基礎。
        這種破壞力是極其根本性的，它鼓勵香港的反
對派更加明目張膽的與特區政府對著幹。以中方今
次與美方進行談判時的堅定立場來看，中方是不會
因為壓力大而放棄原則立場的。所以我十分擔心，
雙方在香港問題的衝突上也會各走極端。香港有些
人不明白，香港現有的一切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歷史
環境下出現的，一經破壞是很難重塑的。住在玻璃
屋裡，就不應隨便擲石頭。

         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黨和國家大戰略建立經濟
特區,深圳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視窗,各項
事業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已經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動態
的,活躍カ,創新國際創意城市。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進入新時代。支援深圳的旗幟高舉改革開放新時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試點示範區有利於推進改革開放
以更高的起點,在更高水準和更高的目標。更好地實施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這有利
於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道路，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為了全
面貫徹習近平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精神和
總書記習近平副主席的重要講話和指示在深圳的工作,
我們在此提出以下建議支援深圳試點示範區建設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總體要求

1. 指導思想。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
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
”戰略佈局，堅持和加強党的全面領導，堅持新發展理
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全面深化改
革，堅持全面擴大開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高品
質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抓住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重要機遇，增強核心引擎功能，朝著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2. 戰略定位
——高品質發展高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構建高品質
發展的體制機制上走在全國前列。
——法治城市示範。全面提升法治建設水準，用法治規
範政府和市場邊界，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
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
——城市文明典範。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高
水準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成為新
時代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引領
者。

能醫療器械等領域創建製造業創新中心。開展市場准入
和監管體制機制改革試點，建立更具彈性的審慎包容監
管制度，積極發展智慧經濟、健康產業等新產業新業態
，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
濟能力，研究完善創業板發行上市、再融資和並購重組
制度，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支援在深圳開展數位
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
6. 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格局。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探索完善產權制度，
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支持
深圳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高標準高品質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
濟新體制。支持深圳試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推動更多
國際組織和機構落戶深圳。支持深圳舉辦國際大型體育
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建設國家隊訓練基地，承辦重大
主場外交活動。支援深圳加快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按程式組建海洋大學和國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設立國
際海洋開發銀行。
7. 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制度
創新為核心，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準。加快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建設，探索協同開發模式，創新科技管理機
制，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和資訊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
，創新完善、探索推廣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制機制。
        三、率先營造彰顯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環境

8. 全面提升民主法治建設水準。
在党的領導下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堅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用足
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在遵循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基
本原則前提下，允許深圳立足改革創新實踐需要，根據
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加強
法治政府建設，完善重大行政決策程式制度，提升政府
依法行政能力。加大全面普法力度，營造尊法學法守法
用法的社會風尚。

——民生幸福標杆。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
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幼有善育、學有
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
有眾扶。
——可持續發展先鋒。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的理念，打造安全高效的生產空間、舒適宜居的
生活空間、碧水藍天的生態空間，在美麗灣區建設中走
在前列，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中
國經驗。
3. 發展目標。
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品質躋身全球城市前
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
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和生態環境品質達到國際先
進水準，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
深圳高品質發展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
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
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到本世紀
中葉，深圳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先進城市之林
，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二、率先建設體現高品質發展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4.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支援深圳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優勢，以深圳為主
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支援深圳建設5G、
人工智慧、網路空間科學與技術、生命資訊與生物醫藥
實驗室等重大創新載體，探索建設國際科技資訊中心和
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
，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行動，夯實產業安全基礎。探
索智慧財產權證券化，規範有序建設智慧財產權和科技
成果產權交易中心。支援深圳具備條件的各類單位、機
構和企業在境外設立科研機構，推動建立全球創新領先
城市科技合作組織和平臺。支持深圳實行更加開放便利
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允許取得永久居留
資格的國際人才在深圳創辦科技型企業、擔任科研機構
法人代表。
5. 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未來通信高端器件、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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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優化政府管理和服務。
健全政企溝通機制，加快構建親清政商關係，進一步激
發和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完善企業破產制度，打造法
治化營商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權力清
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推進“數位政府”改革
建設，實現主動、精准、整體式、智慧化的政府管理和
服務。改革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公正監管制度，推進“
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推行信用監管改革，促進各類
市場主體守法誠信經營。
10. 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綜合應用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提高社會
治理智慧化專業化水準。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率先
構建統一的社會信用平臺。加快建設智慧城市，支持深
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探索完善資料產權和
隱私保護機制，強化網路資訊安全保障。加強基層治理
，改革創新群團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模式。
        四、率先塑造展現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現代城          
市文明。
11. 全面推進城市精神文明建設。
進一步弘揚開放多元、相容並蓄的城市文化和敢闖敢試
、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大力弘揚粵港澳大
灣區人文精神，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
方面，加快建設區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顯國家文化軟實
力的現代文明之城。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率先
建成普惠性、高品質、可持續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支持深圳規劃建設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設施，鼓勵國家
級博物館在深圳設立分館，研究將深圳列為城市社區運
動場地設施建設試點城市。鼓勵深圳與香港、澳門聯合
舉辦多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活動，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
保護，涵養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藴，不斷增強港澳同胞的
認同感和凝聚力。
12. 發展更具競爭力的文化產業和旅遊業。
支援深圳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產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加強
粵港澳數字創意產業合作。支援深圳建設創新創意設計
學院，引進世界高端創意設計資源，設立面向全球的創

革，創新高度城市化地區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利用
模式。
16. 構建城市綠色發展新格局。
堅持生態優先，加強陸海統籌，嚴守生態紅線，保護自
然岸線。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強化
區域生態環境聯防共治，推進重點海域污染物排海總量
控制試點。提升城市災害防禦能力，加強粵港澳大灣區
應急管理合作。加快建立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的經濟體系
，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大力發展綠
色產業，促進綠色消費，發展綠色金融。繼續實施能源
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率先建成節水型城市。
        七、保障措施
17. 全面加強党的領導和党的建設。
落實新時代党的建設總要求，堅持把党的政治建設擺在
首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
兩個維護”。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激勵特區
幹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堅定不移推動全面從嚴治党
向縱深發展，持之以恆正風肅紀反腐。
18. 強化法治政策保障。
本意見提出的各項改革政策措施，凡涉及調整現行法律
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式向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提出
相關議案，經授權或者決定後實施；涉及調整現行行政
法規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式經國務院授權或者決定
後實施。在中央改革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下，支持深圳
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以清單式批量申請授權方式，
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
等重點領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試。
19. 完善實施機制。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領導下，中央和國家機關
有關部門要加強指導協調，及時研究解決深圳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工作推進中遇到的重大問題，
重大事項按程式向黨中央、國務院請示報告。廣東省要
積極創造條件、全力做好各項指導支持工作。深圳市要
落實主體責任，繼續解放思想、真抓實幹，改革開放再
出發，在新時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當尖兵。

廠址：江蘇省宿遷市洋河鎮中大街 118 號
傳真：025-52489252
蘇酒集團客服熱線：95019/4001199999/400-828-1589( 座機撥打 / 手機撥打 )
電郵：webmaster@chinayanghe.com
國際業務熱線：+86 25 86438732
電郵：global@chinayanghe.com

蘇酒集團 ( 洋河股份 ) 位於中國白酒之都——江蘇
省宿遷市，坐擁“三河兩湖一濕地”，是世界三大濕地
名酒產區之一。公司總佔地面積近 10 平方公里，總資
產 282.18 億元。

公司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洋河釀酒起源於隋
唐、隆盛於明清，曾入選清皇室貢酒，素有“福泉酒海

清香美，味佔江淮第一家”的美譽。雙溝因“下草灣
人”、“醉猿化石”的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最具天然釀
酒環境與自然酒起源的地方。作為中國名酒的傑出代
表，洋河、雙溝多次在全國評酒會上獲得殊榮，彰顯了
名酒風範。

洋河酒系列：

意設計大獎，打造一批國際性的中國文化品牌。用好香
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組織舉辦大型文創展覽
。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豐富中外文化交流內容。
有序推動國際郵輪港建設，進一步增加國際班輪航線，
探索研究簡化郵輪、遊艇及旅客出入境手續。
        五、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用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
13. 提升教育醫療事業發展水準。
支持深圳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試，高標準辦好學
前教育，擴大中小學教育規模，高品質普及高中階段教
育。充分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加快創建一流大學
和一流學科。建立健全適應“雙元”育人職業教育的體
制機制，打造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加快構建國際一流的
整合型優質醫療服務體系和以促進健康為導向的創新型
醫保制度。擴大優質醫療衛生資源供給，鼓勵社會力量
發展高水準醫療機構，為港資澳資醫療機構發展提供便
利。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
證標準體系，放寬境外醫師到內地執業限制，先行先試
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14.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實施科學合理、積極有效的人口政策，逐步實現常住人
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體系
，構建高水準養老和家政服務體系。推動統一的社會保
險公共服務平臺率先落地，形成以社會保險卡為載體的
“一卡通”服務管理模式。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
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建立和完善房地產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與人
才住房制度。
        六、率先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典範
15. 完善生態文明制度。
落實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實行最嚴
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加強生態環境監管執法，對違
法行為“零容忍”。構建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生態文明
評價考核體系，探索實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制度。
完善環境信用評價、資訊強制性披露等生態環境保護政
策，健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深化自然資源管理制度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