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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内时事

1．10 月 29 日，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在福建莆田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向大会发来贺信，向出席论坛的海内外高僧大德和各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

问候。

2．习近平主席 10 月 29 日上午在中南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

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团结动员亿万职工

积极建功新时代，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服务力度，深入推

进工会改革创新，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开创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

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3．10 月 28 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星 6000”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日前完成首次科

考应用任务，最大下潜深度突破 6000 米，创我国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ROV）的最大下潜

深度纪录，并在多个海域获取了环境样品和数据资料。

4．阿联酋迪拜当地时间 10 月 25 日，在《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全体会议上，

来自 7个国家的 18 个城市获得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其中海口、常德、常熟、

东营、哈尔滨、银川等 6 座中国城市获此称号。

5．习近平 10 月 25 日上午到南部战区视察调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南部战区

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聚焦研究打仗、指挥作战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

指挥机构，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进

战区指挥能力建设，履行好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完善指挥运行机制，确保指挥顺畅高效。

要加强作战需求牵引，抓好实战化运用，提高指挥手段先进性、有效性和自主可控水平。

各级指挥员要带头加强学习，加强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大兴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之风，增

强打赢现代战争实际本领。习近平强调，战区党委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要求，确保对任务部队日常战备和军事行动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要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打牢坚决听党指挥

的思想根基，激发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热忱。要适应新体制新职能，加强战区机关各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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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增强领导备战打仗、指挥完成任务能力。

6．10 月 25 日 6 时 57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海

洋二号 B 卫星。该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遥感业务化观测能力，壮大自然资源卫星体系，

对提高我国海洋预报与监测预警水平，提升海洋防灾减灾与海上突发事件响应能力，服务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开展全球变化研究，建设海洋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到 2025 年，我国将创建 178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力争到 2020 年，海洋渔业

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我国将重点在近海“一

带”和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多区”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海

洋牧场 233 个，投放鱼礁超过 6094 万空立方米，据专家测算，通过贝藻类增殖养殖，每年

可以固碳 19.4 万吨、消氮 1.7 万吨、减磷 1690 吨，生态效益超过 600 亿元。另外，随着

海洋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依法科学划定，海洋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严格控制

捕捞强度，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正式出台，海洋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趋势得到有效

遏制。

8．10 月 22 日-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

广东考察时强调，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

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

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越是环境复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

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习近平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鼓励广东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广东 40 年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改

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 40 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

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要掌握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

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

放。

9．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月 20 日给“万企帮万村”行

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对民营企业踊跃投身脱贫攻坚予以肯定，勉励广大民营企

业家坚定发展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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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

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习近平

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希望广大民营企

业家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合力开创民

营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0．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10 月 20 日上午在湖北

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施首次水上试飞任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致电表示热烈祝贺。

11．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在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党委办公厅（室）作为党委的综合部门，

是党委履行领导职责的参谋助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服务大局、勇于

担当、辛勤工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新时代，要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加强理论武装，提高队伍素质，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面提高“三服务”工作水平，

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12．当地时间 10 月 19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鲁塞尔出席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

议，并率先发表题为《共担全球责任 共迎全球挑战》的引导性讲话。

13．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我国逐步消除贫困的 40 年。

40 年的接续奋斗，让 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就要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14．10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 日致信祝贺西

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15．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印发《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明确，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紧紧围绕建

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

务保障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10 月 15 日上午，



关注微信 szhuatu获取最新考试资讯

微信客服：gdetimes 5

中国商飞公司与天骄航空在北京签署 ARJ21 飞机购机协议，计划今年底向天骄航空交付首批

ARJ21 飞机。这标志着首个国产喷气客机机队即将落户内蒙古，天骄航空将成为首家国产喷

气客机机队运营平台。

16．习近平 10 月 15 日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

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

财、物等创新资源，形成整体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发扬钉钉子精神，实干苦干，不断取得军民融合发展新成效。要加快工作机构建设，

尽快实现机构到位、职能到位、人员到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敢于啃硬骨头，积极开

展创新实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抓军民融合发展任务落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自觉在大

局下把方向、定政策、抓落实，勇于革故鼎新，坚持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新局面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

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8．氢能具有燃烧热值高、清洁无污染、利用形式多、可储能等优点。10 月 11 日发布

的《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提到，我国是第一产氢大国，具有丰富的

氢源基础；到 2050 年氢在我国终端能源体系占比至少达 10%，广泛应用于交通、化工原料、

工业、建筑等领域，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 8 日正式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授牌设立，这意味着

海南着手抢占区块链产业制高点，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培育发展新产业。

20．我国 5G 商用技术研发实验第三阶段测试中，华为在全球主流厂商中，唯一完成并

通过所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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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月 10 日，中广核集团在京宣布，我国首个大型商业化光热示范电站——中广核

德令哈 50MW 光热示范项目正式投运，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 8 个掌握大规模光热技术的国

家。

22．10 月 10 日，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开园。它位于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

斯河源，由额尔齐斯大峡谷、三号矿、萨依恒布拉克、可可苏里以及卡拉先格尔五大景区组

成，拥有峡谷河源、沼泽湿地、寒极湖泊等多种自然景色，是新疆第一家世界地质公园。

23．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

关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家长治久

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24．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活动在四川成都启幕，据了解，这是

继北京、深圳、上海之后，全国“双创”活动周首次将主会场设在中国西部。围绕“高水

平双创，高质量发展”主题，成都主会场将精心组织开展 7 项重点活动和 29 项特色活动。

来自国家 30 多个部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20 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近 1000

名代表参会。

25．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

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将于 10 月 8 日至 19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节目从习近

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旨在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传播。

26．北京时间 10 月 5 日晚，在格鲁吉亚巴统进行的第四十三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

赛传来喜讯：中国男队、女队双双逼平对手，最终均凭借小分优势携手夺冠，这是中国国

象队首次加冕奥赛“双冠王”，也是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自 1986 年以来首次迎来“双

冠”。

27．10 月 5 日，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导的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

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基因组学大数据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群

体的遗传特点，并发现当今中国人群的遗传特征分布同时受到丝绸之路等历史因素与近代人

口大规模迁徙的影响。这是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历时两年对 14 余万中国人无创产前基因检

测数据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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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时事

1．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代表 10 月 25 日闭门会商，欧洲盟友期间劝说美国不要退

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以避免北约内部分歧

遭俄罗斯“利用”。

2．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29 日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祝贺中法海洋卫星发射成

功。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航天合作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中法海洋卫星成

功发射是两国航天合作最新成果，将在全球海洋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3．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26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习近平指出，中日是近邻，两国利益高度交融。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的

国家，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普遍期

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

4．首届 P4G（全球绿色目标伙伴 2030）峰会于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举行。

5．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 10 月 19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在“欧洲和亚洲：

全球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的会议主题下，与会各成员一致认为，欧洲和亚洲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话与联通，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坚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系，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6．10 月 17 日，2019 年“科学突破奖”获奖名单 17 日在旧金山揭晓，共有 9 名科学家

上榜，其中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和陈志坚摘得生命科学领域的两个奖项。此外，中国“80 后”

数学家许晨阳获得专门面向年轻学者的“新视野数学奖”。

7．10 月 3 日，国际行动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爱尔兰前总理、国际

行动理事会联席主席伯蒂·埃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年会致贺

信，贺信内容体现了中国对加强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大国担当。

8．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 10 月 19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在“欧洲和亚洲：

全球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的会议主题下，与会各成员一致认为，欧洲和亚洲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话与联通，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坚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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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国白宫 10 月 17 日宣布，美国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如未来一年未能与万

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美国将会退出。

10．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10 月 13 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落下帷幕。来自亚

洲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3000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172 枚金牌、88 枚银牌、59 枚铜牌共 319 枚奖牌，再次位居金牌榜与奖牌榜第一，中国残

疾人运动员在比赛中破世界纪录 7 项、破亚洲纪录 21 项。

11．10 月 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7%，低于今年 7 月预测的 3.9%。IMF 警告称，日益升级的贸易

紧张局势是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各经济体应共同努力，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制，缓和并最终解决当前贸易争端，以维护世界经济增长。

12．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9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习近平欢

迎洛伦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很高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结束一个月后再次同

洛伦索会面。习近平指出，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为中非、中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带来了

新机遇。双方要一道努力，继续推动中安关系积极、快速向前发展。中方对中安两国合作未

来充满信心。

13．2018 年 8 月 30 日，瑞典文学院因丑闻宣布 2018 年停颁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化

界人士等为表示抗议，新设了仅限 2018 年颁布的诺贝尔新文学奖。2018 年 10 月 12 日，替

诺贝尔文学奖的 2018 年“新学院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揭晓，玛丽斯·孔戴获

得此奖项。（女，1937 年 2 月 11 日生于皮特尔角城。法属瓜德罗普女作家，历史小说家，

中学毕业后去法国本土深造，曾于索邦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她的作品多关注种族、性别和文

化问题。代表作：《塞古》。）

14．2018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庶

佑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

15．2018 年 10 月 2 日，2018 年诺贝尔奖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阿瑟·阿什金、热拉尔·穆

鲁和唐娜·斯特里克兰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

16． 2018 年 10 月 3 日，2018 年诺贝尔奖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弗朗西丝·阿诺德、乔

治·史密斯和格雷戈里·温特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在酶的定向演化以及用于多肽和抗体

的噬菌体展示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17．2018年10月5日，2018年诺贝尔奖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德尼·慕克维格和纳迪亚·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6%96%87%E5%AD%A6%E5%A5%96/5714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6%96%B0%E6%96%87%E5%AD%A6%E5%A5%96/228467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9B%E4%B8%BD%E6%96%AF%C2%B7%E5%AD%94%E6%88%B4/16701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90%86%E5%AD%A6%E6%88%96%E5%8C%BB%E5%AD%A6%E5%A5%96/120683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9%B9%E5%A7%86%E6%96%AF%C2%B7%E8%89%BE%E5%88%A9%E6%A3%AE/158268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5%BA%B6%E4%BD%91/158268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5%BA%B6%E4%BD%91/158268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9F%E6%80%A7%E5%85%8D%E7%96%AB%E8%B0%83%E8%8A%82/229022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89%A9%E7%90%86%E5%AD%A6%E5%A5%96/2113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8%9C%C2%B7%E6%96%AF%E7%89%B9%E9%87%8C%E5%85%8B%E5%85%B0/22904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F%80%E5%85%89%E7%89%A9%E7%90%86/113790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8C%96%E5%AD%A6%E5%A5%96/5595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4%E6%B2%BB%C2%B7%E5%8F%B2%E5%AF%86%E6%96%AF/229059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4%E6%B2%BB%C2%B7%E5%8F%B2%E5%AF%86%E6%96%AF/229059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5%B6/1077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8%82%BD/15112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9%AC%E8%8F%8C%E4%BD%93/7965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92%8C%E5%B9%B3%E5%A5%96/25050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B0%BC%C2%B7%E6%85%95%E5%85%8B%E7%BB%B4%E6%A0%BC/22909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3%E8%BF%AA%E4%BA%9A%C2%B7%E7%A9%86%E6%8B%89%E5%BE%B7/2290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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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为终止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所做出的努力。

18．2018 年 10 月 8 日，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共

同获奖，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19．瑞典皇家科学院 10 月 8 日宣布，将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

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20．10 月 8 日电 非洲大陆无缘举办奥林匹克赛事的历史将告终结！8日，经在此间召

开的国际奥委会第 133 次全会批准，塞内加尔正式获得 2022 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的举

办权。

21．2018 年 10 月 8 日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纪念日。15 年前，中国

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正式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

系联合宣言》，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对话伙伴国。

22．美国政府 10 月 3日宣布将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

的相关议定书，并以国际法院相关诉讼为由终止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国际舆论对美国

此举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造成破坏，也将最终损

害美国自身利益。

第三部分 深圳时政

1．10 月 28 日，从北京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颁奖典礼现场传来喜讯：“深圳市大

鹏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全链条法治化改革”申报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提名奖”。

2．10 月 28 日，亚洲在建最长单体地铁车站——深圳地铁 10 号线双拥街站主体结构顺

利封顶。深圳地铁集团建设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座车站最深处 21.6 米，宽 20.2 米，总

长度 710 米，相当于 3 个标准站规模，是亚洲在建最长单体地铁车站。

3．10 月 27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指导，深圳市委宣传部、南山区人民政府、

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南山区文化产业发展办

公室承办的“2018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研究联盟”在

现场正式揭牌。

4．10 月 26 日，深圳市企业文化交流中心在福田中心区挂牌成立，以弘扬优秀企业精

神，传递文化兴业经验。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深圳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深圳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3%E8%BF%AA%E4%BA%9A%C2%B7%E7%A9%86%E6%8B%89%E5%BE%B7/229091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7%E6%9A%B4%E5%8A%9B/53306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7%BD%97%C2%B7%E7%BD%97%E9%BB%98/16974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8%81%E5%BB%89%C2%B7%E8%AF%BA%E5%BE%B7%E8%B1%AA%E6%96%AF/678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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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瑞琦出席。

5．10 月 26 日，2018 深港设计双城展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届双城展将陆

续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华侨城欢乐海岸、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等地开展活动，持续到明年 1 月初。2018 深港设计双城展以“双城·相承”为主题，

由深圳市设计之都推广办任指导单位，深圳市设计之都推广促进会（SDPA）与香港设计总会

（FHKDA）联合举办。

6．10 月 26 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共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深圳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南方基

地和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深圳市市

长陈如桂等见证签约，并共同为阜外深圳医院揭牌。

7．10 月 26 日，今天是广东省第 25 个环卫工人节，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

们辛辛苦苦为城市干净、美丽又劳作了一年。昨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日前，省住建

厅联合省总工会评选出了 25 个广东省环卫工作先进集体和 130 名优秀环卫工人，并进行了

表彰。其中，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和 5 名优秀环卫工人分别入选。

8．深圳正在高标准打造国家智慧城市。根据《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深

圳将全力打造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瞄准“两个一流” 发展愿景，即 2018 年建成全

国一流，2020 年建成世界一流。到 2020 年，新型智慧城市要建成的目标是：一图全面感知、

一号走遍深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和一屏智享生活，让市民生

活更便利，城市更美好。

9．10 月 24 日，深圳是我国的一个经济特区，以其沧桑巨变展现了改革开放的磅礴伟

力。24 日上午，习近平参观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随后，习近

平前往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实地察看前海开发情况。临近中午，习近

平来到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了解社区公共服务、基层党建、社区管理等情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

10．10 月 24 日，第七届中国品牌连锁发展大会在深圳举行，邀请知名企业家、专家与

来自全国逾千家企业的参会专业人士共同探讨行业智慧化发展趋势。

11．货车聚集、人流涌动——港珠澳大桥 24 日 9时正式通车运营。当天，记者在珠海

公路口岸现场看到，首批满载货物的货车快速过关，旅客出发顺畅，标志着历时九年建设而

成的这座“国之重器”正式走入普通百姓生活，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崭新未来。港珠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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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 55 公

里，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它是世界总体跨

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

施工难度最高、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可谓名副其实的超级

工程。

12．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为宣传民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展示民营企业家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风采，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贡献，24 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由

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宣传的“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其

中，深圳 6 位企业家上榜。（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王传福 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许家印 恒大集团董事

局主席；李东生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陈志列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

主席 ）

13．10 月 23 日，河套地区将成为集国家自主创新平台、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平台、深

化深港紧密合作关系平台三大平台于一身的重点发展区域。目前，深圳已成立高规格的深

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领导小组及 4 个专责领导小组。

14．10 月 22 日下午，市长陈如桂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

经济特区海域保护与使用条例（草案）》，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部署，推

动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15．10 月 19 日，深圳又拿了个全国第一——乘车码的使用率拔得头筹。根据《国人智

慧出行报告》发布数据显示，深圳是城市智慧出行指数地铁乘车码使用率高达 79.82％，排

名第一。

16．10 月 18 日，首届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开幕式在大鹏所城北门广场举行。开幕式

上，“2018 深圳大鹏文化季”同时启动。

17．10 月 18 日，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2018 年度理事会会议在五洲宾馆举行，

吸引 700 多家会员企业代表出席。作为拥有敢闯敢试、自主创新基因的深商，企业家们表

示要继续加强合作，为深圳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深商总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会长庄

礼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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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月 18 日晚，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在

深签署哈尔滨（深圳）产业合作试验园区战略合作意向书，共同努力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哈尔滨市市长孙喆等见证签约并参加座谈会。

19．10 月 17 日，近日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二届红棉文学奖于评出获奖作品，此次评选超

强大咖评审团助力，投稿量大增，精品力作、新人新作迭出，为深圳文化名镇——横岗街道

带来美文佳作。

20．10 月 16 日，深圳市慈善会获悉，该会首届形象大使“出炉”，王石、解海龙被授

予深圳市慈善会首届形象大使荣誉称号。

21．10 月 15 日上午，2018 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在深圳召开。深圳市、中山市等 27 个

城市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通过多年努力，深圳森林覆盖率已

达 40.6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1%，全市公园总数达 942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95

平方米。

22．今年是海军深圳舰命名并与我市建立共建关系 20 周年，深圳舰将于 10 月 17 日至

20 日访问我市，并面向市民开展舰艇开放等系列军地双拥共建活动。

23．10 月 11 日，“第四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港论坛暨第七届深圳国际港口

链战略论坛”在深圳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数字化转型助力深圳港口迈上新台阶，深圳港

集装箱吞吐量年内有望突破 2600 万标准箱，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深圳港的 25 个国际友

好港代表发表了《深圳宣言》，表示要以港航业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共同推进颠覆性技术创

新应用，强化港口链大数据合作。

24．宜居环境也是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所在，将最中心位置让位于公园，这是深圳超前的

绿色发展理念。当前，深圳拥有公园 942 座。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深圳公园的数量要超

过 1000 座，实现市民出门 500 米内就有社区公园，2000 米内有城市综合公园，5000 米内就

有郊野森林公园。

25．10 月 11 日，由台盟中央主办，台盟深圳市委和雁博青年创业家协会承办的第五届

大江论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在深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出席论坛并宣布开幕。


	第一部分 国内时事
	第二部分 国际时事
	第三部分 深圳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