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深圳发生的 50 件大事

1.2018 年深圳成为“设计之都”10 周年，2018 深圳设计周以“设计的可能”为

主题强势回归。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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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8“辉煌新时代”深圳中心区灯光表演正式首秀，“辉煌新时代”灯光表

演以山海之城、改革之窗、创新之都、和谐之境四大篇章突出“改革开放”主

题。市民中心、莲花山顶、中心书城广场等观看表演的最佳“C位”均被前来观

看的市民站满。

4. 广东省林业厅 9月 26 日公布《2018 年广东省森林小镇认定名单公示》，光明

区光明街道进入认定名单，这是 2018 年深圳市唯一被认定的广东省森林小镇。

5.2018 年深圳世界 500 强企业（七家）：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正威国际、万

科、华为、恒大集团、腾讯。

6.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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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018 年国务院已同意设立深圳市光明区。截至目前，深圳市共有福田区、罗

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 9个行政区；

大鹏新区 1个功能区。

8.2018 年 8 月 19 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19 日上午，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医师获奖，其中有两

位来自深圳。他们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院长何裕隆教授、北京大学深圳医

院妇产中心主任吴瑞芳教授。

9.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11 月 1 日发布《构建创新之城——中国创新城市

TOP10 的启示》研究报告。北京、深圳、上海位列榜单前三。



10.11 月 1 日是第二个深圳人才日，智汇中心启用暨人才颁奖签约仪式在深圳市

人才研修院举行。成立仪式上，深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正式授牌升级为国

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今年“院士培养奖”揭晓。南方科技大学汤涛、深

圳地铁集团陈湘生去年 11 月分别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表

彰对人才的培育，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地铁集团获“院士培养奖”。

11.10 月 30 日，主题为“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 以合作促共赢”的中日专家圆桌

会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

12.10 月 30 日，深圳歌剧舞剧院正式揭牌，其位于梅华路 128 号，成立于今年 3

月 28 日，在今年国庆前已经举行了首场汇报演出。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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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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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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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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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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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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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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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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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月 23 日，深圳市社会急救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该协会将围绕“共建

共治共享”理念探索“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创新模式，建立互助互救的社会

急救体系，让深圳成为国内第一个全面实现“黄金 4 分钟”社会急救的城市。

20.在日前举行的 2018 深圳国际 BT 领袖峰会上，全国首个寒地杂交粳稻新品种

“创优 31”惊艳亮相。由深圳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研发的该项成果，填补了杂

交水稻应用于寒地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寒地杂交粳稻技术走向国际。



21.从恒大集团获悉，在国家民政部 13 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

会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许家印获得“中华慈善奖”，这也是他

连续八届获得“中华慈善奖”奖项。

22.8 月 26 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38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2017

年度深圳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揭晓，罗湖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政府信息

公开“金秤砣奖”，是继前年获得金奖、去年获得银奖后今年再获金奖。

23.8 月 21 日上午，2018（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

幕并形成了《智慧城市建设深圳共识》。92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深圳

市市长陈如桂等出席闭幕式，并共同见证《智慧城市建设深圳共识》的发布。

24.中国专利奖是中国专利领域最高荣誉，在第 19届中国专利奖评审中，深圳企

业再次满载而归：包括微芯生物、国民技术、华为、华讯方舟 4 家企业和获得

外观设计金奖的腾讯，深企一举拿下 5项中国专利金奖，占全国金奖总数的 20%，

居各大城市之首。

25.2018 年 8 月 10 日，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在深圳国贸旋转餐厅开出。这

标志着深圳成为全国区块链电子发票首个试点城市，纳税服务正式开启区块链

时代。

26.2018 年 7 月 31 日，“兰迪·谢克曼国际联合医学实验室”签约与揭牌仪式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学术会议中心举行。兰迪·谢克曼教授参加仪式。

27.2018 年 7 月 19 日，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南山区

被列为广东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目前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

分阶段全面推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参加会议。

28.2018 年 7 月 19 日，首届“率先杯”未来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深圳举行，

30个突出决赛重围的项目获得优胜及现金奖励。

29. 自 2018 年 6 月底起，全面推进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革。为贯彻落实中

央改革精神和具体要求，深圳制订了《深圳市 2018 年推进“多证合一”信息共

享改革工作方案》。此次，深圳结合本市实际，在国家统一的“二十四证合一”

基础上，自我加码，将涉及十四个政府部门的“三十证合一”，彰显出深圳努

力走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最前列的决心与意志

30.7 月 6 日，全国首个由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携手共建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平台——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联盟正式成立。



31.6 月 30 日，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经市政府同意，我市 2018 年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如下：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 2200 元/月，增长

3.3%；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3 元/小时，增长 4.1%。新

标准于 8月 1日起实施。

32.6 月 29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深圳揭牌，正式开始办公，

标志着我国国际商事司法事业翻开新的篇章。

33.6 月 27 日，经过半年的试运行，深圳大学总医院正式开业，深圳又多了一家

大医院。这家医院是深圳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也是深圳市第一所依托本

土高校、按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的高水平直属附属医院。

34.5 月 28 日，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收到广东省民政厅颁发的 4A 级基金会铭

牌和证书，成为全国新闻界唯一获得省级认证的 4A 级基金会。

35.5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框架下的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

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本

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以“改革、创新与党的建设”为主题，来

自近 30 个国家的 60 多个政党和地区性组织的 80 余名外方代表参加。

36.5 月 25 日，深圳响应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大使发起的全球 50城

健康城市倡议行动，启动“无烟城市”项目。市控烟办为此制定了《深圳市建设

“无烟城市”实施方案》，提出 2020 年前达到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控制在 20%

以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遵守率达 80%以上，吸烟者意愿戒烟率提高至 30%等

7 个目标。

37.5 月 23 日，《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下称《规划》）

《规划》将深圳可持续发展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到 2020 年，成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典范城市；到 2025 年，成为可持续发展国际

先进城市；到 2030 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

38.在深圳市政府应急办公室“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水上和空中救

援机制建设。目前，深圳正在构建“海陆空”立体急救体系。去年深圳被列为国

家首批航空医疗救援试点城市，全市具有停机坪的 6 家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

院、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深圳龙岗中心医院）。其中，这次参加演习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是深圳首家航空救援基地医院。

39.12 月 13 日下午，2018 年第三届“深圳礼物”颁奖典礼在欢乐海岸举行，揭

晓 40件深圳礼物及 1件深圳礼物评选公益奖。据悉，40 件深圳礼物是献礼改革

开放 40 周年，今年是深圳礼物的第三届评选，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参评产品

要求具有独特性，充分表达深圳面貌特征，最终符合要求进入初评的产品近 700



件，涵盖科技、文创、电子、珠宝、钟表、食品等多个领域，最终深圳市合成号

食品有限公司的“深圳你好”，深圳市云动创想科技有限公司的猫王·原子唱机

以及陈鹏鹏金奖卤鹅、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的悟空机器人等 40 件极具特

色的产品脱颖而出获得“深圳礼物”称号。

4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日编撰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2018》显示，

营商环境整体评价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领先。深圳同时在

多个其他分项评价中进入前十。

41.12 月 10 日起，《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保护与使用条例(草案)》在市人大常委

会网站上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建立了

海域使用权公开出让制度。

42.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市委员会、深圳市人

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等单位承办的第十二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简称

“金博会”)于 11 月 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举办。

43.深圳海关消息，深圳首个设置在监管场所内的海关冷链查验平台在盐田港建

成并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个“关区内冷链专用查验平台”

44.12 月 5 日，深圳约 80 家自媒体代表在以“融合创新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为

主题的 2018 深圳自媒体发展研讨会上签订了《深圳市自媒体自律公约》，约定

将共建、共治、共享深圳网络空间，恪守和践行自媒体社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

的网络空间。

45.12 月 3 日下午，第五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深圳市普法办、深圳市司法局、

深圳市国资委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地铁二号线开启了深圳首列宪法宣

传专列，同时还在地铁九号线开启了“扫黑除恶”普法宣传专列。

46.11 月 21 日，2018 全国网站平台知识技能竞赛半决赛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

主要网站平台的 12 支代表队参加了此次竞赛。经过激烈角逐，由深圳新闻网和

壹深圳组成的深圳网媒队脱颖而出，晋级全国决赛。

47.11月21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论坛(2018)”

在京举行。会上发布的 2018 年工业百强区榜单显示，深圳龙岗区、广州黄埔区、

深圳南山区、佛山顺德区、佛山南海区、深圳宝安区、青岛黄岛区、常州武进区、

南京江宁区以及杭州萧山区位列全国前十。其中，龙岗区位列榜首。

48.11 月 21 日,深圳发改委发布消息称,由于成品油价下调,11 月 23 日零时起深

圳的士收取燃油附加费由现行 3元/车次下调为 2元/车次。

49.11 月 21 日,首部《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在京发布,

深圳在中国副省级城市创新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同时深圳位列中国城市创

新竞争力排名前三甲。



5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 2017 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

国际专利申请统计排名,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首度超越日本排名全球第二,排在

美国之后。深圳的华为以 4024 件专利申请量居首位,上榜前 50 名的深圳企业共

有 5家。

51.第二十届高交会“人才高交会”11 月 14 日在深圳人才园开幕,精选国内外优

质企业参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达 80%以上,招聘单位包括比亚迪、富士

康、大族激光、深圳投控、柔宇科技等,提供 300 余个年薪 50 万元及以上或“年

薪 30 万元及以上+N(期权)”的高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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