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人应该了解的 35 个深圳市情知识

1.深圳，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先生提出建议，中国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亲自决定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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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深圳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问

题导向、创新驱动；坚持人民主体、多方参与；坚持绿色发展、和谐共生；坚持开放合作、

发展共赢。

4.深圳，这座平均人口年龄仅有 32.5岁的年轻城市，正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建设中国落实

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创新示范区，正努力成为向世界展示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 和“示范区”。

5.2018 年是欢乐谷品牌 20 周年，作为欢乐谷品牌的发源地，深圳欢乐谷一直致

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推广，其中魔术文化更是深圳欢乐谷主题节庆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

6．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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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7 年深圳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深化“平安深圳”建设，全省群众安全感和

公安工作满意度第三方测评结果，深圳分别以 85.18 和 83.59 的最高分，排名全

省 21 个地市第一名。

8．深圳地铁运营人口数超过百万的是一号线和五号线。

9．深圳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是中国

大陆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2017 年,深圳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态

势，据初步核算，全年全市生产总值 2.24 万亿元,增长 8.8%；出口实现全国大

中城市“二十五连冠”。

10．深圳产业结构凸显“三个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40.9%；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

70%；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占 GDP 比重 60.5%，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



比重提高

11．全市面积 1997.47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河流有深圳河、

茅洲河（第一大河）、龙岗河、观澜河和坪山河等 5 条。

12．深圳发展定位：深圳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

商贸物流中心，在国际上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扩大。

13.深圳口岸 深圳是国内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和车流量最大的

口岸城市，也是国内海、陆、空口岸俱全的城市。至 2015 年年底，深圳已建成

通往境外的各类口岸 17 个，经国务院批准的一类口岸 15 个，其中陆路口岸 6

个，分别是罗湖、文锦渡、皇岗、沙头角、深圳湾和福田口岸;空港口岸 1个，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海港口岸 8 个，分别是盐田港、大亚湾、梅沙、蛇口、赤湾、

妈湾、东角头、大铲湾口岸。深圳已形成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式口岸开放格

局。

罗湖口岸 是目前全国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出入境陆路口岸。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罗

湖商业中心南侧，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深港两地由一座双层人行桥和一座铁路

桥相连，地下 B层和一层为入境检查通道，二层和三层为出境检查通道。

皇岗口岸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南端，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

岸。该口岸与香港新界落马洲隔河相望，南面的皇岗–落马洲大桥横跨深圳河连

接深港两地。该口岸旅检大厅东西向排列，东侧为入境大厅，西侧为出境大厅，

大厅两侧为客车通道。

福田口岸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南端，与香港新界落马洲隔河相望，是新开通的旅

客出入境陆路口岸。

深圳湾口岸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部，是连接深港的大型跨海跨界公路口岸。该

口岸实施“一地两检”通关模式，即两地人流、物流车辆只需在设于深圳一方的

联检大楼内检查证件及办理通关手续便可顺利过关。

文锦渡口岸 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南面、香港新界北面，是以供港鲜活产品过境为

特点的公路客、货运综合性公路口岸，由两座公路桥与香港新界相连。

沙头角口岸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西面，东接沙头角保税区和盐田港，

北邻梧桐山公路隧道，是辅助性的客、货综合性口岸。

空港口岸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位于宝安区福永街道，是中国四大航空港之一，是

集海、空于一体的口岸。



莲塘口岸 罗湖莲塘口岸拟于 2018 年底开通，新建莲塘口岸将进行车辆“一站

式”通关模式试点改革。具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在深圳第一次实现三个单位——

边防、海关、检验检疫，一次检验一次放行；另外一个突破在于香港一侧，此前

所有口岸都属边界禁区，必须搭乘公共交通或者两地牌私家车才可以进入口岸

区，而莲塘/香园围口岸是香港第一个开放给香港居民可以开车到口岸门口，停

车后直接进入的口岸。

14.口岸运算：深圳水陆空铁口岸俱全，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

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也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同时有海港、空港、

信息港联动的优势，深圳通过湾区经济，可望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

15.深圳的历史发展

在深圳原居民的传统理解上，“ 深圳”只是指现今罗湖东门市场一带，即“深

圳墟”，1688 年，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

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虽然只有 30 年，但却曾经有着 6700 多年的人类活动史，新

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原住居民南越族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

先秦时期，广东地区属南越 。深圳是南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居殖在

深圳沿海沙丘谷地区域的南越部族以捕鱼、航海维生，甚少农垦。

秦于岭南设 3郡，深圳属南海郡自秦朝，即为广东地。秦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

前 214 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秦国人 50 万人开发。时属

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秦代的中原文化，后为南越国地。大汉帝国、东汉属于

交州(管辖广东、广西、越南大部)南海郡。西汉设郡前属越地、南粤地(南越地)。

深圳市最早的前身为宝安县，宝安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 331 年(东晋咸和六年)。

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等范围。郡

治在宝安县(南头)。

深圳在宋朝时期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属于广州香山县。盛产食盐、香料。

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

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 1573 年，中国明朝政府扩建东莞守御千户

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

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



公元 1394 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

御千户所。有 600 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清

代隶属广肇罗道广州府。1842 年 7 月至 1898 年 4 月期间，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

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港岛、九龙和新

界割让、租借给英国。至此，原属新安县的 3076 平方公里土地中，有 1055.61

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

1953 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东迁至

距南头 10 公里外的深圳墟。

1979 年 3 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

重领导;11 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79 年 11

月，深圳市设龙岗、葵涌、龙华、罗湖、南头、松岗 6个管理区。

1980 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也被称为

“深圳生日”。深圳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

经济特区。

1981 年 3 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1984 年 2 月 24 日至 26 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

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

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0 年 12 月 1 日，新中国第二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1992 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计划经济不

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1992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

和法规的权力。

2004 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2017 年，深圳市复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2018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16.自然资源 ：深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润宜人，降水丰富。常年平均气温

22.4℃，无霜期为 355 天，平均年降雨量 1933.3 毫米，日照时长 2120.5 小时

全市面积 1997.27 平方公里，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平方公里的河流共有 310 条，

分属 9大流域。截至 2016 年，全市共有水库 168 座，总库容 7.76 亿立方米，其

中深圳水库总库容 4496 万立方米，是香港和深圳居民的重要水源地。深圳海洋

水域总面积 1145 平方公里。深圳辽阔海域连接南海及太平洋，海岸线总长 260

公里，拥有大梅沙、小梅沙、西冲、桔钓沙等知名沙滩，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

深圳湾红树林、梧桐山郊野公园、内伶仃岛等自然生态保护区。

17.深圳市级非遗：深圳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 233 个，涵盖民间文学、

民间音乐、传统舞蹈、民间美术、民俗、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几乎所有非

遗类别，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个，包括：沙头角鱼灯舞、平乐

郭氏正骨医术、大船坑舞麒麟、松岗七星狮舞、坂田永胜堂舞麒麟、下沙祭祖习

俗、安琪广式月饼制作技艺，

18.深圳文物保护单位，深圳不但具有现代化的都市和辉煌的改革史，还有着古

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在大鹏咸头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证明至少

6700 年多前，深圳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从远近闻名的中英街到古代军事堡

垒大鹏所城，从清代民居建筑客家围屋到宋少帝陵、天后宫等，深圳总共有 51

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大鹏古城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深圳气候 ：深圳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香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

经 113°46′至 114°37′，北纬 22°27′至 22°52′。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亚

热带海洋性气候区

20.生态环境：在经济不断取得突破，科技日益创新的同时，深圳正加快产业升

级，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实现低碳目标。质量高、结构优、

消耗低已成深圳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个常年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生态园林

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41.2%。建有全国唯一一个位于城市腹地、面积最小的自

然保护区——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文化艺术：图书馆之城(城市街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属国内首创，获文化部

第三届“文化创新奖”)、钢琴之城(李云迪、张昊辰、陈萨、左章...)文化艺术

设施(博物馆、美术场馆、群艺馆、演出场馆等)、文化活动(读书月、创意十二

月、文博会艺术节等)

22.旅游产业：深圳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重要的旅游创汇基地，被誉

为“中国主题公园和旅游创新之都”，也被誉为中国的“主题公园之都，以文化

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主题公园由深圳首创，有“购物天堂”之美誉，各类旅游景点



(区)超过百处，包括主题公园、自然生态、滨海度假、都市风情、购物美食、人

文历史等不同类

23.深圳八景 “深圳八景”是 2004 年由深圳市民评选出的代表深圳城市形象、

反映深圳旅游特点的景区、景点或景观。“深圳八景”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体

现了深圳的历史文脉，反映了深圳市民的家园意识，是深圳的窗口景点。“深圳

八景”是大鹏所城（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建于公元 1394 年）、深南溢彩（深南

大道）、侨城锦绣（深圳华侨城）、莲山春早（福田莲花山）、梧桐烟雨（罗湖

梧桐山）、梅沙踏浪（盐田大小梅沙海滨）、 一街两制（沙头角中英街）、羊

台叠翠（宝安羊台山）。

24.深圳民俗：

渔民娶亲 是南澳最具特色的风俗之一

女子哭嫁 是龙岗客家人很有特色的传统习俗

客家围龙屋 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

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

居建筑的五大特色。

大盆菜 是深圳福田下沙和南头一带的习俗

妈祖诞庆 是每年 3月深圳沿海渔民和农民在天后庙举行的庆祝庙会，体现了深

圳人民对平安和幸福生活的渴望。

坪山打蘸 是坪山客家人独特的传统习俗，由于打蘸习俗劳民伤财，于 1943 年

被废除。

凉帽遮羞 是大鹏妇女的习俗。

25.深圳博物馆始建于 1984 年 2 月，1988 年 11 月开馆，现有文物藏品 3万 5千

余件。全国首座以“改革开放史”为核心内容的深圳博物馆新馆位于市民中心东

区，总建筑面积达 3万多平方米，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开馆，常年展出《深

圳改革开放史》、《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民俗》等展览。

26.深圳钟表展 2005 年被中国展览馆协会授予“中国钟表第一展”称号。2005

年 4 月举行的第 16 届深圳钟表展，从规模、成交额和国际影响力上看，“深圳

钟表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钟表类展览交易会，与瑞士的巴塞尔钟表展、香港

钟表展并称为世界三大钟表展。2004 年，它被“国际展览联盟(UFI)”接纳，成

为国际展盟的正式会员。深圳钟表展是中国钟表行业内迄今惟一被国际展盟接纳

的大型国际钟表专业展会。

27.深圳文博会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由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影电

视集团、深圳发行集团公司、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有限公司承办的一高级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盛会，每年 5 月在深圳举行，深圳文博会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国

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017年5月11日上午在深圳会展

中心拉开大幕。第十三届文博会是“十三五”期间的第二届文博会，本届展会将

围绕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战略，走质量型、内涵式发展的办展路

径，全面推进“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打造平台、以展兴业”的办展

方针，以“贸易扬帆，文化远航”为主题。

28.市花和市树 深圳的市树为荔枝和红树林。深圳的市花为簕杜鹃。1986 年，

荔枝树和簕杜鹃分别被深圳市民评选为深圳市的“市树”与“市花”。2007 年，

红树被评为深圳市第二“市树” ，深圳是世界上惟一一座红树生长在市区中心

地带的城市

29.“改革开放近 40 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 4000

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

30.重大节目：

深圳文博会是唯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盛会，从 2006 年起，每年 5月

举行;

深圳南山荔枝文化旅游节 始于 1998 年，是深圳最有历史的旅游节庆，每年六月

至七月举行;

深圳黄金海岸旅游节每年 10-11 月在盐田举行，包括深圳(大梅沙)沙滩音乐节、

深圳大梅沙国际风筝节、中国(深圳)国际游艇及设备展览会等主题活动。2006

年入选“中国十大节庆”，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的旅游盛事之一;

深圳大鹏国际户外嘉年华 每年 9 月至 11 月举行;

世界之窗国际啤酒节 每年 7-8 月在世界之窗主题公园举行;

欢乐谷国际魔术节 世界魔术盛大的节日，中国一年一度最高档次、最大规模、

最国际化的魔术艺术专业盛会。始创于 2000 年，每年在深圳欢乐谷举办

31.深圳在循环经济方面要着力实现“六个创新”
(1)发展理念创新，实现由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



“三个舍得，两个不惜”：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声誉;不惜把发展速度降下

来，不惜放弃一些投资项目。

(2)法制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保障和动力;
(3)政策创新，政府做倡导者和推动者;
(4)机制创新，把循环经济理念融入行政管理权过程;
(5)产业创新，不断推动原有产业向生态化方向转型。

(6)文化创新，在全社会树立以循环、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

加快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循环经济方面，深圳要建设“两城”，分别是自主创新之城

和循环经济之城。

32.城市荣誉：国际“花园城市”、钢琴之都、时尚之都、设计之都、“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示范城市”、“保护臭氧层示范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民阅读典

范城市”。

33.移民文化 ：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加之独特的地缘和人文环境，

造就了深圳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是最适宜海内外英才创业拓展的活

力之都。近年来，深圳相继被评选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最受农民工欢

迎的城市”

34.语言文字 ：深圳以普通话为主流语言。不少公共服务机构、专业人士和工商

业界人士都能用英语提供服务，大多数青少年能讲英语、粤语。全市正在开展“深
圳市民讲外语”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外语活动，以提高公共服务的外语普及率，提

高市民的外语应用能力。

35.综合实力：深圳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

在 201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榜单上深圳位居第一。

关于深圳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深圳华图微信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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