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经济特区前进之路也是创新发
展、改革突破之路。近年来，珠海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
动能。截至今年初，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2100家，涌现出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等一批创新成果，9个项目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中
山大学“天琴计划”、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东省实验室在珠落地，澳门4所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部。珠海引进各类人
才26万余名，人才净流入率居全省前列。

一系列数据可以说明珠海的“科技创
新”指数。珠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26%，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97件，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和全国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高新
区全国排名从第24位上升至第19位，科技
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全国地级市第2位。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我国四大飞机之一
的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昵称为“鲲
龙”），它来自珠海航空产业园。2021年，我
国发行《中国飞机（三）》邮票，这是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航空事业发
展70周年，推出的展现中国航空工业最新装
备发展成就的特种邮票，表现内容为歼-20
隐身战斗机、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直-20
战术通用直升机、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是代表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最

新成就的四个机型，体现了大国科技力量，方
寸间展现了“大国重器”的磅礴风采。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
于今年11月8日—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
心举行。自1996年至今，中国航展已成功
举办十三届，成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是我
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和国防实力最重要的
展示平台，更是展示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
值、弘扬中国精神的一个窗口。

中国航展举办地常设珠海。2014年我
国专门发行过一套邮品——《第十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邮票。邮票从多个
角度展示了我国航空与航天领域所取得的
最新成就，背景为珠海的城市风光。

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
略，是珠海继兴办经济特区之后迎来的又
一重大历史机遇。近年来，珠海举全市之
力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
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
这在邮票上也有展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集邮展览于2019年在
广州举行，其间，中国邮政发行《粤港澳大
湾区》特种邮票。该邮票1套3枚，都统一
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主题，凸显了粤港澳
大湾区的科技感和现代感。《粤港澳大湾
区》使用小全张，边纸上表现的是9+2城市
群11个有代表性的建筑或景观，通过从港
口放眼看的视角，将特色景观尽收眼底。
这套邮票中的《要素便捷流动》邮票以机场
跑道为视觉中心，飞机从空中徐徐降落，象
征机场的繁忙，右上方的港口、货柜船等体
现货运物流。港珠澳大桥与香港西九龙站
在构图上相互关联，体现了大湾区交通的
完善、便捷。

一桥飞架，构建起大湾区重要地缘纽

带；世纪工程展示于方寸间，成就国家名片
靓丽风景……2018年发行的《港珠澳大桥》
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为纪念港珠澳大
桥正式通车发行的纪念邮票。港珠澳大桥
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珠海市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是中国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珠江三
角洲地区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跨越伶仃
洋海域的关键性工程，对三地经济社会交流
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港珠澳大桥》第一图“青州桥”是港珠
澳大桥中跨径最大、主塔最高的通航孔桥，
桥体上的“中国结”造型与画面前景的三地
地标性建筑（香港会展中心、珠海大剧院、
澳门大三巴牌坊）形成呼应，寓意三地紧密
相连。第二图“东人工岛”地处海底隧道的
东出入口，位于港粤交界线内地一侧，是可
以驻足欣赏中华白海豚和远眺美景的多功
能人工岛。第三图“海底隧道”展现了东、
西人工岛和海底隧道上方航道的全貌。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除了港
珠澳大桥开通外，作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持
续推进交通大会战，交通建设实现新突
破。珠海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千万人
次，莲洲通用机场建成启用，高栏港货物吞

吐量突破亿吨大关，广珠城际珠海站通达
城市74个，珠机城际轨道拱北至横琴段开
通运营。洪鹤大桥、金琴快线等建成通车，
兴业快线、香海大桥、金海大桥、黄茅海跨
海通道、珠海隧道等项目建设全面铺
开……其中一些时刻，在邮票上也有展现。

2021年，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发行《中
巴建交七十周年》邮票，分别取材中国的珠
海港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珠海港作为
中国沿海24个主枢纽港和广东省5个主要
港口之一，毗邻港澳，拥有珠三角最高级别
的15万吨级主航道和聚合“江海陆铁空”为
一体的综合物流体系，是“一带一路”重要
港口节点；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套邮票通过鸟瞰视角呈现
了两座港口的美景，两枚邮票相连，形似海
浪起伏，富有动感。

同年，我国还发行《交通可持续发展》
邮票。当中第三枚邮票《绿色发展》，通过
电动公交车和充电站、共享单车、快递车
辆、港珠澳大桥、中华白海豚等元素，体现
了资源集约利用、绿色发展、绿色出行的概
念，再次将珠海交通发展卓越成就呈现给
世人。

湾区蓬勃脉动

在近日举行的南

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

上，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

打 造 的“ 书 香 邮

局——邮票上的珠

海”展区格外引人关

注，现场展出 2021

年发行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邮

票、1994 年发行的

《经济特区》邮票、

2018 年发行的《港

珠澳大桥》邮票、

2019 年发行的《粤

港澳大湾区》邮票、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

周年》邮票，以及《中

巴建交 70 周年》邮

票、《第十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邮

票》、《中国飞机（三）

邮票》、《中国共产党

早期领导人苏兆征》

邮票、《中国古镇》邮

票等承载珠海历史记

忆的邮品，累计吸引

超过 5000 人次参

观。

邮票，常被称作

国家名片，所有国家

都会将最引以为荣的

事物展示在邮票上，

在世界范围传播；国

家元首间还会将邮票

作为礼物相互赠送。

值得所有珠海人骄傲

的是，珠海曾先后13

次登上国家名片（邮

票），珠海题材邮票发

行次数与数量之多，

在全国城市中属于佼

佼者。邮票正用它特

有的方式见证、记载

珠海经济特区建设

42年的光辉历程。

珠海经济特区先后13次登上“国家名片”

方寸之间见证42年光辉历程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的重大决策。珠海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
特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为一座初具
规模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42载春去秋来，珠海经济特区的开拓
者、建设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探索对外开放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一
国两制”、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推动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等方面作出了宝
贵探索和重要贡献。

珠海经济特区42年的光辉历程，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在作为国家
名片的邮票上，珠海经济特区，一次次留
下鲜活的注脚。

《经济特区》邮票是原邮电部为了宣
传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和面貌，于 1994
年 12月 10日发行，志号为1994-20的纪

念邮票。《经济特区》邮票全套5枚，分别
描绘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面
貌。

邮票二图《经济特区——珠海》，图
案近景右侧就是珠海“渔女”雕塑，她颈戴
项珠，腰系网具，裤管轻挽，双手高举一颗
耀眼的明珠，向世界昭示光明，向人类奉
献珍宝。邮票画面中心林立着现代化的
建筑，远处是碧蓝的海水和绿色山坡上的
海滨别墅群；整个画面既描绘出了珠海优
美的自然环境，也表现出珠海人民为经济
特区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

2021年，国家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邮票，其中第10枚邮票《对
外开放》以深圳拓荒牛雕塑和珠海、汕头
等经济特区的风貌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
的辉煌成就，珠海的城市标志雕像渔女再
次亮相方寸间。

南海之滨，星月同辉，珠澳携手，共赴
未来。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从“路相连”到

“关相通”到“心相亲”，珠海与澳门交流愈
发频繁、合作更加紧密。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全面展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加速推进，珠澳共同迎来前所未有的黄
金机遇，合作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

201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
际，国家发行《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邮
票，生动展示了澳门经济快速增长、民生
持续改善、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好景象。

当中，“珠海元素”不可或缺，邮票第
三图“城市建设 繁荣发展”，以港珠澳大
桥为中心，回归后建设的西湾大桥从右侧
向内延伸，紧扣澳门回归祖国的时代脉
搏，体现了澳门城市建设发展；远景是澳
门大学横琴校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体现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积极加入区域
合作战略，合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概念。整套邮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
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特区辉煌历程

相关链接>>>

采写：本报记者 苏振华
通讯员 张 慧

在主题选材上，生态环境、人文古建也
是邮票创作设计所关注的内容。2013年发
行的《中国古镇》（一）邮票中就收录了唐家
湾镇的历史人文风貌。

当中第六图《广东珠海·唐家湾镇》描
绘了唐家湾镇会同村的一栋中西兼容风格
的碉楼建筑。唐家湾镇位于我市北部，北
邻中山市，曾作为民国时期中山模范县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珠海县的县城，拥有丰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科教资源与生态资源，
2007年5月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良好人居及生态环境的建立离不开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2021年国家发行《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I级）》（三）邮票，当
中的第七枚邮票为《中华白海豚》，展现的

就是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是珠海
水域常客、在珠海所在的珠江口区域还建
有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期以来，我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名片，
城市生活品质有了新提升。建成香山湖公园
等一批高品质公园，珠海大剧院、珠海博物
馆、珠海规划展览馆等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我市还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建设管
理，改造提升一批城市重要节点和民生工
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稳居
全国前列。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中国旅游休闲示
范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今年以来，珠海全力以赴持续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了珠海的

颜值气质同步提升，也推动市民群众不断提
高文明意识、养成文明习惯。

生态宜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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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至2010年间，中国邮政、珠海
邮政还先后发行过3张珠海题材邮资明信
片及1张珠海专用邮资图（信封）。包括
1998年11月15日发行的“珠海航展”纪念
邮资明信片;2003年11月6日发行的《世界
经济发展宣言大会》纪念邮资明信片;2005
年8月25日发行的珠海经济特区建立25
周年《“美丽珠海”邮资信封》;2010年3月24
日发行的《港珠澳大桥》纪念邮资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