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春华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已有一批香山人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杨匏安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
共广东组织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1922年春香山县人杨章甫入党；同年上
半年，杨殷由杨章甫、梁复燃（梁复然）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林伟民、苏
兆征（两人均为香山县人）等人领导了香港
海员大罢工。

杨匏安 (1896—1931)，华南地区新文化运
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杨殷（1892－1929），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3年春，中共党员周其鉴来到香山，成为
最早在香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之一。

   次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梁九及第
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梁桂华、梁功炽到香
山组织农民运动，其后党员梁复燃也被派来开
展相关工作。稍后，参加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的香山人李华炤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
产党，毕业后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

    广州农讲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
办6届，中山（香山）先后选派32人参加前5届
的学习，许多学员被派回中山开展农民运动。

李华炤（1902—1928），
首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4年9月，香山县麻子乡农民协会成
立，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个农民协会。

    1925年4月，中山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
会在石岐仁厚里召开。同年底，中共中山县
支部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广东区委，支部
书记为李华炤；

    1926年底，中共中山县委在全县群众革
命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县委书记由李华炤担
任。至1927年，中山已有共产党员百余名。

梁季安祠堂——麻子乡农会成立遗址（历史
资料图片）

中山县农民协会在仁厚里成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
公开背叛革命，接着，广东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

  同年4月23日，中共中山县
委领导了卖蔗埔起义，为探
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

旧址，县委就在这里策划卖蔗

埔起义。  黄春华 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山组织被破坏，
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直至1936年10月，中共中山县支部在
沙边小学成立，书记孙康；
   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员会在石
岐成立，是全面抗战初期广东地区中共组
织最早重建的县委，书记孙康。
   中共中山县委在1938年11月第一次武
装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准备以五桂山作为将
来的游击根据地的设想。

   孙康（1906—1996），中山
沙边村人，中共中山县委重建后首
任书记。

    全国抗战爆发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址（太原第），县委第一次
武装工作会议在此召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39年7月和9月，中共中山县委
组织动员1000多名青年抗日先锋队队
员、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会员，与国
民党中山县守备总队官兵一起奋力抵
抗，取得了两次横门保卫战的胜利，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大大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信心。

日军运输舰于玻璃围附近水面触雷沉没。

横门保卫战期间，日军
抢滩登陆。

横门战斗祝捷报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0年3月7日，日军攻陷石岐，中山县境沦陷。国民党
中山县党、政、军当局逃到鹤山建立临时县政府，领导中
山人民抗日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黄木芬（前左二）与纪中同学一道
宣传抗日救亡四区民众剧社上街、下乡宣传演出抗日救亡节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1年11月，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一中队挺进中山石军沙（今
黄圃镇地域），对内称第二主力中队；而一批共产党员也掌握了一些地方
武装。
    1941年，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制定“经营番禺”“发展中山”的方
针。1942年1月至3月，中山游击队先遣队、第二主力中队、第一主力中
队等先后开赴五桂山区，开辟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随即，中山县抗日游
击大队成立。
    1943年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和中共南番中顺临工委的领导机关，
从番禺南部转移到中山五桂山。

   1940年5月，中山抗日游击小队在大南沙莲池涌
（今中山市港口镇地域）成立，6月，扩编为中队，后
改称第一主力中队；

欧初（1921—2017），中山抗日游击
大队政训室主任（后大队长）、珠江纵
队第一支队支队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4年1月1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
下辖12个中队，350多人，至10月，义勇大队
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先后进行大小战
斗11次，毙伤敌、伪320多人，俘340多人。其
中，在抗击日军“四路围攻”中，游击队以不到
200人的兵力对付1000多名日军，取得辉煌胜
利。

谢立全（1917—1973），时任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

粉碎日、伪十路围攻主战场遗址（大帽山）

粉碎日军四路围攻
战场遗址途经岐关
公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4年10月1日，中区纵队
成立大会在五桂山区槟榔山村古
氏宗祠召开。中山人民抗日义勇
大队改编为中区纵队第一支队。
同月，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
行政督导处成立。10月21日晚，
中区纵队领导机关和挺进粤中主
力大队近500人，从五桂山出发
向粤中挺进，后建立以皂幕山、
老香山为依托的新（会）、高
（明）、鹤（山）抗日游击区，
并向恩平、阳江、阳春等县发展。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
旧址（古氏宗祠）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遗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公开宣布成立，司
令部设在五桂山区槟榔山村，下辖2个
支队、1个独立大队，在中山地区的部
队为第一支队。

    同年5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为保存力量，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决定暂
时避开日、伪、顽军的“扫荡”围攻，
将部队分批秘密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

珠江纵队司令部，后被日军烧毁。
（历史资料图片）

1945年1月15日珠江纵队发表
成立宣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
投降后，8月16日至25
日，珠江纵队第一支队、
中山县行政督导处分别发
布《致敌伪军通牒》《为
抗战即将胜利结束告中山
全县同胞书》及《抗战胜
利敬告中山全县同胞书》。

翠亨红楼——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在此包围并将不

肯投降、继续作恶的日军缴械。（历史资料图片）

    1945年10月4日，关于国民党陆军第一五九师进中山县城
受降的进军典礼暨升旗礼组织规程。图片来源：中山市档案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于1945年10月上旬最后一批转
移东江后，曾谷领导留下的干部战士32人，还有部分
五桂山区民主政权干部和党员坚持斗争。中山特派室
根据广东区党委“实行自卫斗争，坚持阵地，保存力
量”的指示，以开展政治斗争为主要方式，辅以武装
自卫斗争，使国民党县政府无法在山区建立政权，保
住了阵地，发展了自身力量。

中山特派室军事特派员梁冠

1947年，支持革命、祖籍中山的美籍华人谢月梅回中山
探望武工队战士。图片来源：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

中山特派室特派员曾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发展南方武装斗争的
指示，中山特派室决定到新区开展工作，至1949年5月，中山
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队伍，武工队发展至300多人。
中共中山县委也于1949年3月在长江乡成立。同年6月2日，
中山特派室武工队抢占金竹山、马溪山高地抗击敌军，毙伤敌

军34人。7月29日下午，武工队全歼敌中山县保警第二营九连。
活动于八区、三区、九区的武工队领导群众反“三征”也捷报
频频。

中山特派室南京队、北平队、广州队抢占金竹山、马

溪山高地反“清剿”。 邓振铃 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9年9月16日，中山特派室撤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
立团成立；9月20日，中山九区武装
纪雄、纪文、纪光3个中队编入新成立
的顺德独立团。

中山独立团连队之间使用的流通券，
背面印有“八项注意”

中山独立团臂章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9年10月30日，中山县城石岐万人空巷，主要街道
挂满五星红旗。中山独立团与两广纵队先头部队在仁山广
场举行会师典礼，庆祝中山解放。同日下午，大黄圃解放。   
    1949年11月8日，小榄镇解放；次年8月4日，佳蓬列
岛解放，万山群岛战役胜利结束。

    1950年12月7日，广东沿海最后一个敌占岛蚊尾洲岛
解放。

队伍入城时，军民共庆中山
解放，图为在石岐孙文西路
游行。（历史资料图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黄旭代表中山独立团向两广纵队献旗。

寿仪仔 摄

五星红旗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宣传车上

迎风飘扬，车头处也贴有五星红旗。 
寿仪仔 摄

山区人民热烈庆祝中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寿仪仔 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9年10月30日清晨，中山独立团在大鳌溪学校集
结，准备进军石岐解放中山。（ 历史资料图片）

两广纵队先头部队进军石岐，解放中山。图片来源：《中山解
放实录》

    中山独立团进入太平路情形。（历史资料图片）



二、建立人民政权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县陆续建立了各级人
民政府，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稳
定经济秩序等斗争，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
放生产力，使人民群众获得安全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
境，保障了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迅
速恢复。



二、建立人民政权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1953年起，中共中山县委带领全县人
民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并分别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二、建立人民政权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青年突
击队队
员正热
火朝天
地劳动。
图片来
源：民
众街道
办事处

     1954年冬，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青
年突击队，用集体的力量战胜了旱灾、咸潮等自然灾害，
夺得建社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全县青年突击队的发展势若
燎原。青年突击队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
会主义合作化的到来。1955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选编
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了《中山县新平
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毛泽东亲自
为其写了按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
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中山获得毛泽东亲写按语
的还有《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是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
合作社主任梁祥胜的谈话记录。



二、建立人民政权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青年突击队队员们正在学习。图片来源：民众街道办事处



二、建立人民政权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6年，中山县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山县基本建立，其间中山开启了工
业化的起步阶段，重组或新办酱料生产组、中山酒厂、小榄
中兴丝厂、石岐玻璃厂、华强五金厂等一大批工厂。

   中共中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5月在石岐召开。

   1957年，中山县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完成，全县工农业
总产值2.47亿元，比1952年增长60.16%，其中工业产值
8246万元，增长195.76%。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事
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1956年9月开始，中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1958－1960年是中山县水利建设大发展时期。县委成
立中山县水利工程指挥部，组织近10万人投入水利建设，
先后堵塞白藤海峡，修筑坦洲联围、民三联围、赤坎联围
和白蕉联围、特沙联围、张家边联围、神湾联围、中顺大
围续建工程、横石联围、三乡联围、五乡联围、乾务水库、
竹仙洞水库和银坑水库、长江水库和金钟水库。1959年夏
季，国家计委批准中山为电动排灌工程试点县。

长江水库 黄春华摄于2021年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中山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原本并不富饶的沙溪公社圣狮大队，用了8
年时间，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
“雄厚的集体经济，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农
业与工业并举，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繁荣，
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农村”，并成为全省农
村的一面旗帜。

从上至下，图为圣狮1963—1964年的育种场、晒谷场和耕作场面。 路华 摄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70年代，中山人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      
    1975年，中山县工农业总产值6.1亿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3.65亿元。全县机电厂企发展到63家，
拥有各种金属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2105台。大部
分公社、生产大队建立起工业企业。这些都为以后
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的石岐氮肥厂  图片来源：《中山新貌》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适用于水网地带耕作的“中山-10型”船式拖拉机  图片来源：《中山新貌》 20世纪70年代的粤中船厂  图片来源：《中山新貌》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石岐无线电厂20世纪70
年代生产的中山牌电视

机  图片来源：《中山
新貌》

石岐玻璃厂技工正在玻璃制

品上车花 图片来源：《中山
新貌》



三、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中前进

  1978年下半年，中山县与全国一样，
广泛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9年8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召集各地委宣传部部长等到中山石岐
开现场会议，中山县委书记在会上作了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有必要》的
报告；小榄公社、板芙公社党委在会上
作了介绍。

    板芙公社四联大队顷二生产队1976
年悄悄实行甘蔗联产责任制，甘蔗亩产
升幅高达24.3%。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
联产到户、到劳的生产责任制才是正确
的脱贫致富道路。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中共中山县委勇立潮头，以“杀出一条血
路”的豪迈气魄，先行先试，闯出了一条发展新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山县委、县政府一方面
乘板芙里溪、四联等大队率先实行联产到劳改革之
势，大力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
发展旅游业，与世界接轨，大批海内外游客，尤其
是华侨和港澳乡亲纷至沓来。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0年12月28日，国内
第一家中外（境外）合作酒
店——中山温泉宾馆建成开
业；1983年7月，国内最早
建成、具有现代化游乐设施
的大型娱乐场所——长江乐
园，由中山县与日本、中国
香港商人合资建成并合作经
营。

中山温泉宾馆。图片来源：《中山风光（1980）》《中山（1986）》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右图为中山县旅游公司、中山华侨大厦在1980年9月出版的《中山
风光》上的广告。上图为富华酒店在建设中，大图为中山长江乐园。

图片来源：《中山（1989）》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与此同时，“三来一补”（即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
补偿贸易）开始登场，中山一批
生产传统农机、建材的国营和集
体企业纷纷转型，生产市场需求
大的轻工产品。

1979年，石岐轻工艺进出口支公司为澳门安远公司
来料加工手袋产品，这是中山首批来料加工装配业务。
此后，“三来一补”在中山全面开花。图为浪网手袋
厂生产的远销港澳的手袋。图片来源：《中山

（1989）》画册

中山纸箱厂附属电子车间于1978年秋首次承
接外商来件加工装配业务，其产品加工装配
线由港商协助提供设备建成，加工的产品全
部由港商出口销售，为中山电子制造行业
“三来一补”首家企业。图片来源：《中山

（1989）》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山县积极帮助农民

改善居住条件，1979年，中山县沙田地区有
6495户农民将茅寮改建成砖屋，建房面积达
26.82万平方米。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改革开放后，中山各公社根
据本地的特点和优势，走农业
和工副业同时发展，内贸、外
贸相结合的道路，农村经济发
展喜人。

    1979年2月，《人民日报》
报道小榄公社社员黄新文1978
年全家劳动所得超1万元的事迹，
黄新文成为媒体报道的国内首
位万元户。

黄新文一家。图片来源：中山市委宣传部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0年，小榄公社永宁大队集体资产
和农副业总收入均超1000万元，被誉为
“千万富翁”。1983年9月，国家农牧渔
业部公布，中山小榄永宁大队的社队企业
总收入居全国所有大队首位。

    永宁的村办企业产品永大胶粘远销国内外 
图片来源：《中山（1986）》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78年至1984年间，中
山县（市）领导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侨务政策进一步
得到落实，旅外侨胞、港澳
同胞支援家乡建设的热情迅

速高涨，1979年至1984年
8月捐资建设家乡达1.8亿元，
中山（特别是乡村级）教育、
医疗的落后状况得到极大改
善。

旅港乡亲杨志云捐建的中山市人民医院留医部杨颖滨大楼。 图片来源：《中山（1986）》画册

    1979年12月，中山县华侨中学复校暨新校园奠基。 图片来
源：中山市华侨中学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 984年
举行的爱国
华侨、港澳
同胞支持中
山建设表彰
大会。图片
来源：《中
山（1989）》
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3年12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
销中山县，设立中山市（县级）。

    1987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
息《广东崛起“四小虎”》，把顺德、
南海两个县和东莞、中山两个县级市称
作广东省经济腾飞的“四小虎”。

    1987年底，中山市提前13年实现工
农业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准中山市
升格为地级市。

1983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改
为县级市，市委、市农会挂牌仪式于
1984年1月30日上午在孙文中路市
委办公大楼前（现为市博物馆）举行。
图为市委书记谢明仁、副书记欧家礼
在挂牌仪式上。图片来源：中山市档
案馆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8年中山升格为地级市后市委领导、
干部在市委大楼前合影 图片来源：中山市
档案馆

撤县建市后，中山城区拟依托旧城重点向东

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片新住宅于
城东拔地而起。   图片来源：《中山
（1989）》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9年，
中山人均国内
生 产 总 值 超

800美元，成
为全国36个率
先跨入小康水
平的城市之一。

图片来源：《中山（1989）》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90年3月，
国家科委、广东
省人民政府、中
山市人民政府签
署共同创办中山
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协议。

火炬开发区供图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84年1月，邓小平
同志在中山三乡温泉宾馆
旁的罗三妹山登山时，意
味深长地说出了“不走回
头路”的世纪强音，澄清
了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
混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
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
心。受此激励，中山人民
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
开放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罗三妹山“不走回头路”主题公园外景 图片来源：三乡党政办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威力
洗衣机

1984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
中山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发展，
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集体企业原有
基础，打造出一大批名优产品，组建
了市属工业企业“十大舰队”。 图片来源：1988中山市工农业产品展览特刊

千叶
电风扇

华捷
钢管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另一方面，中山大力支
持乡镇企业发展，使之异军
突起，与市属板块各踞工业
产值的半壁江山，为日后中
山工业发展格局的演变铺平
了道路。

     小榄镇丝织厂的精丝二车间。图片来源：
《中山（1986）》画册

小榄镇开关厂制品远销国内外。图片来源：《中山（1986）》画册



四、敢为天下先   
入榜广东“四小虎”

    1992年，中山的出口创
汇额是1983年的10.6倍，实
际利用外资是1979—1983
年五年总和的3.66倍。在出
口和投资两架马车的拉动下，
中山经济在这一时期呈现出
空前的喜人形势。

外贸出口商品基地丝绸生产车间。 图片来源：《中山（1986）》画册

    刚刚建成通航的中山港客运
码 头 。 图 片 来 源 ： 《 中 山

（1986）》画册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1992年开始，中山市全力探索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新路子，构建和
谐社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山市委、
市政府已着手探索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注、扶持弱势群体，培育市民的博

爱、慈善精神。从1988年起，中山每
年举办慈善万人行（第一届为敬老万
人行）活动，筹集善款为困难群体提
供及时有效的综合援助。

1988年的敬老万人行拉开了中山慈善万人行的序幕 图片来源：《博爱中山》画册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在此期间，中山也拉开了安居工
程的序幕。至1997年获得“联合
国人居奖”时，中山共投资近9亿
元，先后让人均居住面积6平方米
以下和8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
住上了新房。

    接着，中山于1997年率先完成
房改，推进住房市场化，并拉开新
一轮住房解困工程的帷幕，目标是
建立保障性的住房供应体制。

 1997年，中山获联合国人居奖。 黄春华 摄

刚建成时的东明花园   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1998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决心用3年左右的时
间，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企业产权制
度，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这场改革，全市

公有企业转制面达98.6%，盘活资产56亿元，转制
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达到了“止血、盘活、发
展”的目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中，市委、市
政府“工业立市”和
“工业强市”战略同时

展开。从1999年吹响
“工业立市”号角到

2003年全面推进“工
业强市”战略，中山的
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迅速提升，结构调
整同步推进。

1999年9月，世界500强企业ABB公司落户中山市横门镇（今已并入南朗街道）。黄春华 摄

嘉华电子集团的电视机生产线。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一批支柱产业形成，产业集
群得到加速集聚，民营企业迎来
大发展机遇，各镇区（街道）的
特色经济也在民营经济的扩张、
集聚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个个
与中山地名相关联的特色产业走
红大江南北，走出国门。

1999年，古镇镇首次举办灯饰博览会，以展会促产业发展。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2000年举行的首届中山
（沙溪）国际休闲服装节。
                      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中山此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工业企业，
实施龙头企业带动、名牌带动和信息化带动战略，
“小霸王”“爱多”“乐百氏”等品牌名噪一时。

中山民营科技

园于1999年9
月经市政府批
准设立。图片
来源：《中山

市志（1979—
2005）》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1999—2003年这5年间，中山市工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超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3倍。2001年，
中山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跃升至全省第5位，增长
速度在全省经济特区和珠三角十城市中位列第一；

2003年，中山工业产值增速达27.2%。

    中山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

2002年岐江河畔的园林绿化小景。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在大多数人还未洞
察到健康产业的巨大
发展潜能时，中国第
一个按国际标准建设
的“国家健康科技产

业基地”已于1993年
落户中山。历经多年
的探索发展，中山健
康产业基地走过了极
不平凡的创业之路。 康方生物医药公司。黄春华摄于2020年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2005年，中山荣获
全国首批文明城市称号，
获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优秀地市“长安
杯”；2007年入选十
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2011年被列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成为全国
首个获得“国家生态市”
的地级市。

    

中山市生态环境好，有城市建在花园中之誉。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山的城市建设也在发生着巨变。兴中
道、起湾道、长江路等相继建成或改造，构建了城市道路的
主骨架。城市北扩至港口镇，一大批住宅楼盘在城北拔地而
起；城市西扩也在1995年中山二桥建成通车后开始。

    中山二桥开通后，城市西扩开始，如今，该桥两岸已成为密度最大的住宅区之一。 黄春
华摄于2020年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1998年1月，孙文西路文化旅游
步行街第一期改造工程竣工，这
是全国首批商业步行街改造项目。

入夜后，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灯火

璀璨，人流不息。黄春华 摄

    1998年5月，孙文西路步行街改
造进入第二阶段。上图为改造前面貌。

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中山的主干公路骨架网络在此期间完成构建，“村
村通公路”会战圆满结束，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于
1999年底通车，结束了中山境内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2012年底，随着广珠西线高速公路第三期工程（今名
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进入收官阶段，中山“井”字
形高速公路网格局已形成，市内所有镇区（街道）在
15分钟车程的半径范围内都有了高速公路出入口。

1999年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通车典礼。黄春华 摄



五、工业夯实基础  
社会和谐发展

    中 山 “ 市 无 寸 铁
（ 路 ） ” 的 历 史 也 于

2011年结束。当年1月7
日，广珠城际轨道广州南
站至珠海北站段正式通车。

2021年2月，位于黄圃镇的南
沙港铁路跨洪奇沥水道大桥第二
拱吊升合龙，其跨距在亚洲同类

桥梁中位居第一。 黄春华 摄

广珠城轨跨鸡鸦水道大桥。黄春华 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2013年
3月，中山
翠亨新区正
式挂牌成立，
这是中山创
新驱动发展
的核心区、
广东省转型
升级的重大
平台。

翠亨新区起步区全景。黄春华摄于2020年12月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而就在翠亨新区成
立的上一年，即2012
年，深中通道项目在
珠江口西岸采用中山
和广州万顷沙双登陆
方案获广东省政府同
意，深中通道的主登
陆点设在中山马鞍岛，
即翠亨新区起步区所
在地。

至2020年底，深中通道中山大桥东、西主塔已完成102米，
陆域段40米箱梁全部完成预制，已架设498片。 黄春华摄于
2020年12月28日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依托深中跨江通道和中山新客运港
建设的契机，翠亨新区朝着总部经济、
金融商务、科技服务、会展创意、工
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高地方向
发展，以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新
中心为发展定位。如今，翠亨新区生
态系统和交通路网骨架逐渐成型，主
要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逐步
建成，重要功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
生物医疗科技创新项目、精密制造产
业项目不断投产，承接大湾区东岸科
技、人才外溢渐见成效。

    中开高速公路连接深中通道，
跨过横门水道，在这里与东环高速
公路相接。 黄春华 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翠亨新区
起步区

从左上到右下：翠亨新区健康医药示范区、规划馆、夜景一角、中山纪念小学。黄春华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2016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珠三角
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9年2月18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中山
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
2012年，中山市政府正
式提出“改建一环、建
设二环、规划三环”思

路，到2021年形成了
“二环十二快线（射
线）”以及高速公路
“四纵六横”的交通规
划格局，中山的快速道
路网正加快构建。

2020年12月28日，广中江高速公路第三期工程（除公铁共建段外）
通车。图为该高速路洪奇沥水道大桥。黄春华摄于2021年1月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2017年1月5日和6日，广珠城际轨道中山站相继开
通前往桂林、贵阳、长沙和北京、上海（途经厦门、
宁波、杭州等）的5条高铁线路，此后，新线路还在不
断增加。借助广珠城际轨道纳入全国高速铁路网，中
山人在自家门口乘坐列车走向全国的梦想成为现实。

    交通建设已上升到打赢经济翻身仗战略布局的高度。

城轨中山站。黄春华 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山市委、市政府积极适应和主动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构筑新型比较优势，以新的更大作
为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和
“两个重要窗口”交出中山优异答卷。中山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五头并进”，城市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委、
市政府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推进
交通建设攻坚，对重大产业平台建设不断提速，英才计划、
优才工程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让中山的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创新综合能力持续提升。

黄春华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中山市委、市政府把2020年起连续三年定为
“交通攻坚年”“项目落地年”“稳企安商年”。
进入“十四五”，中山推进实施重大平台“头号

工程”，从2021年开始集中力量开展“重大平台
建设三年行动”，加快推进火炬开发区、翠亨新
区、岐江新城三个核心平台开发建设，稳步推进
四个万亩级产业平台建设。

中山市智能制造装备园各项目在加
紧建设。黄春华摄于2020年12月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中山市委、市政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
做好“东承”文章，强化“西接”功能，不断提升城
市吸引力和承载力，按照广东省赋予中山的“三个定
位”，奋力将中山建成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支
撑点、沿海经济带枢纽城市、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一极。

中山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奋进。黄春华 摄



六、拥抱大湾区   
走进新时代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一季度中山市地区生产总值为769.75亿元，
同比增长25.0%，两年平均增长4.2%。

    2021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0%，两年平均增长3.0%。其中，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
    2021年一季度，全市服务业稳定恢复。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39.6%、33.9%，两年平均分别增长3.6%、8.7%。
    2021年一季度，中山消费市场逐步回暖，网上零售快速增长。外贸方面，货物进出口增势
明显，贸易结构继续改善。

    2021年一季度，全市进出口总额588.5亿元，同比增长46.8%。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372.3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0.1%，比上年同期
提升2.9个百分点。全市社消零总量为436.1亿元，同比增长29.2%。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继2020年连续7个月领跑全省后，中山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
其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较快。2021年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亿元，同比增长
53.7%，增速比全省高21.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1.1%。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1924年9月，珠三角第一个农会在香山县成立

1925年，香山更名中山，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

1927年4月23日，中山卖蔗埔起义

全国抗战初期，中山在广东最早重建中共县委（1937年8月）

两次横门保卫战告捷（1939年7月、9月）

1940年3月中山沦陷

1942年中山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1942年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

1944年1月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

1944年7月抗击日军“四路围攻”成经典战例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中区纵队成立 从五桂山挺进粤中

 1944年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

1945年珠江纵队在中山宣布成立

珠纵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山特派室成立武工队

 特派室坚持斗争，从防御转入进攻

1949年10月中山第一面五星红旗在纪念中学升起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

1950年12月广东最后一个敌占岛解放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接管城市工作有条不紊

中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立

全县城乡新经济秩序建立

中山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1956年中山县完成农业合作化

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等经验获毛泽东亲写按语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20世纪50年代水利建设初见成效

“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3年中山农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1964年，中山支农型工业基础夯实

1964年，全省学圣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支两军”稳定社会秩序

建设 “小而全”工业体系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第四个五年计划与1975年的整顿

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开始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1976年，里溪、四联冒风险试行联产责任制

高考恢复和教育工作重上正轨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科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黄新文成为全国媒体第一个报道的万元户

国内第一家与境外合作宾馆在中山建成

永宁，中国首批大队级“千万富翁”

“三来一补”，叩开利用境外资金的大门

小商品市场助推个体经济起步创业

专业镇萌芽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港澳同胞、华侨华人热心支持家乡建设

改革开放初中山旅游业发挥引领作用

在中山上大学成为现实

第一批商品住宅小区建成（1980年）

1983年12月，中山撤县建市

第一个全市性城市规划编制

1985年，中山港通航

中山港出口加工区设立

1988年1月升格地级市，中山成为广东“小虎”

20世纪80年代，中山城区东西两翼扩张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市属公有工业企业“十大舰队”形成

1988年，中山始办慈善万人行活动并坚持至今

外贸改革，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

1990年中山公共中巴开始营运

1991年，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布，中山榜上有名

1991年，中山承办女足世界杯

“八五”期间的“上交通，加基础，再腾飞”

1984—1992年中山传媒业大发展

1992年，“三高”农业方兴未艾

中山助力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乡镇企业占全市工业产值“半壁江山”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外向型经济带动格局形成

城市建在花园中

“工业立市”“工业强市”与品牌带动战略

首个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落户中山

1997年，中山完成第三次住房改革

1997年中山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世纪之交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一轮改革（1998—2003）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增强民生福祉 完善医疗体系

孙文西路成为全国第一批商业步行街改造项目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

中山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中山全省率先提出建设教育强市（2005年获授）

2000年，廉租房制成为住房解困主要模式

水利建设上新台阶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1992—2003）

专业镇遍地开花

从“摩托时代”到“汽车时代”

2003年抗击“非典型肺炎”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2005年，中山市上榜全国首批文明城市

2011年中山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平安中山建设见成效（2005年获平安杯）

中山圆了铁路梦（2011年1月）

深中通道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2012年敲定）

中山“全民修身”全国首试（2011年9月）

通信发展突飞猛进

2013年，中山形成“井”字形高速公路网

翠亨新区成立(2013年3月）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2020年，中山交通建设攻坚

项目落地、稳企安商跑出新速度



中山百年征程回眸

谢谢！

百年孙文路，见证中山日新月异。 黄春华 摄

（本展示文稿文字由黄春华、邱霖巧撰写，未署名图片为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