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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大湾区发展框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发布，

为内地 9 个大湾区城市、香港及澳门协调发展，作

出政策规划。规划纲要重点提及科技及创新，可见

近年来，科技创新驱动国家经济改革。 

 

截至 2018 年底，内地已有 6.1 亿人进行网上购物，

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消费群。网上购物提供更廉

价货品及更多选择，从而刺激内地个人消费。网上

零售额于 2018 年占整体零售额的比重为 23.6%，维

持近年上升的趋势。互联网企业亦不断推出多种崭

新的线上服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中国的互联

网企业亦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

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广东省在科技创新改革上领先同侪，有达 33,000 间

高科技公司，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一。2017 年，广

东省全年向公司及个人专利授权总量达 332,652，保

持全国首位。 

 

根据大湾区规划，到 2022 年，区域协调、创新、互

联互通水平以及要素流通将进一步增强，世界级城

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 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

为主要支撑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宜居宜业宜游的

国际一流湾区将全面建成。区内市场实现高水平互

联互通，资金、劳动人口、货物等要素高效便捷流

动。 

 

发展具全球竞争力及科技创新的经济体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纲要提出大湾区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政

策建议包括探索有利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

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加快发展不同的创新

示范基地、研发机构、创新孵化器、创新及科技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面积: 14,891平方公里
GDP: 2,202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53,000元人民币
人口: 410万 *

面积: 7,434平方公里
GDP: 22,859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155,000元人民币
人口: 1,450万 *

面积: 3,798平方公里
GDP: 9,936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128,000元人民币
人口: 770万 *

面积: 1,784平方公里
GDP: 3,633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111,000元人民币
人口: 330万 *

面积: 9,507平方公里
GDP: 2,900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63,000元人民币
人口: 460万 *

面积: 1,736平方公里
GDP: 2,915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159,000元人民币
人口: 180万 *

注: 2018年数据; * 2017年数据
资料来源: 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面积: 11,347平方公里
GDP: 4,103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85,000元人民币
人口: 480万 *

面积: 2,460平方公里
GDP: 8,279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99,000元人民币
人口: 830万 *

面积: 1,997平方公里
GDP: 24,222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 190,000元人民币
人口: 1,250万 *

面积: 1,107平方公里
GDP: 28,390亿港元
人均GDP: 381,000港元
人口: 748万面积: 33平方公里

GDP: 4,401亿澳门元
人均GDP: 666,000澳门元
人口: 67万



园，并且鼓励 11 个大湾区城市加强合作，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 

 

香港及澳门在广东省开设的研发机构在申请内地科

技项目和相关资金方面都享有与内地研发机构同等

的待遇。同时将建立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交换机制

和信息共享平台，并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

易中心。 

 

发展先进制造业 

根据规划纲要，深圳和东莞将集中高端制造业，例

如电子信息；而珠海及佛山则为龙头发展先进装备

制造业。 

 

规划纲要亦提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尤以机器人、

高速高精加工装备等为重点。并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型健康技

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 

 

现代服务业 

纲要提出商务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

级；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

高品质转变。推进粤港澳物流、工业设计、电影及

创意工业合作发展，促进三地在会计审计、法律及

争议解决服务等合作。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

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 

 

规划纲要就金融业提出一连串政策。将逐步扩大香

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的跨境投资空间，稳步扩大两

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有序推动大湾区

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 

 

大湾区内的银行机构将可开展跨境人民币拆借、外

汇交易业务、人民币相关衍生品业务、理财产品交

叉代理销售业务。粤港澳保险机构可开展跨境机动

车保险和医疗保险产品，并为跨境保险客户提供承

保、查勘、理赔等服务。支持香港于大湾区募集人

民币资金投资香港资本市场，参与投资境内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大湾区内的企业可按

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 

 

11 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调发展 

 

11 个大湾区城市的总人口为 6,960 万，国内生产总

值为 1.5 万亿美元，占 2017 年内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为取得最佳的经济发展，城市间需要在发展

政策方面作出协调，让每个经济体都能专注于它们

最优秀的范畴，对区内发展作出贡献。规划纲要建

议伙拍邻近城市，让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

门－珠海更密切合作，以取得更佳的协同效应。 

 

香港－深圳合作 

深圳已成为内地领先的高科技创新中心，亦是 5G 技

术、DNA 测序、超材料和 3D 显示等高科技领域的

国际先驱。深圳为投资者提供理想的经营环境，并

吸引年轻人作出创新的尝试。深圳的 1,250 万人口

中有三分之二为非本地外来人口，他们的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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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3岁。而约有 20%在内地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士于

深圳生活和工作。 

 

规划纲要建议深圳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及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为目标。深圳应联

合香港发展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并与香港合作发

展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及前海深港青

年梦工场。 

 

规划纲要指出，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

而与充满活力的深圳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会带来

双赢。香港作为大湾区其中一员，将会强化其国际

金融、运输及贸易中心地位，并应建设亚太区国际

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及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的融资平台。 

 

广州－佛山合作 

广州长期以来是广东省的经济、物流和政治中心。

规划纲要形容广州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

市引领作用，将广州未来在大湾区内的角色定为国

际商贸中心及综合交通枢纽。现时，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是内地第三繁忙的机场。 

 

规划纲要计划于广州南沙建立港澳创业就业试验

区，而广州将发展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及产

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广州亦可发展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于南沙建设全球进出口商品质

量溯源中心。 

 

同时，佛山已发展成辅助广州商业和贸易角色的工

业城市。规划纲要支持佛山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

并联合珠海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佛山南海亦可

推动粤港澳高端服务合作。 

 

澳门－珠海合作 

粤港澳将于澳门成立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透

过联合行动，鼓励整合大湾区的旅游业。规划纲要

支持澳门于金融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成为葡

语国家的服务平台，并发展中医药产业。澳门亦可

发展海上旅游、海洋科技、海洋生物等产业，及探

索发展国际游艇旅游的可能性。 

 

另外，珠海是中国最宜居城市，被誉为「国家园林

城市」。珠海拥有数个主题公园，当中长隆海洋王

国于 2017 年被评为全球第 11 最受欢迎主题公园。

珠海亦定位为高端制造业中心，如机器人和智能家

居。规划纲要支持珠海发展为先进装备制造及航空

业中心，及与澳门合作发展跨境金融服务。 

发展优质生活圈 

由于大湾区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必须

就吸引人才与世界各地的湾区竞争。为吸引国内外

的优秀人才，规划纲要已就生活、工作和旅游方面

制定发展优质生活圈的计划，并推出措施以协助各

领域升级，包括教育、人才发展、就业和创业、休

闲、健康和社会保障。 

 

规划纲要强调需要建立紧缺人才清单制度，并以具

体措施吸引相关人才; 开展试点计划，让外籍创新人

才于大湾区内创办科技型企业时享有国民待遇。国

家亦将推出特别计划，鼓励港澳青年到内地大湾区

读书、就业及创业，及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 

 

规划纲要亦支持港澳于内地大湾区 9 市设置医疗机

构，及深化城市间中医药领域、非急重病人跨境陆

路转运，以及公立医院开展跨境转诊合作，并建议

内地与港澳合作办理高等教育学校。规划纲要亦建

议提高香港长者社会保障措施的可携性，支持港澳

投资者于大湾区兴办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 

 

对规划的分析 

规划背后的经济思维是充分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以

提升整个大湾区的经济竞争能力，从而吸引内地和

海外的人才参与区内创新科技走廊的发展。这方

面，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级的金融和法律系

统，以及商业专业服务和大学教育。 

 

为加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协作，当局需要推出新的

政策和措施以鼓励区内的人流、货品流、资讯流和

资金流。相关的措施在过去 1 年已陆续推出，包括

居住证的安排，让港澳台居民可以更便利的在内地

居住和工作。另外，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为海外的

高端和供不应求的人才来内地工作提供补贴，以弥

补他们因为内地与香港两地税率差异所带来的额外

税务开支。此外，仍在研究中的措施包括称为「理

财通」的安排，容许跨境的金融交易和操作。预计

当局在未来将推出更多相关的措施。 

 

大湾区的发展将为香港带来许多新的发展机遇。香

港企业有需要在区内加强业务拓展，不但可以接触

到更多大湾区的客户，更可以服务未来在区内往返

频密的现有客户。便利措施的相继推出将鼓励更多

港人在大湾区城市工作、往返和居住，香港高昂的

生活成本亦将令更多港人选择在大湾区城市退休。 

 



此外，虽然香港在商业和金融服务行业表现优越，

但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却受到本地市场细小所限

制，大湾区发展却带来新的机遇。例如，香港的大

学研究能力卓越，产出优良，但本地商界却未见积

极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商业应用。由于大湾区规

划支持将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商业应用，相信香

港的大学研究成果未来在大湾区内的科研创新基地

和创新孵化器平台将有更好的应用。此外，规划为

香港年青人提供多方面的支援，这将扩阔他们在内

地就业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规划亦叫香港面对一些挑战。规划所带

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好处是便利区内的人才自由流

通，预计香港作为高增值服务的区域中心将吸引更

多区内的人才来香港工作。然而香港在医疗服务、

住屋以及交通这些社会基建上的使用率都已经达到

饱和的水平。这些樽颈的问题长远来说将会影响到

香港对大湾区的贡献，必须得到有效的回应和处

理。 

 

另外，规划提供多项措施去鼓励香港年青人到大湾

区实习创业和就业。然而，一项调查
1
 显示，58%的

受访年青人指不会考虑在内地大湾区城市工作和居

住。岭南大学调查
2
 显示，18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

有 36.2%关注在大湾区内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反

映港人因对内地的文化和工作要求缺乏充足的认识

带来忧虑。另外， 42.5%的受访者关注在移居大湾

区后会失去在香港所享有的福利。 

 

所以，要鼓励年青人到内地工作，必须帮助他们提

升对内地的认识。香港以及其他大湾区的城市在这

方面可提供政策协助。特区政府亦可以跟在区内城

市的香港商会合作，为港人在寻找工作、聘用过

程，以及工作环境和文化上提供协助。此外，政府

亦可以提供诱因鼓励在区内有业务的香港公司为香

港的年轻人提供实习及短期的工作合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信报,“调查:近六成港青不考虑往大湾区发展” (2018年 5月 2日) 

2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研究发布 「香港居民对大湾区发展的认知与评价」(2018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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