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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發布，

為內地 9 個大灣區城市、香港及澳門協調發展，作

出政策規劃。規劃綱要重點提及科技及創新，可見

近年來，科技創新驅動國家經濟改革。 

 

截至 2018 年底，內地已有 6.1 億人進行網上購物，

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消費群。網上購物提供更廉

價貨品及更多選擇，從而刺激內地個人消費。網上

零售額於 2018 年佔整體零售額的比重為 23.6%，維

持近年上升的趨勢。互聯網企業亦不斷推出多種嶄

新的線上服務，帶來經濟效率的提升。中國的互聯

網企業亦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市場，

配合中國「一帶一路」建設。 

  

廣東省在科技創新改革上領先同儕，有達 33,000 間

高科技公司，佔全國總數約三分之一。2017 年，廣

東省全年向公司及個人專利授權總量達 332,652，保

持全國首位。 

 

根據大灣區規劃，到 2022 年，區域協調、創新、互

聯互通水平以及要素流通將進一步增強，世界級城

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 2035 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

為主要支撐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宜居宜業宜遊的

國際一流灣區將全面建成。區內市場實現高水平互

聯互通，資金、勞動人口、貨物等要素高效便捷流

動。 

 

發展具全球競爭力及科技創新的經濟體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要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政

策建議包括探索有利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

新要素跨境流動和區域融通。加快發展不同的創新

示範基地、研發機構、創新孵化器、創新及科技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面積: 14,891平方公里
GDP: 2,202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53,000元人民幣
人口: 410萬 *

面積: 7,434平方公里
GDP: 22,859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155,000元人民幣
人口: 1,450萬 *

面積: 3,798平方公里
GDP: 9,936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128,000元人民幣
人口: 770萬 *

面積: 1,784平方公里
GDP: 3,633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111,000元人民幣
人口: 330萬 *

面積: 9,507平方公里
GDP: 2,900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63,000元人民幣
人口: 460萬 *

面積: 1,736平方公里
GDP: 2,915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159,000元人民幣
人口: 180萬 *

註: 2018年數據; * 2017年數據
資料來源: 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面積: 11,347平方公里
GDP: 4,103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85,000元人民幣
人口: 480萬 *

面積: 2,460平方公里
GDP: 8,279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99,000元人民幣
人口: 830萬 *

面積: 1,997平方公里
GDP: 24,222億元人民幣
人均GDP: 190,000元人民幣
人口: 1,250萬 *

面積: 1,107平方公里
GDP: 28,390億港元
人均GDP: 381,000港元
人口: 748萬面積: 33平方公里

GDP: 4,401億澳門元
人均GDP: 666,000澳門元
人口: 67萬



園，並且鼓勵 11 個大灣區城市加強合作，推動科技

成果轉化。 

 

香港及澳門在廣東省開設的研發機構在申請內地科

技項目和相關資金方面都享有與內地研發機構同等

的待遇。同時將建立大灣區知識產權信息交換機制

和信息共享平台，並支持香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 

 

發展先進製造業 

根據規劃綱要，深圳和東莞將集中高端製造業，例

如電子信息；而珠海及佛山則為龍頭發展先進裝備

製造業。 

 

規劃綱要亦提出推動製造業智能化，尤以機器人、

高速高精加工裝備等為重點。並培育壯大新興產

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型健康技

術、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車等。 

 

現代服務業 

綱要提出商務服務、流通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升

級；健康服務、家庭服務等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和

高品質轉變。推進粵港澳物流、工業設計、電影及

創意工業合作發展，促進三地在會計審計、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等合作。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高端

會議展覽及採購中心的地位。 

 

規劃綱要就金融業提出一連串政策。將逐步擴大香

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的跨境投資空間，穩步擴大兩

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有序推動大灣區

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 

 

大灣區內的銀行機構將可開展跨境人民幣拆借、外

匯交易業務、人民幣相關衍生品業務、理財產品交

叉代理銷售業務。粵港澳保險機構可開展跨境機動

車保險和醫療保險產品，並為跨境保險客戶提供承

保、查勘、理賠等服務。支持香港於大灣區募集人

民幣資金投資香港資本市場，參與投資境內私募股

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大灣區內的企業可按

規定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 

 

11 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協調發展 

 

11 個大灣區城市的總人口為 6,960 萬，國內生產總

值為 1.5 萬億美元，佔 2017 年內地國內生產總值的

12%。為取得最佳的經濟發展，城市間需要在發展

政策方面作出協調，讓每個經濟體都能專注於它們

最優秀的範疇，對區內發展作出貢獻。規劃綱要建

議夥拍鄰近城市，讓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

門－珠海更密切合作，以取得更佳的協同效應。 

 

香港－深圳合作 

深圳已成為內地領先的高科技創新中心，亦是 5G 技

術、DNA 測序、超材料和 3D 顯示等高科技領域的

國際先驅。深圳為投資者提供理想的經營環境，並

吸引年輕人作出創新的嘗試。深圳的 1,250 萬人口

中有三分之二為非本地外來人口，他們的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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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3 歲。而約有 20%在內地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士於

深圳生活和工作。 

 

規劃綱要建議深圳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及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為目標。深圳應聯

合香港發展綠色金融和金融科技，並與香港合作發

展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前海深港青

年夢工場。 

 

規劃綱要指出，香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撐，

而與充滿活力的深圳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會帶來

雙贏。香港作為大灣區其中一員，將會強化其國際

金融、運輸及貿易中心地位，並應建設亞太區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及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的融資平台。 

 

廣州－佛山合作 

廣州長期以來是廣東省的經濟、物流和政治中心。

規劃綱要形容廣州為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

市引領作用，將廣州未來在大灣區內的角色定為國

際商貿中心及綜合交通樞紐。現時，廣州白雲國際

機場是內地第三繁忙的機場。 

 

規劃綱要計劃於廣州南沙建立港澳創業就業試驗

區，而廣州將發展區域性私募股權交易市場及產

權、大宗商品區域交易中心。廣州亦可發展綠色金

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於南沙建設全球進出口商品質

量溯源中心。 

 

同時，佛山已發展成輔助廣州商業和貿易角色的工

業城市。規劃綱要支持佛山開展製造業轉型升級，

並聯合珠海發展先進裝備製造產業。佛山南海亦可

推動粵港澳高端服務合作。 

 

澳門－珠海合作 

粵港澳將於澳門成立大灣區城市旅遊合作聯盟，透

過聯合行動，鼓勵整合大灣區的旅遊業。規劃綱要

支持澳門於金融服務及其他商業服務方面，成為葡

語國家的服務平台，並發展中醫藥產業。澳門亦可

發展海上旅遊、海洋科技、海洋生物等產業，及探

索發展國際遊艇旅遊的可能性。 

 

另外，珠海是中國最宜居城市，被譽為「國家園林

城市」。珠海擁有數個主題公園，當中長隆海洋王

國於 2017 年被評為全球第 11 最受歡迎主題公園。

珠海亦定位為高端製造業中心，如機器人和智能家

居。規劃綱要支持珠海發展為先進裝備製造及航空

業中心，及與澳門合作發展跨境金融服務。 

發展優質生活圈 

由於大灣區的目標是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必須

就吸引人才與世界各地的灣區競爭。為吸引國內外

的優秀人才，規劃綱要已就生活、工作和旅遊方面

制定發展優質生活圈的計劃，並推出措施以協助各

領域升級，包括教育、人才發展、就業和創業、休

閒、健康和社會保障。 

 

規劃綱要強調需要建立緊缺人才清單制度，並以具

體措施吸引相關人才; 開展試點計劃，讓外籍創新人

才於大灣區內創辦科技型企業時享有國民待遇。國

家亦將推出特別計劃，鼓勵港澳青年到內地大灣區

讀書、就業及創業，及依法報考內地公務員工作。 

 

規劃綱要亦支持港澳於內地大灣區 9 市設置醫療機

構，及深化城市間中醫藥領域、非急重病人跨境陸

路轉運，以及公立醫院開展跨境轉診合作，並建議

內地與港澳合作辦理高等教育學校。規劃綱要亦建

議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支持港澳

投資者於大灣區興辦養老等社會服務機構。 

 

對規劃的分析 

規劃背後的經濟思維是充分發揮港澳的獨特優勢以

提升整個大灣區的經濟競爭能力，從而吸引內地和

海外的人才參與區內創新科技走廊的發展。這方

面，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世界級的金融和法律系

統，以及商業專業服務和大學教育。 

 

為加強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協作，當局需要推出新的

政策和措施以鼓勵區內的人流、貨品流、資訊流和

資金流。相關的措施在過去 1 年已陸續推出，包括

居住證的安排，讓港澳台居民可以更便利的在內地

居住和工作。另外，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為海外的

高端和供不應求的人才來內地工作提供補貼，以彌

補他們因為內地與香港兩地稅率差異所帶來的額外

税務開支。此外，仍在研究中的措施包括稱為「理

財通」的安排，容許跨境的金融交易和操作。預計

當局在未來將推出更多相關的措施。 

 

大灣區的發展將為香港帶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香

港企業有需要在區內加強業務拓展，不但可以接觸

到更多大灣區的客戶，更可以服務未來在區內往返

頻密的現有客戶。便利措施的相繼推出將鼓勵更多

港人在大灣區城市工作、往返和居住，香港高昂的

生活成本亦將令更多港人選擇在大灣區城市退休。 

 



此外，雖然香港在商業和金融服務行業表現優越，

但其他經濟活動的發展卻受到本地市場細小所限

制，大灣區發展卻帶來新的機遇。例如，香港的大

學研究能力卓越，產出優良，但本地商界卻未見積

極將這些研究成果轉化成商業應用。由於大灣區規

劃支持將科技的研究成果轉化成商業應用，相信香

港的大學研究成果未來在大灣區內的科研創新基地

和創新孵化器平台將有更好的應用。此外，規劃為

香港年青人提供多方面的支援，這將擴闊他們在內

地就業發展的空間。 

 

另一方面，規劃亦叫香港面對一些挑戰。規劃所帶

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好處是便利區內的人才自由流

通，預計香港作為高增值服務的區域中心將吸引更

多區內的人才來香港工作。然而香港在醫療服務、

住屋以及交通這些社會基建上的使用率都已經達到

飽和的水平。這些樽頸的問題長遠來說將會影響到

香港對大灣區的貢獻，必須得到有效的回應和處

理。 

 

另外，規劃提供多項措施去鼓勵香港年青人到大灣

區實習創業和就業。然而，一項調查
1
 顯示，58%的

受訪年青人指不會考慮在內地大灣區城市工作和居

住。嶺南大學調查
2
 顯示，18 歲以上的受訪者中，

有 36.2%關注在大灣區內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反

映港人因對內地的文化和工作要求缺乏充足的認識

帶來憂慮。另外， 42.5%的受訪者關注在移居大灣

區後會失去在香港所享有的福利。 

 

所以，要鼓勵年青人到內地工作，必須幫助他們提

升對內地的認識。香港以及其他大灣區的城市在這

方面可提供政策協助。特區政府亦可以跟在區內城

市的香港商會合作，為港人在尋找工作、聘用過

程，以及工作環境和文化上提供協助。此外，政府

亦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在區內有業務的香港公司為香

港的年輕人提供實習及短期的工作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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