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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

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省人

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

下于香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早在今年三月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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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据媒体报

道，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和其它政府部

门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

规划》，预计近期或将对外公布。

10月1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

布她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时强调，“特

区政府会积极参与推进大湾区建设，为

香港推动产业多元化创造有利条件，特

别是在拓展创新及科技发展方面。此外，

我们会争取为港人在大湾区学习、就业、

创业、营商、生活以至养老提供更多便

利，促进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讯

息流，使大湾区能够成为港人的优质生

活圈。”。香港政府特此将 “与内地合

作督导委员会”改名为“推进大湾区建

设及内地合作督导委员会”，突显其重

视程度。

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意味着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两个特区与几个内

地城市之间的地方性区域开发规划，而

是国家层面的长远发展大计。

那么，如此重要的发展规划未来可能带

来什么样的商业新机遇，以及改进空间？

本报告将做重点讨论。



GDP全球第一，大湾区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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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广东省一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2016年该省GDP高达7.95
万亿元，接近全国经济总量74.41万亿元的11%。香港GDP约2.23万亿元，澳门

GDP约3,119亿元，粤港澳三地（含广东省）合计GDP约为10.49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全国经济总量的14%。环顾全球，粤港澳经济总量媲美世界第十大经济

体加拿大；此外，三地总人口接近1.2亿，数量接近全球排名第11的墨西哥和排

名第十的日本。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数量，粤港澳一体堪称“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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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湾区9+2城市面积（平方公里）与人口（万人）

大湾区9+2城市

31%

69%
广东省其它地区

大湾区9+2城市总面积占广东省的31%

大湾区9+2城市

62%

广东省其它地区

38%

大湾区9+2城市总人口占广东省的62%

澳门 64

1404广州

香港 735

肇庆 406

东莞 826

深圳 1191

珠海 168

746佛山

江门 454

中山 323

478惠州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万得、普华永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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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预测，

到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

将与东京湾区旗鼓相当；到2030年，

经济总量将达4.62万亿美元，超过东

京湾区（3.24万亿美元）和纽约湾区

（2.1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GDP总
量第一的湾区。

1) 香港 22,326亿元

2) 广州 19,611亿元

3) 深圳 19,493亿元

4) 佛山 8,630 亿元

5) 东莞 6,828 亿元

6) 惠州 3,412亿元

7) 中山 3,203亿元

8) 澳门 3,119 亿元

9) 江门 2,419亿元

10) 珠海 2,226亿元

11) 肇庆 2,084 亿元

22,326
19,611 19,493

2,226 2,419

3,412
3,119

6,828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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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万得资讯；Factiva (汇率换算：2016年12月30日港币、澳门币兑人民币收盘价)； 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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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湾区各地GDP（亿元）

广东省其它地区

15%

85%
珠三角九个城市

大湾区“9+2”城市

13%

87%
全国其它地区

珠三角九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广东省的85% 大湾区“9+2”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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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是“9+2”
的11个城市，总人口约6,800万，即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市，以及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

的九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广东全省的

85%，人口占全省的52%。“9+2”
的11个城市以2016年经济总量排名依

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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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经济总量

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的香港、广州、

深圳GDP总量均超过或接近两万亿元，

不逊色于中国排名中间的一个省的

GDP，例如陕西省2016年经济总量为

1.90万亿元，全国排名第15位；第二

层级包括佛山和东莞，各城2016年
GDP均在6,500亿元到8,500亿元区间，

相当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的西藏自治

区；第三层级的六个城市，年GDP在
2,000亿元到3,000亿元区间，惠州、

中山和澳门经济总量接近9,734亿元，

江门、珠海和肇庆三地GDP总和为

6,729亿元。第一层级的三个大型城市

是最末三个城市经济总量的十倍。

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的人均GDP
差异显著，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发展机遇

所在。例如人均GDP最高的澳门几乎

是肇庆的十倍。澳门、香港相当于发

达国家，肇庆和江门人均GDP虽然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属于发展中国

家水平，与深圳和广州差距也不小。

72,787

167,411

134,500139,644

53,374

51,178

71,605
82,682

99,471
115,642

303,889

482,991

2016年大湾区各地人均GDP（元/人）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万得资讯；Factiva (汇率换算：2016年12月30日港币、澳门币兑人民币收盘价) ；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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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把大湾区11个
城市划分为东岸、西岸和北部三大区

域。大湾区东岸无论是经济规模、还

是人口都拥有很大优势。东岸的一区

三市香港、深圳、东莞和惠州，人口

占大湾区的48%，经济规模相当于

56%。与此同时，西岸的一区三市澳

门、珠海、中山和江门，人口仅占整

个大湾区的15%，经济规模占12%。其

余37%的人口和32%的经济规模分布

在北部的广州、佛山和肇庆三个城市。

再者，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大

湾区11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差异

也很巨大。由于香港是全球知名的自

由港，以及金融中心，背靠祖国这个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历年来都有

大量外资聚集于此。澳门人口和经济

规模纵比香港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表现也极为出色，超过了广州，与深

圳接近。如果能通过本次发展规划、

突出各城市特色，从而吸引更多外商

直接投资吸引到大湾区，这将会大力

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396 468

102 79

7,509

*448

162 1

159 33
273

3326

2016年大湾区各地外商直接投资（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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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澳门最新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布至2015年。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万得资讯；Factiva (汇率换算：2016年12月30日港币、澳门币兑人民币收盘价)；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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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明显，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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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积庞大，亦拥有

全球或全国竞争力明显的优势产业，

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至为重

要。从数据看，大型企业的数量反映

背后的优势产业，部分行业的优势可

能分散在中小企业的质量和数量上。

从三大产业构成来看，广东省2016
年一、二、三产业比重依次是4.6%：

43.2%：52.1%，和全国三次产业构

成的4.8%：38.7%：56.5%对比，最

明显的区别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

二产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

点，而服务业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4个百分点。港澳的情况比较特殊，

服务业比重均超过90%，几乎没有第

一产业。珠三角的九个城市中，广州

的服务业比重最高，为68.6%，深圳

60.5%，其次是东莞53.2%、珠海

50.1%。其它城市都是工业比重高于

服务业。肇庆市农业比重较高，占比

15.4%，江门7.8%、惠州5.1%。

*出版时，香港和澳门最新数据发布至2015年。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万得资讯、普华永道分析

从行业来看，广东省制造业增加值

2016年达2.88万亿元，这其中计算机、

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以

7,620亿元处于绝对的龙头地位。总

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有八个，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产值2,825亿位

居第二；服装、服饰业如果加上纯纺

织业的话，产值则接近1,670亿，略微

超过汽车制造业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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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规模最大的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单位：万元） 占制造业比重

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76,200,185 26.4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8,236,674 9.81%

汽车制造业 16,645,145 5.78%

金属制品业 14,176,171 4.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4,123,693 4.9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118,959 4.5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2,392,492 4.30%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448,079 3.63%

制造业 287,918,581 100%

广东全省总计 319,173,876 N/A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局；普华永道整理

2016年广东省前八个规模最大的制造业

2016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工业增加值（亿元）

数据来源：广东省、各城市统计局；普华永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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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虽然整体工业增加值不足

1,000亿元，但是所占市场份额较大，

在全球或全国市场有很大影响力，比如

家具行业制造业增加值2016年接近500
亿，再加上相关的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的230亿，虽然总和

只有730亿，但是广东省家具产量约占

全国30%、出口占全国大约35%，多年

保持全国家具出口第一位置。根据《广

东家具行业未来五年（2015-2019年）

出口规划》，到2019年，全省家具出口

规划值275亿美元，预计比2010年的

196.49亿美元增长40%。

从珠三角九个城市来看，深圳制造业

规模最大，2016年工业增加值高达

7,199亿元；广州以4,878亿元屈居第

二，佛山以4,719亿元位列第三。整个

广东省制造业80%以上都集中在了珠

三角的九个城市，虽然这对于整个广

东区域经济平衡不利，但这里基础设

施配套齐全，拥有机场和大型港口，

优势得天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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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地区统计局，香港海事处，普华永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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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在制造业多个领域

拥有明显优势，旅游业也十分兴旺，

市场规模大、访客数量多，发展前景

广阔。以机场旅客吞吐量为例，香港、

广州和深圳机场分别高达7052万、

5,978万和4,197万人次。虽然部分旅

客可能只是转机，但是机场的旅客吞

吐量庞大，可谓处处商机，旅游业潜

力无可限量。

依托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色旅游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旅游人数还是旅游

业收入都领先全国。根据香港旅游发

展局2015/2016年年报，2015年有

5,931万人次访问香港，其中过夜旅

客2,669万人次，不过夜人次3,262万，

与 入 境 旅 游 相 关 的 总 消 费 高 达

3,322.9亿港元，过夜旅客人均消费

7,234港元。而2016年访港旅客较

2015有小幅下降。根据澳门政府统计

资料，2016年入境旅客共3,095万，

过夜旅客1,570万，全年旅客总消费

526.6亿澳门元，旅客人均消费1,701
澳门元。中国内地旅客是主要客源，

占旅客总数的66.1%。与此同时，和

旅游业相关的澳门博彩业2016年博彩

收入2,232亿澳门元。

注：佛山和惠州的统计没有区分入境和境内人数，因此我们计算时全部归到境内总人数；肇庆只统计了旅游业总收入；深圳旅游业总收入是根据前三
年数据及年增长率估算所得。

数据来源：广东省、各城市统计局；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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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佛山和澳门最新的机场旅客数据发布至2015年。数据来源: 各城市机场、统计局、航空局；普华永道整理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人）

2016年旅游业 香港 澳门 广东9市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 肇庆

入境旅游者 (万人) 5,931 3,095 3,210 862 1,171 492 N/A 400 N/A 62 223 N/A

境内旅游者 (万人) N/A N/A 28,522 5,079 4,525 3,409 4,570 3,392 4,713 1,056 1,778 N/A

旅游业总收入（亿

元人民币）

2,825 412 7,328 3,217 1,417 317 625 445 364 247 410 286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整体上来看，

2016年接待境内外游客超过4亿人次，

总体旅游业收入1.06万亿人民币，如

果包括澳门博彩业的话，总体旅游业

收入则接近1.24万亿人民币。其中，

珠三角九个城市2016年接待境内外旅

游超过三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

7,328亿元人民币。单个城市来看，

香港、广州、深圳、澳门访客人次和

旅游收入远高于其它几个城市。



行业领军企业云集，
金融与科技傲视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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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制造业和旅游业外，粤港澳大湾区在保险、金融、科技、房地产开发、汽车和家电制造等领域领先全国，少数

几个行业甚至在全球前列。这些行业的实力体现在当地的企业发展规模，例如，2016年财富500强榜上有15家粤港澳大

湾区企业，这些企业合计营业收入高达6.45万亿元。香港的500强企业有七家，数量最多；深圳有五家企业上榜，总体

营业收入为大湾区之冠。广州也有两家企业，佛山有一家企业。

2016财富500强之粤港澳大湾区上榜公司营业收入按公司总部分布

深圳

19,267 
5

香港

17,327

7

广州

7,038

2

佛山

1,430

1

公司营业收入（亿人民币） 公司数量 (家) 数据来源：财富，Factiva (汇率：2016年3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 ，普华永道分析

2016财富500强之粤港澳大湾区上榜公司营业收入行业分布情况

综合 保险 电力 房地产 科技 银行 有色金属 汽车 家用电器 食品

3

2

1

3

1 1 1 1 1 1

营业收入（亿人民币） 公司数量 (家)

数据来源：财富，Factiva (汇率：2016年3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 ，普华永道分析

11,627 8,615 4,817 4,723 4,054 3,125 3,082 2,221 1,430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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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业务公司：怡和控股，来宝集团，华润总公司



香港 深圳 广州 佛山 珠海 惠州

39

1 7

10

3
1 1

39,713 

34,750 

6,884 

2,694 
1,156 

442 

公司市值（亿人民币） 公司数量 (家) 数据来源：福布斯、万得资讯、 普华永道分析，

Factiva (汇率：2016年4月22日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

除了财富500强，总部位于粤港澳大

湾区的福布斯全球2000强上榜企业蕴

含更多信息。例如按照市值计算，香

港的大型企业数量遥遥领先。就企业

市值而论：深圳和香港两区相差无几，

深圳作为后起之秀，其经济综合实力

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大湾区其它城

市，在大型企业数量上与香港和深圳

差距颇大。

综合来看，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

财富500强和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

业，数量和整体实力最强行业分别是

房地产开发、金融及保险、科技及互

联网。房地产开发方面，由于香港企

业起步早，积累大量经验，加上近年

港资企业积极开拓内地市场，企业蓬

勃发展；再加上多个广州、深圳房地

产企业，随着内地市场崛起，业绩在

国内名列前茅，粤港澳大湾区的房地

产业整体表现突出。这些房地产总部

都设在了大湾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

贡献颇大，虽然其多数业务遍及全国，

但并不是支撑和提升大湾区经济转型

升级的核心力量。

金融和保险也是香港的传统优势领

域，根据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017
年香港是全球排名第四的国际金融

中心，深圳排名第22位。大湾区除

了汇聚着一批实力雄厚的金融和保

险企业，香港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按

市值也排在全球前列。如果大湾区

未来能够加强金融合作，仅仅香港

和深圳两个城市联手，其金融实力

就不可小觑，总体规模和潜力无限，

前景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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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福布斯全球2000强之粤港澳地区市值按公司总部分布情况



25

2 2

5
6

3
4

3
2 2 2

3

房地产 软件与服务 保险 多元金融 公用事业 银行 运输 耐用消费品
与服装

综合 汽车与汽车
零部件

食品、饮料
与烟草

零售业

公司市值（亿人民币） 公司数量 (家)

数据来源：福布斯、万得资讯、普华永道分析，

Factiva (汇率换算：2016年4月22日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

大湾区以深圳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及互

联网，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

设备制造业，不但走在国内同行前列，

而且在某些领域接近甚至超过全球领

军企业。上文提到广东多年来一直是

全球重要的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

设备制造业重镇，以华为为代表的科

技企业不仅把该制造业的产业链推向

较高端领域，而且在创新和研发方面

不断缩小与跨国巨头的差距。由于中

国互联网飞速发展，以腾讯为代表的

互联网企业在部分领域甚至已走在世

界前列。

2016福布斯全球2000强之粤港澳大湾区上榜公司市值前12位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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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7 13,982 10,586 6,760 6,207
5,146 3,383 2,913 2,882 2,414 1,548 1,314

综合业务公司：怡和控股，来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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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划雄心勃勃
新机遇再攀高峰



国家发改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指出，未来合作重点领

域主要包括：1、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 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3、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4、构建协同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5、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该协议毋庸置疑将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尚在研究制定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

规划》预计将出台更加详细的执行方案。除此之外，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下面几点值得思考和注意：

以港深广为核心的“三”字型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多年发展，香港、深

圳和广州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三个城

市经济实力旗鼓相当，大湾区发展可以

此为基础，强化建立彼此之间紧密合作

的“三”字型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出一

个较佳的战略定位。这是粤港澳大湾区

一大特色，国内外都没有距离如此接近

的三座大型城市。

“三”字型城市群分别指：香港核心包

括澳门、珠海和江门，港澳传统上一直

联系紧密，而且都是特区，珠海紧邻澳

门，江门面积较大，港珠澳大桥的建成

将大大缩短交通时间；深圳核心包括惠

州、东莞和中山，未来深圳中山大桥开

通将极大促进两城融合；广州核心包括

佛山和肇庆，广州人口和面积都比香港

和深圳大，因此只需横向联合两个

城市。

肇庆

佛山

江门
珠海

中山

东莞

澳门

惠州

广
州

深
圳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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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型城市群的优势是尽量𨒂𨒂续地

区现有的发展格局，保持各城特点，同

时突出香港、深圳和广州三个核心城市

的领导作用，辐射和带动其它城市发展，

从而促进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早日成为世

界级城市群。

同时，利用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机遇加强

香港与深圳、香港与广州深度紧密合作。

三股力量合为一体力量强大，势必将把

大湾区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从长远来

看，大湾区也将辐射泛珠三角区域包括

湘鄂闽、粤桂琼、云贵川等九省区，促

进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平衡。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无缝联结，生产要素快速流动

随着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工，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捷程度大

大提高，但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

很多，例如知名学者郑永年指出，

“港澳的教育、医疗、金融和社会

保障等方面，都和珠三角其它城市

没有实现顺利对接，阻碍了大湾区

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此外，

“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内部的整合水

平远不及欧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

人员流动、关卡管理、科研合作等

方面。”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如

果不利用这次共同制定发展规划的

机会来妥善处理的话，这些因素或

将严重牵制大湾区未来发展。

同为一个国家，由于“一国两制”

的制度存在差异，如果大湾区内部

整合在未来几年还 “各自分头干、

重复建设，城市之间融合度低”的

局面持续，结果可想而知。因此，

除了紧密联结基础设施等硬件、未

来几年各城之间如何连接公共服务

等软件值得深思，应尽快让各生产

要素加速流动，最终建立粤港澳大

湾区一体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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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博彩各具特色，旅游一体化游客如织

如上所述，虽然大湾区11个城市2016
年接待境内外游客超过四亿人次，旅

游业总体收入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

但是几个主要城市之间几乎互为相对

独立的旅游目的地，没有合力形成一

体化市场。例如根据港澳的统计数据，

不在本地过夜的访客占其总旅客人数

一半左右 (当然这里面包括部分以珠三

角为主的当天往返的内地游客)，如何

吸引旅客在本地或大湾区过夜，甚至

多住几日是增加区内旅游收入的关键。

通过大湾区基础设施加快互联互通，

让游客在两到三小时小时甚至更短时

间顺利抵达11个城市主要旅游目的地，

形成可供旅客逗留五至七天的一体化

旅游市场，这将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

在大湾区多玩几日，从而大幅提高旅

游业收入。

除了基础设施快速互通，大湾区旅游

目的地项目需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增

加互补、提升游客体验，或者考虑由

中央政府或国家发改委及国家旅游局

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统一协调推进旅游一体化。

与此同时，大湾区11个城市的政府部

门有必要定期协调各地主要旅游企业

交流，从旅游一体化角度开展和规划

业务，甚至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跨

越三地运营、进行并购重组，利用市

场力量推动旅游一体化。

此外，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例如澳门博彩业和极具特色的南欧建

筑、香港购物天堂、绚丽夜景及大都

市风光、江门的雕楼、广州的美食和

珠海的花园城市等，都对国内外游客

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大湾区城市

毗邻海岸，岭南崇山峻岭，各政府可

共同制定政策，一同改善大湾区内空

气水源质量，发展独特的大湾区生态

旅游，改善居住环境之余，大湾区也

应发展多元化旅游业，乘着交通便利，

共同增加一小时生活圈的旅游魅力。

续或累计超过183天，须向内地申

报并须缴纳内地的个人所得税，而

内地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港澳。同

时内地个人到香港、澳门工作，内

地企业到香港、澳门经营业务也可

能面临缴纳香港/澳门税的问题，

回到内地还要分别补缴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尽管在港澳缴纳的

税款可以抵免内地的所得税。上述

额外税务成本和行政成本的原因，

企业和个人会选择尽量避免跨区出

差、工作和生活，而这会妨碍大湾

区内的包括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流

动，制约大湾区发展。

为促进整个大湾区的人流、物流和

资金流的流通，三地需要协作探索

并出台解决的方案。

例如，粤港澳三套行政制度及三个

地区税制的差异，给大湾区内人流、

物流和资金流的自由流通带来阻碍。

其中，税务政策阻碍了人才自由流

动方面。按规定香港/澳门居民在

任何12个月内于内地工作或停留连



提升优势制造业竞争力，培育较高附加值行业

上文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很

大，属于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

是各城市也面对持续发展的挑战。以

制造业为例，很多领域仍然处于价值

链较低端，附加值较高业务占比较小。

增强合作减少竞争，构建世界一流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一个区域

没有世界领先的产业就很难长期繁荣

昌盛。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能够

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行业，或许只

有金融（ 包括保险 ）和互联网与科技。

粤港澳增强合作的话，这个区域作为

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和互联网与科技

创新中心的地位可以继续提升、更加

稳固。

金融方面香港优势明显，主要得益于

香港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内地

经济这些年飞速发展的结果；深圳则

在互联网与科技方面比较发达，这与

其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密不可分，同

时深圳的金融业进步也相当迅速。因

此在金融方面，增强合作、减少竞争

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为什么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由中央政府出面的原因。

此外，由于这两个行业发达程度较高，

更加需要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香港

由于个人所得税较低、英文环境较好、

医疗、教育条件优越，比较容易吸引

到国际一流人才，大湾区其它城市这

方面难以短时间之内和香港比肩。因

此，让居住在大湾区的国际高端人才

无限制自由流动工作极其重要。再者，

或许可以通过简化税制，鼓励高端人

才流动。粤港澳属不同税区，三地政

府可就公司营运和人才流动方面共同

制订税务优惠政策，积极鼓励高端人

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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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珠三角是全球手机及零配件

重 要 制 造 基 地 ， 工 信 部 公 布 的

《2016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生产手机21
亿部，广东的产量高达9.6亿部。珠

三角不但拥有多个本土手机品牌，同

时也为国际品牌代工，但是企业普遍

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国际品牌凤毛麟

角，整个产业停留于价值链末端，只

能获得较微薄的利润。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如果能探索

比较科学、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方案，

从而培育几个当地的国际手机品牌，

并掌握更多核心技术，那么必然会加

快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或许可行的

方案是，当地政府出面协调行业内主

要企业，并联合金融机构成立基金到

海外收购成熟的核心技术或国际知名

品牌。另一方面，政府投资调动湾区

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甚

至和国内外顶尖研究力量到一个平台

上，合力攻破对发展当地手机行业最

关键的一些技术。

大湾区的优势制造业除了手机还有不

少，只有个别领域拥有享誉国际的品

牌、较高技术、以及高附加值，如何

实现更多行业转型升级不仅关乎该地

区未来经济繁荣，也是整个中国亟需

解决的重大问题。广东长期以来一直

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如果这

次利用大湾区发展规划在制造业转型

升级有所突破，一定是利在当代，功

在千秋！

此外，在培育较高附加值制造业期间，

港澳可以在吸引投资、国际人才、开

拓国际市场方面发挥“超级联络人”

作用，例如香港侧重研发、大湾区内

地城市侧重科技推广和应用。也就是

说综合利用9+2所有城市的优势来推

动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

研究显示，中国生产苹果手机所分利润不高，只有3.6%。

数据來源：华尔街日报

34% 日本

17% 德国

13% 韩国

6% 美国

3.6% 中国

27% 其它



发展智慧城市群，开拓高端养老业

1. 发展智慧城市群：世界各国都在

探索发展理想的智慧城市，中国

也不例外，和全国比较，“9+2”
城市较为发达，对智慧城市需求

很大。智能城市采用高科技范畴

广泛，当中包括电商、环保、新

能源、创新交通及道路使用模式、

共享经济、大数据，区块链等等。

发展智慧城市可带动不同产业，

深圳的科技公司执全国之牛耳，

深港两地科技人才资金充足，能

覆盖大湾区全部智慧城市。11个
城市政府可共同商讨，收集粤港

澳科技翘楚的意见，先建立示范

智慧城市，然后推动“9+2”所有

城市建立智慧城市，从而尽早在

大湾区形成全球首屈一指的智慧

城市群。

“9+2”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及比重

城市 65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香港 119 16.2%

澳门 6.34 9.8%

深圳 38.37 3.37%

惠州 31.16 6.55%

珠海 10.86 6.65%

广州 106.62 7.90%

中山 18.39 5.73%

佛山 50.46 6.79%

江门 51.48 11.39%

数据来源：各地官方统计，政府门户网站，普华永道分析

2. 依托香港的国际优势，推广更多

优质国货：大湾区内有不少达到

世界级水平的优质工业产品，香

港可担任大湾区的工业质量经验

员，按照世界认可的检测标准 给

大湾区的工业制成品把关，为大

湾区内的工业生产评级，并利用

本身的国际商贸网络，把优质国

产货品推广到全球。

3. 推动大湾区跨区养老，发展面向

全国的高端养老服务业：中国人

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大湾区和全

国其它城市也面对相同问题，

“9+2”城市可能需要早日制订

前瞻性的老龄人口政策。一方面，

大湾区内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

可以吸引其它城市的退休人士移

居该地养老，同时也面向全国，

吸引较高端的老人来此长期或季

节性居住。大湾区内城市如肇兴、

中山和珠海居住环境理想，生活

成本低廉，比较适合发展高端养

老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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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大医药研发投入，结合中西医

药科学：大湾区在医药医疗方面

也具备一定优势，特别是香港不

但有世界一流的医药研发水平，

还有高水准的医院和医生队伍。

大湾区应该最大化利用这一优势，

把研发中心设在香港，加大资金

投入，从而推动整个湾区医药医

疗行业发展水平。此外，香港拥

有世界认可的医药检定标准，而

珠三角有中药种植场，两地可加

强合作，制订一套获国际认可的

中药检定标准。另外，广东的跌

打中医闻名全国，治疗效果理想，

可弥补西方骨科医生之不足。建

议共同兴建一家中医跌打医院或

学校，云集各城名家，培养传统

的跌打医师，也向全世界推广精

湛的中医跌打治疗技术。医疗医

药行业同时可结合旅游业和养老

业，促进大湾区的多个服务行业

发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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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香港 澳门 广东省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区域面积

(平方公里)
1,106.30 30.50 179,700.00* 7,434.40* 1,997.30* 1,732.33* 3,797.72* 9,505.42* 14,891.00* 11,346.00* 2,460.00** 1,783.67 

总人口 (万 )
常住人口

734.67 64.49 10,999.00 1,404.35 1,190.84 167.53 746.27 454.40 405.96 477.50 826.14 323.00 

GDP (亿元 ) 22,325.77 3,119.39 79,512.05 19,610.94 19,492.60 2,226.37 8,630.00 2,418.78 2,084.02 3,412.17 6,827.67 3,202.78 

人均GDP
(元/人 )

303,889.14 482,991.38 72,787.00 139,644.25 167,411.00 134,500.00 115,641.79 53,374.00 51,178.00 71,605.00 82,682.00 99,471.00 

出口金额

(商品经营单

位所在地 )
(亿元 )

32,184.05 87.49 41,587.66 5,431.92 16,488.64 1,897.11 3,262.45 N/A N/A 2,074.94 6,887.79 1,851.49 

进口金额

(商品经营单

位所在地 )
(亿元 )

35,953.00 621.37 24,767.33 3,546.02 11,174.17 999.76 1,075.89 N/A N/A 1,129.23 5,097.54 499.15 

贸易依存度 3.05 0.23 0.83 0.46 1.42 1.30 0.50 N/A N/A 0.94 1.76 0.73 

外商直接投

资实际使用

金额 (亿元 ) 

7,508.75 448.11* 1,621.46 395.92 467.52 159.38 102.22 33.06 25.69 79.38 272.64 32.92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

3,916.25 500.82 34,739.10 8,706.49 5,512.76 1,016.13 3,017.76 1,159.06 731.98 1,227.88 2,470.78 1,205.84 

三次产业

构成

0.1:7:93* 0:8:92* 5:43:52 1:30:69 0.03:40:60 2:48:50 2:59:39 8:47:45 15:48:37 5:54:41 0.3:47:53 2:52:46 

工业增加值

(亿元 )
N/A 52.79 31,917.39 4,877.85 7,199.47 1,043.23 4,718.72 1,041.82 952.73 1,762.18 2,878.23 1,385.88 

粤港澳地区经济数据一览

数据来源：广东省、各城市统计局；万得资讯；普华永道分析；汇率换算：2016年12月30日港币、澳门币兑人民币收盘价

*：2015年数据 **：2014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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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预计投资 重点 工程进度 完工时间

香港 桥 港珠澳大桥 897 亿 人 民 币 以 上

（1000亿港元）

推动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减省香港与珠三角西部的

成本和时间。

2017年7月7日，港珠澳大

桥主体工程已经贯通

预计通车时间：2017
年12月26日

铁路 广深港高速

铁路香港段

广深段：205亿人民币；

香港段：807亿人民币

（900亿港元）

全长26公里，建成后，从香港到北京、

上海，行车时间将分别缩短至约10小时

和8小时。

2011年12月，广深港高铁

广深段正式开通。香港段

目前在建设中

预计2018 Q3完工，主

线已完工90%

机场 三跑道系统 1269 亿 人 民 币 以 上

（1415亿港元）

双跑道系统即将饱和，因此需要扩建。 2016动工 预计2024完工

澳门 道路 粤澳新通道 N/A 澳门轻轨与广珠城轨无缝换乘，珠海市

香洲区拱北片区鸭涌河上方，粤海国际

花园以东，澳门边界以西，珠海站以南。

粤澳新通道口岸的占地面积达到4万多平

方米，建筑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珠澳

两地的联检大楼最高高度还达到19层

预计2017 Q3 动工 N/A

码头 北安码头 33亿人民币

（38亿澳门元）

有助拓展澳门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的新

海运网络

2005开工，原定在2007年
竣工

由于建设规模扩大，预

计2017底竣工

港澳重点基建项目

港澳重点基建项目

项目 名称 重点

机场 “5+4”骨干机场 广东将重点打造“5+4”骨干机场，即珠三角地区打造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珠三角新干线机场、珠海金湾机

场、惠州平潭机场等5大机场，粤东西北打造揭阳潮汕机场、湛江机场、梅县机场、韶关机场等4个机场。

高铁 “五纵二横”高铁网络 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将达5500公里。重点打造“五纵二横”高速铁路骨干网络，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2000公里，实现

市市通高速铁路，与各陆路相邻省（区）均有高速铁路连接。

港口 亿吨大港 形成以珠三角港口群为主体、粤东和粤西港口群为两翼的集群化港口发展格局，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门

户。全省亿吨大港增加至8个，港口货物年通过能力达2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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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计投资（万元）十三五期间投资（万元） 项目数量 重点

广州 机场及配套设施 7,861,654 17 白云机场扩建及配套，商务航空服务基地工程，流程改造，综

合信息大楼等

港口航运工程 3,344,439 2,810,615 18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期、四期工程，南沙港区综合体一期项目等

铁路工程 36,400 31,340 9 深茂铁路江门至深圳段，广汕客专等

城际轨道工程 27,979,900 16,989,300 15 广佛江珠城际，珠三角城际新塘经白云机场至广州北段

轨道交通工程 41,898,008 23,165,640 26 广佛轨道交通广佛段，多条轨道交通线及沿线等

南沙新邮轮码头 1,700,000 1 预计2019年正式投入运营，将可停靠世界最大邮轮，并将配套

完善，成为广州海上国际门户港。

深圳 综合交通 107,920,000 46,600,000 173 龙岗现代有轨电车等轨道交通工程、深惠高速扩建工程等

珠海 综合交通 4,000,000 1 广佛江珠城际轨道

江门 高快路 6,450,000 广中江高速江门段、中开高速江门段、江门大道、台开快速路

轨道交通 深茂铁路江门至茂名段将建成，并启动江门至深圳段建设，广

佛江珠城际轨道、南沙港铁路

交通枢纽 760,000 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滨江新城、高新区、龙湾等公交枢

纽

机场及配套设施 110,000 台山、恩平通用机场

肇庆 道路 11,000,000 321国道城市化改造，广佛肇高速一期、汕昆高速肇庆段等

惠州 机场 珠三角千万级干线机场，主要服务惠州、汕尾、河源以及深圳

东部地区，发挥深圳第二机场的功能

高速路 3,073,804 2,851,104 7 湘惠高速公路惠州段等

铁路 新建大型枢纽惠城南站、惠州北站

东莞 道路 12,562,800 松山湖第二信道，万江跨江通道，深莞惠界道路

桥 1,118,000 虎门二桥（2013年动工，预计2019年通桥）

城际 穗莞深城际、莞惠城际、佛莞城际、中虎龙城际、莞深快轨5条
城际轨道

中山 交通基础设施 15,748,000 10,593,000 45 深中高速中山段，中开高速，中江高速等

广东省 预计总投资额* 245,563,005* 141,785,453 312

“十三五”广东省9大城市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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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该项目没有透露预计投资，则以十三五期间投资算入总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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