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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超大
城市群的特殊性与行动路径

方创琳　王　洋

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四大湾区之一，主要发展指标居全球四大湾
区之首，是对我们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的三大城市群之一，未来有望建成全球第

七大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四个特殊性，即远程

驱动带来的高度外向化、体制机制运行的多元化、梯度落差导致的高度差异化

以及生态环境的高度同质化。我们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级超大城市群和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美丽富饶大湾区总体建设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六个具体行动路径：远程驱动，强化大湾区对全球

生产要素的强大吸管效应，建成全球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基地；近程联动，

无障碍畅通大湾区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效率；湾

内互动，引导高端要素向环珠江口集聚，拓展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智能

撬动，加快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建成智能大湾区和智慧型城市群；绿色

带动，推进大湾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建成富饶美丽大湾区；体制先

动，逐步理顺大湾区发展的体制机制，共建大湾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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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约６０％的经济总量来自沿海湾区地带及其经济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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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２０１７），湾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
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并称为全球四大湾区，已具备建立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的基础条件 （张燕，２０１７）。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范围是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９
个城市基础上，加入香港、澳门２个特别行政区共同构成的，土地面积约５５９万平
方千米，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８６１７万人，ＧＤＰ总量１１５３１４亿元 （１６７１８亿美元）①，经
济体量超过了全球ＧＤＰ排名第九位的加拿大。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与京津冀、长三
角同等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区域。

早在１９８８年就有学者对粤港澳区域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包括香港向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转移 （许学强、胡华颖，１９８８）、粤港澳经济的地域分工模式
（薛凤旋、杨春，１９９７）、港澳对珠江三角洲发展的作用 （陈广汉，２００１）；粤港澳在
全球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６）、粤港澳区域合作 （龚唯

平，２００６；黄燕玲，２０１０；李郇、殷江滨，２０１２）、粤港澳合作的壁垒和障碍 （许志

桦，２０１５；Ｎｇ，２００２；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Ｈｏｍｏｓｏｍｂ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等诸多方面。
２０１７年以来，学术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学者们对粤港澳大
湾区的核心关键问题 （冯邦彦，２０１７；张虹鸥等，２０１８）、作用地位 （单菁菁，

２０１７）、发展战略 （覃成林等，２０１７）、互动关系 （李晓莉、申明浩，２０１７）、经济格
局演变 （周春山等，２０１７）、职能演变 （方远平等，２０１９）、空间结构与网络联系
（彭芳梅，２０１７；邱坚坚等，２０１９；熊瑶、黄丽，２０１９）、交通可达性 （Ｃ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创新发展 （叶玉瑶等，２０２０；Ｚｈａｏ，２０１８）等不同方面展开了研究，这些研
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思路，为更加深入地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已有研究并没有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视角提出把粤

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级超大城市群的战略构想，也没有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置于世

界经济重心第三次大转移重要承载地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

城市群作为全球劳动地域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主

导着国家经济发展命脉，是未来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 （方创琳，２０１８；方
创琳等，２０１８；Ｆａｎｇ，２０１９；方创琳，２０１９）。与此同时，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

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该目标排在五个战略定位 （充满活力的世

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的首位②，足见其重要意

义。有鉴于此，本文将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的战

略地位、特殊性及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建设世界级超大城市群的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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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相关城市的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９年２月。



二、在全球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经济指标居全球四大湾区之首，在全球湾区建设中具有极为重

要的战略地位和竞争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 “扩展版”，

是对中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三大城市群之一，有望建成全球第七大世界级城市群。

（一）在全球大湾区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齐名的四个世界著名湾区之

一，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也是 “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域。全球湾区

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群里，如纽约湾区集中在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东京湾区集中

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集中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实际上珠江

三角洲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联系范围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不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更多地

使用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而较少使用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提法。在自然条

件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地形平坦，温暖湿润，水源充足，海岸线长，水深条件好；在

经济基础方面，该区域制造业 （珠江三角洲９市）和服务业 （港澳）发达且功能互

补，是 “世界工厂＋全球服务基地”。国际化程度高，对外联系紧密，航空和水运繁
忙，形成了全球重要 “港口群 ＋机场群”。根据全球四大湾区主要数据对比 （见表

１），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面积、机场旅客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入境游客
年平均规模、２０—２９岁人口占比远高于其他三个湾区，仅有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和全
球２００强科研机构数量两项指标低于纽约湾区。这说明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
大湾区在规模体量上占据优势，在全球湾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竞争能力。

表１　全球四大湾区主要指标对比

指标类别 年份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人口（万人） ２０１８年 ８８４１５ ２３５３２９ ３６５８４０ ７１１１９９

面积（万平方公里） ２０１８年 ２６２ ３５９ ３６５ ５５９

ＧＤＰ（万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 ０１０ ２０５ ２０１ １６４

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百亿美元） ２０１８年 ６ ３４ １１ １８

全球２００强科研机构数量（个） ２０１９年 ４ ９ ３ ５

机场旅客吞吐量（亿人次） ２０１８年 ０８３ １３７ １２６ ２１３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ＴＥＵ） ２０１８年 ２３０—２５０ ７２０ ８４０ ６７００

入境游客年平均规模（万人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８１０ １６００ ７６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２９岁人口占比（％） ２０１８年 ９９６ １４ １４ ２２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论文 《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旧金山及东京国际一流湾区影响力比较》（张燕，２０２１）中的数
据整理，其中，粤港澳大湾区２０１８年人口数据根据２０１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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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目前国际公认的六大城市群包括：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

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

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上述六大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其优势和

特色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同时拥有３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心城市，数量与北
美五大湖城市群相当，仅次于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而高于其他４个世界级城市群。根
据２０２０年ＧａＷＣ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结果，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 （Ａｌｐｈａ＋）、广州
（Ａｌｐｈａ－）、深圳 （Ａｌｐｈａ－）达到Ａｌｐｈａ级别，是 “世界一线城市”（见表２）。香港
的金融服务业、广州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都有很大影响

力。三座城市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 “三大引擎”。因

此，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七个世界级城市群。

表２　基于２０２０年ＧａＷＣ排名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Ａｌｐｈａ级城市对比表

城市群名称 城市群的核心城市（Ａｌｐｈａ级城市）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纽约（Ａｌｐｈａ＋＋）、波士顿（Ａｌｐｈａ－）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芝加哥（Ａｌｐｈａ）、多伦多（Ａｌｐｈａ）、蒙特利尔（Ａｌｐｈａ－）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东京（Ａｌｐｈａ＋）

英国伦敦城市群 伦敦（Ａｌｐｈａ＋＋）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巴黎（Ａｌｐｈａ＋）、阿姆斯特丹（Ａｌｐｈａ）、法兰克福（Ａｌｐｈａ）、布鲁塞尔（Ａｌｐｈａ）、
卢森堡（Ａｌｐｈａ－）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上海（Ａｌｐｈａ＋）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香港（Ａｌｐｈａ＋）、广州（Ａｌｐｈａ－）、深圳（Ａｌｐｈａ－）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２０年ＧａＷＣ的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结果整理。
注：表中 “＋”表示全球一线城市竞争力更强，“－”表示全球一线城市竞争力更弱。

（三）在全国城市群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等指标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２０２０
年，粤港澳大湾区ＧＤＰ占全国 （不包括台湾省，下同）的１１０７％①。常住人口呈不
断集聚态势，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９７４７６万人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８６１７１８万人，人口占全国
比例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６１％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６０７％ （见图１）。对比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三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尽管粤港澳大

湾区的面积最小、人口数量最少，但人均ＧＤＰ是最高的 （见表３），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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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湾区人均ＧＤＰ１３３８万元，高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处
在中国城市群 “５＋９＋６”空间组织格局中的第一方阵 （方创琳，２０１４），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更具明显的发展优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数量及占全国比例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年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上述城市群各城市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计算整理；其余年份数据根据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世界银

行数据综合计算得到。

表３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经济指标对比 （２０２０年）

城市群名称 ＧＤＰ（亿元） 常住人口（万人） 人均ＧＤＰ（万元）

京津冀城市群 ８６３９３ １０９６７ ８６４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２０５１０７ １６６２０ １２３４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１１５３１４ ８６１７ １３３８

　　资料来源：ＧＤＰ数据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 《江苏统计年鉴》 《浙江统计年鉴》

《安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常住人口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上述城市群各城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计算整理。人均ＧＤＰ根据ＧＤＰ除以常住人口计算得出。
注：京津冀城市群范围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统计，共１３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范围按 《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统计，共２６个城市。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超大城市群的特殊性

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在驱动机制、体制创

新、发展差异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着特殊性，主要包括远程驱动带来的外向

化、体制机制运行的多元化、发展梯度落差的差异化和生态环境同质化四个特

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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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群发育驱动因素的特殊性：远程驱动带来的高度外向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外向度较高，１９９０年，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口和出口总额
分别占全国的比例高达７５８８％和７２７３％①，尽管近年来进出口比重持续下降，但
２０２０年仍分别达到了３５８３％和３５６４％。另外，珠江三角洲在 １９９０年实际利用
外商投资额占到了全国 （不含港澳台）的３５４５％②。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在发育过程中，其驱动因素体现出高度的外向化和国际化特征。在 ２０世纪，珠
江三角洲和香港以共同形成的 “制造业 ＋服务贸易”的 “前店后厂”模式参与全

球竞争，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创造了 “经济奇迹”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６）。珠江三角洲成为世界工厂，粤港澳大湾区也成为中国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区域之一。根据 《财富》２０１９年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榜单，粤港澳大湾
区共２０家企业进入世界５００强，占中国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总数的１５５％。近年来，
西方反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为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挑战

性因素 （张虹鸥等，２０１８）。
（二）城市群建设制度的特殊性：体制机制运行的多元化

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的区别在于，尽管粤、港、澳三地同属于中国，但

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制度的差异化和意识形态的多

元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是其他湾区不具备的特点，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某些

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但与此同时，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三地

间具有不同的法律体系、货币制度和关税区域，粤港澳三地间的人员和货物往来需要

经过海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三地间的要素自由流动 （张虹鸥等，２０１８）。例如，
跨境通关手续繁琐耗时、跨境居留时间受限、跨境就业手续繁杂、跨境资金流动受

限，三地交通体系相互独立，管理运营存在制度差异，增加了粤港澳三地间要素流动

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心理成本。相比于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协同

发展呈现复杂化态势。另外，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中心城

市，由于制度差异，广、深与港、澳间的协同发展难度较大，难以形成 “合力对外

竞争”的局面。

（三）城市群发展差异的特殊性：梯度落差导致的高度差异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的 １１个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见图

２）。２０２０年，人均 ＧＤＰ最高的香港已高达 ４６３２５美元，而最低的肇庆仅 ８１６５美
元，二者相差５６７倍③。根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通过物价指数调整

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调整），澳门、香港处于发达经济高级阶段；深圳、珠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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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但不含我国台湾省，下同。

作者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到。

作者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州、佛山处于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其中深圳即将迈入发达经济高级阶段；东莞、中

山、惠州、江门、肇庆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其中肇庆刚刚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

由此可见，上述１１个城市同处大湾区，但所处的发展阶段差距很大，不同发展阶
段城市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发展动力都有所不同，因此大湾区内部存在着较大

的异质性。

图２　粤港澳大湾区１１城市人均ＧＤＰ（２０２０年）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２１年 《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城市群环保面临问题的特殊性：生态环境高度同质化

粤港澳大湾区开发强度较高，深圳、东莞的建设用地面积比例接近５０％，佛山
和珠海约３５％，都超过了３０％的国际警戒线①。香港、澳门的建设用地更加紧张，
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靠填海解决。较高的建设用地比例压缩了生态空间，对生态建设造

成较大压力。从景观方面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景观与居住景观交错混杂，不但

景观质量与经济水平不匹配，而且景观同质化严重，特色景观区域不多。粤港澳大湾

区４０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土壤污染不容忽视。２０１６年珠江三角洲的中三级和
劣三级土壤占比已达２２８％ （窦磊等，２０１５），以重金属污染为典型特征 （张宁等，

２０１９），主要来源于工业 “三废”排放、废弃电器拆解等 （骆永明等，２０１２）。尽管
粤港澳大湾区的空气质量总体好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但也属于空气复合型污染区

（隗斌贤、刘晓红，２０１９），每年的 １、２月和 １０—１２月常出现轻、中度空气污染
（王耀庭等，２０２０），并且长期受到酸雨污染的影响 （伍世丰，２０１１）。此外，粤港澳
大湾区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 （Ｏ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目前仍有部分劣 Ｖ类水体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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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珠三角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开发强度控制》

研究报告。



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超大城市群的行动路径

根据上述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级超大城市群和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美丽富饶大湾区。为实现这个目标，提出

如下六个战略路径。

（一）远程驱动，强化大湾区对全球生产要素的强大吸管效应，建成全球高端制

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基地

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外向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使其具有吸收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基

础，应进一步增强对全球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汇聚高端

生产要素，借助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发展壮大，将全球要素作为大湾区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动力。第一，通过放宽海外高端人才入境限制，设立国际化猎头机构并精准

招揽国际顶尖人才，建立健全柔性使用人才体制机制，以定期开展全球高端人才交流

会等方式积极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第二，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结合珠江三

角洲的发展基础，充分吸收全球资本，建设国际风险投资中心、创新创业投资融资中

心和科技金融中心，形成全球资金汇聚池。第三，借助全球领先技术助推大湾区产业

升级，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打造

全球高端制造业基地。第四，基于香港和广州的服务业优势，推动大湾区服务业的全

球化和高价值化。在贸易服务、投资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

务、咨询服务等领域占据全球顶端，形成高端服务业基地。通过上述措施，借助全球

资源远程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近程联动，无障碍畅通大湾区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

建共享效率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障碍主要体现在港澳与珠江三角洲９市之间
（张虹鸥等，２０１８），其次表现为大湾区东岸和西岸 （跨珠江口）之间。港澳与珠江

三角洲９市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障碍在于通关、公共服务共享、执业资格互认等方
面。在通关方面，应进一步增加口岸数量、加快通关速度、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降

低通关成本。尝试快速轨道交通与通关集成模式，推动香港与深莞惠之间、澳门与珠

海中山之间在日常通勤方面的 “同城化”，进而降低香港、澳门的居住成本。在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方面，鼓励港澳高水平大学、优质国际化中小学和医疗机构在珠江三角

洲九市建立分校或分院，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

大湾区东岸和西岸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主要体现为跨珠江口的交通瓶颈。虎门大桥

的长期拥堵体现了珠江口东西两岸之间人员和货物往来的巨大需求与跨海通道供给严重

不足的矛盾。建议在现有已建成的虎门大桥、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基础上，积极推进

深中通道、莲花山通道、狮子洋跨江通道、深珠 （伶仃洋）通道等跨珠江口交通通道

建设，重视跨珠江口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打破珠江口东西两岸要素流动瓶颈，缓解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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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东岸的国土空间压力，带动珠江口西岸的快速发展，缩小珠江口东西两岸发展差距

（叶玉瑶等，２０２０）。通过上述措施，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联动发展能力。
（三）湾内互动，引导高端要素向环珠江口集聚，拓展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近年来，深圳可新增建设用地已处在增长极限，新增发展空间不足严重制约了高

端项目落地和高端资源进入，并推高房价，影响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而紧邻深圳的惠州、东莞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亟待引入高端要素进入。建议择

机实施 “深圳北扩”战略，建设深莞惠协同发展示范区。在此基础上，建设约１３００
平方公里的 “深北新区” （方创琳，２０１６）。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方式解决深圳发展空
间不足和东莞、惠州高端发展要素不足的矛盾，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深圳和珠海分别坐落于珠江口东西两岸，建议进一步优化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功能和国际化水平，使之成为粤港合作的引擎和政策实验区。大力推进珠海

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成为粤澳合作的前沿区域和首选空间。目前，广州、东

莞、中山尽管属于环珠江口 （湾区）区域，但其城市高端要素和发展重心都远离湾

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环湾区城市”。因此，应着力发展建设广州南沙新区、东莞

滨海湾新区、中山翠亨新区，作为各自城市的副中心，进一步引导广州、东莞、中山

的发展重心向珠江口湾区方向转移，引导高端发展要素向湾区集聚。通过上述举措形

成大湾区高质量增长新引擎，助推湾内互动。

（四）智能撬动，加快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建成智能大湾区和智慧型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基础较好，城市密集，开发强度高，智能制造水平和城市

治理能力相对较高，这为大湾区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可能。创新驱动发展是粤港澳大

湾区必然选择的核心发展战略路径，创新驱动发展与智能大湾区建设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大湾区智慧型城市群建设不仅为其创新型产业、智慧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智慧基础设施”支撑，还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应用市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

也需要 “智能撬动”，通过建设智慧工厂，推进工业的智能生产，建设智慧产业基

地，打造 “世界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制造中心”，维护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建议大湾区

积极推进智能交通、智能社区、智能园区、数字城管、智能应急、电子政务、智慧物

流、智慧医疗等行动计划，形成智慧产业链和运行链，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信息

化、数字化、物联化的智能大湾区和智慧型城市群。

（五）绿色带动，推进大湾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建成富饶美丽大湾区

绿色发展理论已成为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突破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而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建设绿色宜居大湾区。粤港澳三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休戚

相关，是 “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相关资料表明，香港有９０％的饮用水来自珠江三
角洲的东江，澳门有９８％的饮用水来自珠江三角洲的西江①。建议大湾区内部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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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李丽平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合作机制初步研究》，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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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布局、水体整治、空气污染防治、土壤修复、滨海湿地、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

推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粤港澳三地之间应在环境监测数据、环境信用信

息、环境责任主体、环境污染黑名单、环境违规处罚等方面实现信息共享共用，加强

粤港澳环保产业合作，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提供基础。粤港澳三地应联合编制粤港澳

大湾区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并形成共同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框架。在新城新

区建设时，秉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集约节约用地，建设紧凑、绿色、低碳的新城

新区。

（六）体制先动，逐步理顺大湾区发展的体制机制，共建大湾区利益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

以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空间载体作为粤港澳体

制机制创新前沿试验区域，可在三地法律法规框架下，尝试体制机制创新。第一，建

立便利自由的人才 “居—流”体制机制，建立人才绿色通道，放宽人才居住时间限

制，简化跨境就业审批流程。第二，建立粤港澳间互认的医保和社保异地结算制度，

探索建立三地间在建筑、教育、医疗、法律、金融等领域的执业资格互认制度，从制

度层面推进优质公共资源共建共享。第三，建立税收优惠机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原则的前提下，对特定机构和特定人群 （例如高端人才）在特定领域的特定收入实

施税收优惠，逐步实现与香港或澳门的税负基本一致。第四，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创

业机制，在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业领域，对风险投资资金、科学研究资金、创业贷款资

金建立跨区域流动绿色通道，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支持三地人才联合创新创业。这些

体制机制创新举措在上述区域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大湾区全域，进而推动大湾区

联动发展，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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