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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粵港澳大灣區的背景 

「灣區」通常指三面成陸，一面內凹通海的沿海地理區域，倘若在區域內形成相互關

聯的港口群和城市群，便會形成較強的功能協作關係和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由其產

生的經濟常被稱為「灣區經濟」。灣區，由於其良好的交通和居住條件，往往較易聚

集人口，吸引各種要素聚集於此，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全球 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世界各地的灣區，世界上 75%的大城市、70%的

工業資本和人口均集中在距離海岸 100 公里的海岸地帶。目前，紐約灣區、東京灣區

和三藩市灣區，均已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核心地帶和重要的經濟中心。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則是指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九個

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珠江口灣區城市群，該處具備良好的發

展基礎和條件，有望成為世界第四大灣區。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家已由全球經濟分工的參與者逐漸向領導者的角色轉變，大

灣區概念的提出，是國家重構國際經濟新秩序，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一環。與傳統的

大珠三角經濟區相比，大灣區的概念不僅是從經濟規模上要趕超世界重要灣區；更重

要的是發揮大灣區在全球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核心區中的引導功能。 

 

2.  大灣區的規劃歷程 

大灣區的概念最初由學術界首先提出，並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提出深化粵港澳合

作，落實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2015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一帶一路」

行動書，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6 年，國家的「十三五」

規劃以及 2016 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均對大灣區作出不同程度的詳盡闡述。2017

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大灣區的獨

特優勢，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發中的地位，這是大灣區首次在中央政

府年度工作報告中被提及，表明大灣區開始成為國家一項重要的區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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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 日，發改委與粵港澳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

區建設框架協議》，對外正式發布大灣區建設的六項工作重點。有關大灣區的規劃歷

程和重要概念／事件，可參閱表 1。 

 

表 1：大灣區的規劃歷程 

年份 與大灣區規劃相關的重要概念／事件 

1998-2000 吳家瑋：香港灣區（深圳灣區） 

2007 深港大都會 

2008 《珠江三角規劃綱要》：【城市群】【大都市圈】 

2009-2010 《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 

2010-2011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世界級城市群】 

2011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世界級新經濟區域】 

2014 深圳市政府：【灣區經濟】 

2015 國家三部委檔：【粵港澳大灣區】 

2016 

 國家「十三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跨省重大平台】 

 《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江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粵港澳

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 

 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 

2017 

 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規劃】 

 國家發改委及粵港澳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動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 

2018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明確要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和澳門互利合作。 

資料來源：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2019)；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19) 

 

3.  大灣區的發展優勢 

3.1 區位優勢 

良好的地理區位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港口資源1，是灣區發展的先天優勢。同時，

對於灣區而言，借助區內較高的人口數量、密度和人口質素、以及熟練的勞動技能是

                                                
1
 在同一經濟區域範圍內，我們可利用港口的開放性、不同港口間的優勢互補性和功能差異性，迅速發

展灣區經濟。因此，港口資源也是發展灣區的重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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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灣區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大灣區地理條件優越，「三面環山，三江匯聚」，

並具有漫長的海岸線和良好的港口群。大灣區的經濟腹地廣闊，泛珠三角區域擁有全

國約 1/5 的國土面積，1/3 的人口和 1/3 的經濟總量。此外，大灣區臨近全球第一黃

金航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的要道，是東南亞乃至世界的交通樞紐，是國家與海

上絲綢之路國家，海上往來距離最近的經濟發達區域。 

 

3.2 交通優勢  

灣區內便捷的交通體系，發達的海港、空港航運、鐵路網絡，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

是促進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大灣區內航運業發達，擁有全球最繁忙之一的港口

群和機場群，客運和貨運量均位居全球前列，是國家對外開放經濟中的重要門戶。 

 

大灣區的產業結構以先進的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香港和澳門以現代服務業為主；

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則擁有完善的產業體系，製造業基礎雄厚，是著名的「世界工

廠」。現時，該區的製造業正逐漸升級至先進製造業，產品科技質量不斷提升，加上

金融、資訊、科技及物流等高端服務產業迅速發展，因而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

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其中，深圳正向創新經濟轉型，在國際核心價值鏈中已佔領

先地位。藉著較高的產業鏈覆蓋率和迅速的反應能力，大灣區在未來國際高端產業的

競爭中將佔有較大的優勢。 

 

3.3 制度優勢 

目前，大灣區擁有「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多制度格局。很多專家學者認為，

「一國兩制」是大灣區建設的基礎，也是大灣區發展最大的制度優勢。一方面，香港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以搭上國家高速發展的快車，共用內地高科技迅速發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香港能保留原來的制度優勢，實行經濟自由政策、金融市場開放、人員出

入境自由簡易，加上以中、英雙語為法定語言，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因此，大

灣區憑藉其制度優勢，國家在政策層面上進行適度調整，便能大力促進大灣區的經濟

發展。 

  



5 

 

4.  世界四大灣區概況及成功經驗 

圖 1：世界四大灣區的位置 

 
 

 

4.1 三藩市灣區  

三藩市灣區 

特點：以高新技術為代表的世界級灣區。 

概況：三藩市灣區位於美國西部，是美國人口第五大地區，該處的

矽谷更是世界著名的高新技術企業聚集地。同時，三藩市灣區擁有

美國第二多的世界 500 強企業，是美國西海岸的重要金融中心。 

 

地理範圍（三藩市灣區大都會運輸委員會，2017）：三藩市灣區位於美國人口數量最

多的州份—加利福利亞州（State of California）。由加州大都會運輸委員會和灣區管

理委員會編制的《灣區規劃 2040》中，三藩市市縣、聖馬特奧縣、聖克拉拉縣、阿拉

梅達縣、康特拉科斯塔縣、索拉諾縣、納帕縣、索諾馬縣和馬林縣九縣被劃為三藩市

灣區的範圍（圖 2）。灣區內包括三藩市、奧克蘭市、聖約瑟市等 109 個居民點的全部

或部分地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 三藩市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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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三藩市灣區 

 
資料來源：美國旅遊局 (2020) 

 

成功經驗：其一，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聯合創新形成了三藩市灣區獨特的創新機制。

三藩市灣區西部擁有史丹福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兩所著名學府，企業向

大學提供科研經費，有效幫助大學提高科研能力；大學在不斷產出研發成果的同時，

亦培養眾多優秀人才，繼而為企業提供更多高質素的勞動力。其二，風險投資是矽谷

崛起的重要因素。在科技企業發展初期，風險投資為其提供充足的初期資金，幫助初

創企業成長、建設團隊和發展網路。目前許多著名的科技巨頭如蘋果（Apple）和谷

歌（Google）等，均受惠於風險投資的保駕護航。其三，高效便利的基礎設施是灣區

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三藩市灣區擁有三個國際機場，包括三藩市國際機場、奧

克蘭國際機場和諾曼‧峰田聖荷西國際機場，完善快捷的交通網絡加快灣區的人流和

物流。 

 

4.2 東京灣區 

東京灣區 

特點：以工業製造為代表的世界級灣區。 

概況：東京灣區位於日本本州中部太平洋海岸，是世界重要的產業灣

區，其主要發展城市包括東京、橫濱和千葉，構成了聞名世界的京濱

三藩市 

聖馬特奧縣 

聖克拉拉縣 

阿拉梅達縣 

康特拉科斯塔縣 

索拉諾縣 

納帕縣 索諾馬縣 

馬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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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京葉兩大工業帶。東京灣區的本地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各大灣區之

首，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僅次於三藩市灣區。產業主要集中在鋼鐵、石

化、機械、汽車和電子產品等，著名企業包括日本三菱重工、豐田汽

車和索尼公司等。 

 

地理範圍（日本統計局，2019）：東京灣區呈「一都三縣」的結構，包括東京都、神

奈川縣、埼玉縣和千葉縣2（圖 3），該區一共包含 6 個政令指定都市，117 個普通市和

25 個郡級單位。6 個政令指定都市相當於國內六個經濟特區，分別為埼玉市、千葉市、

川崎市、橫濱市、相模原市和八王子市。 

 

圖 3：東京灣區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8) 

 

成功經驗：東京灣區的發展，主要受惠於首都東京的地位和灣區豐富的港口資源。其

一，東京都市圈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交通、商貿和消費中心。其二，東京灣區具備豐

富的港口資源，這決定了東京灣區主要通過發展港口經濟，帶動整個灣區產業的升級

發展，成效也十分顯著。東京灣區內的東京港、橫濱港、千葉港和川崎港等港口，充

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職能分工明確、合作高效的港口群。其三，灣區內成田及羽

田兩大國際機場和東海道等新幹線連接在一起，也成為東京灣區發展的重要因素。 

                                                
2
 廣義的東京灣區同時涵蓋周邊四縣，包括群馬縣、櫪木縣、茨城縣和山梨縣。 

東京都 

茨城縣 

千葉縣 

群馬縣 

山梨縣 

東京都 

櫪木縣 

埼玉縣 

神奈川縣 

東京灣區（一都三縣） 
東京灣區（廣義） 

東京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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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紐約灣區 

紐約灣區 

特點：以金融服務為代表的世界級灣區。 

概況：紐約灣區位於美國東北部，是以金融業為代表的世界級灣區。

該區是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樞，擁有全球最大的紐約市交易所和全球市

值第三大的納斯達克交易所。90%以上全球最大的 100 家銀行均在紐

約設立分支機構。 

 

地理範圍：在地理概念上，紐約灣區是紐約大都會區，灣區範圍包括美國紐約州的紐

約市（New York City）、長島（Long Island）和哈德遜（Hudson Valley）中下游的

河谷地區；同時也包括新澤西州中以紐華克（Newark）和澤西市（Jersey City）為代

表的五市，以及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七大城市中的其中六個，包括布里奇波特

（Bridgeport）和紐黑文（New Haven）等（圖 4）。 

 

圖 4：紐約灣區 

 
資料來源：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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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經驗：紐約灣區是美國經濟的核心地帶，都會區各地分工明確。在 2016 年，金融

業是紐約灣區最重要的產業，佔灣區本地生產總值的 15.39%。紐約擁有全球最大的紐

約市交易所和全球市值第三大的納斯達克交易所，90%以上全球最大的 100 家銀行均

在紐約設立分支機構，其金融樞紐的地位為支持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實體經濟發展起了

重要作用。此外，與三藩市灣區相似，紐約灣區內的 58 所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包括哈

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等）也為灣區的科技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5.  四大灣區比較 

5.1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大、發展空間廣闊，是壯大灣區經濟的重要元素。在 2016 年，粵港澳大灣區

的土地面積位居四大灣區之首，其後依次序為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所佔

的陸地面積最小，只有約 1.36 萬平方公里（表 2）。相較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

區在陸地面積上具有一定的優勢。 

 

表 2：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的土地面積和城市數量 

灣區 面積（萬平方公里） 涵蓋縣數或城市數 

粵港澳大灣區 5.65 11 

紐約灣區 2.15 25 

三藩市灣區 1.79 9 

東京灣區 1.36 4（一都三縣） 

資料來源：三藩市灣區大都會運輸委員會 (2017)；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珠三角空間規劃

研究中心 (2018)；日本統計局 (2019) 

 

5.2 人口規模 

科技創新離不開人口，人口愈多，人才數量便愈多。相較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

區人口規模龐大，對人口的吸納能力遠高於其他灣區。截止 2016 年底，粵港澳大灣區

的常駐人口約為 6,800 萬，在世界四大灣區中位列第一。區內的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約

5%，超過三藩市灣區（表 3）。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優勢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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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的人口及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比 

灣區 人口（萬人） 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比（%） 

粵港澳大灣區 6,765 5 

東京灣區 4,383 28 

紐約灣區 2,370 7 

三藩市灣區 768 2 

資料來源：三藩市灣區大都會運輸委員會 (2017)；廣州日報數據和數字化研究院 (2018)；廣東

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珠三角空間規劃研究中心 (2018)；日本統計局 (2019) 

 

5.3 經濟總量 

地區生產總值能有效衡量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狀況。從經濟總量來看，在 2016 年，

東京灣區的本地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灣區之首，其次為紐約灣區。雖然三藩市灣區的本

地生產總值落後於世界其他灣區，但其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卻排名第一。與世界其他灣

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頗具實力，其本地生產總值約為東京灣區的 3/4，與紐約灣區

也不相上下，但其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則與世界其他灣區相距較大（表 4）。 

 

表 4：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的本地生產總值 

灣區 
本地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美元） 

本地生產總值佔全

國比重（%） 

東京灣區 1.8 41,070 41.0 

紐約灣區 1.4 69,307 4.4 

粵港澳大灣區 1.36 20,371 10.8 

三藩市灣區 0.76 99,802 7.7 

資料來源：三藩市灣區大都會運輸委員會 (2017)；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珠三角空間規劃

研究中心 (2018)；日本統計局 (2019) 

 

5.4 產業結構 

第三產業比重指標能用來反映一個國家／地區產業結構優化的情況，一個國家／地區

的第三產業比重愈高，其產業結構愈佳。從產業結構上來看，在 2016 年，東京、紐約

和三藩市三大灣區的第三產業比重均在 80%以上，其中紐約灣區更高達 89.4%。然而，

粵港澳大灣區則以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也以製造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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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此整個灣區的第三產業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62.2%，遠低於世界其他灣區（表

5）。 

 

表 5：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 

灣區 
第三產業結構比

重（2015 年） 
代表產業 起家產業 灣區發展方向 

紐約灣區 89.4% 港口貿易 港口貿易 
世界金融核心

中樞 

三藩市灣區 82.8% 貿易、科技創新 
貿易科技創

新 

全球高科技研

發中心 

東京灣區 82.3% 
裝備製造、鋼

鐵、化工和物流 
製造業創新 

日本核心臨港

工業 

粵港澳大灣區 62.2% 
金融、航運、電

子和互聯網 
對外貿易 創新科技 

資料來源：高盛 (2019) 

 

5.5 創新能力 

在創新競爭力方面，大灣區城市群無論在亞洲或全球都展現較強的競爭力。大灣區的

QS3世界百強大學數量也高於世界其他灣區；而提交 PCT4國際專利申請的數目也排名

第二，表示大灣區有很大的創新能力。 

 

表 6：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的創新能力重要指標 

灣區 
福布斯 500 強

公司數量 

QS 世界百強

大學數量 
PCT 國際專利數 

東京灣區 60 2 
東京—橫濱城市群：94,097 

（排名：1） 

紐約灣區 28 2 紐約：12,215（排名：11） 

三藩市灣區 22 3 
聖約瑟—三藩市城市群：34,324

（排名：3） 

粵港澳大灣區 16 4 
深圳—香港城市群：41,218 

（排名：2） 

資料來源：世界知識權組織 (2017) 

                                                
3
 QS 為英國一家私人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 所發表的年度大學排行榜。 

4
 PCT 為（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意指提交國際專利申請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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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目前，全球超過一半的經濟總量來自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作為當

今被公認的世界級頂級灣區，呈現一些明顯的特徵和優勢，包括開放的經濟形態、強

大的產業基礎、優化的產業結構、充分創新和創業的活力、便捷完善的基礎設施、有

效的區域協同發展和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等。 

 

相比世界其他灣區，在經濟總量上，粵港澳大灣區已遙遙領先世界其他灣區；在人口

和土地規模上，粵港澳大灣區也居於四大灣區之首。然而，由於各個灣區的發展階段

不盡相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與世界其他灣區仍有一定的差距。在產業結

構及創新能力發展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以及統籌全球核心發展

資源和要素的實力，但要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仍需在優化產業結構和提

升企業科技競爭力等方面作出較大的努力。現時，粵港澳大灣區仍處於發展的初期階

段，我們可以借鑒世界其他灣區的成功經驗，同時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實現跨越式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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