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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廣東省的工業活動主要集中在其中南部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這個地區也是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的所在地1。珠三角的工業發展始於 1980 年代，當地透過大

量引進外資，與香港和澳門形成「前店後廠」模式的有效互動，使其從一個工業基礎

薄弱的地區發展成為以工業為主導的地區。1990 年代以來，珠三角地區再次抓住了產

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機遇，及時調整工業部門結構，成為國家重要的重工業基地。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珠三角的工業經濟迅速發展，為謀求更快的經濟發展和減少對

外資的依賴，珠三角不少企業加大對工業科技和技術的投入，開始自主研發，獨創自

己品牌之路。進入「工業 4.0時代」，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珠三角地區的工業活動將

快速向高端製造業和「智慧」製造業邁進。 

 

2.  大灣區內珠三角地區工業發展的背景 

1980 年代以前，珠三角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區域，當地居民大多從事耕種和飼養

禽畜等農業活動。1978 年，國家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珠三角地

區的工業得以迅速發展，並出現急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詳見圖 1）。 

 

珠三角地區的製造業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包括： 

1. 政府政策：為促進國際貿易，1978 年後中國政府開放了廣東省和福建省的四個沿

海城市2作為經濟特區，其中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深圳和珠海。作為經濟特區，

該城市的政府可以自行制定獨立的貿易、外匯和批地等經濟政策。當地政府亦制

定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如低至 15%的利得稅率、長達 5 年的免稅期、優惠的土地

價格，以及原材料和半成品免關稅等，成功吸引大批海外投資者到當地設廠。 

  

                                                             
1 珠江是中國南部最大的河流，由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主要支流及其他支流所組成。這些支流的搬運

物被河水帶到河口（珠江口），並在河口處沉積下來，形成肥沃的三角洲，稱為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

放後，廣東省政府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東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以及惠州和肇慶的市

區劃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成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其後更在此基礎上加入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延伸出「大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概念。在 2017 年，國家提出深化粵港澳三地的合作，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包括廣東省的廣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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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個沿海城市作為經濟特區：包括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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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80 年及 2011 年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就業結構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信息網 (2019)；台灣行政院主計總署 (201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

計處 (2019) 

2. 毗連香港和澳門：香港和澳門在地緣上與珠三角地區相連，而香港和澳門更是珠

三角地區工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除提供資金外，香港和澳門的投資者也將境

外先進的工業生產流程和企業管理技巧帶到珠三角地區。因此，珠三角地區的製

造業開始迅猛發展。 

3. 廉價的勞動力：珠三角傳統的製造業以勞動密集製造業為主。在這類工業的生產

成本中，人力勞動成本佔很大的比重。與台灣和香港相比，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是

海外投資者選擇在珠三角設廠的重要考慮因素（詳見表 1）。 

 

表 1：2012 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台灣及香港各類工業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港幣） 

工業 珠江三角洲地區 台灣 香港 

食品加工 3,646 元 9,909 元 9,200 元 

製衣 2,558 元 8,740 元 

12,500 元 
印刷 3,676 元 9,208 元 

電子 3,407 元 11,721 元 

醫藥 3,661 元 9,842 元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信息網 (2019)；台灣行政院主計總署 (201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

計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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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的交通運輸網路：工業發展必須依託完善的交通運輸網路，以運入原材料和

輸出製成品。自 1980 年代起，珠三角地區便開始積極改善海陸和航空運輸。 

5. 聚集經濟效益：當工業活動在某個區位聚集時，區內的企業便能享受集聚經濟效

益，使生產成本下降。例如：當產品相近或互有關聯的企業聚集在同一區域時，

產品相近的工廠可以集體訂購大量原料，以便獲得大量折扣，從而節省成本。另

外，當互有關聯的工業聚集在同一區域時，供應商便能節省分銷成本，買家則可

節省原料運輸成本。例如：製衣廠和線廠建在紡織廠附近，有利節省運輸和分銷

成本。在 1980 年代，各個珠三角地區的工業鎮均發展專門的工業，以使區內工廠

皆可共用集聚的經濟效益。 

6. 本地及海外市場廣闊：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對各類商品的需求也最

多，使珠三角地區形成龐大的工業製成品本土市場。此外，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

珠三角地區的土地租金、勞動力成本低廉，但產品品質較高，因此產品在全球市

場也具備一定的競爭力。 

 

3.  大灣區製造業特徵的轉變  

3.1  「前店後廠」工業生產模式 

自 1979 年珠三角地區開始大力發展工業以來，香港與珠三角地區便成功協作，發展

「前店後廠」的模式。在這種模式運作下，香港企業把工廠遷移到珠三角的東部地區，

但企業的總部仍然留在香港，充分利用兩地的優勢。「前店後廠」的發展模式是一種地

理上的分工，由於香港土地租金和勞動力資本昂貴，工廠企業總部在香港一般以中小

型企業模式運營，只僱用數名員工負責行政、財務及運營等管理工作；實際的工廠則

設立在珠三角地區，僱用上千名勞動工人，進行加工和裝配等生產工作（詳見圖 2）。

隨後，其工業製成品會被運往香港及海外市場出售。在這種模式下，這個世界工廠給

珠三角地區創造了大量加工出口和就業機會，使珠三角地區一度成為國家經濟最發達

的地區之一；同時這個龐大的世界工廠在生產過程中也需大量生產性服務的支援，刺

激了香港發展先進的現代金融服務、貿易服務、運輸物流以及商業服務，使香港蛻變

成世界級的服務業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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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前店後廠模式下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在業務上的分工 

 

資料來源：香港工業總會 (2019)  

 

3.2  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 

由於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供應，珠三角地區一度成為加工出口成衣、電子產品等勞動

力密集工業的著名世界工廠。然而，由於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使

得珠三角地區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3，很多加工工廠因為招工困難而無法正常運作，

甚至倒閉。為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部分企業開始引進機器代替人力，實行自動化生

產。這不僅可以減少對勞工的依賴，同時也可提高原有的生產力和產品品質。然而，

引進生產程式自動化和電腦化須投入大量資金，小型企業未必可以承擔。因此，在這

個發展階段，很多珠三角的小型加工工廠被淘汰，一些大型的加工企業則在生產過程

中逐步使用機器替代勞力。雖然引進生產自動化程式需要大量資金，及需要 3 至 5 年

的時間才可發展成熟，但自動化程式一旦成為企業常規生產程式的一部分，便可長久

使用，降低企業整體生產和營運成本，為企業帶來長遠效益。 

 

  

                                                             
3 勞動力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1）2000 年，中國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鼓勵工業遷移到內陸地區以改

善中國西部建設。中國西部經濟和工業開始發展起來，為當地居民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當地居民不再需

要背井離鄉到珠三角地區工作；（2）待遇欠佳：珠三角地區勞工的薪酬普遍偏低，在 2012 年，珠三角

地區外地勞工的平均工資僅為 2,000 元人民幣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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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年前後，廣東省政府也從宏觀層面上積極發展資本密集工業，以重組和提升第

二產業（工業）的產值。這些資本密集工業大多以重工業為主，如汽車業和石油化工。

在政府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的吸引下，1998 年廣州汽車和日本本田汽車合資成立廣州

本田汽車，在廣州設廠生產。在廣州政府優惠政策的吸引下，其他日本汽車廠商（例

如豐田汽車）也紛紛到廣州設廠。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廣州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集生產、

展銷、配件和售後服務為一體的汽車工業群，是國家最重要的汽車生產地之一。珠三

角地區重工業的迅速發展，為其日後的機器製造、生物製藥以及軟體工業的發展打下

了堅實的基礎，大大提升珠三角地區的整體競爭力。 

 

3.3  從原設備製造到原設計製造 

在 1980 年代初期，珠三角地區的工業剛剛起步，大多數企業在珠三角地區投資均是以

「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和來樣加工）的形式進行生產，基本上是基於一

種原設備製造的代工生產模式進行。在這種代工模式下，外商會為珠三角的工廠提供

原料、部件和機器，珠三角的企業僅需負責完成加工和組裝工序即可，隨後的製成品

會經外國公司出口到海外市場而不允許內銷。 

 

在工業發展初期，這種模式達到了雙方共贏的局面。一方面，外國公司利用珠三角大

量廉價的勞工進行生產，幫助外國企業節省生產成本，從而增加利潤；另一方面，這

種模式也可為珠三角地區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促進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在 1995 至

2007 年間，這種加工出口模式佔珠三角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在 2007 年後開始急速下

滑。這是由於原設備製造生產模式過度依賴海外的資金、市場和技術，當海外市場訂

單減少，海外的技術不能夠及時支援，珠三角地區工廠的生產經營便會出現困難。此

外，代工模式下所生產的產品不允許內銷，因此原設備製造工廠僅能賺取有限的加工

費，工廠所得的邊際利潤十分有限（詳見圖 3），對珠三角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貢

獻率也較低。因此，在工業發展中期，許多有實力的企業家開始發展和打造自主品牌，

從原設備製造模式開始向原設計製造和原品牌製造的生產模式轉變（詳見表 2）。 

 

  



7 
 

圖 3：不同生產程序的附加值 

 

 

 

 

                                                   

                                                                                                                                            

 

 

 

 

 

 

 

表 2：各類生產模式的比較 
 

原設備製造 原設計製造 原品牌製造 

品牌 外國品牌 外國品牌 
中國企業自家創立的

品牌 

產品設計 外國企業負責 
中國企業負責 中國企業負責 

生產 中國企業負責 

產品銷售 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 海外及本土市場 

 

與初級的代工製造模式不同的是，原品牌製造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資金，以聘請科研

人員進行研發和興建各類基建設施。企業只有通過提升生產所需的知識和技術，才能

有效進行製造升級，減少對外商的依賴，打造自主品牌。1968 年於佛山成立的美的集

團公司，是當時珠三角企業成功從代工模式轉向打造自主品牌的最好案例。美的集團

公司是現時國家最大的家電生產商之一，1980 年代初期，美的集團主要為外商進行電

扇加工和組裝，在積累一定的經驗後，美的集團進行生產結構升級，放棄代工模式，

並嘗試生產自己的電風扇。在積累一定的資本後，1985 年美的集團開始嘗試轉向生產

空調，並投資空調科技。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1998 年美的集團開始重視研發工作，

並與日本東芝合作，成功在變頻器和晶片生產技術上有所突破。到目前為止，美的集

團開發了上千款空調、電飯煲、洗衣機等家電產品，這些產品廣銷內地、日本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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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區。 

 

3.4  從低科技到高科技 

3.4.1 轉移傳統工業 

近年，大灣區內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與香港的差距日漸縮小，「前店後廠」的

發展模式因而受到挑戰。為提升競爭力和善用人力資源，廣東省政府自 2008 年開始推

行轉移政策，包括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在產業轉移方面，政府將高污染和高耗能

的傳統製造業遷往廣東省東部、西部和北部的山區，藉此提高珠三角地區的功能水準，

並優化產業結構。當傳統的工業遷移到廣東省較落後的地區後，當地居民便由初級生

產（農業）轉投至第二和第三產業。同時，廣東省政府也鼓勵這些地區高素質的勞工

遷移到珠三角的城市地區，從事高增長和高增值的工業，以增加人力資源和提升勞動

力質素。 

 

3.4.2 調整製造業內部結構 

隨著傳統工業逐步遷出大灣區的主要城市，近年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先進的製造業和現

代服務業。為促進產業機構升級，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以鼓勵高增值和高科技工業的

發展4，以提高中高端製造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2016 年，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先進

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5增加值的比例分別為 54.9%和 32.5%

（詳見圖 4），較 2012 年分別提高 3%和 4.5%。新一代移動通訊設備、新型平板顯示、

新能源等戰略性新型產業蓬勃發展，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例達 22.2%。從中高

端製造業的特點來看6，在高技術製造業中，在 2017 年，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發展

尤其迅速，並在廣東省佔據主導的地位（詳見圖 5）；在先進製造業方面，2017 年汽車

製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穩居先進製造業的主體地位（詳見圖 6）。  

                                                             
4 高增值和高科技工業：例如生物製藥行業、汽車製造業以及資訊科技工業等。 
5 規模以上工業：指年主營業務收入達 2,000 萬元人民幣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單位。 
6 中高端製造業特點的資料：由於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的製造業增加值約為廣東省的八成左右，因此廣

東省的製造業資料基本可以代表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的製造業表現。 



9 
 

圖 4：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的比重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信息網 (2019) 

 

圖 5：2017 年廣東省高技術製造業主要細分行業增加值比重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信息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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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7 年廣東省先進製造業主要細分行業增加值比重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信息網 (2019) 

 

現時，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已成為國家最大的高科技工業生產基地。高科技工業的發

展離不開研發和創新，近十年來大灣區各個內地城市的政府對科研的投資持續增加。

為鼓勵高質素的創新人才和企業到大灣區發展，大灣區各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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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科研基金（例如：2017 年深圳市政府投入的科研經費達 800 億元人民幣，佔

其本地生產總值的 4%左右）； 

 投資改善支援設施（例如：興建高科技工業園區和國家超級電腦中心）； 

 全球招聘人才（例如：為吸引人才，廣州市政府到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地舉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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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緊密合作（例如：設立前海港深合作區，加強兩地科技合作）等。 

 

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7）》統計，目前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共有 1

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 3個國家創新城市（詳見表 3），發明專利數量共計 193,7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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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日漸突顯。2017 年，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以佔全國 0.1%的土地面積，

創造了全國約 6%的國內生產總值（4.6 萬億元人民幣）。在未來，大灣區內生機勃發的

產業配套環境將會讓眾多前沿科技加速落地，促進整個大灣區工業產業的升級換代，

與創新資源形成全球矚目的良性互動。根據廣東省 2017 年印發的《廣深科技創新走廊

規劃》，依託廣州大學城、東莞濱海海灣新區、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等 37

個創新節點，到2030年，該區域《專利合作條約》(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將達 3.7萬，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將上升至 75%，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將達 4.5 萬家，規模以上企業研發機構覆蓋率將達到 100%（詳見表 4）。 

 

表 3：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科技創新的主要成就  

主要成就 數量 

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1 

國家創新城市 3 

國家重點實驗室 25 

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25 

新型研究機構 97 

科技孵化器 449 

雙聘院士 150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專家 161 

珠江人才計劃創新團隊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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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6 年、2020 年和 2030 年廣深科技走廊的指標值 

指標名稱 
2016 年 

指標值 

2020 年 

指標值 

2030 年 

指標值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佔地區生產總值的

比重 (R&D / GDP)（%） 
3.19 ≧3.5 ≧4 

科技進步貢獻率 ≧60 ≧62 ≧65 

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件） 39.99 55 85 

《專利合作條約》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

（件） 
22,167 30,000 37,000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

比重（%） 
43.2 53 75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

重（%） 
55.51 60 70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研發經費支出佔主營

業務收入的比重（%） 
1.92 2.2 4 

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間） 14,805 28,000 45,000 

規模以上工業研發機構覆蓋率（%） 30.95 60 100 

資料來源：廣州日報數據和數字化研究院 (2017)  

 

3.5  從傳統「製造」到先進「智造」 

現今的製造業面對多項挑戰，包括設備監控、資料獲取、品質追溯和透明管理等，工

業智慧製造的發展將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智慧製造對科技和技術水平的要求較高，在

工業產值中，其所帶來的附加值和對經濟的貢獻率也最大，因此該產業一直是世界各

國工業製造的重點發展項目。作為國家人工智能、大數據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大灣

區是國家未來智慧製造的重鎮。目前，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中國製造 2025」，其中的

重點便是推進中國製造向工業 4.0 邁進7，大力推動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業的發展。近

年，大灣區不斷加快製造業的智慧化發展，促進了新一代資訊技術和製造業的深度融

                                                             
7 工業 4.0：指在未來 10 年，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步入「分散化」生產的新時代。工業 4.0 通過決定生產製

造過程等網路技術，實現即時管理。工業革命 1.0：指 18 世紀末期到 19 世紀中葉，始於英國的第一次

工業革命，這次工業革命的結果是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經濟社會從以農業、手工業為基礎，轉型

到以工業級機械製造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工業革命 2.0：發生於 20 世紀初期，這次工業革命使工業生

產進入了生產線的生產階段，通過零部件生產和產品轉配的成功分離，開創了產品批量生產的新模式。

工業 3.0：第三次工業革命始於第二次工業革命過程中發生的生產過程高度自動化，自此機械能逐步代

替人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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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時大量位於珠三角地區的製造企業，如位於珠海工業園的大批工廠，已開始打

造智慧車間，實行機器代替人力工作。一方面，智慧車間能有效幫助企業解決「招工

困難」的問題；另一方面，機器替代了多項簡單重複且危險性高的工作，釋出的勞動

力將「轉崗」至更有價值的工作。然而，「先進智造」工廠的意義不單是指以機器或工

業機器人取代人力，實行自動化生產，同時在工業 4.0 時代，「先進製造」將實現物體、

資料及服務等與互聯網實行無縫對接，主要體現在：（1）工業智慧將即時通過對生產

資訊的智慧化分析和跟蹤，不斷挖掘設備及作業潛能，提高生產效率，藉以持續改善

管理目標；（2）工業製造將即時採集，或在測試生產過程的全面品質資料，用於產品

品質的即時監控、事後分析和持續改善工作；（3）工業製造將在生產工程中自行採集

相關資料，減少錄入環節，為各級生產管理人員提供所需的即時資料；（4）工業智造

可以將即時採集的資料即時與監管或管理部門共用，有效實現生產的全透明化。 

 

在大灣區內，「工業 4.0」時代的來臨並不意味著需要更少的勞動力，或更多從事製造

業的工人失去工作；先進智造時代強調的不是簡單的機器取代人力，而是在只有機器

工作效率大於人的一些崗位上，或簡單重複高危的工作崗位上才考慮使用機器人。製

造企業在引入機器人進行生產時，企業的效率和利潤會有極大的提高，一些企業開始

會在原有產業的基礎上，擴增或引進新的行業進行生產，這樣不單不會造成原有的工

人失業，相反更可讓所謂的「閒置勞工」進行轉崗工作，例如：經過培訓後，部分工

人可以成為企業擴增新產業中操作機器人的工程師。表 5 顯示傳統製造和先進智造的

分別： 

表 5：傳統製造向先進智造轉變 

傳統製造 先進智造 

 半自動半人力 

 人工成本高 

 推進生產流程 

 市場回應速度慢 

 流水線車間 

 資訊化程度低 

 全自動化設備 

 工業機械人 

 機械手臂 

 精密模具 

 智能自動導引車 (AGV) 

 數控機床 

資料來源：艾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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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1980 年代，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大灣區內的珠三角地區以代工形式的「原設備製造」

工業模式起家。發展至今，珠三角地區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全球重要的製造中心，其工

業產業基礎雄厚，具有完善的產業鏈，但也存在產業層次不高、專業技術水平較低等

問題。由於珠三角地區是以代工工業起家，因此區域內現代服務業起步較晚，發展水

平偏低，存在與製造業轉型升級發展不配合的現象。另一方面，香港的製造業活動僅

佔本地生產總值 7%左右，但在研發、企業管理和海外運營方面卻經驗豐富，其現代服

務業發展水平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雖然珠三角地區和香港已經跨越「前店後廠」的工

業生產模式，但未來珠三角地區若能與香港和澳門加強合作分工，在服務業上形成優

勢互補，並在智慧製造上協同合作，將有利培育利益共用的產業鏈和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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