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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運輸基建概況



大灣區產業佈局

市

資料來源︰香港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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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機場一覽
國際機場

國內機場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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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大灣區主要機場的擴建計劃

深圳– 第三條跑
道

香港– 第三條跑
道

澳門– 擴建客運大
樓

珠海– 擴建客運大
樓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跑道 由3條增至5條，預計兩條新跑
道於2022年投入服務

航廈 預計第二航站樓將於2018年投
入服務

預計第三航站樓於2022年投入
服務

年客運量
5 973萬人次 (2016)
1 億人次 (2030)

年貨運量 165萬公噸 (2016)

航點
• 國際
• 國內

239
• 98
• 141

廣州第二機場

選址 規劃選址佛山高明*，預計最快
於2022年落成

廣州 – 第五條跑道及第二機
場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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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 第三條跑
道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

跑道 由2條增至3條，預計新跑道於
2021年投入服務

航廈 加快推進四號(第二)航站樓建設
預計於2020年投入服務

，

年客運量
4 200萬人次 (2016)

6 300萬人次 (2030)

年貨運量 112 萬公噸 (2016)

航點
• 國際
• 國內

144

• 31

• 113

五個大灣區主要機場的擴建計劃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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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機場

航廈 擴建客運大樓

年客運量
660 萬人次 (2016)

1 100萬人次 (2030)

年貨運量 3.3萬公噸 (2016)

航點
• 國際
• 國內

56

• 33

• 23

珠海金灣機場

航廈 擴建客運大樓

年客運量
610 萬人次 (2016)

1 300萬人次 (2030)

年貨運量 3.2萬公噸 (2016)

國內航點 46

澳門 – 擴建客運大樓

珠海 – 擴建客運大樓

五個大灣區主要機場的擴建計劃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7



廣州

肇慶

佛山

江門

中山

珠海
澳門 香港

東莞

深圳

惠州

深中通道

虎門二橋

廣深港高鐵

廣汕高鐵

蓮塘/香園圍口岸

港珠澳大橋

未來主要陸路交通基建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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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港口一覽

資料來源︰《香港國際機場在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機遇》簡報﹙2017年12月7日﹚，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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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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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沙

11



香港四大產業的經濟貢獻



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價值(百萬元)

金融服務, 

246,000, 17%

旅遊, 47,400, 3%

貿易及物流, 

399,400, 27%

專業服務及其他

支援服務, 

158,900, 11%

其他, 621,800, 

42%

2006年

金融服務, 

429,100, 18%

旅遊, 112,400, 5%

貿易及物流, 

523,100, 22%

專業服務及其

他支援服務, 

302,900, 12%

其他, 1,050,200, 

43%

2016年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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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價值

平均每年增長率 (2006-2016)

GDP +5.1%

金融服務 +5.7% 

旅遊 +9.0% 

專業服務及支援服務 +6.7%

貿易及物流 +2.7%

- 貿易 +3.2%

- 物流 +0.6%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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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行業的就業人數

金融服務, 

186,000, 6% 旅遊, 175,300, 5%

貿易及物流, 

830,100, 24%

專業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 

418,600, 12%

其他, 1,802,200, 

53%

2006年
金融服務, 253,100, 7%

旅遊, 259,800, 7%

貿易及物流, 

730,700, 19%

專業服務及其

他支援服務, 

531,800, 14%

其他, 2,012,500, 

53%

2016年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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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就業人數 +1.0%

金融服務 +3.1% 

旅遊 +4.0% 

專業服務及支援服務 +2.4%

貿易及物流 -1.3%

- 貿易 -1.2%

- 物流 -1.5%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四個主要行業的就業人數

平均每年增長率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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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業經濟貢獻



全球航空業的經濟影響

Contribution to GDP % of Global GDP

Direct Impact US$ 664.5 billion 0.87%

Indirect Impact US$ 761.4 billion 1.00%

Induced Impact US$ 355 billion 0.46%

Tourism Catalytic US$ 892.4 billion 1.17%

Aviation’s global GDP impact, 2014

資料來源︰ 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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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業的經濟影響
• Direct Impact

• directly serve passengers at airlines, airports and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providers
• Aviation directly enables job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ose companies that 

produce aircraft, engines and other vital technologies)

• Indirect Impact
•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y generated by suppliers to the aviation industry: 

aviation fuel supplier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hat build airport facilities; suppliers of 
sub-components used in aircraft etc.

• Induced Impact
• The spending of tho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mployed in the aviation sector supports 

additional jobs in other sectors such as retail outlets, companies producing consumer 
goods and a range of service industries

• Tourism Catalytic
• growth in tourism facilitated by aviation

資料來源︰ 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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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業的經濟影響

資料來源︰香港機場管理局

Impact 2012

Percentage of Hong 

Kong  GDP /

Employment

Value Added (HK$ Millions)

Direct 52,876 2.6

Direct + Indirect 77,985 3.8

Direct + Indirect + Induced 94,241 4.6

Direct + Indirect + Induced + Catalytic Direct Only 155,011 7.6

Employment (Persons)

Direct 62,968 1.7

Direct + Indirect 111,072 3.0

Direct + Indirect + Induced 148,158 4.1

Direct + Indirect + Induced + Catalytic Direct Only 226,531 6.2

Economic Impact from Operations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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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業的經濟影響
• Direct benefit

• income generated by the direct operation of the airport including activities of the 
airport operator, the airlines, aviation logistics suppliers, the concessionaires providing 
commercial facilities, the ground / ramp handling agents, and so on

• Indirect benefit 
• income generated in the chain of suppli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direct activities 

of the airport, including utilities, fuel suppliers, construction and cleaning companies, 
food and retail good suppliers, travel agents, freight forwarders, land transportation 
supporting passengers and air cargoes, and so on.

• Induced Impact
• income generated by the spending of incomes by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mployees on 

local goods and services.

• Catalytic benefits
• inwar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rade, and tourism activity as a result of 

the presence of the airport.
資料來源︰香港機場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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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業經濟貢獻



2016年香港航運及港口產業經濟貢獻

51%
35%

Port and related

HK$ 14,416 million

Maritime  business services  

HK$ 3,929 million

14%

Shipping

HK$ 9,924 million

Maritime and port industry by sector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The maritime and port industry contributed HK$ 28,270 million 
(1.2%) to Hong Kong’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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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香港航運及港口產業經濟貢獻

5%44%

Port and related

43,550 persons

Maritime business services  

4,080 persons

51%
44%

Shipping

38,090 persons

Persons Engaged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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