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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的新区位优势及发展战略研究
滕 泰 张 海 冰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势头良好，但由于地理位置、交通设施、区位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原因，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出现了
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已经大幅改善，东岸产业和要素已经出现转移和
溢出，西岸的新区位比较优势和新要素比较优势已经悄然形成，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澳门的定位和认识，及时调
整西岸的区位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扭转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实现粤港澳
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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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重视。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发展失衡的

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是中国开放

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必然影响其长期可持续发展，

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根据党中

影响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支撑与引领

央、国务院制定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作用的提升。因此，亟须对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成充
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深层
次原因，并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扭转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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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一、
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

圈，对广东和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发展失衡的现状

作用。
《规划纲要》发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犹

11.5 万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1.4 万亿元；进入世界

如分跨珠江口东西的两颗明珠。深圳面积 1997.47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比 2017 年增加近 2 万家

积相差不多，1980 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大体相

500 强企业达 21 家，比 2017 年增加 4 家。广东有 5.3
①

。但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之间

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加剧趋势，且尚未得到足

平方千米，珠海面积 1736.45 平方千米，两市不仅面

当。40 多年过去了，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2020 年 GDP 达 2.7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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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 2020 年珠海经济总量只有

口流入多、产业结构好，但在区域上却存在明显短

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广东的 9 个城市中排名第 4

湾区成为两条腿一长一短的“跛脚”巨人。粤港澳

3482 亿元，仅为深圳的 1/8，在广东排名第 6 位，在粤

位。如果放在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珠海也只能在其
13 个地级市中排名第 11 位；在全国城市排名中，珠

海与山东菏泽、河南许昌、江苏淮安经济总量相当，
在全国城市中排 70 多名。

同样是移民城市，目前珠海的常住人口还不到

深圳的 1/6。2009—2019 年，珠海常住人口只增加
了 53.25 万人，而深圳仅 2018 年、2019 年就分别净
增 49.83 万人、41.22 万人。在 2020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上，广东有 14 家企业上榜，其中深

圳有 8 家，珠海仅格力电器一家。从上市公司数量
来看，截至 2020 年年底，深圳在内地、香港及国外上
市的公司总数超过 400 家，而珠海仅有 38 家；深圳

本 地 上 市 公 司 总 市 值 达 16.36 万 亿 元 ，珠 海 则 为
6620 亿元。

如果进一步比较珠江东西两岸城市就会发现，

珠海发展的迟缓实际上是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
影。笔者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 9+2 城市群简单
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
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
门，珠江北岸城市包括广州、佛山、肇庆。2019 年，
珠江东岸城市 GDP 达 65812 亿元，珠江西岸城市为
13491 亿元；珠江东岸城市总人口为 3430 万人，珠

江西岸城市只有 1071 万人；珠江东岸城市出口货物
总值占粤港澳大湾区出口货物总值的 80%，珠江西
岸城市只占 6.32%。

以深圳和香港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增

板——西岸城市与东岸城市差距巨大，让粤港澳大
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发展失衡的现象如果不能得
到及时扭转，必将导致西岸城市长期缺乏增长动
力，东西两岸城市差距继续拉大，影响澳门产业适
度多元化进程，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长期可持续发
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中支撑与引领作用的进一步提升。

二、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
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

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地处交通末梢，因而成为产业末梢

改革开放之初，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在交通
上处于末梢，由此造成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上也处于
相对不利的末梢地位。当来自香港、日本、东南亚
的大量加工制造业、专业服务业企业、资金和项目
在深圳、东莞、广州、佛山落地时，珠海、中山和江门
往 往 被 作 为 备 选 甚 至 排 除 在 名 单 之 外 。 1979—
2020 年，珠海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 万多家；实

际利用外资累计 330 亿美元 ② ；而截至 2020 年上半
年，外商在深圳直接投资的项目累计已超过 9.4 万
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超过 1170 亿美元③。但

交通上的劣势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
的发展所弥补。

据了解，1988 年从内地到珠海既无飞机直达，

长极，以广州和佛山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北岸增

也无铁路直通，须先到广州再乘坐公共汽车，中间

长极，都已成为拉动全国经济的火车头、高端产业

下来乘坐几次摆渡船才能到达。不仅如此，即使在

和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但

珠海辖区内，先天的地理阻隔也加剧了交通不便。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等城市

斗门、金湾等区与老城区（香洲区）被西江隔断，来

经济体量小，发展水平和发展观念落后，在各项指

往非常不便，更不用提彼时横琴还是一片荒岛，不

标上均无特别拔尖，合起来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
增长极。

从 2020 年广东各地级市 GDP 来看，排在前 5 位

的均为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和北岸城市，粤港澳大湾

具备建造厂房和住宅的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建成

的珠海机场一度是全国唯一不通高速公路的机场，
珠海港也曾经是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港口。

凡此种种，致使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在过去 40

区西岸的珠海、江门、中山在广东分别排在第 6、8、9

多年里不仅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末梢，而且在

苏宿迁、广西柳州大体相当。

粤港澳大湾区的“失乐园”。如图 1 中箭头所指的路

位，在全国分别排在第 72、82、84 位，与河南许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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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经济总量大、人

产业承接上也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末端，成为

线，过去 40 多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传播首先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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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澳门
政治上的重要性与经济资源上的有限性一分
为二地看待，才能更加准确地厘定澳门和粤
港澳大湾区的关系。反之，不但会影响珠海
的发展，也不利于澳门的产业多元化进程，更
会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的平衡发展。
在对澳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地理空
间、市场规模、人口规模、科技水平等指标客
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对澳门的经济作用
做出更合理的预期，不可依赖和过度透支其
经济资源。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既不可
能承接澳门的博彩产业，也很难从澳门承接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传播路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高端制造业或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转移，甚至
也不能获得资金、技术、土地、市场等方面的
协同效应。如果对以上问题没有清醒的认

港到深圳，然后到东莞、广州、佛山，最后才到珠江

识，就会让珠海等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过多地

西岸的中山、珠海。

把引入资源视野囿于澳门，反而忽略了来自香港、

2.将发展的资源过多地寄希望于澳门

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发展战略时，未
能将澳门的政治重要性和经济资源上的有限性进
行合理区分，过多地将澳门作为引入产业、资金和

深圳、广州、佛山乃至全国、全球的资金、技术、产
业和市场机会。

3.差距日渐拉大导致发展意愿不足

近年来，在国家和广东的大力支持下，珠海等

技术的来源地，而澳门实际上未能发挥预期的作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也

用。澳门的发展关系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关

开始凝心聚力、拧紧发条，重整行装再出发，深入推

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澳门还承担着中国

进二次创业，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区位战略上尚

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和多元文化

未找准最优解，在产业规划上还是面面俱到，在推

交流的功能，在新时期对外开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

动改革开放上还没有展现出类似深圳“敢为天下

意义。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如何让澳门更好地融
入新发展格局；对于珠海而言，如何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发展，都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然而，一个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容易简
单地与其在经济上的作用被混为一谈。从经济规

模来看，2019 年澳门 GDP 总量约为 3800 亿元人民

币，与珠海大体相当，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经济总量大幅低于珠海；从产业来看，澳门高
度依赖博彩业及相关的旅游业，博彩业在 GDP 中

占 比 达 到 50.9% ，加 上 商 贸 、旅 游 等 第 三 产 业 占
95.7%，第二产业只有 4.3%；从地理纵深来看，澳门

地域狭小，陆地面积仅 32.9 平方千米，是香港的

1/3；从人口总量来看，澳门 60 多万人，只相当于北
京天通苑和回龙观两个社区的规模；从科技水平
来看，2019 年澳门专利有效数量为 789 件，而深圳
为 575251 件。

先”的作为和魄力。如果把时光倒退到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候的珠海人一定不会相信它有一天会被
深圳甩开如此大的发展差距；即便时光倒退回 20 世

纪 90 年代，当时的珠海也在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
企图与深圳比肩起飞；1992 年，珠海还曾经顶住各

方面的质疑，用价值百万的住房和汽车重奖有贡献
的科技人员，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然而
目前，面对与深圳等城市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珠
海开始出现追求“小而美”
“小确幸”的声音，认为城
市节奏慢、适合生活也不错，至少是宜居而健康
的。2021 年 3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

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
经济特区的意见》，随后珠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改
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努力实现从“小而美”向
“大而强”
“大而优”
转型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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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评论 2021 年第 6 期
济区、银湖湾滨海地区、江门人才岛等相继建成。

三、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发展的新优势

2.新要素比较优势

在传统制造业时代，经济地理位置中最重要的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发展的新优势包括区
位和要素两个方面。

1.新区位比较优势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起步阶段，区位优势主要取
决于是否临近资金、技术、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
要素供给地，是否拥有便捷的水路或陆路交通，是
否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是否临近国外或国内市场
等。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上述区位优势支持了粤港
澳大湾区东岸城市和北岸城市的发展，巨大的产业

是是否临近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地，
是否靠近水路或铁路能够实现低成本运输，是否靠
近产品销售市场。但要素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进程、要素
流动和价格变化动态演变的。根据迈克尔·波特竞

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
素，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前

40 年中经济发展滞后，主要是在资源、非技术工人、
资金、地理位置等初级要素方面不具天然优势；然

聚集和虹吸效应使资金、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向深

而，当走过了特定发展阶段后，上述初级要素的重

圳、广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西岸城市却发展缓

要性不断降低，而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创新创业环

慢。区位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

境、融资便利度、信息与交通便利、研究机构、高等

产业发展阶段、交通条件变化、要素价格变化动态

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就让珠江西

演变的。随着 1999 年京珠高速公路广州至珠海段
建成通车以及 2012 年广珠铁路、广珠城际轨道全线

投入运营，从内地城市到珠海、中山都已经非常方
便。如今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高铁半个小时可
到达，
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一个小时可到达。
在与珠江东岸的联系方面，除虎门大桥连接两

岸外，2018 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原计划 2024 年建成

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至珠海城际铁
路（深珠通道）也已经开始论证规划；正在规划中的
中虎龙城际轨道将贯通中山、东莞、深圳（龙岗）三
个城市；在水上通道方面，深圳机场码头—中山港、
深圳机场码头—珠海九洲港等航线渐次开通。广
东省交通规划方面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从规划原则
来看，珠江两岸各城市均至少建成一条跨江通道，

岸经济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山的人口密度为 1895 人/

平方千米，珠海为 1165 人/平方千米，江门为 487 人/
平方千米，而深圳为 6484 人/平方千米；从居住成本
来看，珠海的商品房价格为 2 万—5 万元/平方米，江

门为 11800 元/平方米，中山南朗镇为 14000 元/平方
米，而对岸的深圳南山区房价动辄 10 万元/平方米

甚至 20 万元/平方米；从医疗条件来看，珠海每千人

拥有医师数 3.11 人，而深圳为 3.01 人；从教育资源
来看，2019 年深圳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 2.59 万

人，而珠海为 3.8 万人；从消费水平来看，深圳人均
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的支出为 12609 元，珠海为

9347 元，中山和江门分别只有 5111 元和 4384 元。
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基本形成公路、铁路、市郊轨道等多方式、全天候的

的居住成本，相对轻松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以及良

跨江通道体系，实现两岸城市一体化衔接，粤港澳

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使得珠江西岸城市高级

大湾区主要城市之间形成 1 小时交通圈。

在市内建设方面，珠江西岸城市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珠海的横琴荒岛变成了新区，原来的
滩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开发区和环境优美的住宅
小区，被河流和山脉分割的城市也由一座座大桥和

要素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并形成持续吸引要素和
产业流入的巨大“势能差”。

从发展空间来看，中山面积 1783.67 平方千米，

与珠海面积相当，而江门面积达 9506.92 平方千米，
发展腹地广阔，这与大开发之初的上海浦西、浦东

隧道连成一体；中山的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

相似，彼时浦西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狭窄，工厂与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

居住混杂，腾挪余地很小，但人才、技术、基础设施

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

等各项要素完备，轻工业、重工业基础领先国内；而

布局和建设过程中；江门一批大桥、高快速路及江

浦东却腹地开阔，一旦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就迅速

湛铁路通车，接入了全国高速铁路网，大广海湾经

发展成为高级生产要素和新产业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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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区都享受到了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的增长红利，无论是消除道路不通、

能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2021 年 4 月召开

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再次强调了建

海洋阻隔等物理方面的要素流动障碍，还是消除政

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丰富“一国两制”、深化改革开

策、法律等制度障碍，都会因为“势能差”而带来一

放的重大意义，专门提到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

波又一波的要素和产业流动红利。对于珠江东岸

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

和西岸而言，既无制度差异，也无文化差异，因而正

如果把新时代粤澳深度合作区对外开放的设

在累积的交通便利条件就犹如打开了人才、资金、

想和探索扩大到珠江西岸经济区，把珠江西岸城市

技术、产业等流动的“堤坝”，大坝两边原有的“势能

的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和多年来

差”
势必导致巨大的要素流动和增长红利。

与澳门探索粤澳深度合作的成果相结合，将有利于

从产业辐射来看，深圳、广州的很多加工装配

珠江西岸更好地承接来自珠江东岸增长极、珠江北

环节持续向附近城市转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研

岸增长极的产业辐射和要素溢出。一旦这些产业

发、设计、制造环节也需要在扩散过程中寻找更有

辐射和要素转移在珠江西岸形成产业协同的外部

效率的组合。从要素溢出来看，不仅人才要素已经

性或“乘数效应”，必将产生新的技术成果、新的产

开始向周边溢出，技术、资金、企业家都需要沿着边

业集群和市场聚集效应，进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区

际生产力寻求更高的要素回报。随着人才、要素和

域平衡和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将

产业流动带来的“区域趋同”，可以想象，20 年以后，
珠江东岸和西岸就像今日上海的浦西和浦东，除产

业和企业的差异外，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上

促进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探索成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
珠海和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已形成了新的

必将日益趋近。如何在上述“区域趋同”的过程中，

区位优势，拥有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又到了做出

利用好珠江西岸的区位优势，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选择的历史关头。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的

内企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摆在全国投资者面前

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来源并不在南向，而是已有

的重大投资机遇。

的深圳—香港、广州—佛山两个增长极。如果依然
将眼光囿于南向，就可能再次错过战略调整的窗口

四、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的

期。从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的区位和产业优势

历史机遇和新发展战略

来看，中山的翠亨新区和珠海的唐家湾，既拥有直
通深圳的交通便利，又有人才和发展新产业的优

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集各种区位优

势，都是对接深圳—香港增长极或广州—佛山增长

势、要素禀赋于一身，又正值新时代各种新业态风

极的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该给予重点支持。粤

云际会，正在获得像当初上海浦东那样的巨大发展

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只有北向扎根和东向借力，才

良机——虽然从增速上未必能上演浦东开发从几

能更好地南向支持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为“一

十亿元到 1.3 万亿元的 GDP 增长百倍的故事，但是

其未来几年的经济总量增长必不会小于浦东，如果
再考虑到新时代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对

国两制”实践探索做出更大贡献。

2.产业错位发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特色

软产业群

探索“一国两制”实践的政治意义，新区位优势、新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

增长极和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带来珠江西岸经济

的完备程度上不及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

区的综合影响可比当初的浦东开发。

州、佛山，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集

1.北向扎根，东向借力，
南向支持

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

新时代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试验田的地理空

已经失去先机。因此，该地区在产业选择上既不应

间要足够大，实际影响的市场要足够大，形成的产

当继续邯郸学步，模仿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的优

业集群要足够大，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要足够大。

势产业，也不应当再拷贝其他城市规划中通用的产

只有用珠江西岸经济区的腾飞来切实促进并改善

业模板。相反，不但要刻意避免与粤港澳大湾区东

澳门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提高其国际影响力，才

岸、北岸城市形成竞争，而且还应该主动错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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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北岸的优势产业，并与其
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粤港澳大湾区完整的产业

件园等产业园区，已经吸引了金山办公、魅族、YY
等企业，具备良好的软产业集群发展基础。在高素

生态群。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的产业，仍然可以找

质人才方面，唐家湾周围现已有中山大学、北京师

到若干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并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形

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

成数万亿级消费中心和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多所知名

例如，以通用航空产业、智能驾驶、无人机、无人船

高等院校，成为珠江西岸人才资源最集中的地区。

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北

除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外，唐家湾还

岸的新产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孕育着万亿的市

是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宜居、宜游的风水

场机会；以智能制造、软件开发为特色的软产业集

宝地。北倚青葱翠绿的凤凰山麓，面向浩瀚的南

群不但与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北岸的高端制造业形

海，山色水影交融，风景迷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

成互补，也有数千亿产值的规模；以生物医药、健康

很早就对外开放的古镇，这里走出了开平矿务局和

养老、教育培训等为代表的软产业，不但有广阔的

轮船招商局创办人唐廷枢等近代名人，在当时的海

市场前景，还可以弥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短板，

外，唐家湾的知名度甚至不低于广州。当然，唐家

更好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北岸增长极的发

湾的大排档等美食也非常有名，就像珠海人常说的

展；以珠海情侣路、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百岛旅游
资源为特色的旅游和会展产业，不但不会与粤港澳

“吃在唐家湾”。
因此，说唐家湾是天下难得的宜居、宜游、宜

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竞争，而且与澳门等地互补，

学、宜业之地，并非虚言。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

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万亿级的消费中心，助力

“强化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与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3.依托新区位比较优势和新要素比较优势，找

准珠江西岸开发的新起点

在上海浦东开发的过程中，陆家嘴地区作为标
志性的地域和开发起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珠江西岸比作 20 世纪 90 年代的浦东新区，
那么真正可以比作陆家嘴的，其实是位于珠海和中
山之间、深珠城际铁路的起点——唐家湾。

圈协同发展，
规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
推动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
的指导思想，
唐家湾无论从
区位优势上，还是从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文
化、产业优势上，都是未来珠江西岸大发展的龙头。
开发好唐家湾，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陆家嘴，对
整个珠江西岸发展将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此外，可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
新区，并考虑实施以下先行先试的改革政策。第

从区位优势分析，唐家湾往北可直通百千米外

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支

的广州，京珠高速、广珠城际轨道贯穿而过；深珠通

持，将珠江西岸新区打造成吸引全球人才的改革试

道建成后，将与深圳实现半小时交通；目前从唐家

验区，对全球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高端人才给绿卡、

湾绕道虎门大桥驱车前往深圳还需要两个小时，但

2024 年深中大桥建成通车后，一小时可达深圳宝安
国际机场；正在规划的深珠城际铁路开通后，从唐

家湾可一站通往深圳南山区；从唐家湾向南沿情侣
路是澳门及拱北口岸，可经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

给补贴，移民珠江西岸新区 5 年以上，可在全国各地

落户。第二，由教育部支持，将珠江西岸新区打造
成 12 年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探索由 9 年义务教育
向 12 年义务教育转变的措施和办法。第三，由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通过减

由此可见，唯有唐家湾，才是地理区位上向东、向

免税收、提供基础设施等方式，推动全球大数据、云

北、向南发展的中心，其对珠海、中山、江门的辐射

计算公司在珠江西岸新区落户，将珠江西岸新区打

作用也最大。

造成大数据开发利用试验区。第四，由国家发展和

在产业方面，作为珠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体

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在珠江西岸先

部分，唐家湾很早就被确定为科技创新海岸，是国

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基础上，打造“两化融合”试验

家和广东重点支持的软件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

区。第五，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

地，坐落着国家级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在珠江西岸新区建设“专精

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金山软件园、南方软

特新”科技中小企业发展聚集区。第六，由国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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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民政部支

业务，打造文化娱乐产业发展先行试验区。

持，在珠江西岸新区建设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区，尤
其以退休教育工作者、退休科技工作者的康养为突

注释

破口，对养老产业、银发产业提供特殊政策。第七，

①叶志卫，罗实宜：湾区扬帆正当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支持，在珠江西
岸新区建设“天使、种子、私募、公募、并购”投资体
系，支持新经济发展的示范区。第八，由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
理局支持，在珠江西岸新区尝试“资本项目可兑换”
试验项目和跨境理财、资产管理“沙盒试验区”。第
九，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支持，在珠江西岸新区尝试允许外资
投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含引进业务）”
“电影
制作、发行、院线以及电影引进”
“文艺表演团体”等

总量超 11 万亿元，
《深圳特区报》2021 年 4 月 22 日。②珠海：
前 10 月实际吸收外资逾 20 亿美元，总量排名全省第三，
《珠
海特区报》2020 年 11 月 24 日。③张程：深圳累计设立外商

投资项目超 9 万个，实际使用外资近 1200 亿美元，
《深圳特
区报》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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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ew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ities on the West Coas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eng Tai Zhang Haibing

Abstrac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sustain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t presen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njoys a good
development momentum. However,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lo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other facto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Currently,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 coas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dustries and elements in the east coast have been transferred and
spillover, and the west coast’s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location and elements have been quietly formed. If we can further
deepen the positio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Macao, and timely adjust the strategy of 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coast, we will be able to reverse the economic imbal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ew Loc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ew Elements; Soft Industry Ecology Group

（责任编辑：张 子）

·会 讯·

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召开
2021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廉政文化

教育中心、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程、成就与展望”，论坛设立了大会主旨演讲、分论坛研讨、
大会交流和总结等议程。来自全国纪检监察、宣传系统、社科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 240 余位领导、专

家学者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学术和咨询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姜
辉，河南省委常委李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国家广电总
局、港澳办纪检组原组长李秋芳作主旨发言。河南省副省长戴柏华主持论坛开幕式。与会代表围绕“党
的百年廉政建设经验与启示”
“廉政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
“清廉中国建设现状与未来”等相关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又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柳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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