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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首要战略，也
是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明确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应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构建
全球价值链更高等级地位的价值创造共同体，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空
间载体。从历史逻辑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根本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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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历程诠释了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历史变迁，成为“珠三角”向“大珠三
角”演进的时代注脚。从理论逻辑来看，经济集聚与协调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重
要命题，应注重发挥借用规模效应、消除集聚阴影以及增强知识溢出等途径提升集聚经济
绩效。从实践逻辑来看，围绕构建城市群价值共创这一主题，具体可通过差异化协同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等三条主线促进城市群集聚效应，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目标。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集聚效应；借用规模；集聚阴影；知识溢出

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珠佛惠莞等七个城市为节点城市 ，
以广深港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城市群这一概念由英国城市规划思想家 Geddes 在 1915 年提出，他认为城
市集群（urban agglomerations）的形成机制与工业集聚促进经济规模扩大密切
相关，从进化论的视角将基于交通网络的城市空间扩张定义为集合城市
（conurbation）

[1]

。1957 年法国地理学家 Gottmann 在著作《Megalopolis：on

the Urbanization of Northeastern Seaboard》中，采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巨
型城市地名 Megalopolis 定义巨大的、经济联系密切的城市集群，借用该名词特
指美国经济成就标杆东北海岸大城市连绵区 [2]。自从姚士谋提出具有中国特色
的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学者从城镇密集区、城市经济区、城镇集群等多个角
度丰富了城市群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虽然国内学界对城市群的研究取得了大量
成果，但存在概念辨析偏多、应用研究偏少等缺憾，不利于进一步深化城市群
研究 [3]。循此思路，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演进历史为切入点，尝试厘清
城市群发挥集聚效应的理论逻辑，以价值共创为主题探索城市群建设发展的实
践逻辑，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新的视角与借鉴。

2 构建“大珠三角”全面开放新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
历史逻辑
“珠三角”正式成为地理名词来源于 1947 年吴尚时、曾昭璇提出的“珠江
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 [4]。1978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试行办法》，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开展“三来一补”试点。据此，广东省选择
东莞、南海、顺德、番禺和中山等五地作为省内试点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
“珠三角”城镇工业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2006 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提出
“大珠三角”的概念，地域包括港澳与“珠三角”9 市。从“珠三角”到“大
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沿着一条从非农化到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的
发展轨迹，这其中蕴含着城市群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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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发展可划出雏形期、发育期和加速期等三个阶段。
2.1 以城市连绵区为特征的城市群建设雏形期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乡镇企业利用劳动力充足、地价低廉等优势，
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前店后
厂”式外向型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城镇工业化带动当地农业人口向非
农业人口快速转化，更出现“百万农民工下广东”的人口流动奇观，“珠三
角”人口规模和城镇规模急剧扩大。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坚持改革开
放的重要指示，提振了外商投资的信心，“珠三角”乡镇企业重新进入高速增
长阶段，总产值增长率由 1991 年的 29.86%提升至 1993 年 63.10%，创下最快增
长记录[5]。蓬勃发展的“珠三角”乡镇企业增强了城镇地方财政实力，加快了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与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推动乡镇企业多元化、集
团化转型发展，由龙头企业引领的专业城镇产业带日益壮大。在“珠三角”城
镇化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村镇土地利用率不高、空间形态斑块化、景观破碎化
和产业团状分散等问题，空间结构上出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絮状连绵分布
特征[6]。
为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珠三角”大城市纷纷仿效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
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周边划拨出大片土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一大批经开区、高新
区等产业空间建成并大获成功，如广州经济开发区、惠州仲恺高新区等。城市
周边的产业空间通过快速路或城市环线与主城区相连，辅以商住、教育和医疗等
配套规划，逐渐形成“园城分置”城市工业化模式。“园城分置”模式较好地
解决钟摆交通与职住分离问题，但城郊开阔地带被大量“非城非乡”的半城市
化地带取代，影响到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随着“非城非乡”区域持续扩张，
最终与絮状连绵分布的城镇空间连成一片，城市连绵区由此形成。从建设用地
增长及分布情况来看，改革开放 40 年来“珠三角”建设用地增加近 5

，分布上呈环状沿海分布且具有明显的港澳特别行政区边界的指向性，使
“大珠三角”在经济地理意义上初具“湾区”雏形 [7]。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改善宜居宜业环境和提高国土空间利用率等难题始终没有得
有效解决，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东莞、珠海、佛
山等市的国土开发强度已超过 30%国际公认警戒线，其中深圳已超过 50%，东
莞接近 50%[8]。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可开发国土非常有限，空间开发面临
供给增量不足、存量优化乏力等难题，产业集聚与高端化发展受阻，影响城市
群持续健康发展。
2.2 “双转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育
2007 年我国大规模下调商品出口退税率，尤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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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与国内制造业成本持续升高双重压力下，“珠三角”外向
型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滑。外源型产业显露出“候鸟”特征, 重新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经营成本更低的地区开办企业，致使“珠三角”大批企业关停或外迁 [9]。这
其中，以产品附加值偏低的中小企业为主, 而大多数附加值较高的规模企业受成
本上升、价格波动以及需求锐减的压力相对较小。从城市空间演化的角度来看,
通过市场力量淘汰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不仅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还将促
进城市空间优化与产业高端化发展。
为加快构建“珠三角”现代产业体系，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
国务院于 2009 年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珠三角”9 市以及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均被纳入规划范围，
明确提出建设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定位。广
东省委省政府以“产业转移工业园”为空间载体，推进产业与劳动“双转移”
战略，为新兴产业发展“腾笼换鸟”。通过政策层面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与周边城市结对，共同实施产业转移，重点打造广州（阳江）、深圳（潮
州）、东莞（韶关）、佛山（云浮）和珠海（茂名）等 15 个省级示范产业转移
园 。2010 年， 全 省 35 个省 级产 业转 移 工 业 园 实现 产值 1953.6 亿 元， 税收
108.85 亿元，相比 2008 年底增长 6 倍，“双转移”战略取得显著成效[10]。
广东“双转移”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仅实现了“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
还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育起到了催化加速的作用。首先，“双转移”同步
推进产业高端化与产业链整合延伸，通过优化集聚要素资源，重构城市群经济
格局，如深圳转型为创新驱动城市，东莞由“世界工厂”升级为“先进制造之
都”。其次，“双转移”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入地与转出
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互动，并通过区域重新分工强化城市间经济协作互补，逐步
形成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等三个新型一体化都市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网络重要的基础架构。除此之外，前述“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港珠澳大桥、
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等系列基础设施顺利开工建设，进一步完善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育提供基础
支撑。
2.3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发展加速期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
见》，首次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作为发展目标。 2017 年 7 月，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下，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
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拉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的序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型城市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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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因此，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将迎来发展加速期。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十一五”规划将城市群列为国家城镇化发展主体
形态，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空间格局。2010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首次明确了 19 个城市群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并提出“两横三
纵”城市化国家战略。值得重视的是，继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城市
群建设发展之后，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
全国 19 个城市群建设总体部署，提出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和培育发展等三个层
级的分类建设指南，明确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 5 个城市群为第一层
级。可见，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中，充分强调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
重要性、紧迫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地处“两横三纵”中沿海纵轴的南端节
点，一直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敌斗争“两个前沿”的战略性区域。因此，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
也是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动作为。
从世界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交通发达的港湾地区具备世界级的“陆海联
动”区位优势，具备集聚和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潜力，湾区大多经历港口
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等四种发展形态

[11]

。如果以更长的时间

尺度来看，世界顶级湾区的形成与发展包含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融合演化过程，
需要以成熟发达的城市网络为依托架构，因而世界级城市群大多诞生在世界顶
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纽约湾、东京湾并称全球四大湾区，兼
具金融、制造、科创等产业优势，经济增速、土地面积和人口等方面指标位居
全球四大湾区前列（见表 1），具备孕育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
在世界“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为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将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扩
大开放提供新的实践方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行示范。换
而言之，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进入加速期是构
建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的应然选择。

chinaXiv:202110.00025v1

表 1 全球四大湾区基本情况对比（2020 年）
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56,098

17,887

21,479

36,898

人口（万）

8,617

774

1,922

4,434

生产总值（亿美元）

16,792

9,950

18,611

19,916

生产总值实质性增长（%）

4.4

4.0

1.2

1.4

人均生产总值（美元）

23,116

128,573

96,853

45,084

机场客运量（万人次）

10,147

2576

4077

4082

港口货运吞吐量（万标箱）

8,163

246

759

836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66

75

82

76

注：旧金山湾区包括环绕旧金山湾的 9 郡；纽约湾区区包括纽约、纽华克、泽
西和周边的 25 郡；东京湾区包括东京都和周边 7 县。数据来源：香港贸易发展
局。

3 发挥城市群集聚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理论逻辑
城市群集聚效应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通过发达的交通与信息网络连
接，以一个或多个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联合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共同组成
空间相互依附、经济互动频繁的城市集群，进而实现集聚经济效应。与单个城
市空间内在的集聚经济相比，城市群作为一体化的城市组团强调突破各自的行
政区划，发挥城际合作潜能与区域组织优势，充分激发协同效应提升集聚经济
绩效。鉴此，我们采用协同效应相关理论展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发展研
究。需要说明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由四个中心城市组成的多中心城市
群，本文围绕多中心城市群协同效应进行探讨。
3.1 借用规模效应提高城市群集聚经济绩效
集聚效应是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助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经济现象。新经
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城市群人口与资源要素趋向集中后，集聚效应促进规模报
酬递增，进而增强城市群整体经济绩效。Ciccone 指出，当城市产业与人口出现
多中心集聚或非均匀分布时集聚效应更为显著 [13]。Meijers 对兰斯塔德地区城际
协同效应的研究表明，邻近的城市之间通过合作性、互补性等协调机制可实现
集聚效应，多中心的城市群的集聚经济绩效比单中心城市群更高 [14]。也有学者
提出相反的观点，如 Bailey 等人对苏格兰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后发现，

多中心城市群是一个嵌合体而不是一个有实际效用的范式 [15]。然而，总结城市
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单中心城市群或单个城市的资源要素持续集中，最终将出
现拥挤效应超过集聚效应，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资源紧张等集聚不经济
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多中心城市群集聚效应提升经济绩效是否切实可行？
Alonso 在一篇批判城市最优规模观点的文献中提出，讨论城市最优规模
能仅要考察城市本身，还应充分考量与之有联系的其他城市发生的借用规
模效应。不过，Alonso 提出的借用规模效应并未引起学界重视，直到 20 年后学
者们才开始关注该理论的创新之处。Hepworth 在发表于 1992 年的论文中指出，
伦敦周边小城市利用通信技术实现借用规模效应，建议伦敦城市规划将其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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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繁荣 [16]。Dijkstra 等人发现欧洲多中心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和小城镇通
过借用规模效应共同实现更高速的经济增长 [17]。因此，多中心城市群内的经济
互动将产生借用规模效应，在两者共同作用下，促使规模经济出现集聚效应并
互为强化。利用城市间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借用规模效应将
再局限于空间尺度意义上的临近城市，还将推动城市群中所有城市的发展。
城市群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协作、打造一体化市场、优化城市空间利用等方式，
促进城市群成为联系更紧密的发展共同体，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集聚效应[18]。
3.2 城市群网络外部性对冲多中心城市群集聚阴影
Fujita、Krugman 等学者指出，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对周边的中小城市以及中
小城市之间的竞争会抑制小城市发展，大城市对周边城市的人才、消费的吸纳
也会损害小城市的发展利益，竞争影响与虹吸效应共同形成的集聚阴影将削弱
小城市的发展优势 [19]。Burger 认为，城市群内大城市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城市功
能与服务供给，其周边的小城市相比距离较远的小城市能提供的城市功能和服
务的质量和水平难以提升，集聚阴影效应限制了大城市附近的小城市发展 [20]。
可见，“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是集聚效应的正反两面，积极的集聚效应
实现“借用规模”，负面的集聚效应则导致出现集聚阴影 [21] 。对于“借用规
模”和“集聚阴影”两者可能存在的此消彼长关系，以及城市群集聚阴影的发
生机制，国外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22]。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城市群集聚效应的比较研究成果颇丰。
柯善咨认为，京津周边区域存在“环京津贫困带”现象，中原城市群、京津冀
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市县具有极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抑制作用 [23]。陈玉以人
均 GDP 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
提出优化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体系应对集聚阴影 [24]。孙东琪对比研究长
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并没有出现集聚阴影，他认为

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是产生集聚阴影的关键因素，区域
产业空间联系与集聚阴影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25]。上述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表明，
若小城市处于城市群中从属地位，集聚经济效应发挥不显著，借用规模效应发
挥不充分，容易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引致“集聚阴影” [26]。上述研究也验证了
最早由 Capello 提出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即城市网络外部性在区域空间尺度
上赋予集聚外部性更大的收益，但只有参与网络合作才能获得网络优势 [27]。正
如 Meijers 对兰斯塔德地区集聚效应的总结：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网络外部性源自
城市之间产业经济的合作与互补关系所形成协同作用的外溢，对区域经济发展
优势具有促进作用 [28]。综上所述，增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产业经济联系，发
挥城市网络外部性，帮助城市群中的小城市更好地融入城市网络，将充分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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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借用规模效应，对冲激烈竞争带来的集聚阴影[29]。
3.3 知识溢出效应强化城市群创新驱动能力
Romer 将知识作为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以
知识存量在时间上的溢出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作用 [30]。学者
们后来发现，在空间尺度上考察知识溢出效应相比企业尺度更为显著 [31]。知识
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可以分为基于知识人才流动、基于研发合作、基于企业家
创业和基于投资活动等四种类型。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溢出效应与集聚效
应的循环因果关系被广泛认同，知识溢出效应由此成为区域创新活动聚集与经
济增长的有力解释[32]。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33]。在区域经
济发展层面，形成新增长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城市群的时代命题。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考察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支
文献。一是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推动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高端转型，进而实现区
域经济增长。如 Hirose 对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知识溢出
效应帮助企业提升研发能力并降低创新成本，使得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34]。白俊红利用引力模型测度国内 30 个省级行政地区的创新
要素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验证了创新要素流动有助于知识的空间溢出，而知
识溢出提升创新绩效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35]。二是通过知识溢出与要素集聚
的内生互动作用，促进要素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Feldman 等人采用知识生
产函数构建创新地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发现美国新的经济区位优势主要来源
于产业与商业服务的地理空间集中，以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累积带来的创
新，创新活动与要素集聚后即产生共生共长的协同效应 [36]。Caniëls 和 Verspagen
以知识溢出作为集聚经济的主要特征，提出地区演化经济模型，证实知识溢出

效应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增长与地域趋同，发现地理邻近将增强知识溢出效应
[37]

。张勋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两个维度考察区域间经济互动，指出国内 8

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互动来源于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在市场开放程
度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更为显著，但仍远低于美国各州的知识
溢出率[38]。
综上所述，知识溢出不仅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直接、间接因素，同时还
作为到城市群要素集聚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变量。因此，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将进
一步促进区域创新要素合理配置，优化城市群创新结构，实现城市群创新驱动
发展。

4 价值共创的旨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发展的实践逻辑

chinaXiv:202110.00025v1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世界城市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
互为强化，世界城市网络中重要城市大多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节点位置。世
界级城市群作为世界城市网络最具活力的节点集群，具备全球资源要素集聚与
配置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重构，进而巩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型
地位。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参与全球
竞争与合作，应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构建全球价值链更高等级地位的价值创造
共同体。在世界城市网络视域下，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价值共创为主题，具
体可通过差异化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等三条主线增强城
市群集聚效应，更好地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目标。
4.1 城市定位与差异化发展主线
集聚效应主要通过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地理空间集聚等途径提高城市群
经济活动互动密度，由于要素集聚效应产生的外部性是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外在
表现。单纯依托要素简单累积并不能充分激发城市群的集聚效应，还需要城市
群各城市错位发展增进城市之间的互补协同，实现城市群集聚经济绩效最大化。
一方面，城市群合作与互补机制促进经济合作，通过深化分工形成城市群区域
价值链，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另一方面，集聚规模超过“门槛平衡点”后将出
现效用衰减，利用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消解集聚阴影，避免招致集聚不经济问题
[39]

。因此，要准备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7”城市定位，强化城市群内部

合作互补的动态协调机制，注重内部差异化发展，充分发挥借用规模效应发展
城市群集聚经济。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四大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但是对珠海、佛山、惠州等 7 个重要节点城市的功
能定位界定还不够清晰。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香港
和澳门第三产业占比超 9 成，广州和深圳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72.5%和 62.1%，

而 7 个重要节点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处于 42%—55%区间，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 7 个重要节点城市产业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在产业相似系数方面，东莞
与深圳超过了 90%，东莞与珠海高达 95.83%，其他城市产业主要集中在食品、
纺织、电子器械、通讯等行业。应当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亟
待解决内部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的问题，需要处理好城市群内各城市科学定
位与差异化发展的关系。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框架下，通过挖掘各城市要素禀赋，对各
城市进行准确定位，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合理规划城市发展和产业布局，形
成城市群内部差异化错位发展，增强城市群网络外部性减少集聚阴影。一方面，
发挥香港“湾区窗口”和澳门“中葡商贸平台”作用，依托港珠澳大桥枢纽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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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功能，以深港互通、琴澳联动为切入点强化港澳联系，并通过广州港内贸优
势提升城市群辐射内地能力，拓宽粤港澳大湾区双向开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四大中心城市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利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广东自贸区”等政策资源，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和深中通道
网络连接作用，加强深莞惠合作、深中一体化，在广佛同城化基础上加快广佛
肇经济圈建设，依托珠海、佛山、惠州等 7 个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基础与优势，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突破产业
发展瓶颈加快高端化转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发展定位互动互促。
4.2 优化创新网络加快协同创新发展主线
在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继续沿用传统的投资驱动外向型经
济发展的模式将难以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而依靠工艺流程升级、
产品升级等低层次产业升级模式并
能显著提升产业附加值，仍将面对“制造业回流”、“卡脖子”等经贸摩
擦难题。世界三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表明，增加知识投入改变生产函数，
利用创新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向产品功能升级或价值链升级为主要特征
的产业阶段跨越，将实现全球价值链更高等级的地位攀升，进而提升全球竞争
中的优势。根据《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每万人
PCT 国际专利受理数仅为东京湾区的 1/3、纽约湾区的 1/5[40]。可见，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
考察城市的创新能力主要有创新要素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绩效等三
方面评价指标 [41]。然而，区域创新能力并非区域内所有城市创新能力的累积，
还要考虑创新要素在区域内部流动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这就需要在单个城市
创新能力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创新主体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集聚与趋
同程度。据统计，目前广州和深圳的高校科研机构数量在粤港澳大湾区占比为

67.69%，两市新兴科技产业优势创新机构数量占比分别为 20%和 50.43%，创新
要素高度集聚 [42]。另外，通过基尼系数模型测算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差异性发
现，2000 年
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 9 市的创新能力基尼系数差异性远高于省内其他区域 ，
且差距超过 2 倍，说明区域创新能力长期处于极
均衡状态[43]。区域创新能力差极不均衡，代表区域“知识势能”“技术势
能”的差距过大，党史知识溢出效应需要适度“势差”作为前提，“势差”过
大将影响知识溢出并形成虹吸效应，进一步强化不均衡状态。
从实践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应注重城市群创新网络优化，积极发挥知
识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群协同创新。首先，基于广州、深圳与佛山、东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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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分工网络，加上地理位置邻近且交通便捷，强化广深与佛莞产业合作互
补优势，加大广深佛莞高新企业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支持强度，借助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南沙粤
港深度合作园等区域创新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网络核心区，增强
知识溢出效应；其次，利用广佛肇经济圈、深中一体化以及深莞惠合作基础，
并以港科大（广州）、澳科大（珠海）、澳大（横琴）、港中大（深圳）、港
城大（东莞）、港都大（肇庆）等跨境合作办学高校为重要支点，促进研发要
素自由流动，推动惠州、肇庆、江门、中山、珠海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
新网络，形成以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扩散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群创新网络拓展区。
与此同时，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区等创新主体作
用，依托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利用港澳国际创新资源要素和发达的科技金融服
务业优势，建设粤港澳科技创新带，与创新网络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一网一带多极”科创高地。
4.3 广府文化增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主线
市场一体化是指资源要素及商品或服务在特定区域内自由流动，形成交易
通畅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效益规模最
大化与效率最优化。由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区”机制体制的原因，
香港和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其他 9 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差距较大，但总
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11 个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处于上升区间，尚未
触及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倒 U 形关系的拐点 [44]。根据斯密—杨格定
理，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需求，但分工水平又决定了市场供给，也就是说决定
市场规模的需求和供给都与分工水平相关，两者在分工水平相互作用下形成累
进的因果循环关系。因此，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将进一步释放城
市群经济增长潜力。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明确边界
的区域，城市群内部加强市场一体化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和优化市场结构，进
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经济分工与经济互动，促进城市群产业经济更加紧
密的联系与合作。然而，地方保护主义为实现报酬递增，往往会选择发展并不
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以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此动机下重复建设和市
场保护成为当地政府实现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策略，最终导致发展模式同质化、
产业恶性竞争和区域性市场分割等发展痼疾。从广东省政府最近颁布的粤港澳
大湾区竞争政策先行落地实施方案来看，此举将有助于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但就长远而言，我们还应该重视文化这个非制度因素对市场整合的作用，例如
欧盟在制度层面消除了不利于市场整合的制约，却由于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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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市场一体化；刘毓芸等学者以生产率差异为测度指标对国内县域间市场
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方言不同的两县间生产率差异比方言相同的两县间
高[45]；陈永伟验证了文化差异不仅对省际贸易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且这种
负面影响会逐年增强[46]。
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支脉，始然于汉，炽于唐宋，通行广州话方言
为标准音的粤语 [47]。早在雍正五年，广州府辖境扩大到十四个县，成为广东第
一大府，区域规模接近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治理方面，清廷于顺治四
年设置两广总督常驻肇庆，乾隆十一年迁驻广州，奠定了广州府在中国南方政
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自乾隆二十二年广州府“一口通商”以来，发达
的对外经贸促进广府文化进一步繁荣。广府文化历经几百年演变，兼具开放包
容、重商务实等文化特征，成为根植于岭南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最具影响力的
地域文化。从文化元素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地缘、亲缘、业缘
等方面饱含广府文化底蕴，共同承载着穿越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拥有同宗同
源的历史文化基因[48]。
正因如此，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利用广府文化提升人文凝聚力，
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一的公平市场。首先，重商务实的广府文化有助于
进一步消除区域隔阂，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营商环境，助推高标准的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其次，
利用广府文化强大的境外影响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市场深度接轨，提
高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要素聚集能力和
投资消费辐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高等级的地位攀升。另外，借助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语同音、习相近”的文化优势，发挥广府文化对人才集聚
和交流互动的“黏合剂”作用，打破人才自由流动壁垒，增强知识溢出和技能
互补等人力资源外部性效应，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创新生态系统，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

5 结语
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定位，已成为一
个目标明确、意义重大的建设任务，关系到我国建设国际经济竞合新平台、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等战略目标实现。通过借用
规模效应、网络外部性和知识溢出等效应，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促进“宜
居宜业宜创”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而形成对全球高端要素配置、价值链升
级、国际科创高地建设等方面的牵引主导与辐射带动作用。这涉及到如何监测
借用规模效应对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正向作用，如何量化城市网络外部性消弭集
聚阴影的影响，如何测度知识溢出效应对创新要素配置的促进作用，都对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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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城市群建设带来挑战，将
成为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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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n ya-jian
（Guangdong Mechanical & Electrical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510,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not only
the primary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t also a
clear task set forth in the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build a higher-level value creation
communit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for my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point of vie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a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 evolutionary footno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 should focus on leveraging scale
effects, eliminating agglomeration shadows, and enhancing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improv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centering on the theme of building urban
agglomeration value co-creation, the three main lines of differenti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marke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
borrowing scale; agglomeration shadow; knowledge spill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