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3,797.7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15年）：743.1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8,630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
144.6億人民幣

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5,110.1億人民幣

第三產業（服務業）：3,375.3億人民幣

人均生產總值：11.6萬人民幣

整理：記者 文森

肇慶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14,891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15年）：408.5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2,084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
321.9億人民幣

第二產業（工業及建築業）：1,002億人民幣

第三產業（服務業）：760.1億人民幣

人均生產總值：5.1萬人民幣

整理：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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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鞏固港三大中心地位
學者籲加強與周邊地區連接 攜手拓「一帶一路」市場

特首梁振英本

周三至周五將率

團考察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的廣

東城市，他此前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具

現實意義，香港應珍惜「國家預留座位」的機

遇。那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會給香港帶來

哪些機遇？北京學者白明向本報分析指出，中

央此次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是要將該區域

打造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高地。香

港只要發展好自身「連接世界服務內地」所

長，通過大灣區加強與周邊地區連接，必將能

鞏固並提升自身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

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首次明確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
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
香港候任特首林鄭月娥
時更指，「2017年中央
政府要研究制定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將會給香港帶來哪些機
遇？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
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
所副所長白明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在粵港澳建立更緊密經貿聯繫中，其實可以獲益良多。

珠三角補港經濟空間不足
他分析，一方面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支撐，珠三
角有非常好的產業基礎，彌補了香港實體經濟空間不足的
問題。如果香港能夠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與周邊地區建立
更緊密聯繫，必將使香港這座金融大廈的地基更穩更牢。
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
一，區位優勢明顯，承擔着國家「一帶一路」擴大對外開
放的戰略意圖。如今，東莞、深圳、中山等地的製造業正
在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不少企業都有「走出去」的
需求，而香港擁有全球流動的資金及與國際接軌的法律，
雙方資源優勢互補，完全可以建立「走出去」夥伴關係，
攜手拓展「一帶一路」市場。

經濟規模如歐洲大型國家
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
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域內約1億人口，面積5.6萬多平方
公里，2016年GDP總值9.35萬億元，對外貿易總額近12
萬億元，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經濟規模，幾乎等於歐洲一
個大型國家的規模。
白明表示，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域內不僅擁有深圳港、

香港港和廣州港等世界級港口，加上港珠澳大橋、廣深港
高速鐵路網，交通互聯互通前所未有的便捷、緊密。如果
能夠把粵港澳中心城市核心的優勢有機組合，錯位發展，
如深圳的創新活力、廣州的外貿基礎、香港的法治精神、
澳門的休閒娛樂……通過強強聯合，粵港澳大灣區必將能
夠媲美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受到世界矚目。
不過，白明也提醒，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須要打破過去

的一些管理方法，要減少交通、物流、人流、資金流的人
為門檻與障礙，這樣才能把灣區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珠海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1,732.3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15年）：167.5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2,226.4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48.2億人民幣

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1,059.8億人民幣

第三產業（服務業）：1,118.4億人民幣

人均生產總值：13.5萬人民幣

整理：記者 文森

廣州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7,434.4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15年）：1,350.1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19,610.9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
228.1億人民幣（2015年）

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
5,786.2億人民幣（2015年）

第三產業（服務業）：
12,086.1億人民幣（2015年）

人均生產總值：
13.8萬人民幣（2015年）

整理：記者 文森

中山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1,783.7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15年）：323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3,202.8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
70.1億人民幣

第二產業（工業及建築業）：
1,675.4億人民幣

第三產業（服務業）：
1,457.3億人民幣

人均生產總值：9.4萬人民幣

整理：記者 文森

■白明分析大灣區給香港帶來
機遇。

江門市主要社會經濟指標
（2016年）

面積：9,505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454.4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2,418.8億人民幣

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189.1億人民幣

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1,147.5億人民幣

第三產業（服務業）：1,082.2億人民幣

人均生產總值：5.3萬人民幣

整理：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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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今年首季內地國內生產
總值（GDP）同比增長6.9%，創近6個季度新
高，增速高於6.5%的全年增長目標。中國經濟
實現良好開局，主要得益於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牽引下，經濟結構日益優化、民間投資增加，支
持了經濟增長回穩。受國內外因素影響，中國經
濟下行的壓力猶存，出路仍在於深化改革，進一
步優化產業結構、完善資源配置，特別是促使資
金和資源「脫虛向實」，增加對實體經濟的支
持，保持整體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趨
勢。

中國經濟首季增長超出預期，給市場帶來驚
喜，一系列具有「經濟晴雨表」作用的指標明顯
好轉。一季度中國全國用電量約1.45萬億千瓦
時，同比增長6.9%；同期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6.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1.8%；3月份製造
業PMI為51.8%，連續6個月保持在51%以上，
顯示中國經濟平穩開局有實質數據支持。

2016年中國民間投資曾一度敲響警鐘，去年全
年僅增長3.2%，增速不及2015年的1/3。值得欣
慰的是，在各方努力下，民間投資終於觸底回
升。2017年首季度，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5.7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佔全部投資的比
重為61.1%，民間資本投資製造業增速放慢、對
實體經濟投資意願不足的情況開始得到扭轉。

對中國投資增速、外貿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企
穩好轉，經濟逐步走出低谷並重拾升軌，不少專
家分析認為，這與官方採取有效措施直接相關。
美國環球通視公司中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傑克遜

認為，中國經濟一季度增長超預期的主要原因是
工業產出增速加快，而工業產出迅速增長則得益
於重工業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德新社援引
分析人士的話表示，推動中國經濟一季度增速超
預期的因素包括中央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外貿易改善、工業產出增
長、私人投資穩定以及企業信心提升等。隨着供
給側改革不斷深化，中國經濟結構發生積極變
化，各類資源得到更合理應用，結構調整和轉型
升級穩步推進，新產業、新增長點不斷湧現，經
濟發展更為均衡，改革的效果正在浮現。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雖然中國經濟開局良好，
但挑戰亦不可忽視。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降成本、補短板的任務進展並不平衡。去年房地
產銷售加快、成交量大，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
因素之一，反映經濟對房地產投資依賴較大。今
年中央加強調控樓市，壓抑樓市泡沫，房地產的
新增投資有待觀察；另外，全球經濟前景存在諸
多不確定性，特別是美國貨幣政策走向，對中國
及新興市場的衝擊不容低估，中國有必要為經濟
健康發展未雨綢繆，打下更堅實基礎。

首先，在加大力度「三去一降一補」的基礎
上，必須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國
企、財稅、金融、土地和戶籍制度等重要環節改
革，培育更多高增值高效率的新產業、新經濟，
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同時通過政策扶持，
建立更公平的市場機制，健全法律保障，帶動民
間投資進入實體經濟，釋放經濟增長的潛能，為
整體持續經濟發展注入源源動力。

中國經濟開局良好 仍須深化改革脫虛向實
自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後，
珠江兩岸各城市積極響應，認為這是難得的歷史
發展機遇。特首梁振英明日起率團訪問廣東相關
六市，以探討和加強與區內各城的深度合作。粵
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區內各城
市各有所長，優勢互補，發展潛力未可限量。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獨特優勢，可扮演好
「超級聯繫人」角色，關鍵要抓緊機遇，順勢而
為，以開放心態迎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圍繞珠江出海口的系
列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
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9市，以及香港和
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被稱為9+2。區內經濟
基礎雄厚，去年經濟總量達到11萬億港元，超
過美國三藩市灣區，較不少西方國家的經濟總
量還要高。

香港作為細小外向型經濟體，發展向來與周邊
地區密不可分，在新的發展時期更須加強與周邊
城市的合作。事實上，香港與大灣區內的其他城
市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深圳
是創新科技中心，廣州是傳統商貿中心，澳門則
為國際級旅遊休閒中心，另外佛山、東莞、中山
等地有堅實製造業基礎，區內各城市各擅勝場，
可透過互補不足、互利共贏建設大灣區，全面提
升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競爭力。

過去由於缺乏統籌協調，區內發展在某些方面
存在不協調的現象，例如港口、航空的重複建
設，既浪費大量資源，又導致惡性競爭。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的一個重要作用，正是讓區內城市合
理定位，各自發展自己的強勢產業，有商有量、
互相配合、共同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接見候任特首林鄭月
娥的時候強調，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
就是要「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
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為香港發
展注入新動能。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
區內最國際化的城市，擁有豐富的對外合作聯繫
和經驗，當之無愧應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連接世界
的「超級聯繫人」，這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和發展
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極少
數人抗拒與內地合作，不僅違背香港賴以成功的
傳統，更妨礙香港順利與內地融合，諸如港珠澳
大橋、高鐵等重大跨境項目，一直因為種種阻力
而事倍功半，令香港錯失不少發展的先機和空
間。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如箭
在弦，香港不能再錯過機遇，否則被邊緣化在所
難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兩會
期間表明，希望香港坐上國家發展的列車，「別
人要排隊買車票，但香港已獲預留車票。」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某程度上，可以說是國家為香港度
身訂造，為香港融入珠三角發展、提供經濟腹地
創造良機。在歷史機遇面前，香港必須凝聚天時
地利人和，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參與大灣區的規
劃合作，共同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城市群。

香港應積極擁抱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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