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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竞争格局加剧，产业

同构现象凸显，这是否已经对产业升级转

型、城市群整体的功能提升造成了障碍？

现有研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明显

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制造业内部产

业结构趋同仍然存在，而区域产业发展不

协调容易造成城市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不利于城市群的良性发展。现有研究

虽然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进行了分

析，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深莞惠、广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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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也

是促进城镇化进程、城市协同发展的先决

条件。得益于改革开放，珠三角经济对地

区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小，外向型经济和民

营企业异常活跃，激发了制造业的蓬勃发

展，由此制造业也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

根本，更是地区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

摘  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协同尤其是制造业协同发

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珠三角9市的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构建产业协同评价指标，对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同构化程度以及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

进行了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效应明显，产业同构是现阶段产

业结构调整和再度分工的结果。因而，要推动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鼓励城市在价值链

上的差异化分工合作，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确保湾区产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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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等具体产业带的讨论，尚缺乏对区域制

造业协同的整体认识。那么，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协同发展现状究竟如何呢？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基于2012~2016

年的统计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

协同发展进行探讨。首先，根据大湾区的

发展实际选取了珠三角9市的制造产业作

为研究对象；其次，通过运用产业集聚指

标和产业同构指标构建了产业协同发展的

二维评价指标，并对区域产业的专业化、

同构化进行研判，分析内在原因；根据分

析结果绘制了近五年制造产业集聚图，对

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进行深入分析；最

后，根据研究结论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协同发展的测度指标

本研究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主

要考虑从产业集聚、产业同构两个角度对

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产业协同进行测度

和评价，具体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如下：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农业对自然资源及服务业对人

口集聚和发展阶段的依赖，选择对环境要素

依赖较少的工业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一方面，考虑到珠三角地区是我

国制造业方兴未艾且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

地区，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升级已经步入

到新阶段；另一方面，考虑到制造产业的发

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基础，

对其深入研究有利于掌握产业发展的脉络

方向，因此本文将制造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对2012-201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①。

此外，在制造业具体行业的选取上，

本文依据广东省2016年的制造产业结构现

状、各类细分产业的增加值、对GDP的贡献

率等，选取了占比较大的20个行业作为分

析对象，依照产业具体特征，将其划分为

轻纺产业、石化产业、机电装备产业和电子

信息产业等四大类代表性产业（见表1）。

（二）测度指标

1. 产业集聚指标

参照刘璟等（2012）的做法，本文利

用产业集聚度来刻画和测量地区产业的集

聚程度和专业化程度，代表着地区产业的

比较优势。产业集聚程度是指某城市某一

产业占该城市所有产业的比重与该城市所

在区域范围内所有城市该产业占该地区所

有产业的比重。一般来说，专业聚集程度

指标的值<1，说明相对集中程度较低，该

表1  本研究涉及的四大产业分类及20个具体产业

分类 具体产业

轻纺产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
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化产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机电装备产业
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电子信息产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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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该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该指标数

值>1，则说明该城市该产业的专业水平较

高；若专业集聚程度指标的值>1.5，则可

认为该城市该产业具有非常高的专业化水

平。此外，对产业集聚进行分年度的对比，

有助于发现区域内产业变化的一些特征。

产业集聚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

其中，分子中p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增

加值，pj表示 j城市所有产业的增加值总

和；∑pi表示该地区所有城市i产业的增加

值之和，P表示该地区所有城市所有产业

的增加值之和。

2. 产业同构指标

本文借鉴Krugman(1991)的测量方法，

利用产业结构差异来衡量地区产业分工。

这一指标通过考察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和

同构程度，用以判定地区间的产业竞争关

系，具体测量方法为两城市产业占比差异

的绝对值加总。根据经验，产业同构程度指

标数值分布在0~2之间，数值<0.8表示两城

市产业发展存在着同质化趋势；数值>0.8则

表示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产业同构程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

其中，分子中pij、pik分别表示j、k城

市i产业的增加值，pj、pk表示j、k城市所

有产业的增加值总和。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分析

（一）地区产业专业化分析

本文利用统计数据根据公式1对珠三

角9市2012年、2016年制造业的地区产业集

聚进行计算，由此得出了轻纺产业、石化产

业、机电装备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区域

聚集度指数，用以判定粤港澳大湾区制造

产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具体如图1所示。

总的来看，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均存

在专业化程度较高（产业集聚指数>1.5）

的制造产业。以2016年为例，中山、肇庆、

江门三市在轻纺产业具有较高的集聚程

度，而广州、肇庆、江门、惠州在石化产

业上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珠海、佛山

的机电装备产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而深圳则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具有较高的集

聚水平。这一结果体现了广东省的主导性

产业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图2产业集聚指

数的变化结果显示，部分城市的产业专业

化程度在近几年来发生了变化，如广州、

江门、惠州、肇庆等。因而本文进一步对珠

三角9市四大产业中的细分产业增加值的变

化分别进行了研究，例如，石化产业虽然

在广州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是占广州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一成的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在2012-2016年间有显著的下

降；这一变化在肇庆市更为显著，工业增

加值减少了80%左右；与此同时，江门、惠

州的这一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以上；相反，

广州的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图1  2016年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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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电装备产业有着明显的提升，但其他

城市并没有明显下降。这些现象说明，近

几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在广东省内外

部都有可能发生了空间转移和结构调整。

（二）地区产业同构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地区产业的差异性，

根据Krugman(1991)的测量方法，本文采用

各市统计年鉴中四大产业20类细分产业的

增加值数据，测算出2016年珠三角9市的

产业同构指数，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城市层面看，可计算出珠三角9市

产业同构平均值为0.57，存在一定的产业

趋同现象。其中，表2显示，部分地区制

造业发展呈现了较高的同构现象，如广州

 
图2  2002-2006年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

指数的变化

表2  2016年珠三角9市制造产业同构指数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深圳 1.119 

珠海 0.416 0.844 

佛山 0.243 1.165 0.400 

中山 0.249 1.026 0.440 0.327 

东莞 0.637 0.519 0.632 0.651 0.507 

肇庆 0.243 1.092 0.632 0.454 0.201 0.572 

江门 0.168 1.143 0.584 0.355 0.209 0.624 0.107 

惠州 0.654 0.503 0.650 0.878 0.675 0.299 0.627 0.679 

相对于江门的产业同构指数为0.168，肇庆

相对于江门的产业同构指数仅为0.107，

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分工化程度非常低，

珠三角内部呈现出城市产业局部趋同的特

征。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与深圳，

深圳与佛山、中山、肇庆、江门等广州周

边城市，佛山与惠州的产业差异化程度均

较高，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讨论结果。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广州、深

圳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在四类产业上

的分工差异（见表3和表4），结合图1来看，

产业专业化并非总是带来产业完全趋同现

象，比如，轻纺产业虽然在中山、肇庆、江

门、广州地区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但

上述地区与广州在轻纺工业上的产业同构

指数远高于佛山、东莞等城市，且同样的现

象也出现在石化产业上。这表明，粤港澳

大湾区的传统制造产业已经步入一个较为

成熟的发展时期，各城市找到了自身的产

业定位，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默

契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相反，在更具有政

策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先进制造业上，区域

内产业趋同相对明显，如广州与中山、江门

在机电装备产业存在着明显的同构现象。

而深圳与东莞、惠州之间产业同构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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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州与其他城市分产业同构指数

分类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惠州

广州

轻纺产业 0.135 0.142 0.016 0.078 0.019 0.073 0.046 0.056 

石化产业 0.182 0.066 0.098 0.066 0.132 0.034 0.038 0.010 

机电装备产业 0.242 0.064 0.106 0.058 0.187 0.122 0.072 0.261 

电子信息产业 0.560 0.144 0.023 0.047 0.300 0.014 0.012 0.327 

表4  深圳与其他城市分产业同构指数

分类 广州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惠州

深圳

轻纺产业 0.135 0.007 0.151 0.213 0.154 0.209 0.181 0.079 

石化产业 0.182 0.116 0.084 0.116 0.050 0.216 0.220 0.172 

机电装备产业 0.242 0.306 0.348 0.184 0.055 0.121 0.170 0.019 

电子信息产业 0.560 0.415 0.582 0.513 0.260 0.546 0.572 0.232 

属于产业链上竞合和互补的共赢关系。

（三）地区产业分布和转移分析

结合上述地区产业集聚、产业差异化

分析结果，本文分别绘制了2012年、2016

年的珠三角9市产业集聚图，由此可以判

定珠三角地区内制造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升

级（详见图3）存在如下特征：

首先，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由三中心集

聚逐渐转向两中心引领。广州、深圳等特

大城市的核心地位日益突出，分布形成了

以广州、佛山、肇庆、江门、中山、珠海

等六市为核心的传统制造业集聚和装备制

造业集群，以深圳、东莞、惠州等三市为

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

其次，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的虹吸

效应凸显。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金属制造等传统轻

纺和石化产业逐渐从广州及其周边城市向

江门扩散，家具、文教业等传统轻纺产业
图3  2012、2016年珠三角地区制造

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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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肇庆扩散，而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气

机械和器材等先进制造业由广州集中；得

益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

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电子信息产业

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并使之成为引领珠三

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最后，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从单一聚

焦开始转向多样化、差异化发展。一方面

可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城市对

自身产业基础更加了解，尝试在传统产业

中加大价值链高端参与来拓宽利润空间；

另一方面，在国家新一轮政策、规划的引

导下，各城市也试图扩大传统优势，从先

进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中寻找到定位。因

而，各城市的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将会呈现

出一种动态协同过程。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产业专业化指数、产业同构

指数对珠三角9市制造产业的协同发展进

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内围绕

广州、深圳形成了两个核心产业圈。虽然

部分城市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但是结

合行业内分工来看，一些城市产业同构现

象正在缩减，一些城市的产业差异化程度

正在扩大。这一系列现象充分说明专业化

在促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上起到

了显著作用，区域竞争加剧是正常的，是

市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的正常现象。因

此，要理性看待大湾区内产业的同质发展

现状，这是区域产业协同化发展需要经历

的过程，同时对粤港澳地区产业协同的发

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1.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步入了专业

化与差异化共存的关键时期。粤港澳大湾

区内的城市各有产业优势，产业结构也存

在内部差异，具备良性转型的条件。现阶

段所存在的局部趋同，其原因可能是争夺

优质资源造成的城市竞争，或者是政府对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统一规划的结果，

但这并未与破除“低端锁定”向着价值链

的高附加值方向攀升的转型目标相违背。

因此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积极发

挥“看不见”的手在地区资源配置上的作

用，加强城市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合作、鼓

励产业专业化发展下的产品差异化发展。

2.核心城市引领对带动湾区协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反复的动态过

程，目标在于提高增量而非调整存量。传

统优势产业的转移和再次回流可以不断筛

选并增强核心城市的比较优势，这一动态

过程有利于先进制造业的汇聚，同时带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通过正反馈作用

带动高端要素向其他城市扩散。因此，要

明确核心城市的定位，加强城市群在优势

产业上的分工合作，推动湾区内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顺利完成。

3.发挥政府在促进湾区产业协同发展

中的主动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

城市功能的完善，未来的湾区将呈现多中

心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方向。在这动态且复

杂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在促进资源配置、

产业分工合作中难免出现失灵风险。因

此，湾区产业协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

府这只手的调控作用，要构筑要素配置

畅通、产业结构互补、市场融合的网络格

局，需要发展行政机构的主动性，从战略

高度统筹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建设，

建立城市间持续合作的长效机制，实现区

域框架内产业、城市的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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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的数据均取自2013-2017年度的《广东统计年鉴》和涉及珠三角9市的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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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A Case Study of 9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ui Wenjuan, Zhang Yu, Wang Dawei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en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ynergy, especiall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urther highlighted. This paper chooses the representat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9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ives, analyzes the specialization degree and 

the iso morphism degre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ustrial Synergy 

Evaluation Index, and further studies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The ag-

glome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reat Bay Area is obvious, 

and the industrial isomorph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ecial-

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cities, encouraging the differ-

ence of the city in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work to ensure the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of the Bay Area.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PRD; industrial synergy; spe-

cialized 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