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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横琴前海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的可行性研究
高文惠
广州华立学院

广东江门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开发建设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本文先综述国内对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研究情况，再通过对横琴、
前海两个合作区的现状分析，梳理两个合作区存在的产业基础薄弱、土地空间有限以及大湾区内部发展不
均等问题。面对两个合作区存在的三大问题，亟需在珠三角合适区域谋划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进而支
撑两个合作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珠海、中山和江门等珠江口西岸城市的区位
和产业等优势，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角度，分析在珠江口西岸建设横琴前海先进制造
业联动发展区的可行性。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横琴前海合作区；生产性服务业；联动发展
Feasibility Study on Constructing Hengqin Qianhai Advanced Manufacturing Linkage Development Zone
Wenhui Gao
Guangzhou Huali College,Jiangmen,Guangdong
【Abstrac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ngqin New District was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Macao's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upport Hong Ko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build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two cooperation zones in Hengqin and Qianhai and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cooperation zones in Hengqin and Qianhai to sort out the existing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limited land spac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aced with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the two cooperation
zones, it is urgent to plan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linkage development zone in a suitable reg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operation zones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industry advantages of Zhuhai, Zhongshan, Jiangmen cities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Hengqin Qianhai Advanced
Manufacturing Linkage Development Zone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 Keywords 】 Greater Bay Area; Hengqin Qianhai Cooperation Zone; Producer Services; Linkage
Development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横琴方案》）和《全面深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2 年 9 月，

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下简称《前海方案》）。《横琴方案》是支持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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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

实质上是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大大

举措，将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前海方

提高最终产出的增加值对于生产过程的导入[6]。陈

案》的印发有利于推动更高水平的港深合作，发挥

宪和黄建锋认为，随着企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

两地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双引擎”功能。可见，

竞争强度的增大，以往作为企业内部的研发、咨询、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标准推动横琴、前海两个

营销等从属于服务部门的职能逐步分离出来，由独

合作区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和现实意见，尤其是

立的市场主体来运行。于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由

谋划两个合作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粤港澳大湾区内

“内部性”转变为“外部性”，这是专业化分工逐

地城市的制造业联动发展。

步细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7]。容和

1 政策和文献综述

平和王跃婷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

1.1 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的政策要求

其自身作为利润源泉的价值，更体现在其作为各个

《横琴方案》提出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

专业化生产环节的纽带而产生的黏合剂功能所带来

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

的价值，生产性服务业的无形产出体现为“产业结

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构的软化”，它能够把大量知识资本引入服务的生

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重点

产过程当中，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竞争力的基本源

发展电子元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中医药、文

泉，其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8]。

旅、会展、现代金融等产业，并给予一定的企业所

刘书瀚、张瑞、刘立霞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

[1]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前海方案》明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但互动程

平方公里，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

度不高[9]。

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重点推

潘志、李飞指出，美国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让

进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科技发展体制机制的改

生产性服务业在各级政府职能机构的监管引导的

革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促进

下，走上法制化轨道，从而规范化、公开化、透明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

化地发展，更好地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发展过

[2]

模式 。可见，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程中，根据产业间与产业内发展规律，适应不同时

是两个合作区重点发展产业，其与制造业的联动发

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要求，分阶段地

展需求较为迫切。

出现产业聚散和分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10]。但是，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为了提高竞

1.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文献研

争力和降低生产成本，将大部分的制造业生产环节

究

向亚洲国家外包，从而影响其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3]

Greenfield 基于产品属性的角度提出 。布朗宁和辛

制造业的产业和人口结构。
2 横琴和前海两个合作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格曼对其外延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生产性服务业
[4]

能够针对用户个体的差异性提供专门的服务 。格

2.1 横琴产业基础薄弱

鲁伯和沃克利用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迂回学说来阐述

一是横琴实体经济规模较小，难以支撑澳门经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

济适度多元化发展。2021 年 1-10 月，横琴规模以

具备三种特性：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不是面向消费者

上工业增加值仅为 2.86 亿元，同比下降 4.9%，工

的最终消费,而是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第二, 它

业投资占横琴投资比重仅为 1.6%[11]。二是金融业较

是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三者特

为薄弱，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有待提高。截至 2021

征为一体的服务业；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

年 10 月，横琴金融机构合计 5180 家，注册资本人

[5]

存在前向联系 。他们基于 Fisher 提出的人力资本

民币 10389.56 亿元（前海自贸片区 2020 年末时累

和知识资本的概念，重新诠释生产性服务业在迂回

计 注 册 金 融 类 企 业 已 达 51188 家 ， 注 册 资 本

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们看来，生产性服务业

44112.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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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海土地空间有限

江珠城际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好地发挥

一是建设用地量少价高，发展空间不足问题逐

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优质资源集聚的作用，强化

渐凸显。前海合作区 2021 年供应经营性用地仅 16.6

两个合作区对大湾区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引领和

[12]

，地价位居全国前列，用地成本高企。二是

“支点”作用，提升“东联西拓”杠杆效应，破解

深圳市国土开发强度已高于 50%，用地供给较为紧

“东强西弱”的不平衡现象，推动珠江口东、西两

张，难以满足前海的用地需求。

岸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公顷

2.3 大湾区内部发展不均

3.2 探索“前海（横琴）+珠西”新模式，拓宽

一是制度创新的复制推广不足。广东自由贸易

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空间。一是，探索“反向

试验区自挂牌以来，制度创新成果全省复制推广比

飞地”发展模式，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合

例不足 60%，在全国复制推广仅 7.02%。以自贸区

作形式在前海合作区设立珠西现代产业服务基地

为中心的发展会造成附近城市的空心化，比如东莞、

（前海）、在横琴合作区设立珠西现代产业服务基

惠州、中山等等，甚至会使周边城市因与自贸区没

地（横琴）。通过基地建设，有效发挥两个合作区

[13]

。二是大湾区东西两翼经济发

专业人才集聚和珠江西岸产业基础扎实的优势，进

展差距明显。珠海、江门、中山、肇庆四个西翼城

一步推动珠西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化合作区生

市 2020 年合计 GDP 占大湾区整体 GDP 比例仅

产性服务业与珠西制造业的有效融合，更好地形成

10.5%，东岸 GDP 是西岸的近 5 倍，且差距不断扩

区域性“研发+基地”新模式，推动产业链的优化

有比较优势而没落

[14]

。三是两大合作区对西翼的产业辐射和科技溢

和提升。二是，推动港澳和珠海、中山、江门等城

出效应较弱。两大合作区的产业有“脱实向虚”的

市的创新链对接。强化珠西城市与香港产业协会、

趋势，前海合作区第二产业比重已下降至 40%，横

香港关键性部件制造业协会、香港科技协进会和澳

琴合作区第三产业比过大。

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科研机构开展战略科创协

大

3 建设横琴前海合作区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
的可行性

同，发挥港澳科研机构熟悉欧美、国际规则的优势，
推动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技术研发等领域运用、

面对横琴合作区产业基础薄弱、前海合作区土

学习和借鉴国际规则，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地空间有限、大湾区内部发展不均衡三大问题，我

做出积极探索。三是，提升平台载体对产业发展承

省亟需在珠三角合适区域谋划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

载力。加快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

区，进而支撑两个合作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大湾区

创新走廊，加快珠海、江门的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

内地城市的制造业联动发展。珠海、中山和江门等

建设，高起点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珠西）高端

珠江口西岸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土地开发强度低，

产业集聚发展区，争取在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实

有多个连片超过万亩园区，具备完善产业链基础，

行 15%个人所得税免征、15%企业所得税优惠、跨

是谋划建设横琴前海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的最佳

境金融、港澳专业技术人才跨境职业等政策创新，

区域。2020 年土地开发强度江门仅为 12.43%、中

提升横琴前海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对港澳优质投

山 39%。全省“双十”战略性产业布局江门是 4 个

资项目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全覆盖城市之一，珠海和中山也分别有 19 个产业布
[15]

局

3.3 发挥西翼侨胞侨资侨智优势，引导华侨华

。

人和港澳同胞参与大湾区建设。一是，以“侨梦苑”

3.1 利用黄茅海跨海通道强化合作，促进两翼

为基础，在江门打造华侨华人创新产业集聚区，谋

协同走深走实。一是，加快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建设，

划经贸、合作交流、创新创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以优化产业布局为抓手，依托港珠澳大桥——鹤港

平台，吸引更多侨新生代回国创新创业。二是，保

高速——黄茅海通道全线贯通，重塑大湾区东西两

障华侨华人投资要素供给。通过委托中山、江门等

翼空间格局，以前海合作区为始点向西经由横琴合

市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作区延伸至珠海、江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沿海产

建新方案审批，更好地满足企业的投资用地供给。

业长廊。二是，加快伶仃洋通道、深中通道、广佛

推动江门、中山等市纳入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高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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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LP）、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跨国公司本外币
合一资金池等试点，进一步解决侨资企业的跨境融

[9]

资需求，为横琴前海先进制造业联动发展区的建设

业关联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0(6):2.

提供充足资金保障。

[10] 潘志,李飞.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经验与
启示[J].劳动保障世界,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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