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4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制定印发《2017 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2017 年 4 月 11 日，总理李克强会见港
特首林郑月娥时谈到“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可见，未来粤港澳三地协同合作将达到新高度，成为提
升珠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引擎，并有望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湾区。

一、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成为世界
一流大湾区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热点追踪：粤港澳大湾区—— 
                    第四大湾区雏形已备
Research report : The Big Bay economic zone has taken initial shape.

1. 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与共性
世界顶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全

球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主要集中在湾
区。从城市竞争的角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最
强的一定是大城市群，大城市群的竞争力看
湾区，尤其是各国沿海湾区。如美国旧金山
湾区，由 103 个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群，各个
城市间是平等的，依托各城市自身优势，使
整个湾区城市群成为科技经济的创新中心。

世界级城市群都有共同特点，即高聚集
度，对内联系紧密，对外高度开放。世界著
名三大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
山湾区，他们依靠极强的金融业和发达的科
技业，GDP 总量和人均 GDP 极高，加上粤
港澳大湾区后，世界上将有四大湾区。

中国符合上述特征的是“两江一海”，
即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粤港
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一个海湾或
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
成的区域，相比较而言，更具竞争力。

香港回归 20 周年，中央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有关“粤港澳”合作很早
已经开始，但作为国家级战略发展的提出只是在近年。2016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开
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到 2017 年两会，已经进入总理政府
工作报告，“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此时的粤港澳区域发展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媲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的第四大湾区——粤港澳
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新引擎受到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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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突出
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近 1.4 万亿美元。2015 年、

2016 年两年，广东的经济总量直逼西班牙，在全球约居第 15 位，在
中国各省区市经济总量持续排名第 1 位。

2015 年数据显示，从世界角度看广东各城市 GDP 发现：广州
GDP 追赶新加坡，深圳 GDP 赶超香港，佛山 GDP 直追欧洲名城阿
姆斯特丹，东莞 GDP 超越“赌城”拉斯维加斯。经济总量方面，中
山与日内瓦、江门与爱丁堡并驾齐驱，弯道超车的肇庆与“工业革命
重镇”利物浦相当。“广州 - 深圳 -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
市群的脊梁，而广佛同城、深莞惠一体化、深汕合作、港珠澳的联通，
都是围绕这个湾区展开。广州是华南区中心拥有厚重的岭南文化；香
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代表先进文明；深圳是中国金融科创中心，
加之其民营、制造和高创能力突出，连接周边东莞、惠州、中山、江
门湾区制造业等基地，将引领湾区硅谷起飞。

3.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日臻完备

截止 2016 年底，广东省公路通车总里程 21.8 万公里，高速通
车里程 7673 公里，位居全国第一；港口码头泊位 2811 个，其中万
吨级及以上泊位 304 个；全省港口货物年通过能力达到 16.7 亿吨，
位居全国第二，其中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达到 5948.1 万标箱，位居全
国第一。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港口将集群化。将整合优化粤港澳大湾
区内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
通、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门户。

至 2030 年，珠江口东西两岸将建设 12 条公路和铁路跨江通道。
加快高速出省通道和粤东西北地区连通珠江三角洲的高速公路建设。
规划 33 条出省高速公路，其中通香港 4 条、通澳门 2 条。随着深中
通道贯通、港珠澳大桥落成，深茂铁路和广佛江珠城际轨道通车，整
个珠江三角洲将形成像旧金山湾大湾区一样的城市群，对周边城市区
域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辐射力大幅提升。



上海自贸区初期上涨路径

三、历次主题投资概念股的表现

作为国家战略安排，中央首次提出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并成为国家级发展战略，挑战世界级第四个湾区城市群。在较长
时期内，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的落地与实施，相关
主题概念股会持续备受关注，成为较长时期内的主题投资机会。

二、大湾区是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

粤港澳区域的合作从过去几十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成为
集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最重要的
城市集群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引领“一
路一带”发展国家战略。

预计将从六大方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2017 年 3 月 6 日两会期间，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建议，未来将从六个方面重点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

1.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共建“一中心三网”，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
通体系；

2. 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开放
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
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3. 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深化经贸合作，深入推
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打造 CEPA 升级版；

4. 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先导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
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5. 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动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协同发展，培
育金融合作新平台，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与联通，
打造引领泛珠、辐射东南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形成
以香港为龙头，以广州、深圳、澳门、珠海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
横琴为节点的大湾区金融核心圈；

6. 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打造国际

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共建健康
湾区，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绿色、宜居、宜业、
宜游的世界级城市群。



从考察历次国家重大战略发布实施后，
主题投资概念股的表现可窥见一斑。2013 年
8 月 22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涵盖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上海自贸区概念龙头股外高桥、陆家嘴、浦
东金桥、张江高科最高涨幅分别达 375%、
137%、103%、67%， 在 9 月 26 日 正 式 挂
牌后开始调整，进入次年 11 月股价逐渐稳
定，稳定后累计涨幅分别为 178%、60%、
35%、47%、33%。2014 年 12 月 28 日 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扩展上海自贸
区，将面积扩展到 120.72 平方公里，新涵
盖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陆家嘴、张江高科又启动
了新的一波行情，最高涨幅分别达 162%、
261%，行情结束后涨幅为 110%、189%。
在行情期间，外高桥、陆家嘴、浦东金桥、
张 江 高 科 的 主 要 波 段 累 计 涨 幅 为 529%、
768%、261%、653%。

2014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
立广东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概念龙头股招商
地产、天健集团最高涨幅达 45%、45%，
2015 年 3 月 24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广东自贸
区总体方案、4 月 21 日广州南沙自贸区挂牌
成立、4 月 23 日珠海横琴自贸区挂牌成立、
4 月 27 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挂牌成立，招
商地产、天健集团再次启动了新的一波行情
涨幅达 46%、101%，另华联控股加入此轮
行情，最高涨幅为 128%。在行情期间，招
商地产、华联控股、天健集团的主要波段累
计涨幅为 216%、199%、246%。

2013 年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
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
会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 年 11 月 8 日，
习近平在 2014 年中国 APEC 峰会上宣布，
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
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
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一带一路”概念龙头
股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申建、中国中
冶随即出现行情，最大涨幅分别达 141%、
136%、119%、100%，此轮行情结束后涨
幅为 76%、65%、60%、35%。

根据对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一带一路等热点概念板块的龙头股表现统计，广东
自贸区表现稍弱，龙头平均最高涨幅约 104%、而表现最强的上海自贸区龙头股平均涨幅达
213%，而当概念逐渐冷却，上海自贸区概念龙头股的累计涨幅为 108%，广东自贸区仅为 8%，
一带一路为 67%。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一带一路的概念龙头股平均涨幅为 161%、
56%、100%。广东自贸区概念股涨幅小于上海自贸区，和自贸区在全国范围内扩散有关（当
时不少省市同时申请设立自贸区），因而主题投资概念股带来的影响有所削弱。从“一路一带”
主题概念股的表现看，其涨幅与上海自贸区相当。从中可发现，独一无二的国家级战略规划
部署，带来的主题投资概念股表现更好，随着国家战略规划落地实施，仍然有好的表现且具
持续性，投资回报远强于大盘。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发展也将对相关概念股产生
极大的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有别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其特点不仅在于其面向海洋、承载
更多对外开放功能，更重要的意义是跨制度合作，其受到的政策支持不容小觑。媲美世界三
大湾区的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作有望成为区域经济新引擎。

全球湾区是区域经济的制高点。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在经济、人口、产业等领
域无可比拟的聚集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将是比较长时期内的国家级区域大主题，城市群聚集
效应持续爆发下，粤港澳大湾区“从优到精”，仍引领区域发展到引领全球经济，成为中国
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支点，其影响力毋庸置疑。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和政策逐
步落地，湾区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该区域的土地迎来政策红利收获期，价值将
得到重估。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以及自贸片区扩容将加速这一过程。受港珠澳大桥年底通车预期，
珠海地区短期弹性大，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深圳更佳，更具长线投资价值。

投资核心逻辑：1. 全国性人口红利转向区域性结构性；2. 全国开发用地逐年减少，尤其
是核心城市及周边需求旺盛，土地价格随需求水涨船高；3. 以独特的运营模式卡位核心城市
周边、城市群等战略稀缺资源，有别于需要通过多次招拍挂获取少量用地的开发模式的公司
最受益。

四、粤港澳大湾区的受益品种

概念板块 上海自贸区 广东自贸区 “一带一路”

股票名称 浦东金
桥 外高桥 陆家嘴 华联控

股
天健集

团
招商地

产
中国铁

建
中国交

建
中国电

建

最高增福 102.7% 375.3% 162.3% 128.4% 101% 81.9% 141.5% 136.0% 118.9%

最低增福 52% 161.00% 110% -18.8% 4.9% 38.5% 75.63% 64.86% 59.95%

平均增福 77.4% 268.10% 136.2% 54.8% 53.0% 60.2% 108.5% 100.5%

板块龙头最
高增福 213.4% 103.8% 132.1%

板块龙头最
低增福 107.7% 8.2% 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