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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肇庆和贺州两市（以下简称“肇贺”）都提出了东融发展的战略。肇贺的东融战略，
就是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发展，其目的是借力大湾区经济效应，促进本地经济
发展。

一、大湾区的经济效应及其对肇贺的影响
（一）融入大湾区发展是肇贺东融发展的主因
肇庆与贺州，虽然分属两省，但两者边界接壤，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经济发展水平
和经济结构也有较多相同之处。从我国地理大区域来定位，两市都是位于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枢纽位
置上。区位条件构成肇贺东融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决定肇贺东融战略的主因则在于大湾区辐射肇贺发
展，产生互补发展的合作关系。随着大湾区的规划建设，肇贺成为经济梯度发展的受益者，交通、园
区等基础设施因大湾区建设而迅速发展，而土地、环境等资源能够转变为后发优势而获利。近年来，
肇贺都相继迎来了高速公路经济时代和高铁经济时代，为肇贺融入大湾区发展创造了更有利条件。凸
显了肇贺的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于建设大湾区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其关键在于借力大湾区经
济效应，加快推进枢纽经济的成长和壮大。

（二）大湾区强大的综合效应再造肇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合作发展，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大湾区建设以泛珠三角洲地区合作为重要基础，拥有5.65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6672万人口和
12.57%的全国经济总量。大湾区强大的综合效应再造肇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肇贺两市东融发展探析
文_罗建文 （中共肇庆市委党校校委委员、教育长、高级讲师）
谢海丽 （中共肇庆市委党校财务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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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建设大湾区连接大西南门户城市的区位条件和优势。肇庆区位条件优越，是大湾区与大
西南地区接壤的唯一城市，是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带“三大经济带”政策重叠交汇的地方。肇庆新区作为广东9个重大发展创新平台之一，具备大湾
区功能疏解承接地和大西南要素集聚地的基础和潜质。这些都为肇庆发展枢纽经济提供了区位地理
条件。

（三）大湾区超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能提高肇贺产业规模和质量

2.具备建设枢纽城市的交通基础条件和优势。一条轻轨、两条高铁、七条高速公路、一条黄金

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均名

水道和两个国际机场（白云国际机场和正在建设的珠三角新干线机场）为肇庆发展枢纽经济和空港

列四大湾区之首；大湾区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上

经济区提供了基础条件。

市公司1803家，占该区域GDP比重已达209%。截至2018年底，已有288家《财富》世界

3.占据资源、成本等融入大湾区城市群的条件和后发优势。肇庆土地面积占大湾区总面积的
30%，开发强度仅为6.5%，是珠三角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为36.5平方米，是

500强企业在广州投资兴业，其中120家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广州。强大的规模效应和集
聚效应提高产业规模和质量，对区内所有产业的发展都极其有利。

大湾区城市群平均占有面积的4倍多（见表一）。工业基准地价、工业厂房租金仅为珠三角核心区
的2/3甚至1/3，商品房平均价格不到广州的四分之一、深圳的九分之一；电价、水价比珠三角平均
水平低一成左右，居住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是大湾区的投资“洼地”。还具有优良的
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超过70%、西江流域全年保持二类水质等优势。而贺州在资源成本方面则
比肇庆更具有优势，更有西部开发的政策叠加优势，更可增加竞争力。

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
表一：肇庆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均占地面积对比

发展指标

大湾区城市群

占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2017年人口总量（万人）
人均占地面积（万平方公里/万人）

5.6
6915.35
0.00081

肇庆
1.5
411.54
0.00365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肇庆统计局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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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湾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雄厚的创新实力，能加快肇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水平
大湾区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均在90%左右，内地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珠三角地区集聚了449家广东制造业500强
企业。大湾区有173所高校、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珠三角有201家省重点实验室、64家企业
重点实验室，香港有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基础研发能力较强。对大湾区进
行规划建设，将会产生巨大的科技创新动力，并由此给肇贺带来诸多发展机会。

（五）大湾区名牌效应促进肇贺生产要素的汇聚和企业信用等级的提升
大湾区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试验田、“一国两制” 两种体制的融合区和实践地等多
种因素于一身，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并拥有一系列产品或服务的驰名商标、著名商
标、名牌产品。名牌效应促进了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汇聚和企业信用等级的提升。这些都是巨
大的无形资产。肇庆作为大湾区的一分子，能够借力大湾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提升市域影
响、开展招商引资、发展国内市场具有不可估量的市场价值。

二、发展枢纽经济是肇贺东融的关键
大湾区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
驱动的产业体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均在
左右，内地 市制造业基础雄厚，珠三
90%
9
角地区集聚了 449
家广东制造业 500
强企业

（一）枢纽经济的概念和作用
枢纽经济是指交通枢纽区域利用交通枢纽优越的集散功能和极化效应所带来的人流、物流及资
源空间配置的高效便利条件来发展的经济模式。随着城市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处于区
位和通道节点位置的枢纽城市，将迎来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再分配和区
域深层协作的重大机遇。如何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关键在于枢纽城市能否统筹利用各类要素资源，加
强区域深层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自身拥有的建设枢纽门户城市条件转变为发展枢纽经济的优
势。肇贺作为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交通枢纽门户城市，发展枢纽经济是东融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肇庆是大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备与大湾区产业协作最有利条件
肇庆现有2000亩以上的产业载体22个，有30多个专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基地，拥有高新区、新区、
粤桂合作试验区等4个省级重大平台，在大湾区城市群发展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见表二），为大湾
区提供了资源、空间和平台载体的重要作用。其与大湾区发展的互补性也为克服 “过道效应”、发展
枢纽经济提供了重要条件。

表二：肇庆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中的比重

发展指标
2017年GDP（亿元）
占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2017年人口总量（万人）
2017年人均GDP（元）
地均GDP（亿元/平方公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102236
5.6
6915.35
147839
1.83

肇庆
2200.6
1.5
411.54
53476
0.17

比重（%）
2.1
26.8
6
36.2
9.3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局、香港统计处、澳门统计普查局、肇庆统计局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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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湾区经济效应＋枢纽经济助力肇贺融入大湾区发展
由于肇贺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和配套不足，交通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经济优
势，珠三角核心区强大的“虹吸效应”导致了肇贺存在一定的“过道效应”，削
弱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需要借助大湾区的经济效应予以解决。加快推进枢纽
经济的发展是发挥肇贺后发优势的抓手。
经济的互补性为肇庆经济腾飞创造了可能。经过多年的现代化发展，港澳和
珠三角具有强大的溢出功能和辐射扩散能力，而作为后发地的肇贺具有较好的承
接能力，这就形成了大湾区梯度发展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还体现在大湾区领
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引领肇贺跨越式发展。同时，枢
纽经济是一种集成经济，具备短时间集聚多种生产要素创造经济繁荣的能力，肇
贺借助大湾区的经济效应＋枢纽经济双轮驱动，形成后发优势迅速融入大湾区，
实施跨越式发展。

三、借力大湾区经济效应，加快推进肇贺枢纽经济发展
（一）加快交通建设，为发展枢纽经济打好基础
借力大湾区的开放经济结构、高效资源配置能力功能，提升肇庆枢纽型门户城市的通达
性，以巩固区域枢纽地位，为枢纽经济发展打好基础。肇庆交通建设的重点在于：强化对外重
大骨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接联通珠三角新干线机场，形成与新区、空港经济区（规划）与
佛山一体的接通珠三角核心区的交通网络，提升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形成水陆空立体联运
格局。即抓好交通设施改造建设，形成市内半小时交通圈和经济圈、大湾区内一小时交通圈和
经济圈。

（二）大力招商引资，为发展枢纽经济提供产业基础
借力大湾区的强大集聚外溢功能，发挥后发优势，建成大湾区产业分工承接带，吸引企业
落户，为发展枢纽经济提供产业基础。
一方面，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高招商引资效果。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建设“数字
政府”，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增创城市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实施工业
“366”工程、创新发展“1133”工程和现代农业发展“611”工程三大战略，为发展枢纽经
济提供产业支撑和创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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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建设大湾区肇庆试验区，成为引领枢纽经济发展的龙头

（五）加强商贸建设, 为发展枢纽经济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

肇庆新区扩量增容到500平方公里，设立大湾区（肇庆）特别合作试验区，成为大湾区功能疏解承

借力大湾区巨大的需求量和广阔市场，建设与珠三角核心区1小时市场圈，使肇庆市场体系

接地和大西南要素集聚地，作为肇庆融入大湾区的载体平台和实体机构。一是产城融合，以新区为中

融入珠三角大市场体系分工，成为珠三角重要的市场实体。发展新型物流体系，打造大湾区智慧

心，围绕一河两岸五区一市，建设环西江产城融合带，建设以肇庆东站为枢纽的大湾区大西南企业总部

物流基地。推进商贸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枢纽经济核心载体。完善肇庆东站综合体和肇庆火车站

基地，发挥东联西连的中心节点城市作用。二是构建与珠江三角洲新干线机场（正在建设）和白云机场

综合体建设，把交通枢纽综合体扩展为交通枢纽综合体＋商贸综合体，成为肇庆枢纽经济的核心

快速交通网络，建设以新区为载体的空港经济区。三是发挥河港优势和江海联运优势，以肇庆新港为主

实体。高起点规划建设大湾区（怀集）绿色农副新产品集散地和提升粤桂合作特别合作区产业资

体构建“一市一港”“肇深协同”的港口物流新格局，发展一站式综合物流基地，打造辐射西南地区的

源要素集聚，推进粤桂合作跨省东西部政策利用功能，打造省际枢纽经济节点区。

水运集散中心。

（四）建设西江沿江城市带，为发展枢纽经济打造良好载体

（六）构筑肇、贺、梧三角枢纽经济，形成大湾区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
市支点群

借力大湾区发达国际交往网络特征，充分利用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名牌效应和综合效应，发挥肇

肇庆、梧州、贺州都处于大湾区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区位，三市地理相连，区位相似、

庆高速公路、高铁、内河港口、航空港立体交通齐集的和中心区城乡融合发展优势，实施差异性发展战

人文相近、经济相承，且都处于 “三大经济带”政策叠加轴点上。构筑肇、贺、梧三角枢纽经

略，建设独具本地特色的大湾区经济区，成为大湾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肇庆新区为龙头，以西江

济，形成大湾区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支点群，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三地东融西联的作用，促

为中心，串联肇庆高新区、四会、鼎湖区、端州和高要区西北江一两岸，把端州至大旺的西北江肇庆段

进三地经济腾飞。当前，大力推进粤桂经济特别试验区、粤桂产业合作示范区、粤桂省际廊道建

建成西江沿江城市带，迅速壮大肇庆城市规模，建成百万人口大城市，推动西江沿江城市带融入大湾区

设，以点带面，带动三地合作共建。

城市群建设，建成优质城市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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