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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

•主要產業為能
源、食品及農作
物加工、金屬

製品

陽江市

肇慶市
•肇慶市懷集縣是
廣東省糧食主產區，
肇慶的六大傳統產業，
包括紡織服裝、食
品飲料、金屬製

品等

佛山市
•佛山經濟規模在廣東

省僅次於廣州和深圳，民
營工業佔全市工業總產值比
重約為70%，湧現出美的
、碧桂園、格蘭仕一批

骨幹企業

珠江西岸六市一區

江門市
•摩托車是江門支柱產

業之一，傳統優勢產業包
括紡織服裝、
食 品 飲
料等 中山市

•傳統優勢產業包括
家電、服裝、五金
製品等。中山已
形成了齊備的家
電產業鏈，包括

TCL、美的等
家電企業

珠海市
•工業支柱行業包括電

子信息、生物醫藥、家電
等；高端製造業以機器人、
智能家居等為主，同時聚焦
船舶與海洋工程、航空

航天、軌道交通等
領域

順德區
•中國著名的製造業
基地， 「順德製造」 享
譽國內外。目前已形成
家用電器、紡織服
裝等九大支柱

產業

▲珠江西岸裝備製造業發展迅速，大橋為港商西進帶來便利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不少港商將廠房擴張或遷
址到珠江西岸，圖為一家港
企車間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世紀工程」 港珠澳大橋通車，香港資
本將高速接入珠江西岸廣闊的空間格局。大
橋通車之後，香港不單與珠海建立直接陸路
聯繫，與珠江西岸的中山、江門、肇慶等城
市的陸路距離也大為縮短。隨着廣佛以及珠
江口西岸城市與香港空間距離進一步拉近，
大灣區城市群基本實現 「一小時」 經濟灣目
標，港商西進或將成為熱潮。業內人士認為
，相比早期開發成熟的珠江東岸，珠江西岸
相對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成熟的
交通配套，將成為港商帶來投資的新機遇。
隨着各項投資湧入，與香港一橋之隔的珠江
西岸，將成為香港高端服務業新市場。

港商一路油門西進 踩上新機遇
低成本優勢凸顯 拓高端服務市場

4要聞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趙 夏 余偉承 美術編輯：張偉強
港 珠 澳 大 橋 車通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珠海報道：
對於香港大學生羅芷芊來說，今年暑假在
珠海的實習經歷無疑是難忘的。第一次來
到珠海的她，在海邊眺望港珠澳大橋，感
受這個世紀工程的壯觀。 「以後大橋通車
，香港、澳門以及大灣區的青年人可以互
相串門，一起交流。」羅芷芊說。港珠澳
大橋開通，香港青年到珠海等珠江西岸城
市交流、實習、創業的機會將越來越多。

為助港人更好地在大灣區發展，香港
青年葉興華，在珠江西岸的佛山設立了 「
工合空間」，這是廣東首個由港人設立的
創業孵化器。葉興華表示，香港很多青年
都在問 「究竟能在大灣區做些什麼？」隨
着大橋開通，不僅香港青年，連澳門年輕
人都期待北上大展拳腳。葉興華表示，港

青想創業，不一定要拿計劃書來找融資，
可以先在孵化器從零開始。

「港青所需要的硬件、經驗和配套，
大灣區都有。」葉興華說。現在灣區不
同城市對港澳青年創業都有優惠補貼。

港生：大橋架起灣區創業路

珠寶業轉移
帶動十萬就業

▲隨着港珠澳大橋、虎門二橋、深中通道等相繼落成
，大灣區城市群將實現一小時內通達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江門報道
：被視為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 「脊樑
」的港珠澳大橋，將有效打通灣區內部
交通網絡的 「任督二脈」。根據相關部
門的評估，每年珠海、江門和中山往來
香港的跨境貨運量，將由2005年的1600
萬噸增至2035年的9300萬噸。數據表明，
港珠澳大橋開通，將大大降低三個城市進
出口產品的物流成本，促進珠江西岸經貿
發展。

珠海是港珠澳大橋唯一與香港、澳門
陸路聯通的城市，將最快受到港澳市場輻
射拉動。作為珠海與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
，近年來橫琴與港澳合作成果豐碩，橫琴
新區管委會主任楊川表示，未來將最大限
度發揮特殊區位和先行先試優勢，推動大
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技術和專業服
務高效便捷流動。

同處珠江西岸，江門是灣區內唯一具備
可大規模連片開發土地的地級市，開放、發

展空間廣闊，土地承載力優勢明顯。江門
將主動對接港珠澳大橋等重大運輸基建

，期望將大廣海灣經濟區打造成粵港
澳大灣區的重要合作平台。中山是
珠江口兩岸緊密合作和對接的橋頭
堡，處於三大自貿區黃金交叉點
的中山翠亨新區，也將成為縱
貫廣澳、橫接深港的樞紐。

進出口物流
成本大幅降低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
州報道：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將
極大地縮短珠江西岸與香港的距
離。記者從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獲
悉，近年珠海、江門、中山等珠
江西岸地區也在加快完善與港珠
澳大橋銜接的海陸空交通網絡，
如珠海僅今年便投資近200億元人
民幣建設47個交通項目。與此同
時，包括虎門二橋、深中通道等
多座連接珠江東西岸的跨江跨海

大橋也在加速建設，屆時大灣區
城市群基本實現 「一小時」經濟
圈。

「之前坐大巴或開車到中山
、江門等珠江西岸城市，要從香
港往北到深圳，通過虎門大橋去
到廣州南沙，需時3-4小時，塞車
是 『家常便飯』。」在中山投資
的港商林先生告訴記者，大橋通
車後， 「一小時」經濟圈概念將
讓港人對珠三角空間改觀。 「其

實從香港島到天水圍等地坐公交
巴士都要一個小時，而大灣區 『
一小時圈』，會讓更多港人考慮
到大灣區城市群工作、生活」。

目前珠海、江門、中山都在
強化自身在大灣區中的交通樞紐
功能，構建銜接港珠澳大橋的海
陸空立體化交通新格局。據廣東
省交通運輸廳有關負責人透露，
虎門二橋將於明年建成，深中通
道擬於2024年全線通車。

多市發力 建一小時經濟圈

▲香港年輕人及創業者在珠江西岸有廣
闊發展空間。圖為香港大學生在大灣區
創業基地考察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茂名報道
：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
先後開通，粵西與香港之間的距離縮短
。茂名六韜珠寶創意產業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副董事長鍾亞建說，交通距離拉
近將吸引更多港人到茂名、湛江尋找新
商機。

深圳和番禺是廣東兩個重要的珠寶加
工基地，但珠三角經營成本高企，而且招
工困難，轉移是大勢所趨。由港商投資建
設、規劃面積1100畝的茂名珠寶創意產業
園，是廣東省十三五規劃重點項目，集設
計、生產加工、貿易銷售、生產鏈建設為
一體，承接珠三角產業梯度轉移的產業生
產基地。產業園建成後可容納300-400家
珠寶生產企業，輻射粵西周邊3000萬人口
，可帶動8至10萬人就業。

珠寶創意產業園為入園企業提供金
融財務、工商稅務、人力資源、物流配
送、海關、綜合服務、後勤保障等全方
位服務，已引進130多家中外轉移企業，
其中50多家來自香港。

鍾亞建告訴記者，港商在珠三角投
資多年，現已非常成熟，相比之下粵西
是一個新的機會，無論是城市基建、產
業發展都蘊含巨大商機，特別是高鐵和
大橋開通後，香港到茂名的時間縮短到3
個多小時，粵西有望成為港商投資廣東
的首選。

「珠江西岸發展於大灣區內是相對慢的，港珠澳大橋
一通車，這片區域的發展前景令人鼓舞。」談起大橋，港
商陳煜榆便覺得心情開朗，他早年已在珠江西岸的雲浮投
資設廠。現時廠房設在雲浮，研發基地設於香港，來往兩
地是他日常出行重心，而港珠澳大橋正好節省了大量通勤
時間。除此，陳煜榆還在珠海橫琴選址開設分公司。他笑
言，大橋通車後，港人來往珠海橫琴亦是一小時生活圈的
概念。 「時間就是金錢，為了盡早享受大橋的便利，我已
經申請了港珠澳二地的行車通行證。」

像陳煜榆一樣提前申領粵港兩地牌照的港商為數不少
。港珠澳大橋粵港兩地車牌自開放申請以來，申請配額多
次出現爆滿，甚至出現炒賣熱潮。為了滿足需求，廣東省
公安廳交通管理局也不斷與港方協商增加指標事宜。

助力投資擴產遷移廠房
大橋通車後，港商可以從香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中

驅車出發，一路踩油門穿過開闊壯觀的跨海大橋，抵達珠
海也只需半小時左右。過橋之後，港商可繼續駕車沿着廣
東沿海高速行駛，直達粵西如江門、中山等市，耗時粗略
估計也僅在1小時和1.5小時之間。

香港貿易發展局商業培訓課程講者曾守誠告訴記者
，大橋對於計劃投資擴產或者遷移廠房的港商而言，提
供了更多城市選擇，大橋對大灣區倉儲物流布局上帶來
新的格局。他表示，大橋形成珠江西岸新投資空間，提
升了珠西地區貨物進出口效率，路線選擇也更為多樣。

據了解，大橋通車後，珠西地區作為內地進口產品
的中轉以至地區性的分撥中心，將帶有區域合作與資源
配置的意義。

保險旅遊地產將受益
在珠江口西岸沿岸城市群中，佛、珠、中、江、肇

、陽以及順德 「六市一區」是廣東裝備製造業的高度聚
集區。珠西地區的製造業增加及產業提升，對專業服務
的需求也將進一步增強。香港貿發局一份報告曾指出，
對於香港服務業提供者，大橋提供了更靈活的交通方式
，連接珠西地區的生產型企業。

「我本身從事保險行業，主要工作重心在香港。但
現在很多國內的人都在香港買保險，所以近年都會比較
多來大灣區走動。」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副主席、港
商陳卓基認為，大橋開通之後，珠西地區其他行業和領
域如保險、旅遊、零售以至地產將迎來更多發展機遇，
對香港專業服務業需求將更大。 「現在有了港珠澳大橋
，可以24小時通關，粵港澳緊密程度會突飛猛進。」

▲今年以來，不少香港團隊及商人群體到港
珠澳大橋參觀考察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大公報訊】記者馬琳北京
報道：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春耕25日在
京表示，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已
配備一定數量的公共交通工具保
障群眾出行，包括跨境巴士、穿
梭巴士及出租車，並將提供多種
支付方式，包括內地ETC、香港
快易通，以及人民幣現金、銀行
卡、支付寶、微信等。同時，有
關部門正在研究完善範圍更廣的
港珠澳大橋跨境車輛通行政策。

吳春耕指出，大橋通車後，

珠海至香港的交通時間
，將由水路1小時、陸路3小
時以上，縮短為30分鐘左右，港
、澳之間也實現陸路連通。他還
指出，港珠澳大橋的具體運營管
理工作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承
擔。下一步，交通運輸部將加
強路網監測和出行服務，準確
及時提供路況氣象、交通疏導
等服務，並將按照屬地原則，
嚴格執行三地車輛超限標準。
海事部門則將加強橋區的通航
安全管理。

交通部：
加快研更廣泛跨境通行

珠珠
江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