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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erenc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oordination model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existing model, calculates the city financial industry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for short)by us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GBA from 2008 to 2017, and further uses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of GBA at different times. 
The content of comparison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at the same time is added to the evaluatio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degree 
of mutual development of urban finance industry in GBA in 2017.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2017,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of each city in GBA was more affected by its financial industry interaction changes. The 
level of financial industry coordination of most cities was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model improvement, and 
the value distribution was more centralized. In the futur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of finance and industry, joi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alize 
the interact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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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互動發展程度研究——基於

耦合協調度模型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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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旅遊學院，西安外國語大學，西安，中國 

摘要：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中的金融-產業協調模型的基礎上，豐富了已有模型的指標體系，利用粵港澳大灣區

2008-2017年的統計資料，計算出大灣區城市金融-產業協調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採用對比研究法，將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在不同時間上的前後對比和同一時間的橫向比較的內容加入評價模型中，計算出大灣區2017

年的城市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研究表明：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更多受到其金融

-產業互動變化情況因素的影響，大部分城市的金融-產業協調級別較模型改進前有所提高，其值分佈也更為集中。未

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應加強金融和產業的協作，共同提高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實現金融和產業的互動協調發

展。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集聚；產業結構；互動發展程度；模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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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在當前國民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一個地區的金融集

聚能力對其產業結構水準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金融集聚

通過融合社會資本，引導資源向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集聚，

解決企業創新和生產擴張所需要的資金，促進產業結構的

調整和重組，從而實現整個產業體系的結構的升級。因此，

不同地區金融集聚能力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長期

以來為我國學者所關注，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范方志、

張立軍、張少林（2003）的研究發現，中西部地區產業

結構水準發展不高，很大程度受到其較低的金融組織水準

的影響[1]。黎平海、王雪（2009）在對廣東省的金融集聚

與產業結構升級關係進行實證檢驗後的結果表明，金融集

聚通過開拓投資融資管道，提高了資金供給水準和配置效

率，推動了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2]。孫晶、李涵碩

（2012）在對2003-2007年中國各省級行政區的統計資

料進行分析後發現，在我國東中西部的產業結構優化的過

程中，金融集聚的貢獻作用年趨上升[3]。楊義武（2013）

基於面板資料多維度分析發現，長江三角洲地區金融集聚

主要通過資本市場影響其產業結構優化 [4]。 

林毅夫（2018）指出，近年來我國金融資源無法配

置到經濟中最效率的部門，導致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產生

了負相關性[5]。在這個大背景下，評價一個地區金融和產

業的協調發展程度，有助於對反思金融集聚是否有效促進

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許多學者運

用金融-產業耦合協調模型，對不同尺度地理區域的金融

集聚和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程度進行了量化研究。陳景森、

高明（2019）採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評級模型和耦合協

調度模型分別對2017年中國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

金融集聚能力、產業集聚能力以及兩者的耦合協調度進行

測算[6]。郭彬、張笑（2018）基於統計資料分析了中國

31個省份2010-2015年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

協調性[7]。戴了（2018）用該模型分析了中國香港近36

年來的金融-產業系統的耦合協調度 [8]。曾繁清、葉德珠

（2017）[9]和吳愛東、劉東閣（2017）[10]也利用模型研

究了不同時期中國的金融-產業耦合協調度。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活躍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擁

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金融

城市，國家高度重視該地區金融發展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為此，本文分析該地區金融集聚

和產業結構互動發展程度，以求對促進金融作用的研究提

供參考。在這種互動發展程度的研究中，金融-產業耦合

協調模型的構建尤為重要。因此，本文在參考以往研究的

金融-產業耦合協調模型的基礎上，對該模型進行改進，

並評價其合理程度以及進一步改進完善的必要性。 

2. 金融-產業耦合協調度模型的構建 

指標體系主要包括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兩個子系統。

第二步，用熵值賦權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第三步，耦

合度模型的構建，最終評價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產

業的耦合協調度，並根據判別標準劃分協調類型。 

2.1. 金融集聚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在構建金融集聚評價指標體系時，主要將該指標

體系分為四個一級指標：規模、效率、結構、活躍度，其

下又分為若干個二級指標。 

在金融體系的規模評價方面，金融產業的產值和就業

人數是常用的衡量金融產業規模的指標，所以採用的兩個

二級指標是金融行業產值比重和金融業就業人口比重。前

者的計算方式為金融產業產值/GDP總量，後者為金融產

業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本文在參考陳景森和高明

（2019）研究的基礎上，新增了兩個新的指標：貸款比

重和存款比重，用以反映這兩種基本的金融行為的占比規

模，計算方式分別為金融機構貸款規模/GDP總量、金融

機構存款規模/GDP總量。 

人力和資本是現代金融業發展的兩大要素，因此金融

體系的效率評價方面，本文選取人均金融業產值和金融業

投入產出比兩個二級指標，計算方式分別為金融產業增加

值/金融產業就業人數和金融產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

完成額。 

在金融體系的結構評價方面，選取了銀行與金融市場

比和存貸比兩個二級指標，計算方式分別為各類貸款總額

/資本形成總額和存款總額/貸款總額。在整個金融-產業指

標體系中只有這兩個指標是逆向指標（其他都是正向），

其數值越小表示情況越好（相對于正項指標越大越好）。

在“金融-產業”系統的發展過程中，企業比較傾向於直

接融資而非間接融資，因此銀行與金融市場比是逆向指標。

存貸比反映資金使用效率，貸款資金比存款資金更有助於

解決產業發展的資金問題，因此是逆向指標。 

在金融體系的活躍度方面，選取了人均金融水準和金

融活躍程度兩個二級指標，計算方式分別為年末存貸款總

額/年末常住人口和年末存貸款總額/地區生產總值。存款

和貸款是常見的金融活動，金融活躍的經濟體居民人均的

存貸款額度較大，金融對經濟的貢獻值較大，相應的存貸

款額度相對GDP的比重就大。 

本文構建的金融集聚評價指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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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 金融集聚評價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計算方式          屬性 

規模 金融行業產值比重 金融產業產值/GDP

總量 

正向 

金融業就業人口比重 金融產業就業人口

數/總就業人口數 

正向 

貸款比重 金融機構貸款規模

/GDP總量 

正向 

存款比重 金融機構存款規模

/GDP總量 

正向 

效率 金融業人均產值 金融產業增加值/

金融產業就業人數 

正向 

金融業投入產出比 金融產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完成

額 

正向 

結構 銀行與金融市場比 各類貸款總額/資

本形成總額 

逆向 

存貸比 存款總額/貸款總

額 

逆向 

活躍度 人均金融水準 年末存貸款總額/

年末常住人口 

正向 

金融活躍程度 年末存貸款總額/

地區生產總值 

正向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2. 產業結構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產業結構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上，本文主要將該指

標體系分為四個一級指標：高質化、合理化、高效化、活

躍度，其下又分為若干個二級指標。 

林柳琳（2019）的研究認為，金融上的創新通過促

進產業結構高質化和合理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金融創

新通過影響技術革新、產業交融和朝陽產業的發展，最終

提升產業附加價值，使得產業結構實現高質化；通過促進

產業在關係和結構方面協調性的提高，使得產業結構實現

合理化 [11]。 

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高新產業的相關指標和R&D經

費在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指標構建中受到重視。因為在香港

和澳門的統計年鑒中，都沒有單獨列出高新產業的相關指

標，因此單獨保留R&D經費占比這一項。對於產業融合程

度的體現，本文參考了韓曉玲和李宏（2019）[12]的研究，

採用赫芬達爾係數分析大灣區各個經濟體的產業融合度，

其運算式為： 

�� � �
�

�
�  

HI值是所有變數值與總體比重的平方和，W指各行業

的總生產產值，Wi表示具體行業的產值。HI的範圍為[0,1]，

結果越接近0，說明產業整體融合度越高，反之結果越接

近1，則說明產業整體融合度越低[12]。根據資料的可獲取

性，選取了8個指標進行分析。W表示各行業的2017年總

產值（GDP總產值），W1表示工業的總產值、W2表示建

築業總產值、W3表示批發和零售業總產值、W4表示交通

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總產值、W5表示住宿和餐飲業總產

值、W6表示金融業總產值、W7表示房地產業總產值。 

在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方面，結合已有的研究，

採用的第一個指標是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現代城市的

產業的合理化發展主要體現在二三產業的發展，其門類和

比重將會隨產業發展逐漸增加。另外參考國內學者張菊偉

和李碧珍（2012）[13]、陳靜毅和萬大娟（2017）[14]的研

究，引入產業結構協調指數反映大灣區各經濟體產業結構

的協調水準。與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並沒有採用三

次產業的分類方法，而是採用上文產業融合度研究中的劃

分的行業分類。主要對大灣區5個經濟體2008-2017年十

年間的協調程度進行定量測量。具體模型如下： 

logY=β0+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β4log

X4+β5logX5+β6logX6+β7logX7+ε 

其中Y代表各個經濟體的GDP總量，X1到X7分別與

上一個模型的W1到W7相對應，β0記為常數項，β1到β7

代表產業產出彈性，ε為隨機干擾項。將中部都市區、東

岸都市區、西岸都市區、香港和澳門作為本經濟體C1，粵

港澳大灣區為參照經濟體C2，對C2進行回歸分析，為消

除存在的異方差，對相關的經濟指標進行自然對數處理，

記為lnx1到lnx7，lnGDP，得到計量經濟模型[14]： 

lnGDP=c+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

β5lnX5+β6lnX6+β7lnX7 

運用Eviews7對上式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lnGDP=1.678+0.085*lnX3+0.159*lnX7+0.234*ln

X1+0.359*lnX6+0.333*lnX5-0.119*lnX4 

其 中 ， R2=0.999820 ， F=2770.702 ，

DW=2.689963。 

以上結果顯示各項指標均通過檢驗，模型對資料的擬

合度很好。根據軟體對多元共線性問題的分析，X2（建

築業）顯著性水準大於0.5（對結果的準確程度產生影響），

所以將其去除。其餘引數因數參與模型的計算。 

將上文所敘述的經濟體C1中的各項引數帶入此函數

種，得到優化產出值Y*。在同一年份比較Y*與Y，計算出

產業協調指數E的結果，運算式為E=Y*/Y。E值越大，代

表產業結構優化的趨勢越明顯，反之表示其正在劣化[13]。 

參考以往研究，在產業結構的衡量指標上還新增了

兩個一級指標：高效化和活躍度。由於統計口徑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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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澳門的統計年鑒沒有細分各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額，

因此在參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調

整後，高效化指標下只保留二三產業的人均產值的指標。

城市的進出口貿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的活躍度，因此

用分別用進口和出口的總額占GDP的比重作為活躍度的

指標。本文構建的產業結構評價指標如下表。 

表表2 產業結構評價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計算方式         屬性 

高質化 R&D經費占比 R&D經費/GDP總量 正向 

產業融合度 赫芬達爾係數 正向 

合理化 二三產業占比 二三產業產值/GDP

總量 

正向 

產業協調指數 根據模型算出 正向 

高效化 投入產出比 GDP總量/固定資產

投資額 

正向 

第二產業人均產值 第二產業增加值/第

二產業就業人口 

正向 

第三產業人均產值 第三產業增加值/第

三產業就業人口 

正向 

活躍度 商品出口額占比 商品出口額/GDP總

量 

正向 

商品進口額占比 商品進口額/GDP總

量 

正向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3. 指標權重的確定 

在構建完成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的評價指標體系以

後，需要對其中的各個指標進行權重的確定。使用熵值法

確定權重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確定資料矩陣。設有m個待評方案，n項評

價指標，形成原始指標資料矩陣（其中Xij為第i個方案第j

個指標的數值）。 

� �

� �

	 	 	

� �



 

    第二步，把已有資料處理成非負數的形式（為了方便

起見，處理後的資料仍然稱為Xij）。對於越大越好和越小

越好的指標，運算式分別如下：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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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計算第j項指標下第i個方案占該指標的比

重。 

� �
�

�
� � � ���� � � 

第四步，計算第 j 項指標的熵值。 

� � � � ��� � � � � ����� 

第五步，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係數。 
� �  

第六步，求權數。 

� � � ���� � � 

最後一步，得出各方案的最後得分。 

� � � ���� � � 

 

2.4. 耦合度模型的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金融-產業耦合協調度模型的構建過

程可分為以下三個步驟。 

第一步，設C為系統耦合度，U1、U2分別代表金融體

系和產業結構子系統綜合序參量，其可通過下式所示方法

計算得出（其中Xij和λij分別表示功效係數和權重係數）
[8]： 

� � � ， � ��  � ��� 

第二步，用U1、 U2求出C的值[8]： 

� � � （� � ）��� � � � 

第三步，最終構造金融-產業協調度模型[9]： 
 � � !

! � �� � "�
 

其中D表示協調度，T為金融-產業的綜合協調指數，

反映金融體系與產業體系的整體發展水準。本文認為金融

和產業子系統在金融-產業協調系統中重要性相當，因此

取a=b=0.5。協調類型和判別標準如下表所示[8]： 

表3  協調類型和判別標準 

協調類型 失調 瀕臨失調 勉強協調 中度協調 高度協調 

協調度值 (0,0.2] (0.2,0.4] (0.4,0.6] (0.6,0.8] (0.8,1] 

（資料來源：戴了.香港金融中心影響力分析[D].遼寧大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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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統計結果分析及存在的不足 

3.1. 大灣區城市的金融-產業協調度分析 

在對大灣區城市的金融-產業協調度數據進行分析後

（圖1）可以看出，2008和2017年大灣區的金融-產業協

調度均未超過0.35，但均高於0.26，處於瀕臨失調的階段。

如圖1，相比於2008年，2017年協調度出現下降的5個城

市中，深圳（-0.0160）、珠海（-0.0124）下降幅度較大。

其餘城市2017年資料均相比2008年有所上升，其中上升

幅度較大的城市有惠州（0.016）、澳門（0.0102）。 

從圖中還可以看出，根據大灣區城市的金融-產業協

調度可以分為幾個等級：協調度較高的城市有香港、澳門、

深圳，協調度均高於0.31；協調度一般的有廣州、東莞、

惠州、珠海，協調度在0.29-0.31；協調度較低的有佛山、

肇慶、江門、中山，協調度均低於0.29。 

 

 
圖1 2008和2017年大灣區城市金融-產業協調度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3.2. 大灣區城市的金融和產業綜合序參量分析 

在對大灣區城市的金融-產業協調度進行分析以後，

還需要對其金融和產業綜合序參量進行分析。分析金融和

產業綜合序參量能夠從另一個視角對研究大灣區的金融

集聚和產業結構互動發展程度提供幫助。 

3.2.1. 金融和產業綜合序參量變化分析 

大灣區城市2017年金融和產業序參量相比於2008

年的變化情況如圖2所示。可以看出，圖中不同城市金融

和產業序參量的變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徵：有的城市金融和

產業序參量都出現增長，有的城市兩者都出現下降，有的

城市則是一增一降。這三者反映出不同城市金融和產業互

動發展程度的不同：有的城市金融集聚水準的提高很好地

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的城市金融集聚水準雖然

有所發展，但是沒有很好地帶動產業結構水準的升級，金

融有脫離產業發展的趨勢；有的城市雖然在產業結構和產

出效率方面實現提升，但金融集聚水準卻出現下降，金融

沒有發揮出對產業升級更大的作用；有的城市金融集聚水

準的下降對產業結構水準下降造成一定的影響。對這幾種

不同特徵的分析也是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分析過程的

重要方面。 

 

 
圖2 2017年大灣區城市金融和產業序參量變化情況（相比2008年）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3.2.2. 金融和產業序參量差距及其變化量分析 

對比分析金融和產業序參量的差距及其變化，對研究

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的互動發展程度同樣很重要。一個城

市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都對整體經濟的發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一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城市，不管屬

於金融主導型或者是產業主導型城市，兩者的發展水準不

會出現較大的差異。 

圖3展示了大灣區2008年和2017年金融和產業序參

量差距的對比分析及其變化量。從圖中可以看出，相比於

2008年，2017年大灣區大部分城市金融和產業序參量的

差距在下降，其中珠海、澳門、深圳等城市下降幅度較大，

金融集聚水準和產業結構水準愈發趨近；而惠州、香港和

東莞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的差距都出現了上升。香

港、東莞在此差距方面一直很大，而惠州則通過大幅度的

上升後來居上，2017年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差距位居大

灣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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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3  2008年和2017年大灣區城市金融和產業序參量對比及其變化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3.3. 已有模型存在的不足及改進的必要性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的金融-產業協調度評價

模型對於反映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的互動發展程度方面

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還有許多未能體現的內容。經過

以上對金融和產業序參量以及金融-產業協調度的分析，

可以看出這種計算方式至少有下列幾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已有的模型對於城市的金融-產業發展協調度

的計算，過分依賴于金融集聚水準和產業集聚水準絕對量

的大小。金融-產業協調度即是通過金融序參量和產業序

參量通過一定的變換計算得出，通過spss分析後可以發現，

金融序參量和產業序參量兩者與金融-產業協調度值的皮

爾遜相關性分別達到0.967和0.926，P值均小於0.001，

處於高度相關的水準。從已有的模型可以推斷出，只要金

融集聚水準和產業結構水準越高，它們之間的協調發展程

度就越高。但真正對於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發展互動研究

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僅僅考慮兩者的絕對水準是不夠的，

還需要考慮除絕對量以外的要素。 

第二，已有模型忽略了時間上的對比變化分析。已有

的研究雖然是基於面板資料的研究，但只是考慮單一層面

金融-產業協調程度在時間上的變化，缺乏對於量上增減

變化的考慮。 

第三，已有模型忽略了單獨對於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

水準的對比分析。在已有的模型中，金融和產業序參量是

構成最終金融-產業協調度值的兩大要素，但對兩者在不

同時間的前後對比、同一時間的橫向對比和量上的增減缺

乏分析。對這些要素的分析可以揭示出金融集聚和產業結

構互動發展過程中一些較深層次的內容。 

4. 評價模型的改進和結果對比分析 

4.1. 評價模型的改進 

綜合以上分析，有必要對已有模型進行改進，增加需

要考慮的要素。 

對已有模型的改進首先在於時間層面的改變。已有的

模型主要是通過對同一時間點不同要素進行轉換計算得

出結果，不涉及不同時間點同一要素的前後對比。新的模

型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這種對比的內容，計算的也

不是單一年份的金融-產業協調度，而是跨年份的金融-產

業互動發展程度。 

對已有模型的改進其次在於評價子系統的劃分。已有

模型把指標體系劃分為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兩個子系統。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在總量上的

水準和其變化情況對評價它們的互動發展程度同樣重要，

因此在新的模型中，把指標體系劃分為總量和變化情況兩

個子系統，計算兩者的互動發展情況，把金融集聚、產業

結構的相關要素以及通過已有模型計算出的金融-產業協

調度作為指標體系構建層面考慮的內容。 

總量子系統中反映了2017年某個城市的金融-產業的

互動發展在總量層面上的達到的水準。主要包括4個要素，

即已有評價模型中2017年的金融集聚序參量、產業結構

序參量及其差距水準，以及原有模型計算出的金融-產業

發展協調度值。 

變化情況子系統反映了某城市2017年的金融集聚和

產業結構水準相對於2008年變化情況的好壞程度。共包

含5個要素：金融序參量的增加量、產業序參量的增加量、

金融-產業協調度的增加量、金融與產業序參量差距水準

的變化、以及變化協調等級。 

基於前面的資料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金融集聚和產業

結構增長情況的對比是研究金融-產業互動變化程度的重

要考慮因素。變化協調等級的主要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級

為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序參量均出現增長，反映金融和產

業共同發展的良好態勢，賦值為1；第二級為金融和產業

序參量一增一減，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呈現出不協調發展

的態勢，賦值為2；第三級為金融和產業序參量均出現下

降，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表現出共同衰退的發展態勢，賦

值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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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計算步驟與原有模型相同，不再贅述。計算後的

結果D記為2017年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改進後的評

價指標體系如下表。 

表表4 改進後的評價指標體系 

子系統 二級指標                  屬性 

總量 金融集聚序參量 正向 

產業結構序參量 正向 

金融-產業序參量差距 逆向 

金融-產業協調度 正向 

變化情況 金融序參量變化量 正向 

產業序參量變化量 正向 

金融-產業協調度變化量 正向 

金融-產業序參量差距變化量 逆向 

變化協調等級 逆向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4.2. 評價結果對比分析 

4.2.1. 基於表格的對比 

從模型改進前後計算結果對比（表5）可以看出，相

比於模型改進前算出的金融-產業協調度，模型改進後計

算出大灣區各城市2017年的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值

分佈更為集中，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異更小。各城市排名

的位次也都發生變化，例如原來排名第3的深圳降到了第

10，位居倒數；排名11的肇慶升到了第6，位居中游。 

表5 改進前後模型計算結果對比 

城市 金融-產業協調度 排名 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 排名 

香港 0.3486 1 0.3173 2 

澳門 0.3199 2 0.3256 1 

中山 0.2891 8 0.2967 7 

珠海 0.2956 7 0.2959 8 

江門 0.2797 10 0.2923 9 

東莞 0.2974 6 0.3039 4 

深圳 0.3158 3 0.2885 10 

惠州 0.2985 5 0.3047 3 

佛山 0.2868 9 0.2816 11 

廣州 0.3009 4 0.3010 5 

肇慶 0.2746 11 0.2988 6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從表6可以看出，改進後的模型各城市在總量序參量

指標的排名上與改進前模型的金融-產業序參量的排名相

差不大，模型改進前後計算結果排名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在於各城市變化情況序參量的高低。例如深圳在總量序參

量和變化情況序參量的排名分別是3和11，後者拉低了深

圳的總得分；肇慶兩個排名分別是11和3，後者拉高了肇

慶的總得分。用excel的correl函數計算後的結果也可以看

出，變化程度序參量與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的相關度

為0.69，高於總量序參量的0.57。由此看出，變化情況序

參量更大程度上影響了最終結果的高低。金融-產業的互

動變化情況的加入和影響，也使得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

度的計算結果更具有信度和效度。 

表6 改進後模型各項變數 

城市 總量序參量 變化情況序參量 金融-產業互動發展度 

香港 0.1145 0.0884 0.3173 

澳門 0.1043 0.1077 0.3256 

中山 0.0857 0.0904 0.2967 

珠海 0.0891 0.0861 0.2959 

江門 0.0812 0.0899 0.2923 

東莞 0.0868 0.0982 0.3039 

深圳 0.1029 0.0673 0.2885 

惠州 0.0822 0.1049 0.3047 

佛山 0.0827 0.0761 0.2816 

廣州 0.0928 0.0885 0.3010 

肇慶 0.0779 0.1024 0.2988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4.2.2. 基於arcgis圖分級對比 

基於arcgis圖的對比使用了arcgis的自然中斷點法對

原有模型計算的大灣區2017年城市金融-產業協調度和

改進後模型計算的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進行分級（圖

4），將結果分為相對很高、相對較高、一般、相對較低、

相對很低。 

從圖4可以看出模型更改前後計算結果的分級情況變

化較大。首先原有模型中金融-產業協調度屬於中低級別

的城市數量較多，高級別只有三個城市；而模型改進後正

好相反，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中高級別的城市較多，

低級別城市只有3個。 

其次，大部分城市的協調級別都發生變化，肇慶上升

兩個等級，廣州、東莞、惠州、江門、中山、澳門都上升

一個等級，深圳和佛山分別下降兩個和一個等級，香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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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的協調級別未發生變化。最後，相比於模型改進前大

灣區東岸城市（港深莞惠）協調度明顯高於大灣區中部城

市（廣佛肇）和西岸城市（澳珠中江），模型改進後的計

算結果在地域分佈上更加均衡，大灣區中部、西岸、東岸

城市間的協調度差距有所縮小。 

 

 

圖圖4  模型改進前後協調度值分級結果對比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由於模型做了改動，計算的大灣區城市2017年金融-

產業互動發展程度的結果分級不採用原來表3的協調類型

和判別標準，而採用圖4利用arcgis自然中斷點法劃分的

相對分級。其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大灣區城市2017年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分級結果 

協調度級別 城市 

相對很高 澳門 

香港 

相對較高 惠州 

東莞 

廣州 

一般 肇慶 

中山 

珠海 

相對較低 江門 

深圳 

相對很低 佛山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從結果來看，澳門、香港作為大灣區重要的金融城市，

其自身金融集聚能力和產業結構水準互動發展較為協調，

對大灣區其他城市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而作為大灣區

被寄予厚望的廣州、深圳表現卻不盡如人意，特別是深圳

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下降幅度較大，其作為區域金融

中心和產業發展引領城市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有所欠缺。而

惠州、東莞近年來產業結構不斷完善，金融集聚能力也有

所發展，表現出金融-產業互動協調發展的態勢。 

5. 結論  

     本文基於對已有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關係文獻的

梳理，利用2008-2017年大灣區各城市統計年鑒的相關資

料，借鑒已有的金融-產業協調評價模型，使用熵值法等

方法，構建出新的金融-產業互動發展程度的評價模型。

總的來看，本文的創新之處有以下兩點： 

第一，在已有金融-產業協調模型的基礎上，對其評

價指標體系進行了豐富。在金融集聚評價指標體系中，增

加了活躍度一級指標評價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在產業結

構評價指標體系中，除了增加活躍度一級指標外評價產業

結構的外向程度以外，更是增加了產業融合度、產業協調

係數等使用統計學模型計算的評價產業結構協調合理程

度的科學指標，進一步增加了已有金融-產業協調模型的

科學性。 

第二，對已有的金融-產業協調模型的進一步改進，

增加了金融-產業互動變化情況這一重要的評價指標子系

統。已有模型計算出的金融-產業協調度更多是對城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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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絕對水準上的評價，並不涉及兩

者水準在不同時間上的前後對比和同一時間的橫向比較。

改進後的模型克服了這一點，使得評價結果更能體現金融

集聚和產業結構水準動態變化的過程和協調發展的程

度。 

在近年來中國整體金融“脫實向虛”的大背景下，研

究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的互動變化程度對提高金融配置

能力，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大灣區城

市間要加強金融和產業協作，發揮重要金融中心的金融集

聚能力，解決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的資金問題，更好

實現大灣區整體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實體經濟的發展，最終

實現金融和產業的互動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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