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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效率評價研究——以廣東省九市為例 

鄧港 

經濟學院，中南民族大學，武漢，中國 

摘要： 首先闡述了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和經濟發展現狀；進而以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為案例，使用因數分析方法和

DEA的BC2模型以及DEA超效率模型對其進行旅遊效率計算，得出區域間旅遊業發展水準存在顯著差異的結論；最後

從提高經濟發展水準、加強對外開放合作、深入開發欠發達地區的旅遊資源、實現區域共同發展等四個角度提出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業發展的建議。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效率、廣東省九市 

1．引言 

目前，繼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之後，粵港

澳大灣區是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另一地區，造成該地區間旅

遊業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發展水準不一

致、地理位置優越程度不一樣、當地的旅遊資源開發利用

程度不同等[1]。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我國參與經濟全球

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此城市群的建設成效能推進實現世界

級城市群目標的完成，它包含廣州、深圳、珠海、中山、

江門、佛山、東莞、惠州、肇慶等9個珠三角城市和澳門、

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等，也是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

遊的重要地帶。此外，更深程度地推動大灣區區域間旅遊

業的共同發展，不僅能提高灣區城市旅遊業發展的品質，

並能有利於國際旅遊形的提升，而推動這些工作順利開展

的來源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聯合會的成立[2]。隨著經

濟全球化的加深，旅遊業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之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各地區旅遊聯繫逐漸

緊密，於是跨區域的旅遊合作應運而生。 “一國兩制、三

個關稅區以及三種法律體系”表明大灣區具有特殊發展

背景，克服這些差異，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促進旅遊生

產要素的跨境流動，進而提高區域間協同發展水準成了當

今亟待解決的問題[3]。當今，我國經濟增長不再依靠經濟

增長速度，而是轉向注重經濟發展的品質，因此旅遊業的

發展更應促進產業轉型發展[4]。大多數區域實施旅遊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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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做法有：促進文化和旅遊結合發展、實現旅遊產業與

其他產業融合、完善旅遊基礎設施、充分開發旅遊資源、

豐富當地旅遊產品類型、加大對外旅遊品牌的塑造與宣傳

等。可是，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地區旅遊經濟發展存在顯著

差異，發達的核心地區之間聯繫更為緊密，然而相對欠發

達地區之間的聯繫稍處於弱勢地位，如何促進兩種地區之

間相互合作，繼而縮小發展差距，成了問題的關鍵[5]。吳

開軍（2019）核算了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企業創新能力，得

出旅遊企業在五個細分行業中的旅遊創新能力差異較為

明顯，劉成昆、陳致遠等（2019）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

競爭力進行評價，並對如何提升大灣區旅遊競爭力提出相

應的建議，龐前聰（2019）研究了珠海如何集聚本地更多

資源併發揮自身優勢，抓住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行等機會，

最後實現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空間協同發展的途徑，

郭旋瑄（2018）探討了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經濟發展的路徑，

提出重視發展非核心城市旅遊。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成

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熱點之一，城市群的崛起有利於社

會公共資源的彙集，從而促成經濟社會發展，也能推動社

會制度改革，最後提升整體區域的共同發展[6]。與此同時，

旅遊發展事業也逐步納入規劃中，但如今關於粵港澳大灣

區旅遊業發展的文獻卻不多，大部分是對其進行定性分析，

而定量分析較少，在下文中，本研究以廣東省九個珠三角

城市為對象進行旅遊效率評價研究，著重關注如何使經濟

相對落後的城市追趕上大灣區的發達地區，最終促成旅遊

協同發展，最終縮小發展間差距。 

22．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經濟發展現狀 

����以下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業發展

情況與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情況。兩部分內容由於各

地區統計年鑒某些年份缺失以及部分久遠年份數據不太

具備代表性，故根據各地區統計年鑒實際情況，進而選

取有代表性的年份進行說明，具體論述如下。�

2.1．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業發展情況 

�����此部分包含：2009-2018年廣東省旅遊業發展情況、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的旅遊業發展狀況、2013

年和2016-201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業旅遊指標的具

體情況、2008年和2013-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旅

遊指標的具體分析。�

2.1.1．廣東省國內旅遊收入逐漸增加 

由表1可知，2009-2018年十年間廣東省的國內旅遊

收入呈現上升趨勢，2018年廣東省國內旅遊收入數額為

13610.66億元，是2009年數額3133.61億元的4.34倍，

而廣東省國內旅遊收入占全國國內旅遊收入的比例一直

都不低。 

表1 2009-2018年全國旅遊收入、廣東省旅遊收入及廣東占比情況。�

時間 國內旅遊業收入（億元） 

廣東省國內旅遊收入 全國國內旅遊收入 廣東占比 

2018 13610.66 51278.3 26.54% 

2017 11994.79 45660.8 26.26% 

2016 10433.81 39390.0 26.48% 

2015 9080.76 34195.1 26.55% 

2014 7850.57 30311.9 25.89% 

2013 6716.69 26276.1 25.56% 

2012 5794.74 22706.2 25.52% 

2011 4835.26 19305.4 25.04% 

2010 3809.44 12579.8 30.28% 

2009 3133.61 10183.7 30.77% 

數據來源：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年度數據 

2.1.2  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業發展趨勢良好 

由表2可得出，珠三角九市在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

旅遊業收入、賓館酒店三項指標中的比重分別為：56%、

67%、58%，證明珠三角九個城市旅遊業發展在廣東省內

占比較高。2018年廣州市在九市中的接待過夜旅遊者人

數、旅遊業收入、賓館酒店都是最高數額，關於接待過夜

旅遊者和旅遊業收入，深圳市排名第二，而賓館酒店數量

東莞市排名第二。2018年，廣州市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為

6532.55萬人次，是肇慶市的約4.76倍；同年廣州市旅遊

業收入為4008.19億元，是中山市的13.62倍；同年廣州

市賓館酒店數量為3189個，是佛山市的約6.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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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2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相關旅遊指標的具體情況。 

地點 旅遊指標 

接待過夜旅遊

者人數（萬人

次） 

旅遊業收入（億

元） 

賓館酒店（個） 

廣東省 49000.85 13610.66 17086 

廣州 6532.55 4008.19 3189 

深圳 6404.99 1609.31 772 

珠海 2452.62 466.16 591 

佛山 1695.31 809.14 465 

惠州 2693.32 500.36 973 

東莞 2186.46 529.37 1476 

中山 1412.18 294.10 595 

江門 2709.62 586.84 918 

肇慶 1371.22 322.99 1012 

數據來源：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年度數據 

2.1.3．澳門旅遊業發展趨勢良好 

由表3可知，2018年澳門旅遊總消費數額為69687百

萬澳元，是2013年59541百萬澳元的約1.17倍，2018年

澳門入境旅客總數為35803.7千人次，為2013年

29324.8百萬澳元的約1.22倍，2018年澳門星級酒店數

量為116家，是2013年98家的約1.18倍。由此之外，近年

來澳門旅遊總消費、入境旅客總數、星級酒店數量都是呈

現增長趨勢。 

表3 2013、2016-2018年澳門相關旅遊指標的具體情況。 

時間 旅遊指標 

旅 遊 總 消 費

（百萬 澳門

元） 

入境旅客總數

（千人次） 

星級酒店數量

（家） 

2018 69687 35803.7 116 

2017 61324 32610.5 111 

2016 52662 30950.3 107 

2013 59541 29324.8 98 

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澳門統計年鑒 

2.1.4．香港旅遊業相關指標情況 

由表4可得出，2008-2018年間香港的訪港遊客總

數、過夜旅客及不過夜旅客的境內消費開支、星級酒店

數量都是呈現增長趨勢。2018年香港訪港旅客總數為

65148千人次，為2008年29507千人次的約2.2倍；

2018年香港過夜旅客及不過夜旅客的境內消費開支為

272312百萬元，是2008年112423百萬元的約2.42

倍；2018年香港星級酒店數量為291家，是2008年149

家的約1.95倍。 

表4 2008、2013-2018年香港相關旅遊指標的具體情況。 

時間 旅遊指標 

訪港旅客總數

（千人次） 

過夜旅客及不

過夜旅客的境

內消費開支（百

萬元） 

星級酒店數量

（家） 

2018 65148 272312 291 

2017 58472 242434 277 

2016 56655 238879 263 

2015 59308 271523 253 

2014 60839 300792 244 

2013 54299 276482 225 

2008 29507 112423 149 

數據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年香港統計年刊 

2.2．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情況 

����本部分包含：2010-2018年廣東省經濟指標例如地

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

九個城市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003年和

2013以及2016-201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本地生產總值

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2008年和2013-2018年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本地生產總值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情

況。 

2.2.1. 廣東省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 

由圖1可得出，2010-2018年九年間廣東省的地區

生產總值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都是呈現上升趨勢的。

2018年廣東省的地區生產總值為97277.77億元，是

2010年46013.06的2.11倍，2018年廣東省的人均地區

生產總值為每人86412元，為2010年每人44736元的

1.9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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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年度數據 

圖圖1 2010-2018年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情況。 

2.2.2.  廣東省珠三角九市之間經濟發展呈現差異性 

由圖2可得出，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的地區生

產總值的排名依次為：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惠州>中山

>珠海>江門>肇慶。2018年深圳市的地區生產總值為

24221.98億元，為肇慶2201.8億元的11倍。 

 
數據來源：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年度數據 

圖2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地區生產總值情況。 

      

由圖3可得出，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的人均地

區生產總值的排名依次為：深圳>珠海>廣州>佛山>中山>

東莞>惠州>江門>肇慶。2018年深圳市的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數額在九市里排名最高，為每人189568元，是肇慶

每人53267元的約3.55倍。 

 
數據來源：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年度數據 

圖3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情況。 

2.2.3.  澳門經濟發展呈現逐步上升趨勢 

由圖4可得出，2008年、2013年、2016-2018年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本地生產總值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大體

上呈現上升的趨勢，表明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勢頭

良好，201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地生產總值為666893

百萬澳門元，為2008年312149百萬澳門元的約2.13

倍，201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每人

440316澳門元，為2008年每人167760澳門元的2.62

倍。 

 
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澳門統計年鑒�

圖4 2008、2013、2016-2018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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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香港經濟發展現狀 

由圖5可得出，2008年、2013-2018年間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本地生產總值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

值都是呈現增長趨勢的。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本地

生產總值為2842883百萬元，是2008年1707487百萬

元的1.66倍，201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按人口平均計算

的本地生產總值為每人381544元，是2008年每人

245406元的約1.55倍。 

 
數據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年香港統計年刊 

圖5 2008、2013-2018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

生產情況。 

3．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

遊業發展的實證分析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中一些相對欠發達地區位於廣東

省，故選取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作為計量實證分析對

象，測算九市的旅遊發展情況，進而更方便得出共同發

展的結論與舉措。 

3.1  因數分析方法 

影響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廣東省九個珠三角城市旅遊

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在這裏選取2018年廣東省九個城市

的賓館酒店數量(X1)、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X2)、旅行社

組團出境遊人數(X3)、旅遊業收入(X4)、國際旅遊外匯收

入（X5）、地區生產總值(X6)、旅客周轉量（X7）、通車

里程（X8）、就業人員年末人數（X9）等九個指標來進行

因數分析。 

選用因數分析法可以快速得出公共因數，減少問題的

複雜度，符合研究的要求。 

降維是因數分析法的主要思想，將研究的複雜性進

行簡化。數學公式為矩陣：X=AF+B,即： 

x1=α � �α � �α � � α � �β   (1) 

x2=α � �α � �α � � α � �β   

(2) 

x3=α � �α � �α � � α � �β   

(3) 

⋯⋯ 

xp=α � �α � �α � � α � �β   

(4) 

      

3.1.1 數據來源以及指標選取 

此部分研究數據來源於廣東縣市統計資料庫裏的年

度數據，指標選取如下表所示。 

表5 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經濟數據指標。 

指標序號 指標要素層 

經濟發展指標 交通基礎設施指

標 

旅遊指標 

1 地區生產總值

（億元） 

通車里程（公里） 賓館酒店數量

（個） 

2 就業人員年末人

數（萬人） 

 接待過夜旅遊者

人數（萬人次） 

3   旅行社組團出境

遊人數（人） 

4   旅遊業收入（億

元） 

5   國際旅遊外匯收

入（萬美元） 

6   旅客周轉量（億

人公里） 

3.1.2  實證分析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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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

旅遊經濟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再使用SPSS25對其進行

因數分析，以下為因數分析方法的實證結果。由圖6可得

出，賓館酒店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88.2%，接待過夜

旅遊者人數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88%，旅行社組團出

境遊人數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73.2%，旅遊業收入變

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98.1%，國際旅遊外匯收入變數能

被解釋的比例為98.3%，地區生產總值變數能被解釋的

比例為95.1%，旅客周轉量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

97.6%，通車里程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80.7%，就業人

員年末人數變數能被解釋的比例為82.5%，有四個變數

能被解釋的比例大於95%，還有四個變數能被解釋的比

例大於80%，說明絕大多數指標能被提取的不錯，原始

變數能被公因數解釋的比例是較高的。 

公公因數方差 

 初始 提取 

Zscore(賓館酒店（個）) 1.000 .882 

Zscore(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萬

人次）) 

1.000 .880 

Zscore(旅行社組團出境遊人數

（人）) 

1.000 .732 

Zscore(旅遊業收入（億元）) 1.000 .981 

Zscore(國際旅遊外匯收入（萬美

元）) 

1.000 .983 

Zscore(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1.000 .951 

Zscore(旅客周轉量（億人公里）) 1.000 .976 

Zscore(通車里程（公里）) 1.000 .807 

Zscore(就業人員年末人數（萬

人）) 

1.000 .825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圖圖6 公因數方差情況。 

由圖7旋轉載荷平方和那一欄可得出，根據特徵值大

於1的原則選取了2個公因數即賓館酒店數量以及接待過

夜旅遊者人數，這兩個公因數可以將變數表達到

89.079%，大於85%，說明表達效果可以，值得進行研

究。同時，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業的發展應該重視賓

館酒店數量和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賓館酒店數量反映

一個城市旅遊接待力水準。而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直接

體現了來訪遊客數量。 

總方差解釋 

成

分 

初始特徵值 提取載荷平方和 旋轉載荷平方和 

總計 方差

百分

比 

累

積 

% 

總

計 

方差

百分

比 

累

積 

% 

總

計 

方差

百分

比 

累

積 

% 

1 6.60

8 

73.4

25 

73.

42

5 

6.6

08 

73.4

25 

73.

42

5 

6.4

74 

71.9

37 

71.

93

7 

2 1.40

9 

15.6

53 

89.

07

9 

1.4

09 

15.6

53 

89.

07

9 

1.5

43 

17.1

42 

89.

07

9 

3 .591 6.56

2 

95.

64

1 

      

4 .202 2.25

0 

97.

89

0 

      

5 .172 1.91

1 

99.

80

2 

      

6 .010 .111 99.

91

3 

      

7 .007 .077 99.

99

0 

      

8 .001 .010 10

0.0

00 

      

9 -

5.60

4E-

17 

-

6.22

7E-

16 

10

0.0

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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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7 總方差解釋。 

����由表6可得出，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的綜合得分以

及排名，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位於前三名，廣州得

分最高，深圳排名第二名；佛山、惠州、東莞等城市的

得分屬於中間等級，中山、江門、肇慶等城市屬於排後

等級，而肇慶綜合得分最低。綜上所述，說明了粵港澳

大灣區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的旅遊發展能力存在顯著

的差異，區域間旅遊發展水準不平衡。�

表6 主因子及綜合得分 

序號 地點          綜合得分        排名 

1 廣州 1.79 第一名 

2 深圳 0.97 第二名 

3 珠海 -0.39 第三名 

4 佛山 -0.12 第四名 

5 惠州 -0.45 第五名 

6 東莞 -0.11 第六名 

7 中山 -0.58 第七名 

8 江門 -0.4 第八名 

9 肇慶 -0.71 第九名 

3.2  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效率的評價 

���此部分採用DEA投入導向的BC2模型和同樣以投入為

導向的超效率方法計算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效率。 

3.2.1 數據及指標選取 

本研究使用數據包絡分析法中以投入為導向的BC2

模型分析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的旅遊發展效率。BC2

數學公式如下所示（為各DMU的純技術效率值）：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DEA投入與產出指標選擇數量原則，在這裏選取

2018年廣東省九個城市的賓館酒店數量(X1)、旅客周轉

量（X2）這兩個指標為投入變數，而接待過夜旅遊者人數

(Y1)、旅遊業收入(Y2)這兩個指標為產出變數來進行旅遊

效率計算。 在運用DEA模型計算廣東省珠三角九市的旅

遊效率時，所用指標要滿足關聯性。用SPSS25軟體進行

Pearson相關性檢驗，所得結果是產出指標Y1與兩個投入

指標X1、X2的相關性係數分別為0.605、0.888，產出指

標Y2與兩個投入指標X1、X2的相關性係數分別為0.861、

0.990，說明樣本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之間符合相關性的

研究要求。 

3.2.2 旅遊效率評價 

����隨後使用Deap2.1對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珠三角九

市的旅遊效率進行計算，最後得到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

九市的綜合效率crste、技術效率vrste、規模效率scale以

及規模報酬遞增或遞減情況。綜合效率是指旅遊業中旅

遊生產資源的投入與其產出效率之比，它同時由技術效

率和規模效率決定；技術效率是指在一定程度的投入和

產出組合下，實現最大產出或最小投入的能力；規模效

率數值等於綜合效率值與技術效率值相除。 

由表7可得出，同時達到DEA有效（綜合效率、技術

效率、規模效率同時為1）的城市有：廣州、佛山、惠

州、東莞、江門、肇慶，規模報酬遞增的城市有：珠海

和中山，規模報酬遞減的城市有深圳，其餘城市均為規

模報酬不變。從平均值來看，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綜合

效率。珠三角九市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數

值均保持在較高的水準，表明其對旅遊資源投入的利用

程度較高，產生的效益較為明顯。珠三角九市旅遊效率

的分佈格局是：整體呈現首尾兩端城市效益較大而中間

城市效益相對較小的特點。 

 

 

 

 

�

� �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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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7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效率計算結果。 

地點 旅遊效率 

綜合技術效率 純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廣州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深圳 0.814 1.000 0.814（規模報

酬遞減） 

珠海 0.942 0.978 0.963（規模報

酬遞增） 

佛山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惠州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東莞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中山 0.818 1.000 0.818（規模報

酬遞增） 

江門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肇慶 1.000 1.000 1.000（規模報

酬不變） 

平 均 值

mean 

0.953 0.998 0.955 

�����由於廣州、佛山、惠州、東莞、江門、肇慶的綜合

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同時為1，達到DEA有

效，因而無法對這幾個珠三角城市進行有效排序，進而

無法比較在同一有效前沿面的城市旅遊發展效率的變化

情況。�

3.3 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發展的超效率分析 

進一步採用投入導向的超效率DEA的BCC-I模型對各

城市進行重新評估，此模型克服了BC2模型無法對多個

決策元素作出更深層次評估和對比的不足。應用DEA-

Solver-pro8.0計算得到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旅

遊發展的超效率值。 

由表8所示可得出，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

超效率平均值約為1.442，證明九市旅遊超效率近年來處

於較高水準。將九個城市分為三大部 旅遊超效率最

高地區（廣州、深圳、珠海），此區域的旅遊超效率平

均值為2.020；旅遊超效率中等地區（中山、江門、肇

慶），此區域的旅遊超效率平均值為1.332；旅遊超效率

相對較低地區（佛山、惠州、東莞），此地區的旅遊超

效率平均值為0.975。 

表8 2018年廣東省珠三角九市旅遊超效率計算結果 

地點 旅遊超效率計算結果 

得分 排名 三個城市平

均值 

廣州 1 6 2.020 

深圳 4.025 1 

珠海 1.035 5 

佛山 1.387 3 0.975 

惠州 0.834 7 

東莞 0.704 9 

中山 1.346 4 1.332 

江門 0.794 8 

肇慶 1.858 2 

平均值 1.442  

4．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廣東省珠三角九個城市

的旅遊發展水準是存在差異的，發展並不十分平衡，尤

其是中山、江門、肇慶等相對欠發達的非核心地區，更

需要政策扶持；而廣州、深圳等發達地區旅遊業發展水

準已經趨向成熟。 

第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相對欠發達城

市比如中山、江門、肇慶等應該致力於經濟發展水準的

提高。當今，我國關於經濟發展的規劃越來越注重發展

品質而不是純粹的速度，在此背景下廣東省經濟增長速

度也逐漸慢下來，從而旅遊產業對消費的影響作用逐漸

加深[7]。在追求經濟發展高質量的前提下，要進一步完善

核心發達城市的功能，進而帶動周邊欠發達區域的共同

發展，例如完善廣州、深圳等地區經濟中心、商貿中

心、文化教育中心、旅遊集散中心等城市功能，加快推

進旅遊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吸引外來投資支持各大工

程專案的進行，進而發揮發達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進

一步兼顧肇慶、江門、中山等相對弱勢地區。 

第二，相較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具

有特殊的發展背景：三種貨幣、兩種政治制度、三個關

稅區、四種文化、五個特區，因此大灣區應該加深對外

開放程度，加強旅遊經濟層面上的國際合作和對外宣傳
[8]。深化國際旅遊交流合作，努力開闢國際新旅遊市場，

比如舉辦國際性的跨境文化節慶活動、會展商務旅遊活

動、提升文化旅遊品味等。運用港澳與廣東省內地城市

地理位置相近的地緣優勢，打通國際旅遊通道，加強對

外文化交流；同時簡化遊客出入境手續、促進旅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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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入股、實現先進旅遊技術的交換等。發揮線上線下

多種宣傳管道，使用報紙、廣播、網路、電視、新媒體

等媒介，擴大國內旅遊影響力；拓寬旅遊電商宣傳管

道，與攜程網、途牛網、Google等開展“旅遊+互聯網”

合作，線下推廣灣區旅遊品牌，豐富旅遊資訊，線上打

造灣區智慧旅遊平臺，編制灣區旅遊大數據報告，完善

旅遊資訊服務等。除此之外，努力實現文化上的求同存

異，包容文化差異性，比如舉辦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國

際旅遊節等。 

第三，重視經濟欠發達區域的旅遊資源開發利用，

盡可能地發揮其不同於發達城市的歷史文化優勢[9]。對

不同特點城市採取不同的旅遊政策，例如香港、惠州、

深圳具備優秀海濱資源，應適度開發海濱旅遊；中山為

名人孫中山故居地，應開發歷史文化旅遊；針對經濟薄

弱的粵西等地農村，可積極開展鄉村旅遊，舉辦農家樂

活動，打造農家樂一條街，打造鄉村旅遊度假村，進行

旅遊大開發例如開發民宿旅遊，增加旅遊基礎設施，擴

大旅遊吸引力；以及注重當地生態資源開發，發展生態

旅遊等。 

第四，大灣區發展旅遊應堅持區域一體化原則，[10]

香港和澳門兩地與國內珠三角城市產業互補性強[11]，應

創新旅遊合作形式，實現共同發展，促進旅遊生產要素

的流動、優秀人才的交換、商業合作、旅遊分工等，繼

而提升旅遊發展的效率[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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