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经济社会形态中袁城市群已经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袁也是区域治理的基础遥 城市群的

范围可以是在一个完整行政区域内袁更多的则是跨

行政区域存在遥 从世界范围来看袁城市群的建立和

发展往往会打破旧有的行政区划和公共权力资源

配置体系袁这种发展过程在开始时大多是被资源要

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发展所推动袁然而在发展到一

定阶段就会遇到公共品供给的瓶颈袁会阻碍进一步

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遥由点到面的城市群发展往往会

带来区域内各个政府之间的协调治理难题,在公共

交通尧基础设施尧环境保护尧教育医疗服务等各个方

面都会面临协调困境袁这时将不得不诉诸于共同的

上级政府袁甚至是中央政府来最后解决有关的政策

协调问题遥 更极端的情况则是将行政区域重新划

分尧合并或者建立覆盖城市群区域的新的更大的政

府来解决协调问题[1]遥 这些强调通过结构性调整加

强中心城市政府的支配权的传统区域主义理念袁最
后导致了更多的政府层级和更复杂的纵向科层架

构[2]遥
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从 2017 年

全国两会开始逐渐升温尧成型袁直至在中央政府层

面发布国家顶层设计规划袁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的

区位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建设大湾区 野美好生活

圈冶的紧迫性遥 大湾区已经具备极其强劲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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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础袁然而由于三地独特的体制差异要要要三个独

立关税区[3]以及不同的法律体系尧货币制度甚至社

会制度袁大湾区的区域平衡尧产业协调尧要素流动以

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受到阻碍遥大湾区更无法在

三地之上设置新的统一的地方政府遥 野一个大都市

区袁一个政府冶这样典型的有助于降低区域碎片化

程度的传统区域主义理论并不合适粤港澳大湾区

的进一步发展遥 正因为这些极其特殊的区域特质袁
主要依赖政府或者市场主体来推进大湾区一体化

是不可能的遥因此袁强调以多中心治理尧政策相关主

体之间的合作尧增强区域内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新区

域主义成为了解决区域公共品供给协作难题的理

论支撑[4]渊P85-86冤遥

一尧新区域主义理论与粤港澳
大湾区公共品供给协同治理

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理论有共同的基

础袁都通过对城市群治理发挥作用和影响来发展各

自的理论遥 但是两者的区别更大袁在对区域治理的

实践逻辑上两者没有很多理论的传承袁新区域主义

更是一种全新的理论遥传统区域主义更注重上级对

下级的管理和指导袁主要通过在不同级别政府间重

新设立机构来进行管理遥新区域主义则强调由各区

域成员为了共同利益自发组成的某种区域结盟袁管
理形式相对松散袁但重视野国家-市场-社会冶构成

的多元行为主体[5]遥 新区域主义理论主要用来解决

垂直大都市政府体系无法有效运作的城市群区域

协调发展以及区域竞争力培育等问题[6]遥 传统区域

主义把政府作为绝对主体力量来进行对城市的统

治袁试图从宏观结构的角度解决城市问题曰而新区

域主义明显鼓励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尧参与机制的综

合性袁内容涵盖政府管理尧市场调节以及复杂的社

会网络结构遥 相对于传统区域主义袁新区域主义强

调跨部门而非单一部门的治理袁强调平等主体之间

的协作而非上下级之间的协调袁更加注重吸纳各层

政府尧私人部门尧非营利组织甚至个人参与区域治

理和协作[7]遥随着城镇化普及率快速提高袁城市群发

展趋势意味着很难再创造出覆盖范围广大的垂直

大都市政府袁不断扩张的城市群政府之间的协作管

理和治理系统的更加完善袁成为大都市群发展的核

心问题遥
公共品供给的协作机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一

体化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遥只有通过公共品的

协作供给袁 提升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袁才
能让资金尧人才尧科技等要素在大湾区实现充分流

动并发挥最大效用[8]遥 内地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主

要由政府承担责任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与行政管理

类似的垂直体系曰而港澳地区则明显由社会更多参

与供给袁更具扁平化的机制倾向遥 三地的差异集中

反映了传统区域主义与新区域主义关于科层制与

协作治理的区别遥 香港尧澳门回归以后运用 CEPA
协议加强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使得三地具备多边谈

判的基础和经验袁特别是在与公共品供给高度相关

的服务贸易协作领域袁港澳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

托非政府组织尧企业尧个人等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袁这
对于大湾区的融合和提高公共参与程度是很好的

经验[4]渊P107-109冤遥 特别是在诸如法律尧财务尧医护尧
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资质标准认可方面袁应该率先建

立区域内的协作认可机制袁解决多元利益相关者在

治理主体结构中的缺位问题[9]遥中央政府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发布了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曳袁提
出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袁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

流合作袁通过双向区域开放袁探索协同发展新模式遥
三地政府尧民间组织和私人部门之间联盟性质的协

作将加大加深遥 多种政策相关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尧
谈判的治理行动可以在新区域主义对大都市区治

理的理论下开展遥
新区域主义强调治理而非垂直政府体系本身[10]遥

这种治理理念强调区域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可

以通过区域内各级不同政府部门或者社会机构间

的灵活协作来达到其最佳配置袁或是由区域内不同

机构自愿参与组成协调管理委员会来统筹规划区

域内各项事务遥 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地政府很难通

过单一垂直体系来对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指挥遥
大湾区作为不同尺度的制度尧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和文

化的综合功能空间袁已经超越了自然地理概念上的

空间袁很多政策只能通过协作治理的手段来进行推

动[11]遥 从公共品供给效率的角度来看袁比新区域主

义更早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已经形成广泛共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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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大而全都市政府并没有给公共服务带来更

高的效率或者更多的效能[12]遥 在珠三角区域袁地方

政府主导的粤港澳区域合作袁具有较为浓厚的野计
划导向冶特征遥与之对比袁港澳的区域一体化更多纳

入了市场和社会的意愿遥 同时袁港澳特区政府在相

当程度上没有跳出通过中央政府获利的传统思维袁
彼此间动力不一致遥粤港澳区域一体化显然面临着

野政府主导版本冶与野区域治理版本冶难以兼容的合

作困境[13]遥 这些现实的困境只能通过新区域主义的

协作治理原则来解决遥
公共品供给是非常软性的公共资源投入与整

合的过程袁很难用类似资本效用的标准来计算成本

与效益袁以供决策者判断投入程度遥 公共品供给的

协作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粤港澳三地的社会资本

水平袁而这也正是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基础遥 新区域

主义试图解决从区域性结构主义到以跨部门渊公共

部门尧私营部门和野第三部门冶冤联盟为特征的区域

治理问题袁这一转变必须建立在强化政府与公民社

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14]遥 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基础

之一便是建立牢固的区域认同意识和区域合作意

识袁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区域治理才能组织政

治机构和民众机构并赋予其活力袁合力解决公共政

策方面的缺陷遥区域协作的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区域

的社会凝聚力尧经济凝聚力尧政治凝聚力以及组织

凝聚力的长久保持遥最终这种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强

大的社会资本将会支持区域治理网络的集体认识尧
行动与反应能力[4]渊P66-70冤遥

发达的社会信任关系无疑有助于城市区域的

发展遥 城市区域理论认为袁如果一个区域的社会关

系和信任模式能够有利于合作与竞争间的平衡袁有
利于区域公共物品的生产和长期投资袁那么这个区

域便能够将其区位的比较优势袁转变为全球的竞争

优势[15]遥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袁粤港澳大湾区三

地的社会信任问题是整个区域协作治理的最大困

境遥 港澳社会经历了相当长的野大社会尧小政府冶治
理历史袁对于跨区域的协作战略袁港澳社会的配合

度未必和内地政府一样积极袁一是中国港澳特区的

部分行政权力受制于立法机关的牵制曰二是港澳社

会的很多规则的裁判者并非政府袁而是具有较强社

会组织能力的行业协会尧非营利性组织遥 这些部门

长期以来在港澳社会形成的自治约束规则袁在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的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将会非常大袁然
而这些组织和内地的政府部门尧公民社会尧私人部

门之间的信任关系目前并不是很好袁三地利益多元

协调难度很大袁港澳社会向中央政府要求政策红利

的发展思维并无多大改变袁对于基于区域信任为基

础的融合发展兴趣甚小遥这一难题需要通过新区域

主义的城市联盟协作治理实践来加以解决遥

二尧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品供给的
协同治理路径

在新区域主义理论视角下袁探索公共品供给的

协同治理路径将会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形成

基础保障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各个城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都很高袁 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都较为理想袁
但是单就经济整合尧野前店后厂冶的对接式协调模式

合作空间已经很窄[16]遥 而目前中央政府提出粤港澳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概念袁更多地是着眼于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袁从提高区域社会资本的角度

来看待大湾区的长久发展[17]遥 当今世界区域竞争的

核心是人才的流向袁而人才持续流入取决于区域内

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以及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遥要解

决这样的基础性体制融合的难题袁就必须迫使三地

政府和社会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加大协同治理的力

度袁增强区域的发展规划尧财政税收尧教育科技尧医
疗卫生尧 养老健康等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协作能力袁
提高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遥具体的协同治理探索

应该既有顶层设计规划袁又解决重要瓶颈问题遥 协

同治理的最后政策落脚点应当聚焦增强人才资源

等重要发展要素的流通便利性袁以提升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融合度遥

渊一冤区域联合规划的协同是大湾区发展的顶

层设计

区域规划是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必要途径遥
由于科技水平的长足进步袁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的投

入资源成本巨大袁且设施复原难度较大袁现代城市

群发展的区际空间整合尧产业协调发展统一规划是

区域协同治理的基础性安排[18]遥 虽然于 1998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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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开始建立了粤港尧粤澳高层会晤制度袁但是

由于体制原因袁香港尧澳门一直没有三地协同发展

的具体规划遥这是回归以来港澳在融入内地发展方

面做得不够好的重要原因之一遥考虑到三地的体制

差异因素袁大湾区区域内的规划协同可以应用新区

域主义理论下的区域同盟或者城市同盟模式袁避免

走到管理太多实际事务的旧区域主义老路上去遥城
市同盟是基于非正式网络以及正式关系的同盟袁这
种同盟关系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关系基础上袁通过共

同获取信息从而有效处理一些合作的重大问题[19]遥
在三地融合日益加深的趋势下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联合规划机构迫在眉睫遥区域规划可以重点关

注跨界区域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袁 加强在城市规

划尧基础设施尧口岸通关尧公共服务尧产业布局尧生态

环境等方面的统筹安排袁避免资源浪费袁增强区域

公共品供给的水平和效率遥
大湾区应在保留高层会晤制度和已有的专门

领域的合作小组的基础上袁增设有国务院领导和诸

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参与的中央尧粤尧港尧
澳四方联席规划顶层设计委员会[20]遥 联席规划委员

会要针对区域内跨界合作的广州南沙自贸区尧深圳

前海自贸区尧珠海横琴自贸区尧落马洲河套地区尧珠
澳跨境工业区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尧 产业合作袁
以及东莞尧佛山尧江门尧惠州尧中山尧肇庆等地区的基

础设施功能对接等问题提出前瞻性设计袁打破各自

为政的城市规划体系袁这样袁一方面可避免产业的

恶性竞争袁 另一方面可以提前布局产业分工协作袁
强化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袁增强区域对周

边的辐射效应遥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跨不同制度边界

的空间协调规划是非常独特的袁面对将大湾区打造

成具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的经

济增长极袁更加需要加强区域的联合规划能力遥

渊二冤探索特区租管地作为区域融合的重要法

律手段

国家在 2019 年初公布了 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曳袁叶纲要曳 在第三节战略定位部分明确提

出建设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遥其主要依托粤

港澳良好的合作基础袁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尧广州南

沙尧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作用袁探索协调协同

发展新模式袁 深化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全面务实合

作袁促进人员尧物资尧资金尧信息便捷有序流动袁为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新动能袁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

合作提供示范遥这一重要的战略定位其实着眼于国

家区域长远发展的设想袁 重在借鉴港澳的体制优

势袁为广东以及更广大的内地区域发展服务遥 这是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可

行路径袁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授权为前提袁用
野租赁冶和野管辖冶双重法律属性实现大湾区三地政

府的协同治理袁这一制度创新模式可以更好地将港

澳的社会体制优势引入内地袁提升大湾区整体的平

台作用[21]遥
特区租管地不改变国有土地的使用性质袁不改

变土地用途袁并且是有偿使用遥 但是租管地受港澳

法律的管辖袁可以非常便捷地引进港澳的公共品供

给机制遥目前已经在使用的特区租管地主要有澳门

特区新边检大楼及配套设施尧深圳湾口岸和澳门大

学横琴校区袁大湾区要在以上特区租管地经验的基

础上扩大租管地的协同治理范围袁为国内企业在租

管地适应国际规则和监管体制提供条件遥可以通过

广州南沙尧深圳前海尧珠海横琴等自贸区与港澳合

作扩大租管地试点袁由政府尧市民社会和企业公司

共同构成新的治理格局曰符合新区域主义的协同治

理理念袁而未滋生更多的政府层级[22]遥 粤港澳大湾

区地处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交汇地带袁对外贸易和科

技创新平台贡献显著遥 2019 年 10 月 26 日袁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

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曳袁 这是最新一次

以特区租管地的形式加大澳门融入内地发展的力

度袁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尧促进要素便捷流动

具有重大意义遥特区租管地需要在目前已经运作的

几个点的基础上实现更广阔的协同治理袁要着眼国

际规则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袁 率先在广州南沙尧
深圳前海尧 珠海横琴自贸区进行试点进而推广袁将
港澳社会优越的信用监管体系尧专业认证及仲裁机

制尧政府服务流程及效率尧金融支持实业发展尧专业

的法律服务等营商环境普及到整个区域袁经过长期

培育袁实现大湾区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尧打造全球经

济增长极的目标[23]遥 在此基础上袁可合作共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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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国际规则的特区袁从而为国家在野一带一路冶倡
议和国际经济治理中增加更多的话语权遥

渊三冤以平行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大湾区吸纳优

质人力资源的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要保持长久的核心竞争力袁必须

要吸引到足够的全球人才生活尧工作在该区域遥 然

而大湾区由于体制尧边界等原因袁人力资源要素的

流动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遥 不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尧
不同的边境通行政策尧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袁导致

人才无法在整个大湾区充分流动袁这与国家规划大

湾区协同发展的战略是不相符的袁对大湾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袁对于有志于通过大湾区打

开内地就业市场的港澳以及全球专业人才也有很

大的负面影响遥 这其中袁跨境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体

系最难协调一致袁 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无法流动袁
即所谓的野社会保障可携性冶难题[24]遥 内地政策不允

许中断养老金缴交袁而且对于身份转变之后的养老

金无法连续曰港澳地区目前无退休金制度袁对内地

的人员也没有吸引力遥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通

例还是主要由政府作为重要支撑袁因此建议由粤港

澳三地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袁建立固定的政府区域

养老协作基金袁 让跨境就业者以及企业单位投保袁
方便大湾区内劳动力自由迁移袁 实现一体化目标

渊见图 1冤遥 这一社会保障基金与目前粤港澳三地各

自实行的保障体系平行而不互相干扰袁甚至可以双

重缴纳袁允许断缴之后续保袁这样就能真正实现政

府和企业以及个人在区域公共品供给机制中的协

同治理袁达到社会化运作袁给人力资源要素的流动

带来最大的便利[25]遥

图 1 大湾区跨境社会保障协作基金框架图

渊四冤用协同合作模式延伸港澳跨境养老公共

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袁其
中港澳更面临基础设施供应与老龄人口猛增的双

重压力遥而广东省虽然基础设施供应方面具有较大

优势袁 但是养老护理类技术和软件水平有待提高遥
因此三地在跨境养老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遥内
地正面临着养老社会化改革的起步阶段袁政府需要

更多地鼓励社会资源投入到养老行业中遥在这一过

程中袁如果能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袁引入

港澳的资本尧技术尧人员参与大湾区跨境养老行业

的发展袁将会使整个行业更加快速尧高质量地建设

起来遥 在这种强大的现实合作需求下袁大湾区在跨

境养老行业需要协同的主要是加强市场组织合作

与管理袁政府做好顶层规划与制度设计遥 跨境养老

服务合作治理将按照新区域主义多主体协作治理

的原则袁强化市场主体竞争与合作袁增强养老服务

业的要素资源协同配置袁加快行业生产效率提升与

养老产业经济结构升级袁促进技术革新袁激发养老

服务创新动力袁 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提升与效率优

化[26]遥 这样一方面使得港澳可以将养老公共服务延

伸到内地发达地区曰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港澳的资

本尧技术和服务提升内地的养老行业发展袁促使大

湾区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遥

渊五冤借鉴港澳优势培育发达的生产关系配套

社会网络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配套网络几乎都

由国家进行组织和控制袁导致适应生产关系的社会

资本水平不高尧营商环境不够透明尧公正和国际化袁
因此需要摆脱单纯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模式袁创新

更为灵活的社会治理组织形式[27]遥 粤港澳大湾区要

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资源要素竞争袁需大力加

强与生产关系配套的社会网络袁即营商环境和市场

环境等区域软实力遥 由于长期的国际化经验袁港澳

社会在法律尧金融尧咨询尧认证尧教育尧医疗尧环保尧财
会等市场服务领域比大湾区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

优势遥 粤港澳三地应当加大区域协同合作袁在相关

领域进行先行先试袁遴选一些诸如生态保护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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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尧行业认证等公共服务领域袁将三地的有关机

构进行兼并袁由三方统一组织袁甚至应该加大任用

港澳专业人士管理有关机构的力度袁做实对接融合

工作袁减少大湾区内公共服务水平的落差遥
这样的社会网络统一管理模式是符合新区域

主义理念的袁但也需区域内各协作方政府和社会组

织进行紧密协作袁才能达到集体行动的一致逻辑[28]遥
因此袁需要签订更多层面的区域协议来保证这些共

同行动的组织性袁需要设立区域共同基金等公共品

来保证诸如大湾区平行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性和

稳定性遥这种设立共同机构的协同治理模式可以使

大湾区内的居民就业与生活尧 企业投资与经营尧政
府监管与服务逐渐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标

准[29]遥 在具体的多层次协作治理层面袁要打破行政

区行政治理的路径依赖袁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

和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作用遥 在国家鼓励的范围内袁
尝试将教育尧医疗尧社会保障尧生态环境保护尧知识

产权法律服务等方面的有关机构进行合并袁打造更

加透明尧高效尧法治化尧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袁提
升大湾区在全球经济中的软实力袁为国家进一步的

改革开放做出更大的制度性贡献遥

渊六冤人才的协作培养对提高大湾区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至关重要

珠三角地区一方面总体人才储备处于比较欠

缺的状态袁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曰另一方面区

域内人才的分布也很不均衡遥港澳和内地之间的人

才种类分布结构不平衡袁广东省内城市之间的人才

分布也很不平衡遥 人才分布如果做不到均衡袁那么

产业的融合尧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是不可想象

的遥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和创新

创业中心袁 主要依靠的将是优质人力资源的集聚遥
而大湾区是目前中国比较能够吸引到大量优秀人

力资源的区域袁因此袁三地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制定

有利于国际人才集聚大湾区的计划曰另一方面要充

分利用区域内的教育和市场资源袁加大人才的协作

培养袁尤其是教育尧医疗和科技方面的人才遥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产业结构经过深度调整袁

已经逐渐形成比过去更好的分工和分布遥在港澳和

广东主要城市之间袁在金融尧法律尧医疗等服务产业

已经有了较好的行业融合基础袁未来还会在三地的

科技创新方面形成更好的产业分工和融合遥 因此袁
如何利用大湾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袁
对三地的青年人才进行协作交流培养是大湾区发

展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遥 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开放袁
广东省的高等教育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袁国际化办学经验已经相当丰富袁已经

具备了为港澳地区广大青年做好高等教育和技能

培养的能力袁并且可以提供广东诸多高科技企业作

为毕业生的实践基地[30]遥 港澳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

原因袁与英语尧葡语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联系和

合作基础袁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野超级联系人冶的角

色袁港澳的高校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和科技创新行业

领域具备更加丰富的教育经验遥大湾区三地政府应

当制定更加灵活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策袁加快职

业资格的相互承认力度和进度袁对具体的课程进行

必要的改革和统一袁加大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平台

的建设力度袁增加人才互动的形式袁促进人才的协

作培养效果遥

三尧公共品供给协同治理成效对
国家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中央

对地方的放权为主线而展开的袁逐步形成以点带面

的发展趋势袁最终从经济特区到区域发展和城市群

建设的发展战略[31]遥 国家近期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战略规划袁是期待通过在大湾区进行协同治理创

新的先行先试袁逐步将区域内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内

地其他城市群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袁最终有利于贯彻

落实国家新发展理念袁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袁为我

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同时也

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尧扩大开放袁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袁建设高水平的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新平台遥这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袁是广东省实现野四个走

在前列冶尧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地的创新

实践遥粤港澳三地将主要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方面展开协同治理袁努力打造国家全面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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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野一带一路冶的超级门

户和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遥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袁通过区域协同治理实

现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创新袁打造优质生活圈和国

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袁进一步证明国家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尧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尧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遥世
界经济社会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袁全球

治理体系已经深刻变革袁目前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

期和机遇期遥 同时袁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技术产业

革命和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蓬勃展开遥国家在这个历

史阶段隆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袁是希望大湾区

在已有的产业积累优势基础上袁 通过区域协同治

理袁推动大湾区公共品供给跨境协作机制的建立和

完善袁一方面抓住产业调整布局的大机遇袁抢占全

球新科技产业制高点袁 实现大湾区的跨越式发展曰
另一方面吸引到世界顶级的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袁使大湾区保持长远的核心竞争力遥 城镇

化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袁传统的城市工业文

明体系要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标志尧以公共服务协

同治理为基础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转变[32]袁粤港澳大

湾区的公共品供给区域协同治理实践将可以提供

很好的经验遥
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层面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价值意义主要在于发挥好大

湾区先进产业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引领功能袁提升

大湾区在泛珠三角地区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袁并
向华南地区延伸袁形成辐射东南亚尧南亚甚至台海

两岸经贸区的重要支撑[33]遥 国家的野一带一路冶建设

计划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在发挥深圳尧广州尧香港尧澳
门原有的国际贸易经验和最近几年广东自贸区建

设经验的基础上袁率先从体制建设上争取成为中国

最重要的国际窗口遥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重点是创造

双边或者多边的经贸合作方式袁是一种全球经济治

理的新思路遥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连接世界和对外交

流的区位优势袁港澳社会的规则优势尧市场环境优

势也可以发挥重要的枢纽平台作用袁这将为野一带

一路冶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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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ublic Goods Suppl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ism

ZHANG Shu-jian, HUANG Wei-ping
(Institute of Urban Governanc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build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quality life in this region.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lies in increas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the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in public goods supply, enhancing coordin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achieving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within the region, and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system difference within this region has adverse effects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regionalism theory emphasizes regional members spontaneously form a regional alliance for common
interest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luralistic behavior subjects involving 野state, market and society冶to better
address the issue that the vertical system of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cannot operate effectively in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ism, i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ublic goods suppl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gional joint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region, explore the use of leased land as an
important legal mean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stablish a parall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make 野social security portable冶
for cross-border workers, and bring the greatest convenience to the flow of human resource elements. Besides, we should
expand cross-border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aging population with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we need to draw on the advantag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o
cultivate developed production relation supporting social network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Key words: new regionalism;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public goods supply; urban
agglomer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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