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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枢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

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 明确提出，加强上海、

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

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

［摘要］ 广州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 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枢纽， 在推

进 “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笔者通过对参与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15个重点沿海港口城市进行比较分析， 科学评估了广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合理地位，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广州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体发展思路与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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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战略］
泉州、海口和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将沿

海地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笔者从经

济总体实力、对外经济水平、港口实力、科技

创新优势和综合交通能力 5个方面将广州与其

他 14个重点沿海城市进行比较研究，以科学评

估广州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战略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州参与建设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总体发展思路与战略定位。

一、 广州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

地位分析

（一） 经济总体实力较强

根据图 1所示，2017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

为 2.15万亿元，位列上海的 3.01万亿元和深圳

的 2.24万亿元之后，在 15个沿海港口城市中排

名第 3 位。但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来看，

2017年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07万元，

仅次于深圳的 18.31万元，排名上升至第 2位。

此外，从人口规模来看（见图 2），2017年广州

人口规模达 1449.84 万人，仅次于上海的

2418.33万人和天津的 1556.87万人，在沿海 15

个主要港口城市中排在第 3位。因此，无论从

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从

人口规模来看，广州总体经济水平在 15个沿海

港口城市中排名都较为靠前，与上海、深圳和

天津等处于第一梯队。

（二） 对外经济水平排名靠前

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来看 （见图 3），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图 1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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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图 2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人口规模图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大连数据来自 《大连统计年鉴 2017》， 为 2016 年数据。
图 3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进出口总额及外贸依存度比较图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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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州达到 9714.36 亿元，位于上海的

3.22万亿元、深圳的 2.80万亿元和宁波的1.38

万亿元之后，在 15个主要沿海城市中排名第 4

位。尽管排名第 4位，但与对外贸易领头羊上

海和同省兄弟深圳相比，总量还是偏小，2017

年上海和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是广州的

3.31 倍和 2.88 倍。因此，从外贸依存度来看，

2017年广州外贸依存度仅为 0.45，远低于上海

的 1.07、深圳的 1.25、宁波的 1.41 和厦门的

1.34等外向型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城市，在 15

个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中仅排在第 7位。

此外，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 金

额来看，2017年广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 62.89

亿美元，低于上海的 170.08 亿美元、天津的

106.08 亿美元、深圳的 74.01 亿美元和青岛的

77.4亿美元。

总体来看，广州对外贸易总量排名靠前，

但与其经济总量相比规模偏小，导致其对外贸

易依存度较小，并且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广州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因此，尽管

广州对外经济水平综合实力排名靠前，仍处于

第一梯队，但与上海和深圳相比依然存在一定

差距。

（三） 港口功能优势突出

根据图 4 所示，从港口货物吞吐量来看，

2017年广州达到了 5.90亿吨，仅落后于宁波的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因尚未发布 2017 年统计公报， 大连数据来自 《大连统计年鉴
2017》， 为 2016 年数据； 三亚市数据缺失， 但不影响广州排名。

图 4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图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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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亿吨和上海的 7.50亿吨，在 15个沿海港

口城市中排在第 3位。而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来看，2017年广州为 2037.2万标准箱，次于上

海的 4023.31万标准箱、深圳的2520.87万标准

箱和宁波的 2460.7万标准箱，在 15个沿海港口

城市中排在第 4位。

综合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来看，广

州港口功能优势突出，综合实力排在宁波和上

海之后，在 15个沿海港口城市中排在第 3位。

（四） 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联通我

国内外、海陆协同发展，而一个区域是不是物

流、人流的中心集散地（即交通枢纽中心） 是

衡量该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处于何种地

位的重要参考。从货物运输总量来看（见表 1），

2017 年广州货物运输总量达到 12.07 亿吨，远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大连数据来自 《大连统计年鉴 2017》， 为 2016 年数据； 青岛数
据来自其统计局网站 http： //www.stats-qd.gov.cn/statsqd/index/index.shtml， 数据截至 2017 年 11 月， 但不影响
广州排名； “-” 表示该项数据缺失。

表 1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货物运输量基本情况 单位： 万吨

区域 货物运输总量
其中

铁路 水运 公路 民航 管道

广州 120736.85 5120.5 37505.53 77099.41 132.17 879.24

上海 97257.26 471.89 56619.19 39743 423.18 -

宁波 53000 2446.3 21000 29000 17 -

天津 52992.42 8734.93 8344.08 34720 - -

大连 43116 1957 12612 27251 7.4 1289

深圳 32269.28 70.66 8147.49 23952.51 98.62 -

厦门 30300 - - - 33.87 -

泉州 28729.95 946.13 11240.71 16537.19 5.92 -

福州 27040.2 591.9 8939.7 17496 12.6 -

烟台 25103.07 604.39 4581.33 19915 2.35 -

湛江 22239 3270 4219 13352 - -

海口 10036 972 6006 3023 35 -

青岛 7186.31 5542.4 1622.81 - 21.1 -

汕头 6405.02 - 776 5626.98 2.04 -

三亚 1811.64 - - - - -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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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其他 14个主要沿海港口城市，排在第 1

位。而从不同交通类型货物运输量来看，2017

年广州铁路货物运输量为 5120.5 万吨、水运

3.75亿吨、公路 7.71亿吨、民航132.17万吨以

及管道运输 879.24万吨。从分类交通货物运输

量排名来看，广州公路运输能力最强，远远高

于上海、宁波和天津等综合运输能力排名较高

的城市；其次是水运能力，仅仅落后于上海；

与公路和水运相比，广州铁路和民航货物运输

相对较弱。

根据表 2所示，2017年广州客运总量达到

4.94 亿人次，在 15 个沿海主要港口城市中排

名第 1位，是第 2位上海的 2.09亿人次的 2倍

多，优势地位显著。从交通类型来看，2017年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因尚未发布 2017 年统计公报， 大连数据来自 《大连统计年鉴
2017》， 为 2016 年数据； 青岛数据来自其统计局网站 http： //www.stats-qd.gov.cn/statsqd/index/index.shtml， 数
据截至 2017 年 11 月， 但不影响广州排名； “-” 表示该项数据缺失。

表 2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旅客运输量基本情况 单位： 万人次

区域 客运总量
其中

铁路 水运 公路 民航

广州 49441.74 15641.4 285.14 25430.24 8084.96

上海 20855.61 11616.65 176.13 3419 5643.83

天津 19200 - - - 2100.5

深圳 18142.24 7041.89 466.4 6001.05 4632.9

福州 13195.6 3197.9 118.8 8632 1246.9

宁波 11000 5366 185.2 4302 939.1

大连 10995 2191 386 7647 771

厦门 10100 - - - 2448.52

湛江 9793 270万 673 8641 209

海口 9600 2724 1012 2666 3198

泉州 7675.78 1321.85 14.06 5805.82 534.05

烟台 6968.27 871.11 720.52 5076 300.64

青岛 5300.56 2949.1 211 - 2140.46

三亚 2452.29 511.92 541.21 871.1 528.06

汕头 1917.79 - - 1604 313.79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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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客运量为 1.56 亿人次，公路为 2.54

亿人次，民航达到 8084.96 万人次，水运为

285.14 万人次。分类比较来看，广州在铁路、

公路和民航领域输送旅客量在沿海15个主要港

口城市中都具有绝对优势。

综合以上分析，广州货物运输量和旅客输

送量在 15个沿海港口城市中排在第 1位，具有

绝对优势，交通主枢纽地位显著，是联通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交通

节点。

（五） 科技创新潜力巨大

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中

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7》，我国城市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城市依次是，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东莞、天津、武

汉、杭州、南京和苏州。其中，广州在全国

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在第 4位，在 15个

沿海主要港口城市中排在第 3位，仅次于深圳

和上海。根据该研究报告，广州在创新资源、

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 4 个领域在全

国主要城市排名分别位于第 3位、第 5 位、第

6 位和第 4 位，与其他主要创新城市相比，广

州在各创新领域方面发展较为均衡，没有明显

的短板。

从潜在创新人群来看，2017年广州普通高

校在校学生数达到 106.73万人，在 15个主要沿

海港口城市中排在第 1位，超过上海和天津等

高校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见图 5）。从发明专

备注： 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统计公报； 因尚未发布 2017 年统计公报， 大连数据来自 《大连统计年鉴
2017》， 为 2016 年数据； 天津数据来自 2016 年统计公报， 为 2016 年数据， 但不影响广州排名。

图 5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图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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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量来看，2017年广州为 9345件，仅低于

上海的 2.07万件和深圳的 1.89万件，高于天津

等其他沿海主要港口城市。除此之外，广州院

士资源及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资源较为丰富。

2017年，广州院士数量达到 50人，其中 19人

为中科院院士、22人为工程院院士、其余 9人

为国外和境外机构获评院士；各类国家级创新

平台 62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19 家、国家

工程技术中心 18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5

家；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科技园 6家。

总体来看，广州总体科技创新实力在 15个

沿海港口城市中排名靠前，与深圳、上海和天

津同处第一梯队，但广州潜在创新人才具有显

著优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前文所述分析，广州在总体经济实力、

对外经济水平、港口功能和科技创新领域 4 个

方面在 15个沿海主要港口城市中排名都处于前

4位，而在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方面则具有绝对优

势，交通枢纽地位突出。综合总体经济实力、

对外经济水平、港口功能、综合交通运输能力

和科技创新实力，笔者将 15个沿海主要港口城

市分为 3个梯队（见表 3）。第一梯队包括上海、

深圳、广州和天津，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定位为全国性战略枢纽，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第二梯队包括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和福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为区域性重要节点，

发挥着区域性龙头的作用；第三梯队包括烟台、

泉州、湛江、汕头、海口和三亚，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发挥

着先头部队的作用。

二、 广州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总

体发展思路构想与战略定位设想

（一） 发展思路构想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政府关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思路是秉持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

紧紧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推进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

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同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

区域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 综合实力排名

上海、深圳、广州和天津 全国性战略枢纽、海上丝绸之路主力军 第一梯队

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和福州 区域性重要节点 第二梯队

烟台、泉州、湛江、汕头、海口和三亚 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 第三梯队

表 3 2017 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综合实力排名

［城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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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我国沿海地

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其

中，涉及广州的具体要求包括充分发挥广州南

沙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加

强广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广州等国际

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

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根据上述总体框架思路和战略部署，“一

带一路”建设可以理解为我国实施全方位对外

开放战略的重要载体，而沿海地区则是“一带

一路”，尤其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

头兵和主力军。根据前文所述分析，广州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处于战略枢纽地位，

在总体经济实力、对外经济水平、综合交通运

输能力以及科技创新实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为充分利用广州比较优势和发挥广州战略枢纽

作用，笔者提出广州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总体思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设“一带一路”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广州在

“一带一路”尤其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

理区位、历史文化、对外交往、交通枢纽和科

技创新等比较优势，遵循扩大开放与深化合作、

市场主导与政府引领、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基

本原则，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基本要求，坚持“引进

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用好海内、海外

“两种资源”以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

畅通对外通道为基础，扩大经贸投资为重点，

产能合作为核心，强化平台建设为支撑，深化

人文交流为纽带，联手深港澳和周边区域，协

同推进与沿线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合作，将广

州建设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科技创新引领区、世界级交通枢纽和国际区域

合作新模式试验区，凸显广州在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中的战略枢纽地位。

（二） 战略定位设想

1.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广州作为我国第一批改革开放先行地区，

在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积累了

一定经验，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奠定了试验

基础。因此，可以进一步利用广州改革开放早、

对外经济水平高等优势，以广州南沙自贸区为

核心平台，提升广州对外开放的力度，以扩大

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和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

制，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为

我国全面开放积累经验。

2.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试验区。

“一带一路”既是我国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

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以我国为主构建的一个

国际性区域合作网络。因此，如何创新国际区

域合作新模式，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个

新型的、共赢的、稳定的、和平的国际性区域

合作网络至关重要。立足广州参与国际经济分

工合作较早的优势，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突破口，

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创新区域合作新模

式，打造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试验区，为我国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深化国际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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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经验。

3.科技创新引领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被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

对沿海地区明确提出，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因此，强化科技创新功能，不仅是广州提升自

身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央对广州的

期望和给予的战略定位。通过吸引开展国际科

技合作，吸引国外优质科技创新资源，打造国

内外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为加快推动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世界级交通枢纽。

广州在港口货物吞吐量、旅客发送量和货

物运输量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和基础，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具有连接内地、辐射海外的核

心枢纽作用。通过进一步加强港口建设，强化

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坚持陆海空统筹发展，将

广州打造成为世界级交通枢纽，早日实现“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

三、 广州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枢纽

的政策建议

（一） 加强组织实施

1.强化组织领导。

继续深化广州推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的对接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领

导小组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职能，指导各有

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通力合作。

2.促进项目落实。

建立优先推进项目和重大项目储备有序

推进机制，关键项目加快推进，确保在国家

战略实施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加强项目

实施前期论证和可行性研究，谋划一批战略

性长远项目。

3.抓好督查评估。

围绕广州“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规划及工

作方案，完善督办机制。对重点项目及时委托

专业机构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取得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进行全面评估。

4.加强国际宣传推介。

通过境内外主流媒体，利用展会、推介会、

文化旅游交流活动等渠道和形式，推介广州

“好印象”，对外宣传推介广州基本情况和突出

优势，营造广州经商、生活、学习和旅游好环

境，增强广州国际吸引力。

（二） 创新开放型体制机制

1.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提高

引进外资质量。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

的管理方式，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完善

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

度和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建成政府各部门

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

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

2.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新体制。

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优势产业

“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增强本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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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经营能力，避免对外投资恶性竞争，维

护境外投资权益。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

外投资管理，建设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推

进境外投资便利化。

3.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保持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

优势，全面提升外贸竞争力。进一步提高贸易

便利化，完善进出口促进体系，构建贸易摩擦

应急应对机制。

4.开展开放型经济法治建设先行先试。

为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形势的要求，以

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和有效监管为基

本导向，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交流，加

强涉外法律服务，维护国内外各类主体在广州

的正当经济权益。力争广州在涉外法律法规方

面开展先行先试，为我国加快形成高标准的贸

易投资规则体系提供实践经验基础。

（三） 完善保障体系

1.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依托国家重点国别或地区风险评估和预警

机制，引导企业强化境外投资前期风险分析和

论证。完善境外投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机

制，维护广州“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权益。支

持保险机构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相关保险服务。

加强对境外企业经营投资监测，建立境外企业

经营信息的收集、发布和共享机制。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

及时发布国家、省、市促进企业“走出去”

的相关政策，编制“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国别

投资指南，发布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

政府政策及文化宗教等信息，建立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互联网+”信息服务机制。

3.健全中介服务体系。

加快培育面向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中介

服务机构，鼓励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企业联

盟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专利申请以

及境外法律咨询等服务。支持行业协会和中介

机构与沿线各国相关机构开展交流合作。

4.优化政务服务体系。

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企业核准、备案程序，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口岸大通关机

制，对开展“一带一路”项目洽谈等因公出国

（境） 手续予以优先办理等，推进出入境和通关

便利化。

5.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政策体系。

实施“一带一路”人才引进计划，建立国

际经贸人才库，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跨国经营

人才和研发团队。支持鼓励广州高校与“一带

一路”国家合作办学，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

模，深化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支持鼓励企业

通过与院校和机构合作办班、专业培训等方

式，培育一批通晓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法律法

规、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复合型跨国经营

管理人才。

6.强化金融支撑体系。

通过吸引多方资本参与，继续扩大“一带

一路”建设相关基金规模。探索发行“一带一

路”专项企业债。鼓励广州保险机构设立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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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风险相关的专项险种。积极引导在广州企业

将人民币作为对外经贸投资的结算货币，促进

人民币国际化，有效降低汇率波动风险。鼓励

在广州各类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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