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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大時代 
- 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May 2015, Hong Kong) 

  陸定光教授 

  南京財經大學市場營銷及物流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品牌戰略及創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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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I. 中國經濟發展大時代 -第二次經濟改革開放 

 

II. 京津冀市場對港商的機遇與挑戰 

 

III. 京津冀市場特點 消費者特征及消費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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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金融論壇將2014年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水嶺 
     =>1979年是第一次改革開放，2014年是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首年 

 
  
 原因：中央政府通過很多與經濟民生發展有關的多個重要政策和戰略 
    →放棄粗放型經濟增長，正在結構轉型的市場經濟 
 
 New經濟發展戰略 
 => 中國製造→中國建造→資本輸出 
 =>→而且，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是「消費」！！ 
 => 2014年3月19日，國務院「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
  至2020年」 
  
 2025-2030年，中國或成發達的市場經濟體 
 

 
 

2014年 
→對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發展最關鍵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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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經濟第二次改革開放 
 

要用新思維分析和了解中國經濟及尋找投資/市場
機會 
 

• 諷刺的是2014年可能是香港由繁榮走向邊緣化及衰
落的正式分水嶺 

• →第一次經濟改革開放，香港最大得益是廠家和貿易
商，第二次經濟改革開放香港最大得益應是專業人士
及管理人員及服務業，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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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大時代:戰略 and 
Policies 

 
 “一絲一路” 

 
 金融領域 

 滬港通+深港通+境外QDII 
 亞投行 
 “離岸人民幣發展” 

 

 自由貿易戰略的突破 
 

 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互聯網消費及六大消費市場 
 互聯網+發展戰略 

 
 

 中国版工业4.0——“中国制造
2025” 
 

 企業政策及改革 
 助企業成立，簡化程序和審

批效率，增加融資渠道及助
力 

 鼓勵創新 
 服務業升級和發展 

 

 減免進口消費品關稅及增值
稅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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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管理办法》 

• 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五大
吸纳资金规模巨大和投资收益含金量高的行业，开辟
为特许经营的领域，并提出最长30年的运营期限 

• 鼓励特许经营项目采用成立私募基金，引入战略投资
者，发行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公司债券、非金
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国家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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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兩翼三洋戰略 

• 「一帶一路」並不是中國獨唱，2014年11月的亞
太經合組織（APEC）上亦提及「亞太自貿區互聯
互通藍圖，強調亞太地區要在2025年無縫連接！ 

 

  

 

“一絲一路 

7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消費需求 

 投資需求 

 出口和國際開支 

 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 

 生產要素相對優勢 

 市場競爭特點 

 資源環境約束 

 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 

 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 

 

經濟發展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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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消費及六大消費市場 
2014年10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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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
大和升级. 要求重点推进6大领域消费: 
– 1. 扩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消费，提升宽带速度，支持网

购发展和农村电商配送。加快健康医疗、企业监管等大数据应用。 

– 2. 促进绿色消费，推广节能产品，对建设城市停车、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较多的给予奖励。 

– 3.稳定住房消费，加强保障房建设，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 

– 4. 升级旅游休闲消费，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实施乡村旅游富
民等工程，建设自驾车、房车营地。 

– 5.提升教育文体消费，完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扩大中外合作. 

– 6. 鼓励养老健康家政消费，探索建立产业基金等发展养老服务，
制定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的税收政策. 



互聯網的推動下，國際消費市場的眾
多環節將被打開，重組（例如金融、
物流、服務、零售、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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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17日 =>滬港通17日開閘 資本市場迎接
互通時代
http://finance.qq.com/a/20141110/009356.htm 

 

• 取消人民幣每日兌換上限 

 

• 紐約金融論壇: 2020年人民幣可能與美元，歐元三足
鼎立，更多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以人民幣結算或作儲備
貨幣 

 

金融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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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7日 

• 發展改革委介紹《國務院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
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 

• 選擇生態環保、農業水利、市政、交通、能源、信息、
社會事業等領域，重點就吸引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
本參與，提出了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
資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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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10日 

• 中韓自貿區即將落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韓國總統朴槿惠在北京舉行會
晤，雙方共同確認中韓自貿區結束實質性談判。中韓自貿區具有重要意義。
不僅能為兩國貨物貿易提供制度保障，更將拓展電子商務、節能環保、金融
服務等新興戰略服務領域的合作，共同構建一個規範穩定可預期的框架，同
時將給東北亞自由貿易框架樹立一個標杆，為未來的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打
下基礎。 
 

 2014年11月17日 

• 習近平同澳大利亞總理舉行會談 一致決定建立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宣佈實
質性結束中澳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根據雙方合作協定，中方決定在悉尼設立
人民幣清算銀行。澳對中國所有產品關稅將降為零協定要點。 
 

 2014年11月20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紐西蘭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自由貿易戰略的突破 

=>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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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削減前置審批推行
投資項目網上核准 釋放投資潛力發展活力, 部署加強
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 助力創新創業升級“中國製造” 

企業政策及改革 

- 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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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目標: 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蓋科技創新全鏈條的科技服務體系，服務科技創新能力大幅增強，科技服
務市場化水準和國際競爭力明顯提升，培育一批擁有知名品牌的科技服務機構和龍頭企業，湧現一批新型科技
服務業態，形成一批科技服務產業集群，科技服務業產業規模達到8萬億元，成為促進科技經濟結合的關鍵環
節和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重要引擎。 

• 技術轉移服務:  發展多層次的技術（產權）交易市場體系，支持技術交易機構探索基於互聯網的線上技術交易模式，推動技術
交易市場。鼓勵技術轉移機構創新服務模式，為企業提供跨領域、跨區域、全過程的技術轉移集成服務，促進科技成果加速轉移
轉化。依法保障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技術轉移機構等相關方的收入或股權比例。充分發揮技術進出口交易
會、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等展會在推動技術轉移中的作用。推動高校、科研院所、產業聯盟、工程中心等面向市場開展中試和技
術熟化等集成服務。建立企業、科研院所、高校良性互動機制，促進技術轉移轉化。 

• 檢驗檢測認證服務: 加快發展協力廠商檢驗檢測認證服務，鼓勵不同所有制檢驗檢測認證機構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加強計量、檢
測技術、檢測裝備研發等基礎能力建設，發展面向設計開發、生產製造、售後服務全過程的觀測、分析、測試、檢驗、標準、認
證等服務。支持具備條件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與行政部門脫鉤、轉企改制，加快推進跨部門、跨行業、跨層級整合與並購重組，
培育一批技術能力強、服務水準高、規模效益好的檢驗檢測認證集團。完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規劃佈局，加強國家質檢中心和檢
測實驗室建設。構建產業計量測試服務體系，加強國家產業計量測試中心建設，建立計量科技創新聯盟。構建統一的檢驗檢測認
證監管制度，完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資質認定辦法，開展檢驗檢測認證結果和技術能力國際互認。加強技術標準研製與應用，支
援標準研發、資訊諮詢等服務發展，構建技術標準全程服務體系。 

• 智慧財產權服務:  以科技創新需求為導向，大力發展智慧財產權代理、法律、資訊、諮詢、培訓等服務，提升智慧財產權分析
評議、運營實施、評估交易、保護維權、投融資等服務水準，構建全鏈條的智慧財產權服務體系。支援成立智慧財產權服務聯盟，
開發高端檢索分析工具。推動智慧財產權基礎資訊資源免費或低成本向社會開放。支援相關科技服務機構面向重點產業領域，建
立智慧財產權資訊服務平臺，提升產業創新服務能力。 

• 科技諮詢服務:  鼓勵發展科技戰略研究、科技評估、科技招投標、管理諮詢等科技諮詢服務業，積極培育管理服務外包、專案
管理外包等新業態。支援科技諮詢機構、知識服務機構、生產力促進中心等積極應用大資料、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等現代資訊技
術，創新服務模式，開展網路化、集成化的科技諮詢和知識服務。加強科技資訊資源的市場化開發利用，支持發展競爭情報分析、
科技查新和文獻檢索等科技資訊服務。發展工程技術諮詢服務，為企業提供集成化的工程技術解決方案。 

• 科技金融服務: 深化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試點，探索發展新型科技金融服務組織和服務模式，建立適應創新鏈需求的科技金融服
務體系。鼓勵金融機構在科技金融服務的組織體系、金融產品和服務機制方面進行創新，建立融資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激勵機制，
開展科技保險、科技擔保、智慧財產權質押等科技金融服務。支援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等股權投資對科技企業進行投資和增值服
務，探索投貸結合的融資模式。利用互聯網金融平臺服務科技創新，完善投融資擔保機制， 

        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 

 

服務業發展 
2014年10月28日國務院關於加快科技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發〔2014〕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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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5日 

•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削減前置審批推行投資項目網上核准 釋放投
資潛力發展活力,  部署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助力創新創業升級“中國製造”, 不
讓企業輸在起跑線上 

• 實行五個“一律”: 
– 對屬於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事項，一律不再作為前置條件； 

– 對法律法規未明確規定為前置條件的，一律不再進行前置審批； 

– 對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前置條件，除確有必要保留的外，通過修法一律取消； 

– 核准機關能通過徵求部門意見解決的，一律不再進行前置審批； 

– 除特殊需要並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外，一律不得設定強制性仲介服務和指定仲介機構 

 

– 對確需保留的前置審批及仲介服務，要制定目錄，並向社會公佈。 

– 企業需要仲介服務的，由企業自主選擇。行政機關委託開展的仲介服務，要通過競爭方式選擇，
並由行政機關支付費用。建立仲介機構信用檔案，嚴格依法監管，對出具假報告、假認證等加大
打擊力度，嚴懲違背誠信行為。 

– 推行前置審批與項目核准“並聯”辦理，作為重要簡政措施，加快辦理速度。同一部門實施的多
個審批，實行一次受理、一併辦理。 

– 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建設資訊共用、覆蓋全國的投資項目線上審批監管平臺，實現網上辦理、審
批和監管，提高審批效率。  

精簡前置審批，規範仲介服務，實行更加便捷、透明
的投資項目核准,更大程度方便企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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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工信部發佈《關於開展2015年智慧製造試點
示範專項行動的通知》以及《2015年智慧製造試點示範
專項行動實施方案》 

在未來20年中，中國工業互聯網發展至少帶來3萬億美
元左右GDP增量，應用工業互聯網後，企業的效率提高
大約20%，成本下降20%，節能減排下降10%左右。 

“中國製造2025”規劃將通過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智
慧製造、工業強基、綠色發展、高端裝備創新五大工程
來落實. 

將分類開展流程製造、離散製造、智慧裝備和產品、智
能製造新業態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服務等6大重
點行動 
 

中國版工業4.0——“中國製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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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版工業4.0——“中國製造2025” 

• 3月18日，工信部發佈《關於開展2015年智慧製造試
點示範專項行動的通知》以及《2015年智慧製造試點
示範專項行動實施方案》 

• 而根據智慧製造試點通知，將分類開展流程製造、離
散製造、智能裝備和產品、智能製造新業態新模式、
智能化管理、智能服務等6大重點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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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
２８日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
區、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建）自
由貿易試驗區以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
區域內暫時調整《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
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臺灣同胞投資
保護法》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 

•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在３年內試行 

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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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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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经济发展功能 + 综合改革的功能 

 

天津：发展离岸金融和融资租赁 

 

福建：最大特点是对台 

 

广东：面向港澳好戏连台 

 

 

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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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重慶、大連、昆明、西安、烏魯木齊、
武漢、鄭州亦可能設自貿區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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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含東疆保稅港區，後來的方案納入中心商務區、
天津港保稅區三大功能區，其中，中心商務區承擔金
融和服務貿易功能；東疆保稅港區承擔航運和貨物等
特色貿易；天津港保稅區則承擔保稅、物流、倉儲等
功能 

• 天津自貿區會進一步放開其金融管制和行政審批。 

• 在產業結構上，優化利用內外資結構，引導資金投向
優勢支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節能
環保等領域，加快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旅
遊等領域有序開放 

天津市最早申报的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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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4&jk=ec1bfb37e88f3bb1&k=%B1%A3%CB%B0%C7%F8&k0=%B1%A3%CB%B0%C7%F8&kdi0=0&luki=3&n=10&p=baidu&q=20080049_cpr&rb=0&rs=1&seller_id=1&sid=b13b8fe837fb1be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5351&u=http://news.smm.cn/r/2014-10-30/3660225.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4&jk=ec1bfb37e88f3bb1&k=%BD%F0%C8%DA&k0=%BD%F0%C8%DA&kdi0=0&luki=4&n=10&p=baidu&q=20080049_cpr&rb=0&rs=1&seller_id=1&sid=b13b8fe837fb1be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5351&u=http://news.smm.cn/r/2014-10-30/3660225.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4&jk=ec1bfb37e88f3bb1&k=%BD%F0%C8%DA&k0=%BD%F0%C8%DA&kdi0=0&luki=4&n=10&p=baidu&q=20080049_cpr&rb=0&rs=1&seller_id=1&sid=b13b8fe837fb1be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5351&u=http://news.smm.cn/r/2014-10-30/3660225.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4&jk=ec1bfb37e88f3bb1&k=%CE%EF%C1%F7&k0=%CE%EF%C1%F7&kdi0=0&luki=1&n=10&p=baidu&q=20080049_cpr&rb=0&rs=1&seller_id=1&sid=b13b8fe837fb1be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5351&u=http://news.smm.cn/r/2014-10-30/3660225.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4&jk=d81d6ba5385c3c1a&k=%BD%F0%C8%DA&k0=%BD%F0%C8%DA&kdi0=0&luki=1&n=10&p=baidu&q=20080049_cpr&rb=0&rs=1&seller_id=1&sid=1a3c5c38a56b1dd8&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5351&u=http://news.smm.cn/r/2014-11-21/3666787.html&urlid=0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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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貿區區域範圍119.9平方公里規劃 

天津港片區共30平方公裡 天津機場片區共43.1平方公里 

+ 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共46.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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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
權國務院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
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暫時調整有關法律
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製作準確範圍或
有誤差，以政府文件為準 

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
權國務院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
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暫時調整有關法律
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製作準確範圍或
有誤差，以政府文件為準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天津自貿區 

天津自貿區 

高端製

造業 

航運 

貿易 

金融服務 
（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 

• 融資租賃 

• 商業保理 

• 資金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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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 REGIONS AND CITY CIRCLES 
 
    =>地區及城市圈、政策、城鎮化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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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都市圈 
（西安、咸陽11
區14縣1市） 

東北經濟圈 

京津翼都市圈
（北京、天津、
河北兩市一省） 

山東半島城市圈 

長三角經濟區
（上海、杭州
等16市） 

          成渝經濟圈 
（成都、重慶兩市） 

泛珠三角經濟圈 
（廣東、廣西等9省區
和兩個特別行政區） 

中國主要經濟區分佈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Source: 东营城乡网  2014/3/17. 凡本网注明“来源：东营城乡网”的所有作品，版权

均属于东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
上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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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2.6% 

200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36.2% 

“兩橫三縱”城鎮化格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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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板塊+三大支撐帶戰略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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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板塊 

東部
地區 

西部
地區 

中部
地區 

西北
地區 

三大支撐帶 

一帶
一路 

京津
冀 

長江
經濟
帶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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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經濟帶沿線11個地區依然保持較高經濟增速。重
慶和貴州排名第一、第二，而江蘇、浙江、江西、安
徽、湖北、湖南的增速也超過了8%，相對增速較小的
四川和雲南增速分別達到了7.4%和7.2%，超過了全國
水準。 

 

長江經濟帶：增速均超全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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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絲一路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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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版圖:  
 
 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陸地。它有三

個走向，從中國出發，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
洲；二是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中
國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

兩條，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
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帶一路”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在這條經濟走廊上，
2014年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額達到1.12萬億美元，占我國貨物貿易總
額的四分之一。而未來10年，這個數字將翻一番，突破2.5萬億美元。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及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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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一帶一路” 

十年目標：年貿易額2.5萬億美元 

 

資料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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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歐”國際運輸鐵路/班列:從重慶出發，經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向西過北

疆鐵路，到達邊境口岸阿拉山口，進入哈薩克，再經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
至德國的杜伊斯堡，全長11179公里。這一條由沿途六個國家鐵路. 
但從時間效益上來說，“渝新歐”節省了20多天時間 (中國到歐洲的貨物，不管內
陸還是沿海的貨物，90%以上都是先東流運到沿海，然後走海運到歐洲，需要40
天左右) 
 
“鄭新歐”國際運輸鐵路/班列: 2014年9月開通。鐵路貨運班列始於鄭州，經新疆

阿拉山口出境，途經哈薩克斯、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波蘭後到達德國漢堡，全程
10214公里，執行時間16天左右，比走海運到歐洲節約時間15天左右。 
 
“蓉歐”快鐵運輸鐵路/班列。成都到波蘭羅茲的蓉歐國際快速鐵路貨運直達班列
於2013年4月26日開通，蓉歐快鐵從成都青白江集裝箱中心站出發，經新疆阿拉

山口出境，途徑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後，直達波蘭第三大城市羅茲奧萊霍
夫站，全長9826公里，運行時間12-14天，並可在1至3天內分撥至歐洲任何地方。
比當前貨運班列節省8—10天，海運節約1個月以上，運輸成本為空運的1/8至1/4。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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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高鐵換大米”計畫。2014年8月，泰國軍政府通過了兩條連接中國 
和泰國的鐵路項目. 建設將從2015年開始，預計2021年竣工， 

亚欧陆及其新通道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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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綢之路描繪出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輸
經濟大走廊，其東西貫穿歐亞大陸，南北與中巴經濟走廊、中印孟緬經濟走
廊相連接的新藍圖. 

 

• “一帶一路”戰略具體包括以下幾條線路： 
– 中蒙俄經濟帶：主要通過環渤海、東北地區與俄羅斯、蒙古等國家的的交通與能
源通道，並向東連接日本和韓國，向西通過俄羅斯連接歐洲。 

– 新亞歐陸橋經濟帶：通過原來的亞歐大陸橋向西通過新疆連接哈薩克及其中亞、
西亞、中東歐等國家。 

– 中國-南亞-西亞經濟帶：通過雲南、廣西連接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國、老
撾、柬埔寨、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家；通過亞歐陸橋的南線分支連接巴
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國家。 

 

• 海上戰略堡壘：分別由吉林省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環渤海、長三角、海
峽西岸、珠三角、北部灣等地區的港口、濱海地帶和島嶼共同連接太平洋、
印度洋等沿岸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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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
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
願景與行動》文件 

 打造兩個核心、八大開放高地和十五個港口的要求。 

 發揮新疆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重要視窗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

家交流合作，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商貿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支持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 

 從內陸地區來看，要打造西安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加快蘭州、西寧開發開放，

推進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打造重慶西部開發開放重要支撐和成都、鄭

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 

 針對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環渤海等經濟區開放程度高、經濟實力強、輻射

帶動作用大的地區，要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

島、煙臺、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 



金融、自貿區及基建政策支持及
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國內產業及企
業政策亦轉型及升級 

40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一帶一路”將構築新的雁陣模式。雁陣模式的核心是
產業轉移。 

–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
東盟其他國家，東亞國家和地區通過產業的依次梯度轉移，
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了整個地區的經濟騰飛，形成
“雁陣模式”。 

– 上世紀80年代，亞洲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雁陣模式，日本
以先進的工業結構佔據了雁陣分工體系的頂層，新興工業
化經濟體處於第二梯度，我國及東盟諸國為第三梯度。三
個梯度分別以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
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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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
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
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 

 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
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正式簽署《籌建
亞投行備忘錄》的國家包括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印度、
哈薩克、科威特、老撾、馬來西亞、蒙古國、緬甸、尼泊爾、阿曼、巴
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斯坦和越
南 

 2015年4月15日止共57國申請為亞投行創始會員 

亞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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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出資400億美元啟動絲路基金。 2014年11月8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宣佈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 

絲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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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中國-中東歐合作框架：2014年12月16日，李克強在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

導人會晤上強調，要充分利用《布加勒斯特綱要》，積極落實《貝爾格勒綱
要》，啟動制定《中國－中東歐國家中期合作規劃》 

 中巴經濟走廊是一條包括公路、鐵路、油氣管道、通信光纜等在內的貿易走廊，
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下稱“一帶一路”）戰略的一條連
接線。而瓜達爾港，就是這條連接線上的關鍵“節點”。 

 瓜達爾港正全力建設自貿區，眾多國內國際公司已在當地建立商展中心，將利
用瓜達爾港作為其主要進出口港。 

 中國投資匈塞鐵路：在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上，中、匈、塞三國

已達成協議，合作建設匈塞鐵路，力爭在兩年內建成一個符合歐盟標準、適合
各方需求的現代化快速鐵路 

 中俄長吉圖（琿春）----紮魯比諾萬能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經濟特區東北亞大
圖們江區域經濟合作中俄絲綢之路高科技產業園（西鹹新區）。2014年10月13

日，陝西省政府與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俄羅斯國家主權基金）、俄中投資基
金（中俄跨國主權財富基金）、俄羅斯斯科爾科沃創新中心（俄羅斯國家科技
園）在俄羅斯莫斯科共同簽署了《關於合作開發建設中俄絲綢之路高科技產業
園的合作備忘錄》。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9926.htm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亞太自貿區互聯互通藍圖》或將作為領導人會議宣
言的四份附件之一向社會公佈。作為此次APEC會議最
重要的成果之一，《藍圖》將對硬體、制度、人員全
方位互聯互通給出明確時間表，設立出2025年實現亞
太地區“無縫聯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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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第一是交通運輸類公司：鐵路、公路、港口、航運、航空將直接受益於“一
帶一路”戰略下的業務擴展。 

• 第二是建築及基礎設施工程類公司：“一帶一路”的道路聯通將使得交通基
礎設施(如鐵路、公路、港口、機場)、能源管網、電信設施等行業以及建築

類的配套產業率先受益。 

• 第三為設備及配套類製造業公司：包括高鐵、港口、工程機械、特高壓電網、
核電等領域相關的設備製造類公司。海外基建施工或帶來工程機械需求新的
增量，其中工程機械需求額或為1500億至1800億，未來3至5年年均需求額
約為當前我國工程機械銷售額10%以上。 

• 第四是原材料類公司：與興建基礎設施相關的原材料，包括鋼鐵、建材、有
色等類別的公司將受益，特別是“一帶一路”相關省份相對集中的東南、西
北地方的原材料類公司將受益。  

• 第五為長期推薦品牌消費及文化傳媒類公司：長期來看，道路連通、貿易連
通中同樣伴隨著文化溝通，中國的品牌消費品(醫藥、家電、汽車等)、傳媒
等板塊也將受益。 

 

五大受益于“一帶一路”戰略的產業 

46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對接“一帶一路”戰略  天津：鎖定新亞
歐大陸橋“橋頭堡” 

 

天津港 
二連浩特 

滿洲里 俄羅斯 

蒙古 

西伯利亞大陸橋 歐洲 天津港 阿拉山口 歐洲 

北 

中 

南 

兩橋、三口 

資料來源：天津日報 47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對於天津自貿區來說,與京津冀協同戰略進行對接之外,對接“一帶一路”戰
略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劉恩專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天津自貿區與
“一帶一路”戰略對接毫無疑問,二者都是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基礎戰略。 

 

• 福建:面向海峽兩岸、21世紀海上絲路 

•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核心任務是加快制度創新,建立與國際投資貿易規則相
適應的新體制,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最大特色是,立足深
化兩岸經濟合作,率先推進與臺灣地區投資貿易自由,在平潭探索實施更加自
由便利的運行模式;發展目標是,經過3-5年改革探索,力爭建成投資貿易便利、
金融創新功能突出、服務體系健全、監管高效便捷、法治環境規範的自由貿
易園區。 

• 推進自貿區建設, 設置了投資、貿易、金融、法治保障和市場監管等5個專題
小組,分別推進各自領域的工作。福州、廈門和平潭三個片區都成立了管委會 

• 3月16日,福建省商務廳已經出臺了《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境外投資開
辦企業備案管理暫行辦法》,以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水平。 
 

天津:對接京津冀協同、“一帶一路”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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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國內大部分省市已研究或正在尋找自己在一
帶一路的角色，經濟及基建發展如何配合。 

 

• 香港：幾乎是「我自巍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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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京津冀市場對港商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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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51 

京津冀 

http://tj.focus.cn/news/2009-06-22/698037.html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52 

京津冀“兩小時經濟圈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53 

京津冀地區的城際鐵路、市域鐵
路，形式類似目前我國珠三角地
區已初步形成的城際軌道交通網
絡，“大間距、高速度”。城際
鐵路網覆蓋城市內的主要城鎮，
時速一般在200公里以內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帶動下，天津2015一季度經濟增
幅達到9.3%，雖同比下跌1.3個百分點，卻高於其年度
增長目標，在全國排在第四位。 

• 去年一季度，河北在31個省份的經濟增速排名中還是
倒數第二。今年一季度，河北增速同比增長，達6.2%，
同比提高2個百分點。 

• 北京今年一季度GDP總量為4773.50億元，增速達
6.8%，連續兩年未跑贏第一季度全國增速 

 

京津冀：天津增速區域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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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規劃》將明確區域整體定位及京津冀三省市定位以
外，還將確定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近期、中期、遠期目
標。 

• 將帶來巨量投資，將極大地改變目前京津冀三省市的
產業格局，相對落後的河北、天津兩地將有巨大的發
展空間 

• 據財政部測算，京津冀一體化未來6年需要投入42萬億
元。多家機構一致認為，這將給房地產、建材、環保
等板塊帶來確定性投資機會。 

• 在京津冀一體化的佈局中，交通一體化將率先發力，
鐵路、公路、航空、港口間的立體化規劃和基建都在
執行中。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未來6年需投
42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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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京津冀協同發展 

醫療 

教育 

交通 環保 

產業對

接 

資料來源：新華網財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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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京津冀協同發展 

北京：優化經濟結構，進行產業結構升級。 

 

天津：有著很好的工業和製造業基礎，同時

又是海港城市，突破產業結構瓶頸，尋找到

更合適的發展契機是當務之急。 

 

河北：接納不同類型的產業，有利於打破省

內產業結構嚴重向第二產業傾斜的現狀，從

而實現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平衡。 

資料來源：新華網財經部 57 

軌道上的京津冀“破題”打通

瓶頸路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京津冀協同發展 

 產業結構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第一產業159.0億元 

第二產業4545.5億元 

第三產業16626.3億元 

 

支柱產業： 

央企、製造業、高新技術企業、

服務業等發展比較均衡 

 

問題：中心區產業佈局過密 

北京 生產總值21330.8億元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河北 生產總值29421.2億元 

第一產業3447.5億元 

第二產業15020.2億元 

第三產業10953.5億元 

 

支柱產業： 

能源企業為主，如河北鋼鐵、

唐山鋼鐵 

 

問題：農業效益低，領軍企業

少、能源企業佔比過重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天津 生產總值15722.5億元 

第一產業201.5億元 

第二產業7765.9億元 

第三產業7755.0億元 

 

支柱產業： 

製造工業企業、日用消費品企業 

 

問題：工業佔比過重、服務業比重

偏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滯後 

注：以上生產總值數據採集截止2014年 

資料來源：鳳凰網、網上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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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人口密度 

 

京津冀協同發展 

 

面積：16410.54平方公里 

人口：2151.6萬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311人 

面積：11946.88平方公里 

人口：1516.81萬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270人 

面積：188800平方公里 

人口：7383.8萬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91人 

注：人口數為2014年統計數據；平均每平方公里人數等於

當地人口數除以當地面積；計算數據四捨五入 

1311人 391人 

1270人 

資料來源：鳳凰網、網上公開資料整理 59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三地交通（目前） 

京津冀協同發展 

 

資料來源：河北新聞網、鳳凰網 60 

注：資料截止至2015年4月 

2015年內將開通運營： 

京津城際延伸線 

津保鐵路（天津至保定） 

張唐鐵路（張家口至唐山）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天津市服務貿易中長期發展規劃 

重點發展領域 

 
規劃期限：2015年——2020年 

對以下八個服務貿易發展重點領域進行分類指導和促進。 

（一）傳統優勢領域 

1．交通运输服务。 

2．旅遊服務。 

（二）特色發展領域 

1．國際服務外包。 

2．國際會展服務。 

3．健康服務。 

（三）新興潛力領域 

1．金融服務。 

2．文化服務。 

3．專業服務。 

資料來源：天津商務網 61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公共服務 

京津冀協同發展 

 

資料來源：鳳凰網、網上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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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國211大學共112所 

醫療：全國三甲醫院793所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人均收入 

京津冀協同發展 

 

注：統計數據為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  北京 3659元 

¥  河北 2012元 

¥  天津 2625元 

資料來源：鳳凰網、網上公開資料整理 63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人均GDP 

京津冀協同發展 

 

資料來源：鳳凰網、網上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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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65 

上海、北京、江
苏、福建、广东、
天津、山东这7个地

区的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过了
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上海以14153

元排名榜首，甘肃
增幅全国最高。 

河北一季度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6698元，同比增

长9.0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 2013-2014年網民規模及互聯網普及率 

 

京津冀協同發展 

 互聯網發展 

資料來源：節選自CNNIC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北京市2014年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天津統計信
息網 

66 

省份 網民數（萬人） 普及率 網民規模增速 
普及率排名 
（注：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 

北京 1593 75.3% 2.4% 1 

天津 904 61.4% 4.4% 6 

河北 3603 49.1% 6.3 12 

全國 64875 47.9% 5.0% —— 

網上零售額是指通過公共網絡交易平臺（包

括自建網站和第三方平臺）實現的商品和服

務零售額。其中，網上零售額包括的服務類

商品，以及少部分用於生產經營用或被轉賣

的商品不統計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 

• 2014年限額以上單位網上零售額及增長率 

省份 
限額以上單位網上

零售額（億元） 
增長率 

北京 1456.9 69.7% 

天津 124.86 62.1% 

河北 —— —— 

全國 4400 56.2% 



III. 京津冀市場特點 消費者特征
 及消費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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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京津冀商業的五大新趨勢 
 

 

 

 

 

 

 

 

 

 

 

 

 

 

 

 

 

 

 

消費者購買行為特徵、消費模式 

產業項目激活商業發展 趨勢一  

• 北京環球影城：每年吸引2.5億左右遊客，直接創造1萬個就業崗位；帶動配套项目建設，帶來巨量商業消費。 

生活配套地位凸顯    趨勢二  

• 42%的消費發生在超市業態，58%的消費集中於日常的剛性需求（包括服裝、鞋帽等），27%的花費用於餐飲。 

一站式消費商機無限 趨勢三  

• 一站式購物在居民六大商業期待中排名第一。 

公共交通成勝負手 趨勢四  

• 62.5%的消費者會因為公共交通便利與否來決定購物場所。 

結構性商業過剩現端倪 趨勢五  

• 一些地方青睞高大上的購物中心，忽視了自身的需求定位；居民們更願意在家門口消費的母嬰、親子、藥房藥

店、健康會所等卻還存在著市場的缺口。 

資料來源：《2014北京商業發展藍皮書》 68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新常態下百姓消費三大新看點 

消費者購買行為特徵、消費模式 

 

信息消費增長強勁 一  

• 2014年限額以上單位全年通訊器材銷售額同比增長32.7%，比2013年加快12.3個百分點。 

• 2014年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49.7%，達到2.8萬億元。2014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包括B2B和網絡零售)約13

萬億元，同比增長25%。 

 

大眾消費穩步回升 二  

• 中國消費者2014年在本土消費額明顯下降，為250億美元，同比下降11%，中國奢侈品市場占全球奢侈品市場

比重由2013年的13%下降到2014年的11%。 

• 大眾化餐飲業不斷升溫。2014年全年餐飲收入增長9.7%，其中，限額以下企業增長13.2%，高出限上企業11

個百分點。 

服務消費需求旺盛 三  

• 隨著智能手機、4G和無線網絡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熱衷網上預約飯店、網上訂購電影票、網上選擇各

種服務……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69 



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天津主要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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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看京津冀地區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 

商圈 南京路商圈 和平路濱江道商圈 小白樓商圈 東南角商圈 

地理位置 和平區南京路 
和平區濱江道至和平

路百貨大樓 

東至台兒莊路、北至

徐州道、南至奉化道 

北至南運河、西至西

馬路，南至南馬路 

形成時間 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20年代 20世紀20年代 20世紀90年代 

業態定位 
中高檔百貨，快速時

尚品 

中低檔百貨、精品專

賣 
中高檔百貨 中高檔百貨、奢侈品 

輻射範圍 全市 全市 河西、和平 
南開、和平、虹橋以

及河北 

客群定位 中高收入消費群體 各類消費群體 中等偏上消費群體 中等偏上消費群體 

天津主要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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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型商業區域概況 

區域 名稱 總部所在國家/城市 
商業面積 

(萬平方米) 
商業定位 開業時間 

北辰 大孚國際購物中心 天津大孚 10 中端時尚 2014 

東麗 新業廣場(東麗) 陽光新業 13.9 社區商業 2013 

和平 

恆隆廣場 香港恆隆 15.3 高端奢侈 2014 

天河城 廣州 15.1 中高端時尚 2016 

樂賓百貨 印尼力寶 10 中端時尚 2007 

伊勢丹(營口道店) 日本 9.7 中高端時尚 1993 

友誼新天地 天津一商 8.9 中端時尚 2005 

百貨大樓 山東振華 6.8 中端購物 2010 

麥購(南馬路) 天津 6 中低端 2010 

海信廣場 青島 5.8 高端奢侈 2005 

858城市廣場 香港俊安 5.2 時尚購物 2011 

友誼精品 天津一商 5 高端奢侈 2012 

萬達廣場(和平) 大連萬達 / 中端購物綜合體 2004 

資料來源：新天津城市網、新華網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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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名稱 總部所在國家/城市 
商業面積 

(萬平方米) 
商業定位 開業時間 

河北 環宇城 深圳中海 8 中端時尚 2014 

河東 

萬達廣場 大連萬達 24 中端時尚 2009 

紅星晶海購物 上海紅星 18 中端時尚 2014 

嘉里匯 香港嘉里 12 中高端時尚 2014 

東達國際廣場 天津東達 9 / / 

遠洋未來廣場 北京遠洋 6.1 中端時尚 2013 

金地GOGO Park 北京金地 6 中端時尚 2014 

中糧大悅城(六緯路) 北京中糧地產 / 中端時尚 2016 

河西 

銀河購物中心 天津 36 中高端奢侈 2012 

彩悅城——陽光樂園 天津 9.1 主題商業 2012 

樂天百貨（銀河店） 韓國 7.3 中高端時尚 2012 

銀河地下商業街 天津 6 中端購物 2013 

凱德mall（天津灣） 新加坡凱德 6 中端購物 2008 

天津大型商業區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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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名稱 總部所在國家/城市 
商業面積 

(萬平方米) 
商業定位 開業時間 

紅橋 

陸家嘴廣場 上海陸家嘴 10 中端時尚 2016 

歐亞達廣場 武漢歐亞達 10 中端時尚 2013 

水游城 南京鵬欣 8 中端時尚 2011 

億城堂庭 北京億城 8 中端時尚 2014 

空港 
SM城市廣場 菲律賓 53 中端時尚 2014 

新燕莎奧萊斯 北京 8.8 名品折扣 2013 

梅江 
永旺購物中心（梅江店） 日本 10 中端時尚餐飲 2013 

新業廣場（梅江） 陽光新業 9.9 社區商業 2013 

南開 

中糧大悅城 北京中糧地產 25 中端時尚 2011 

熙匯廣場 浙江陽光 12 中端時尚 2016 

天佑城 廣東佛奧 11.3 中端時尚 2013 

遠東百貨 台灣 5.7 中端購物 2006 

樂天百貨（東馬路店） 韓國 5 中高端時尚 2011 

上谷商業街 天津融創 5 中高端餐飲 2006 

天津大型商業區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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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名稱 總部所在國家/城市 
商業面積 

(萬平方米) 
商業定位 開業時間 

泰達 永旺購物中心（泰達店） 日本 10.7 中端時尚餐飲 2009 

武清 

隆和國際商業廣場 天津中原 8 中端購物 / 

威尼都 香港瑞安建業 7.8 名品折扣 2014 

西青 永旺購物中心（中北店） 日本 13 中端時尚餐飲 2012 

漢沽 友誼商廈（漢沽） 天津一商 14.3 中高端時尚 2015 

于家堡 

寶龍國際購物中心 廈門寶龍 8.5 中端時尚 2014 

金元寶于家堡購物中心 天津 6 中端時尚 2013 

天津大型商業區域概況 

 

（资料来源：新天津城市网） 

2015年天津即將開業的大型商業項目(商業建築面積3萬平方米)

達24個，總商業面積超325萬平方米。項目類型包括城市綜合

體、購物中心、奧特萊斯、商業街區四種。 

資料來源：新天津城市網、新華網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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