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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1.5万亿美元 
市场机遇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1“9+2”城市群（包括香港和澳门），是继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

和东京湾区等全球主要湾区后的新兴湾区，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区，拥有高

度市场活力、开放和国际化的特质。

粤港澳大湾区有潜力通过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普

惠金融和金融科技。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圳经济特区、珠

海经济特区，以及广东自贸区（广州南

沙、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三大片

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生产

总值（GDP）达人民币11万亿元，同比

增长7%，略高于6.8%的全国增长水平，

占经济总量的13%。2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蓝图于2019年2月发

布，为广东省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如

何更紧密地合作提供了一个框架，旨在

将11个城市集群转变升级为世界级的创

新与技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

在未来几年，预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

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将显著加快。区

域加强协调和工业发展协作的趋势，将

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周边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6,900万人口3，超过

纽约（2,000万）和东京（4,400万）两

大湾区的人口总和，但其GDP仅有1.5万
亿美元，低于纽约湾区（1.7万亿美元）

和东京湾区（1.9万亿美元）。因此，粤

港澳大湾区蕴含着巨大的增长和发展潜

力。同时，此经济区涉及三个司法管辖

区，为人流物流的过程带来挑战。对于

希望把握和准备迎接潜在机遇的企业而

言，高效应用最新的先进科技是一种具

有效益的价值主张。

1. 中国日报网（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902/19/WS5c6b6b4da3106c65c34ea19d.html。

2. 德勤中国（2019年），《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解读》，https://www2.deloitte.com/cn/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ecoding-the-outline-development-plan-for-
gba.html。

3. 香港贸易发展局（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统计数字，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Guangdong-Hong-Kong-Macau-Bay-
Area/Statistics-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bayarea/en/1/1X000000/1X0AE3Q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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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统计（2018年GDP和2017年人口数据）

资料来源：TalkingData、德勤研究、广东相关省市部门、澳门特区政府和香港政府经济顾问办公室（2018年GDP和2017年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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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简介

从经济上讲，由于劳动力、资本、历史原因和自然资源供应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经济活动各具特点。城市人口、移

居人口和农村无银行账户人口并存。

香港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除了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外，提供的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也是全球最多的。香港拥有强大的

保险市场，与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紧密相连，又是亚洲领先的债券市场。同时，香港是专业服务、贸易服务和法律服务中心。

澳门是拥有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地区，由于其提供独特的酒店、餐饮和商务旅游服务。低税率环境和悠久的贸易历史为澳门提供了进一步

优势条件。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和政治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许多大型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消费电子行业和石油化工行业的企业，均在这里

设立总部。广州还希望发展成为民用航空和港口技术中心。

南沙自由贸易区为大陆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进一步的金融、税务、法律支持。

深圳经济特区有“中国硅谷”之称，聚集了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初创公司和科技金融巨头。

肇庆和惠州拥有丰富的清洁水、木材和地下矿产等自然资源。此外，两地还制造清洁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

另外五个城市，东莞、中山、珠海、佛山和江门，大多处于半工业型半服务型经济模式。各类规模的企业在这里生产、组装和/或向国内外分销

电子设备、汽车、纺织服装、铁轨、船舶、农产品等，并提供相关服务等。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非常成熟，现有六个机场，正在规划建设第七个，还有四座大桥及多条铁路线路，可以满足国内国际货物运输和人员

往来需求。 



4

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 独特挑战

独特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的11座城市要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巨大的协同效应，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小经济活动循环流动的阻力，以信息流动为

基础，有效推进货物、资金和人员流动。这对全球其他湾区并非难事，但对粤港澳大湾区却是独特的挑战，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包含

三个地区，各地有着不同的货币、法律、规管、税务、移民和文化体系，使得经济活动的成本更高。

在以下虚构案例中，我们设想已实现货物、资金和人员的便捷流动，以此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如何从协同效应中获益。

香港ABC贸易公司收到了美国客
户的采购订单。随后该公司将采
购订单质押给香港某银行并获得
保函。

ABC贸易公司凭保函从深圳某银行
或金融科技公司获得人民币融资。

接下来，ABC贸易公司可从惠州周
边地区采购原材料运到广州进行加
工，再采用产自肇庆的特殊零部件
在东莞生产产品。

在香港进行相关设计的知识产权
申请和法律程序。从美元到人民
币的付款和跨境汇款也通过香港
汇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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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目前不太可行。在粤港澳大湾区，

跨境居住、工作、经商等方面可能面临诸多

挑战。

首先，由于跨境数据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

法律的限制，深圳的银行（或科技金融公

司）可能无法从香港的银行获取了解客户

信息（KYC），银行开户变成难题。跨境就

业人员的养老金转移和病历信息传输耗时

良久、效率低下。就业人员需要计算在不同

城市居住的天数，多次以纸质方式报送纳

税申报资料及其他个人记录。

其次，深圳的银行将难以证实保函的有效

性。伪造文件和重复融资的问题可能普遍

存在。目前尚无集中式数据库供所有金融

机构、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共享客户信用

报告和抵押品信息。跨境同步敏感信息也

会引发大量隐私和安全问题。企业会很难

跨境寻找并信赖公证人对抵押品进行验证

和估价。

市场上的假冒产品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

题。公司需确保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原产地

并拥有质保，而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在提供金融服务前，也需证明质押或投

保的抵押品真实可信且经过适当估价。海

外买家为确保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合规，也

会关注产品的可追溯性。

实体贸易必然涉及物流，而粤港澳大湾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长足发展。实体基

础设施需与信息高速公路相结合，以实现

税务和海关数据的数字化交换。目前，货物

报关大多采用纸质形式，不仅耗费大量人

力，还容易出错。货物和零部件的位置无法

实时跟踪，缺乏可追溯性。借助高效的信息

平台实现供应链完全同步，信息成本就可

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可使用该信息平台获

取可靠文件，并提供相应的融资和保险服

务。这样可以减少运营风险和伪造文件的

情况，从而降低财务成本，最终造福整个

生态系统。

最后，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的收入和财

富水平不同，小微金融和小额保险等普

惠金融产品极具潜力。粤港澳大湾区的高

净值人群通常注重丰厚的投资回报，无银

行账户人群和中小型企业则在苦苦寻求资

金。因此，有必要以行为数据代替传统的收

入证明和/或家庭/办公地址证明作为资信

证明，弥合这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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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如何提供帮助？

金融科技是一些先进技术的总称，包括人工智能 （AI）、区块链或分布式分类账技术 （DLT）、具有开放 API 的云以及使用大数据

的数字技术。这些技术不是作为独立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作用，以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形成

经济生态系统。

以下是不同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应用，它们将助力业务运营。

数字标识 (人流) 金融包容性(人流) 
贸易融资 
(资本流动)

物流 (货物流)

用例

金融科技
解决方案

•  资质

•  公民记录

•  中小企业融资

•  KYC DLT
•  数字标识、开放API
•  信用DLT

•  未银行

•  小额融资

•  跨境支付

•  数字标识、开放API
•  人工智能

•  抵押品

•  贸易单据欺诈

•  假冒产品

•  抵押品DLT
•  贸易融资DLT
•  可追溯性DLT和物联网

•  海关和税务清关

•  保险

•  运输跟踪

•  供应链DLT
•  可追溯性DLT和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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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战略

利用人工智能（AI）、区块链或分布式

账本技术（DLT）、开放式应用程序接口

（API）云平台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粤港

澳大湾区的市场参与者或者可以解决当

前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就是数字身份

和KYC信息。DLT技术的关键价值在于，

在不违反任何数据保护法规的情况下跨

境同步客户敏感信息。DLT技术采用标准

哈希算法对个人标识符进行脱敏处理，从

而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以及企业的敏感商

业信息。

利用DLT平台同步KYC信息，可在粤港

澳大湾区11个城市内安全有效地获取信

用报告、法律记录、学历和保单等实时

信息。

中小型企业可使用一个城市的信用报告在另一个城市获得融资

雇主可以核实其他地区高校毕业生的资质证明

医院可快速检索跨境就诊患者的病历

跨境就业员工的保险和养老金实现跨境可携

DLT技术还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以下

为部分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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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基于DLT技术的数字身份和KYC信息平台

在供应链数字化和可追溯性方面，使用

DLT技术，可以检测伪造文档、重复融

粤港澳大湾区

学历

高校

病历

服务咨询

仲裁

保单和索赔

财务记录

征信机构

银行

保险

养老金及住房公积金

法律记录

服务门户

个人客户

企业

医疗

资和其他欺诈行为，推动生态系统的流

动性提升；可以避免供应链中所有纸质

及劳动密集型流程，提高准确度，减少

错误；还可以生成产品真实性和可持续

合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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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于DLT技术的供应链平台

部署了DLT平台可帮助收集生态系统中

所有企业的大数据。借助深度学习技

粤港澳大湾区

监管机构

卖方

买方

个人客户

电商门户

港口

物流

保险

银行

中小型企业

术，大数据可用于训练高度复杂的神经

网络，并进行强大的预测分析。例如，

信息可用于预测货运是否延误，从而降低

出口商数月之后出现流动性缺口的风险。



10

金融科技发展战略  | 金融科技战略

图4：基于AI技术的普惠金融

AI技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用

于处理来自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和物联

网的行为数据，便于为无银行账户人群

和中小型企业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只

需透过手机上的信息，AI技术就能分析

出机主的风险偏好、潜在信用度、工作

地点和居住地。

渠道 物联网

微服务

企业

服务

总线 

核心平台

客户关系管理

自然语言处理(NLP) 图像识别

机器学习

预测分析

数据湖

(HDFS/YARN)

数据流

基于大数据的承保 提供服务 数据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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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先进技术的融合

生物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有助

于大大降低服务成本。客户可通过面部

识别开立账户，向聊天机器人咨询相关

问题。服务提供商和客户均可使用事件

触发和主动警报功能，而不会产生额外

费用。

我们相信，依赖单一技术并不可行，融

合多项技术才能创造崭新的数字化世

界。因此，企业务必了解这些解决方案

如何为未来创造价值，以及如何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中的机遇。

物联网 分布式账本技术(DLT) 人工智能 开放式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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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打造一个集国

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全球制造中心

及领先技术和创新中心于一体的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经济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

在于建设一条有效的数字高速公路，支

持三个司法管辖区和11个城市之间的信

息流，使人员、资本和货物高效流动。

由数字高速公路催生的生态系统中，参

与者可以一同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市

场格局。目前的迹象表明，监管和法律

框架也正在朝着对生态系统更友好的环

境迈进。技术引领者们意识到更广泛应

用技术平台会帮助他们获取新经济生态

系统的机遇。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不同

法规地区的共融API标准或许可以催生出

全新市场环境，帮助参与者携手向客户

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而未来的竞争也会

以新面貌浮出水面。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向更智能城市

发展，数据可能会从第三方物联网 
（IoT）中获取。大量的数据可以通过 
DLT 分发到由不同市场参与者组成的生

态系统。参与者可以使用 AI 的机器学习

功能处理数据，并在云端开放 API生成

预测分析。这些 API 可以从倾向模型、

欺诈检测算法或风险分析中生成结果。

然后，参与者可以将这些 API的使用商

业化，并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中赢得一

席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是隐藏在大量运营和监管

复杂性背后的巨大机遇，而金融科技将

可能克服过去设置的许多障碍，成为我

们走向更光明和令人振奋的未来的关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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