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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

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我们在

前期推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

力城市排名：2019》、《中国十大最具潜力都市圈：2019》等系列报告，

本篇结合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规划建设的 19 个城市群

进行排名，并对五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逐次分析。 

摘要：2019 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1）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2006 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

2013 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当前 19 个城市群以 25%的土地集聚 75%人口，创造 88%GDP，其

中城镇人口占比 78%，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2）世界城市群

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

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美国东北部大

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

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

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

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3）

基于我们在 2019 年 4 月《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研究报告

中提出的“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 27 个指标分析，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

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

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 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

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 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

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 3 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

均增长 142.4 万、100.9 万、87.3、63.8 万、42.7 万人，中原、海峡西

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明显增长，辽中南、哈

长城市群人口减少。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

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 11 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

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 6 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NO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1）长三角 GDP 达

17.9 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

已有六大城市跻身 GDP 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

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2）长三角以电子、汽

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3）长三角石化、冶金等

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

群存在差距。 

http://www.baidu.com/link?url=OHgvo3qLVaxbS2AS2h7z4CROy25fIyNR3tQb9qKL20K8jasd6dDK4iazVb34aU6-Y7XtDz543xf9jyU0pC4MP7-mDXsrD56dDPUE9HpiHK3
http://www.baidu.com/link?url=OHgvo3qLVaxbS2AS2h7z4CROy25fIyNR3tQb9qKL20K8jasd6dDK4iazVb34aU6-Y7XtDz543xf9jyU0pC4MP7-mDXsrD56dDPUE9HpiH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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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1）2018 年珠三角

人均 GDP 达 12.9 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 85.3%、

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珠三角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3）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

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 

NO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1）京津冀

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31.4 万亿

元，占全国的 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

的世界级城市群。2）京津冀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

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

向着重发力。3）京津冀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 

NO4.成渝城市群: 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1）成渝 2018 年城镇

化率达 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

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

力。2）成渝产业协同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

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

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3）成渝内部缺少

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

新能力不足。 

NO5.长江中游城市群: 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1）长江中游土

地面积合计 32.6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

量达 1.3 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

战略支撑带。2）长江中游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

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

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3）长江

中游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 

风险提示：政策推动不及预期，公开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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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 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 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
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
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 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
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 年
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
局。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
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 年《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
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
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 19 个城市群。2017 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
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
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
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 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 11 个城市
群规划。 

全国 19 个城市群规划国务院批复情况 

文件名称 批复时间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5 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5 年 

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 年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 年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 年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 年 

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7 年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 年 

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 年 

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 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2018 年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19 个城市群以 25%土地集聚 75%人口，创造 88%GDP，其中城镇
人口占比 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
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 2019 年 4 月
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 96 个位于
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
1982-2018 年，19 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 7.1 亿增至 10.5 亿，人口占比从
70.3%增至 75.3%。2018 年城镇化率达到 61.7%，即城镇人口 6.5 亿，占
全国城镇人口的 78.3%；GDP 合计 79.3 万亿，占全国的 88.1%。长三角、
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 1.5 亿、
1.1 亿、1.0 亿、1.3 亿、1.0 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
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 4000-7000 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
个城市群人口在 2000-4000 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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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人口在 1000-2000 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 700 万。目
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
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
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
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中国规划建设 19 个城市群  19 个城市群分类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2018 年全国 19 个城市群人口、经济基本情况（未排名） 

城市群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占比 城镇化率 

GDP 

（万亿元） 

GDP 

占比 

人均 GDP 

（元） 

长三角城市群 15401 11.0% 68.6% 17.7 19.7% 115997 

珠三角城市群 6301 4.5% 85.3% 8.1 9.0% 128625 

京津冀城市群 11270 8.1% 65.4% 8.4 9.3% 74373 

长江中游城市群 12677 9.1% 60.9% 8.3 9.2% 65630 

成渝城市群 10015 7.2% 53.8% 5.8 6.4% 57426 

中原城市群 6905 4.9% 49.7% 3.8 4.2% 54946 

山东半岛城市群 10047 7.2% 56.7% 7.9 8.8% 78508 

海峡西岸城市群 5951 4.3% 64.9% 4.2 4.7% 70735 

哈长城市群 4625 3.3% 58.8% 2.7 3.0% 59072 

辽中南城市群 3054 2.2% 58.6% 2.2 2.4% 72082 

北部湾城市群 4211 3.0% 50.4% 2.1 2.3% 50532 

关中平原城市群 4038 2.9% 58.5% 1.8 2.0% 44577 

呼包鄂榆城市群 1151 0.8% 69.9% 1.5 1.7% 130321 

山西中部城市群 1627 1.2% 60.4% 0.9 1.0% 52243 

黔中城市群 2702 1.9% 51.7% 1.2 1.3% 44412 

滇中城市群 2270 1.6% 47.9% 1.1 1.2% 48458 

兰州-西宁城市群 1526 1.1% 59.3% 0.6 0.7% 38008 

宁夏沿黄城市群 564 0.4% 61.4% 0.4 0.4% 62057 

天山北坡城市群 692 0.5% 50.6% 0.6 0.7% 82370 

合计 105027 75.3% 61.7% 79.3 88.1% 75504 
 

资料来源：各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注：因数据缺失，哈长城市群 2018 年常住人口以户籍人口代替。 

1.2  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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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
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 年法
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
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
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多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
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
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
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
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
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
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
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
整体来看，回顾近 300 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
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
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
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
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
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
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
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
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1.5%，集中了美国总
人口的 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 70%，城市化水平达到 90%以上，是
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
集中了美国 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 80%，
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
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 24.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0 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
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
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 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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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构。土地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 6%，人口近 7000 万、
占总人口的 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

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
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
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50 万、占总人
口的 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 20%的 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
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
-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
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 14.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600

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
交通中心之一。 

世界五大城市群分布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
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
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
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 30%的高校和 40%

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 1/3 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 PCT 专利产
出的 50%和世界 PCT 专利产出的 10%；纽约集聚了美国 10%的博士学位
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 1/3 的高校和科研
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 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
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 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 1929 年、1948

年和 1966 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

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
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
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
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
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
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
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
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 1.1 亿；伦敦拥有世界
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 3 个机场，
年吞吐量超过 1.6 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
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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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
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世界五大城市群发展历程 

阶段 
美国东北部大西

洋沿岸城市群 
五大湖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沿岸

城市群 
英国伦敦城市群 

欧洲西北部城市

群 

单级城

市 

1773 年-19 世纪

末 

1837 年-20 世纪

初期 

1603 年-20 世纪

初期 
1565 年-19 世纪 1546 年-19 世纪 

依托纽约港，形

成以曼哈顿为中

心的贸易大港，

铁路兴起使纽约

成为枢纽城市 

芝加哥成为美国

中西部农产品集

散地，便捷的水

陆运输刺激了工

商业的发展 

德川幕府开始了

以江户城为据点

的统治时期，江

户（东京）成为

一座政治城市，

加速人口集聚 

伦敦商贸发展，

逐渐成为西欧贸

易大港与金融中

心，大量移民从

英格兰和海外迁

入 

工场手工业兴起

促进巴黎、阿姆

斯特丹、布鲁塞

尔、鹿特丹等城

市发展 

都市圈 

19 世纪末-20 世

纪 60 年代 

20 世纪初期-20

世纪 50 年代 

20 世纪初期-20

世纪 70 年代 

19 世纪-20 世纪

中期 

19 世纪-20 世纪

中期 

以纽约为核心，

向周围中小城市

辐射，分散城市

功能，都市圈横

向蔓延 

第二次工业革命

促进工业、运输

业发展，加速城

市规模扩展，芝

加哥、底特律、

匹兹堡、多伦多

等都市圈形成 

明治维新后，日

本开启工业化道

路，东京圈、名

古屋圈、大阪圈

并行发展，二战

使发展受阻 

两次工业革命促

进工业化，农村

人口大规模向城

市集中，工业城

市数量增加，伦

敦都市圈形成 

两次工业革命促

进工业化，农村

人口大规模向城

市集中，工业城

市数量增加，都

市圈形成 

城市群 

20 世纪 60 年代

-至今 

20 世纪 50 年代-

至今 

20 世纪 70 年代

-至今 

20 世纪中期-至

今 

20 世纪中期-至

今 

制造业转移，纽

约、波士顿等核

心城市成为国际

机构的集中地，

与周边城市协调

发展 

芝加哥继续作为

金融中心，匹兹

堡、底特律等城

市不断进行产业

升级,服务业比重

上升，多伦多以

飞机制造为支柱 

工业化、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造就

临港工业地带，

吸引人口持续流

入，形成了日本

独特的大城市化

和城市群化模式 

二战后就业机会

增加，人口急剧

膨胀，城市规模

扩大，形成合理

的分工体系 

德国、法国、比

利时、荷兰等西

欧国家相继完成

工业化，城市之

间建立了互联互

通的“多心多核”

城市群体系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1.3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 2019 年 4 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
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 27 个指标研究 2019 年中国 336 个地级行政单
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
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
“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 27 个指标研究 2019 年中国 19 个城市群发
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
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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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排名 城市群 指数 排名 城市群 指数 

1 长三角城市群 92.5 11 北部湾城市群 66.8 

2 珠三角城市群 91.3 12 哈长城市群 64.3 

3 京津冀城市群 89.6 13 山西中部城市群 62.3 

4 成渝城市群 87.7 14 黔中城市群 59.8 

5 长江中游城市群 83.8 15 呼包鄂榆城市群 59.4 

6 海峡西岸城市群 79.9 16 滇中城市群 57.1 

7 山东半岛城市群 78.6 17 天山北坡城市群 54.2 

8 中原城市群 74.2 18 兰州-西宁城市群 52.8 

9 辽中南城市群 71.3 19 宁夏沿黄城市群 50.6 

10 关中平原城市群 67.9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
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 38.1%、64.1%、
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 3 年人
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 142.4 万、100.9 万、87.3、63.8 万、42.7

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
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 年长三角城市
群以 17.9 万亿元 GDP 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
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 在 4.2-8.4 万亿元之间，长三角、
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 GDP 合计 34.3 万亿，占全国的 38.1%。从产业创
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 股上市
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 64.1%、63.9%。从人口看，2015-

2018 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 142.2 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
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 100.9 万、87.3 万、63.8 万、42.7 万人；中原、
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 3 年人口年均增
量介于 18-42 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
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 3 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 1-9 万人之间；辽中南、
哈长城市群近 3 年人口负增长。 

19 个城市群人口及增量  19 个城市群 GDP 及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
海峡西岸等 11 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 6 个
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
成熟期城市群 2018 年 GDP 在 5 万亿以上，A+H 股上市公司数在 19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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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 1.6 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
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 2018 年 GDP 多在 1 万亿以
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
城市的人均 GDP 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 2018 年 GDP 大都在
1 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
西岸等 11 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 6 个城市
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019 年中国城市群分类 

分类 城市群 

成熟发展期（0 个） — 

趋于成熟期（2 个）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 

 
  

快速发育期（11 个） 

 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

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

群、哈长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 

 
 
 

雏形发育期（6 个） 

 
黔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兰州-西宁城

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2 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  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 GDP 达 17.9 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
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 GDP 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
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
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
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
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
计 26 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 21.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2%；2018

年经济总量 17.9 万亿元，占全国的 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 1.5 亿
人，占全国的 11%；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14.4 万亿元，占全国的 18.7%。
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 6 城 GDP 超万亿，占全
国万亿城市数量的 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
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
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
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 2000 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 万
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 600 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 万以
上 1000 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
超过 300 万，处于 I 型大城市(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
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 12

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
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 1982 年，至今已走过近 40 年的历程。1982 年，
“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
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关
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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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 年 5 月国务院
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
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
“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 5 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
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 年 1 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
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
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
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四带”规划  长三角城市群 12 城获批修建轨道交通 

 

 

 

资料来源：《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轨道交通协会，恒大研究院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
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
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 GDP 的 58%；
A+H 股上市公司数 367 家，占全国约 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
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 GDP 比重达
到 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
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
资，已有 9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
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
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
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 2 成和 3 成。其
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
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
文化创意等 10 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
发展方向主要有 6 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布局及代表公司 

城市 当前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本地代表公司 

上海 金融、商贸、汽车制造、成套

设备、房地产 

新一代信息技术、金融、航运、商贸会展、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文化创意 

浦发银行、交通银行、

上海银行、上汽集团 

杭州 软件、文化创意、旅游、金融 电子商务、云计算与大数据、视频安防、 阿里巴巴、吉利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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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装备制造、电子商务 量子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海康威视、浙商银行 

南京 电子、石化、钢铁、汽车、现

代金融、文化创意 

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

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和科技服务 

苏宁易购、江苏银行、

华泰证券、国电南瑞 

苏州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冶金、

纺织、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

件、集成电路 

亨通光电、通鼎互联、

胜利精密、金螳螂 

无锡 纺织及服装加工、化工、冶

金、通用设备制造 

集成电路、物联网、智能终端、高端装备、

新能源、生物医药、工业设计 

海澜之家、威孚高科、

小天鹅、华西股份 

常州 纺织及服装加工、输变电设

备制造、汽车及配件制造 

新材料、精细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制造装备、农机和工程机械、轨道交通 

雷科防务、常宝股份、

旷达科技、千红制药 

南通 纺织及服装加工、船舶、电子

信息、智能装备、新材料 

高端纺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中国天楹、江山股份、

中天科技、美年健康 

盐城 汽车、机械装备制造、纺织、

化工 

汽车、新能源、智能终端、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商贸、教育医疗 

金财互联、悦达投资、

丰山集团、雅百特 

扬州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汽车

及零部件、化工、船舶 

汽车、高端装备、船舶、高端纺织、新能

源新光源、生物医药、微机电 

亚星客车、扬农化工、

联环药业、晨化股份 

镇江 机械、化工、造纸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海洋工程、

航空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恒顺醋业、大港股份、

宏达新材、鱼跃医疗 

泰州 医药、石化、造船、装备制造、

食品、纺织、建材、冶金 

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化工及新材料 

精锻科技、东华测试、

林海股份、亚星锚链 

宁波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石油

加工及炼焦、纤维制品制造 

高端装备、新材料、新材料、智能家电、

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 

远大物产、奥克斯、 

雅戈尔、均胜电子 

嘉兴 精细化工、五金塑料、合成纤

维、电子材料和纺织服装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氢燃料电池 

慈文传媒、海宁皮城、

双箭股份、嘉欣丝绸 

湖州 高端装备、健康产业、旅游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节能环

保、金属新材、新能源汽车、绿色家居 

瀚叶股份、旺能环境、

兔宝宝、久立特材 

绍兴 轻纺、机电、建材、化工、缝

纫、食品 

现代医药、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

集成电路、研发检测、 

浙江龙盛、三花智控、

晶盛机电 

金华 纺织、冶金、化工、机械、医

药、水泥、电力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

休闲旅游服务、文创影视 

尖峰集团、浙江广厦、

普洛药业 

舟山 船舶、港口、旅游、海产品加

工 

绿色石化、船舶与海工装备、港贸物流、

海洋旅游、海洋电子信息 

中昌海运、舟山海洋渔

业 

台州 汽摩配件、医药化工、家用电

器、塑料模具、新材料、 

汽车、高端设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

环保 

利欧股份、华海药业、

中新科技 

合肥 汽车及工程机械、家用电器、

化工及新型建材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家电、

新能源汽车 

 科大讯飞、皖能电力、

合肥百货、国元证券 

芜湖 汽车及零部件、建材、电子电

器、生物医药、电缆 

汽车、节能环保、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

航空、智能装备、工业设计、检验检测、 

伯特利、众源新材、 

亚夏汽车、海螺水泥 

马鞍山 钢铁、黑色金属冶炼、电力、

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食品、

人工智能、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 

马钢股份、华菱星马、

中钢天源、泰尔股份 

铜陵 铜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精细化工 

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零部件、精细化

工、生物医药及仿制药、工业设计 

铜陵有色、铜峰电子、

文一科技、精达股份 

安庆 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纺织

服装、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医工医药、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华茂股份、盛运环保、

集友股份 

滁州 家电、硅(玻璃)、盐化工、农 先进装备、智能家电、绿色食品、硅基材 全柴动力、德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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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 料、特色农业、非金属矿精深加工 金禾实业、开润股份 

池州 非金属新材料、农副产品及

深加工、金属冶炼及深加工 

装备制造、现代化工、有机农产品加工、

电子信息、旅游、大健康 

九华旅游、艾可蓝节能

环保科技、泰阳颜料 

宣城 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医药、

文化旅游 

食品医药、电子信息、数字经济、智能制

造、生物技术、文化旅游 

中鼎股份、司尔特、 

聚隆科技、华菱精工 
 

资料来源：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恒大研究院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
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
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
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 23 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 13 个和 12

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
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这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
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
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
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 782 公里，路网密度为 0.11 公里/

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
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
GDP 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 3/11、1/4、1/3、1/3、3/10，地均 GDP 分
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 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
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
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与世界其他城市群比较 

城市群 
长三角

城市群 

美国东北部

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 

五大湖城

市群 

日本太平

洋沿岸城

市群 

英国伦敦

城市群 

欧洲西

北部城

市群 

面积（万平方公里） 21.2 13.8 24.5 3.5 14.5 4.5 

人口（万人） 15401 6500 5000 7000 4600 3650 

GDP（亿美元） 25845 40320 33600 33820 21000 20186 

人均 GDP（美元/人） 16781 62030 67200 48315 45652 55305 

地均 GDP（万美元/平方公里） 1219 2920 1370 9662 1448 4485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部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恒大研究院 

2.2  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 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 GDP 达 12.9 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
位，城镇化率 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 9 市：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
市。土地面积合计 5.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0.6%；2018 年经济总量 8.1

万亿元，占全国的 9.0%；常住人口约 0.6 亿人，占全国的 4.5%，近 3 年
人口年均增速高达 2.4%；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15.4 万亿元，占全国的
20.1%；人均 GDP 达到 12.9 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
角度来看，2018 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 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
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
广州 GDP 由 1978 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 2015 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
超越，2015 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 40 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 1979 年
GDP 仅为香港 1/172 的小渔村到 2018 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
市，2015 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 50 万、居全国之首。2015 年广东省政府
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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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目标。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
珠三角 9 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
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由三大都市圈构成  珠三角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
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
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
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
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
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
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 56%。深圳毗邻香
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
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
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
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
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
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
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
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
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
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
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布局及代表公司 

城市 当前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本地代表公司 

广州 
汽车、石化、电子信息、房地

产、钢铁、金属冶炼、船舶 

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新材料及新能源 
富力地产、广汽集团 

深圳 
文化创意、高新技术、现代物

流、金融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文化创意、

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华为、腾讯、恒大、中

兴、金蝶、万科 

珠海 
家电、电子信息、电力能源、

石油化工、精密机械制造 

会展、休闲旅游、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 

格力电器、丽珠集团、

珠海中富、珠海港 

佛山 
机械装备、家电、建材、金属

材料加工及制品、纺织服装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 

美的、科龙、碧桂园、

海天味业、通宝股份 

惠州 石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石化、电子信息、汽车与装备制造、新能 TCL、华阳集团、亿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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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零部件 源、云计算、生物医药、休闲旅游 锂能 

东莞 
电子信息制造、电气机械及设

备制造、纺织服装、造纸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智能制造 

欧加控股、马可波罗陶

瓷、步步高、玖龙纸业 

中山 
纺织服装、机械电气、电子通

讯、金属制品、化学制造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检验检测、

研发创新、商贸物流 

中炬高新、联合光电、

香山股份、江龙船艇 

江门 
纺织服装、食品、电子信息、

化工、汽车及摩托车制造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及零部件、大健康、新材料、工业设计 

迪生力、美达股份、 

华铁股份 

肇庆 
金属加工、电子信息、汽车零

配件、食品饮料、生物制药 

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现代物流、现代

旅游、环保科技、健康医疗、电商物流 

星湖科技、华锋股份、

登云股份 
 

资料来源：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恒大研究院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
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国际上的两
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
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
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
例，2018 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值分别为 12.7%、9.1%，
而北京、上海达 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为 7.2%，上海为 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 4.3%、3.7%。第二，珠三角
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
2018 年广州、深圳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值分别为 2.8%、4.0%，而
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 5.7%、4.1%。2018 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
量为 1.1 万件、2.1 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 4.8 万件、2.13 万件。第三，
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
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4 所 985 和 211 高校，而
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 20 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
院数量分别为 243 家、134 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 713、349 家。 

广深金融业发展、创新能力与医疗条件整体不及京沪 

指标 广州 深圳 北京 上海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2.8% 4.1% 5.7% 4.0% 

发明专利授权量 1.08 万 2.13 万 4.8 万 2.13 万 

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9.1% 12.7% 16.8% 17.7% 

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4.3% 3.6% 7.2% 5.7% 

各级医院数量  243 134 713 349 
 

资料来源：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 年）》，恒大研究院 

2.3  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 股上市公司
市值 31.4 万亿元，占全国的 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
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
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
邯郸等共计 13 市。土地面积合计 21.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2%；2018

年经济总量 8.4 万亿元，占全国的 9.3%；常住人口约 1.1 亿人，占全国的
8.1%；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31.4 万亿元，占全国的 41.1%。京津冀城市
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 R&D 经费占 GDP 比重来
看，2018 年京津冀为 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 2.8%和珠三角的 2.6%，
其中，北京市高达 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 4.0%、2.8%、4.1%，
也超过了 OECD 国家 2016 年 2.4%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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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1 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
断加强。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
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
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
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
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
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
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
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
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
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
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
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
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脉络 

 

资料来源：《建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性特征》，Wind，恒大研究院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
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
产业结构看，2018 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 4:36:60。第二产业以
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
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 5%，共计占 GDP 约 35%。第三产业以生产
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
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 5%，共计占 GDP 约 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
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 2012 年的 44%降至 2017 年的
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 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
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 34%，
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
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
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
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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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
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
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
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布局及代表公司 

城市 当前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本地代表公司 

北京 
金融、信息技术服务、汽车制

造、电力热力生产供应 

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总部经济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中国石油 

天津 
国防工业、石油化工、装备制

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

生物医药、现代石化、现代冶金 

中远海控、中海油服、

中科曙光、天士力 

石家庄 
钢铁、装备制造、纺织、医药、

石油化工、建材、食品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纺织服

装、节能环保 

石药集团、东旭光电、

河钢股份、以岭药业 

唐山 
钢铁、装备制造、能源、化工、

建材 

精品钢铁、现代石化、高端装备、新型建

材、新材料 

紫光国微、冀东水泥、

唐山港、三友化工 

秦皇岛 
钢铁、装备制造、石化、建材、

食品 

重型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粮油加工、

电子信息 
秦港股份、天业通联 

邯郸 
钢铁、电力、煤炭、建材、纺

织、陶瓷、白色家电 

现代装备制造、精品钢铁、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新型建材 
晨光生物 

邢台 
钢铁、煤炭、装备制造、食品、

医药、纺织服装、建材 

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现代煤化工、玻璃

深加工、食品加工 
冀中能源 

保定 
汽车、新能源、纺织、食品、

建材、信息产品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及能源装备、纺织

服装、新型建材、现代中药 

长城汽车、中国动力、

保变电气、四通新材 

张家口 
旅游业、农业、装备制造、可

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绿色食品、

大数据 
河北宣工 

承德 
旅游业、绿色、农业、食品加

工等 

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钒钛新材料、绿色

食品、尾矿综合利用 
承德露露 

沧州 
石油化工、管道装备、冶金、

机械制造、食品加工 

基础精细化工、管道装备及汽车、新材

料、生物医药 

沧州大化、沧州明珠、

建新股份、金牛化工 

廊坊 
汽车制造、装备制造、建材、

食品加工、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大数据、

家具制造、粮油加工 
华夏幸福、荣盛发展、 

衡水 
交通设备、装备制造、食品加

工、化工 

绿色饮品、纺织服装、功能材料、节能环

保 
老白干酒 

 

资料来源：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恒大研究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
常住人口计算，2017 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 10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 1 个
（北京）、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特大城市 1 个（天津）、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 I 型大城市 2 个（石家庄、唐山）、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的
II 型大城市 4 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
的中等城市 5 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
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
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
弱。从 GDP 看，北京 2018 年 GDP 超 3 万亿，天津超 1.8 万亿，而其余
城市均低于 8 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 年北京有 459 个 A+H 股上市公
司，天津有 62 个，其余城市合计仅 71 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立足企业恒久发展   19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 

业（助理医师）4.4 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 3 人，北京 985+211 合计
35 所，天津 3 所，河北仅 1 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 年北京高铁日
均班次为 735 趟，天津为 744 趟，其余城市皆低于 500 趟。 

河北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京津  河北各市高铁日均班次远小于京津 

 

 

 

资料来源：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恒大研究院 

2.4  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 2018 年城镇化率达 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
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
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 27 个区（县）和
2 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
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 16 市。
土地面积合计 18.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1.9%；2018 年经济总量 5.8 万
亿元，占全国的 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
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 1.0 亿人，占全国的 7.2%；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1.7 万亿元，占全国的 2.2%；城镇化率从 2010 年的 46.3%

增长到 2018 年的 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
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 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
水平还要低 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
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
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
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
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
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 年 5 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 年 3 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
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
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 年 6 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
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签署，成
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 年 4 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 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规划范围  成都和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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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地球知识局，恒大研究院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
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
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
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
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 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
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 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
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 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
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
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
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
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
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
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
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布局及代表公司 

城市 当前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本地代表公司 

重庆 汽车制造、电子制造、装备制

造、能源工业 

智能产业、现代物流、国际商贸、金融服

务、专业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旅游 

长安汽车、金科股份、

智飞生物、西南证券 

成都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

康、绿色食品、新型材料 

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现代物流 

成都银行、国金证券、

科伦药业、东方电气 

绵阳 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食品 

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食品

饮料、现代物流、文化创意、健康养老 

四川长虹、西部资源、

富临精工、利尔化学 

德阳 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型化

工、生物医药、绿色建材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建材、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通用航空、轨道交通 

中国二重、科新机电、

宏达股份 

自贡 盐化工、机械、新材料、食品 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航空与燃机、电力

装备、高分子化工材料、有色金属材料 

大西洋、川润股份、 

华西能源、东方物流 

泸州 酒类制造、化工、机械制造、能

源 

食品饮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化

工、智能终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 

泸州老窖、北化股份、

泸州银行  

遂宁 电子信息、机械与装备制造、食

品饮料、纺织服装、生物医药 

新材料、环保装备制造、物流装备制造、

绿色食品加工、现代商贸、文化旅游 

舍得酒业、四川美丰、

明星电力、创维数字 

内江 冶金建材、机械制造、医药化

工、食品、电力 

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和大数

据、电商、文化旅游、康养 

浩物股份、川威集团 、

汇宇制药、中耀食品 

乐山 旅游、电子、医药、建材 旅游、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

先进材料、现代物流、新医药 

乐山电力、四川金顶、

尚伟股份、和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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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 油气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

装、轻工食品 

现代物流、现代农业、电子信息、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华塑控股、金宇汽车

城、九天真空科技 

眉山 绿色农业、食品饲料、化工医

药、机械电子、水电 

电子信息、数字经济、装备制造、先进材

料、高端服务和总部经济 

台海核电、千禾味业、

惠通食业、 

宜宾 酿酒工业、综合能源、机械制

造、旅游 

轨道交通、节能环保、医药及器械、绿色

食品加工、现代特色农业、文化旅游 

五粮液、宜宾纸业、浪

莎股份、天原集团 

广安 建材、装备制造、农产品、煤炭、

电力、电子信息、能源化工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轻工服装、旅游、文化创意 

广安爱众、广能集团 

达州 煤炭采选、天然气化工、建材、

农产品加工、电力生产与供应 

电子信息、磷硫化工、纺织服装、农产品

加工、中医药大健康、文化旅游 

川环科技、达州钢铁

集、达州电力 

雅安 农产品加工、新材料、汽车与机

械设备制造、清洁能源 

汽车及机械装备、先进材料、清洁能源、

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文旅、康养 

雅化集团 

资阳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农产品加

工、新材料 

轨道交通装备、商用汽车、医药、食品、

现代农业、口腔装备材料 

奥士康、资阳机车、 

南骏汽车、资阳晨风 
 

资料来源：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恒大研究院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
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 年除成都、重庆（主城
区）外，仅有绵阳的 GDP 突破 2300 亿元，众多城市 GDP 规模在 1000 亿
-2000 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
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
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
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
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
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
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
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 11 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 2020 年产值预计达到 500 亿元，而
《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 300 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
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 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
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
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
2018 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GDP 的 1.8%，
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 2.8%、珠三角城市群的 2.6%、京津冀城市群的
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5.3 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 12.3 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 13.7 件、比
京津冀城市群低 12.4 件。 

成都和重庆“双核独大”  重庆、成都新能源汽车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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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重庆新能源

汽车发展规划》，恒大研究院 

2.5  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 32.6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
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 1.3 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
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
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
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
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 32.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3.4%，是中国面积
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 1.5 倍，珠三角的 6 倍；2018 年经济总量 8.3

万亿元，占全国的 9.2%；常住人口约 1.3 亿人，占全国的 9.1%，仅低于
长三角；A+H 股上市公司市值 2.2 万亿元，占全国的 2.8%。长江中游城
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2006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
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印
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
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
引领区。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
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  长江中游常住人口数量仅低于长三角 

 

 

 

资料来源：《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
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
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
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
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
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
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
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
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
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
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
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
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
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
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
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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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
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布局及代表公司 

城市 当前支柱产业 未来主导产业 本地代表公司 

武汉 汽车及零部件、光电子、生物

医药及医疗器械、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子、汽车及零部

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东风汽车、葛洲坝、 

烽火科技、长飞光纤 

长沙 电子信息、新材料、汽车制

造、烟草制品、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疗、节能环保、现代物流、文化创意 

中联重科、三一集团、

九芝堂、大汉控股 

南昌 汽车、电子信息、绿色食品、

新材料、文创旅游、航空航天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装备、工业设

计、新材料、机电装备制造 

正邦科技、诚志股份、

仁和药业、洪都航空 

黄石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生命健康、

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 

大冶特钢、三丰智能、

美尔雅、闻泰科技 

鄂州 冶金、纺织、建材、装备制造、

化工、轻工业、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智能制造、飞机

改装和供应链管理、航空物流 
东方金钰、顾地科技 

黄冈 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纺织服

装、建筑建材、机械电子 

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产业、新能源、

新材料、大健康、电商、文体康养游 
广济药业、祥云集团 

孝感 汽车机电、盐碱化工、医药食

品、建材建筑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

新材料、新能源、高新技术服务 

双环科技、福星股份、

富邦股份、欣柔科技 

咸宁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造纸、

冶金建材、机电、电力能源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食品饮料、冶金建材、纺织服装 

瀛通通讯 

襄阳 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农产品深加工 

智能制造、医药化工、文化旅游、新能源

汽车、电子信息、现代物流、健康养老 

京汉股份、襄阳轴承、

回天新材、中航机电 

宜昌 化工、食品医药、装备制造、

电力 

精细化工、食品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文化旅游、现代物流 

宜化化工、启迪桑德、

三峡新材、宜昌交运 

荆州 食品加工、装备制造、化工、

建材、纺织服装、电子信息 

装备和汽车零部件制造、医药化工、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沙隆达、三安光电、 

凯乐科技、济川药业 

荆门 化工、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

造、建材、纺织 

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大健

康、再生资源利用与环保、电子信息 

天茂集团、京山轻机 、

新洋丰、凯龙股份 

株洲 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汽

车、有色金属深加工、 

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计算机及

信息安全、航空航天、高分子新材料 

时代新材、千金药业 、

株冶集团、天桥起重 

湘潭 冶金、机电、化纤纺织、农产

品加工、煤炭采选与炼焦 

精品钢材及深加工、汽车及零部件、智能

装备、食品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中兵红箭、湘电股份、

湘潭电化、泰富重装 

岳阳 石化、电子信息、食品、造纸、

建材、纺织、再生资源 

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

现代物流、文化旅游、 

恒立实业、正虹科技、

岳阳兴长、景峰医药 

益阳 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现代农业 

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装配式建筑、

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船舶制造、 

汉森制药、艾华集团、

奥士康 

常德 烟草制品、食品、纺织、机电、

化工、建材 

烟草、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文旅康养、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检验检测 

金健米业、大湖股份、

佳沃股份、益丰药房 

衡阳 机械及器材制造、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精细

化工、纺织服装、新一代信息技术 

湖南天雁、启迪古汉、

湘油泵、中科光电子 

娄底 钢材、煤炭、电力、建材、机

械、化工 

薄板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力安装 

恋大自然科技 

九江 家具、矿产、建材、服装、纺

织、化工、机械 

石油化工、现代轻纺、新能源、精细化工、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 

九江银行、天沅环保、

德福科技、善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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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 汽车及零部件、直升机及通

航、精细化工、陶瓷文化创意 

陶瓷、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环保、

文旅 

长虹华意、黑猫股份、

世龙实业、富祥股份 

鹰潭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烟草 

铜精深加工、机械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智能装备、物联网、文化旅游 

三川智慧、鸽鸽食品、

莫奈陶瓷 

新余 光伏新能源、钢铁、装备制

造、新材料、光电、生物医药 

钢铁、新能源、光电信息、装备制造、锂

电、智能制造、旅游、商贸流通、云计算 

新钢股份、赣锋锂业、

新余国科、沃格光电 

宜春 医药、食品、建材、机电、能

源、化工、纺织 

装备制造、机电、建材、锂电、中医药、

绿色产品、文化创意、现代物流 

江特电机、华伍股份、

同和药业、和美陶瓷、 

萍乡 装备制造、金属材料、食品医

药、海绵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食品、商贸物

流、花炮文化创意、节能环保、旅游 

宝海微元、甘源食品、

安源客车  

上饶 机械电子、有色金属、纺织服

装、建材、食品、电子商务 

金属新材料、光伏、汽车、智慧物联网、

大数据、大健康、中医医疗、养生保健、

康复养老、健康旅游 

凤凰光学、万年青、 

博能集团 

抚州 食品、生物医药、化工建材、

电子信息、有色金属加工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文化旅游、中医药

事业、汽车及零部件、人工智能 
博雅生物、赣东运输 

吉安 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医药

化工、冶金、建材 

电子信息、医药大健康、新型材料、绿色

食品、文化旅游、金融服务 
华兴箱包 

 

资料来源：各市政府工作报告，恒大研究院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
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
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 4 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
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
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 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
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
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8 年
第三产业占比仅为 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 51.5%、
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 54.6%，远低于北京、
上海、广州的 81.0%、69.9%、71.8%。 

武汉与长沙、南昌相距 250km 以上  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三产业比重低 

 

 

 

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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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研究院简介 

恒大研究院（恒大智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是恒大集团设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立足企

业恒久发展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为使命，追求成为国内顶级研究院，致力建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

院对内为集团领导决策提供研究咨询，为集团发展提供研究支持；对外建设成为杰出的经济金融市场专业

研究领导者，建立与社会公众和公共政策沟通的桥梁，传递企业社会责任的品牌形象。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恒大研究院（恒大智库有限公司）提供，仅供本公司客户使用。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

情况下发放，所提供信息均来自公开渠道。本公司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准确、完整，但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

性做出保证。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相关的分析意见及推测可能

会根据后续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更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本公司、

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

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损失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或引

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恒大研究院”，且不

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引

用、刊发者承担。 

本公司对本免责声明条款具有修改和最终解释权。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推荐：研究员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 

中性：研究员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与沪深300指数持平； 

减持：研究员预测未来半年行业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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