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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發展機遇與趨勢
Greater Bay Area and Opportunities



粵港澳大灣區
Greater Bay Area

由廣州、佛⼭、肇慶、深圳、東莞、
惠州、珠海、中⼭、江⾨9市與

⾹港、澳⾨
兩個特別⾏政區形成的

珠江口灣區城市群

[9+2]



政策機遇/Policy Positioning

①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Integration: Deeper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②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經濟增長動力。
Innovation: a new engine for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③全面開放新格局，接軌全球經濟。
Internationalization: a catalyst for promoting China’ s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經濟機遇/Economic Positioning

粵港澳⼤灣區雖然是最年輕的，但其鋒芒已經初顯，儼然成
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亮點。
Young and Dynamic:  The number of Global 500 companies' headquart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urpassed the New York Bay Area.

區位優勢明顯
經濟實力雄厚
創新要素集聚
國際化水準領先
合作基礎良好



經濟機遇/Economic Positioning

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
The 2021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東京灣區40家
粵港澳⼤灣區25家
紐約灣區22家
舊⾦⼭灣區12家



經濟機遇/Economic Positioning

城市協同
深圳：⾦融、地產、資訊科技
廣州：⽣物醫藥、成⾞製造
⾹港：⾦融、物流、貿易

產業協同
25家上榜企業覆蓋汽⾞、家電、地產、⾦融、資訊科
技、貿易等各個領域。



全球定位/Global Positioning



未來/Future Positioning

充滿活⼒的世界級城市群/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具有全球影響⼒的國際科技創新中⼼/Glob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帶⼀路建設的重要⽀撐/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verage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範區/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depth 

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活圈/A Quality Living Circle 



大灣區高校優勢
Universities in Greater Bay Area and Opportunities



⼤灣區⾼校優勢/規模大，一流大學多且發展迅速
Higher Education in GBA: An Emerging World Class System 

广州83 香港11

深圳8

澳门12

东莞7

珠海6 肇庆6

惠州5 中山3佛山6

江门5



⼤灣區⾼校優勢/規模大，一流大學多且發展迅速
Higher Education in GBA: An Emerging World Class System 

廣東省⾼⽔準⼤學建設計劃

2021年，中⼭⼤學、華南理⼯⼤學、暨南⼤學、華南
農業⼤學、南⽅醫科⼤學、廣州中醫藥⼤學、華南師
範⼤學、廣東⼯業⼤學、廣東外語外貿⼤學、廣州⼤
學、廣州醫科⼤學、深圳⼤學、南⽅科技⼤學13所⾼
校，⼀起⼊選。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廣州⼤學是以國家重要中⼼城市為廣州為命名的綜

合性⼤學，於2000年合併組建，有著90多年的辦學
傳統。是廣東省⾼⽔準⼤學重點建設⾼校，"沖⼀流

"重點學科建設⾼校、廣州市⾼⽔準⼤學建設⾼校。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coming World Class



博学笃行 与时俱进

廣州大學整體辦學水準和國內外影響力快速提升。

l 2020、2021連續兩年進⼊軟科最好⼤學排名中國內地⾼校百強⾏列;

l 2022年居U.S.News世界⼤學排名第619位、中國內地⾼校第57位;
l 2022年居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世界⼤學排名第601-800位、中國⼤陸⾼校第35-49位。



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周福霖院士團
隊在工程減震控制領域作出了多項奠基性
貢獻。在完成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
橋的橋樑減震隔震設計，參與設計廣州塔
抗震阻尼系統，使我國成為世界防震科技
前沿的"領跑者"。

廣州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劉海教授團隊從
事嫦娥五號月壤結構探測儀雷達數據處
理與成像演算法的研究工作，協助快速
處理和分析嫦娥五號月壤結構探測儀雷
達數據。



⼤灣區⾼校優勢/學科門類齊全，專業選擇多樣

歷史學類、法學類、數學類、物理學類、生物科學類、電腦類、海洋科學
類、生物醫學工程類、臨床醫學類、外國語言文學類、藝術類……

新聞傳播類、工商管理類、建築類、金融學類、心理學類、教育學類、材
料類、自動化類、電腦類…

經濟學類、新聞傳播類、政治學類、醫學類、藥學類、外國語言文學類、
環境科學類、工商管理類、物理學類、體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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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coming Worl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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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coming World Class

國際經濟與貿易 英語
統計學 法語
會計學 日語

地理資訊科學 廣播電視學
遙感科學與技術 廣播電視編導

資料科學與大資料技術 播音與主持藝術
法學 網路與新媒體

視覺傳達設計 工程管理
環境設計 工商管理

教育技術學（師範） 物聯網工程
應用心理學 電腦科學與技術

小學教育（師範） 軟體工程
特殊教育（師範） 網路工程
體育教育（師範） 網路空間安全
數學與應用數學 人工智慧

漢語言文學 機器人工程
歷史學 土木工程

…… ……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coming World Class

2022年面向香港學生的招生專業

所屬院系／專業類（二選一） 招生專業名稱

經濟與統計學院 金融學

法學院 法學

教育學院（ 師範學院） 應用心理學

人文學院 漢語言文學

外國語學院 英語

新聞與傳播學院 網路與新媒體

管理學院（旅遊學院 / 中法旅遊學院） 工商管理

數學與資訊科學學院 數學與應用數學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物理學

化學化工學院 化學

所屬院系／專業類（二選一） 招生專業名稱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地理科學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製藥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機器人工程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物聯網工程

電腦科學與網路工程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建築學(5年)

土木工程學院

土木類（含土木工程、給排水
科學與工程、建築環境與能源
應用工程，經住房與城鄉建設

部專業評估認證）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環境工程（經中國工程教育專
業認證協會認證）



⼤灣區⾼校優勢/全方位對接灣區

與灣區社會發展需要全⾯對接的⾼等教育/ A HE System Engaging GBA

粵港澳⾼校交流密切/ Increasing HE Exchange in GBA

⽂化近親/ Shared Culture in GBA

受港澳⽣歡迎/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 Chosen by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ents 



巍巍學府 與時俱進

廣州大學緊緊抓住國家"雙一流"戰略和廣東省高水準大學建設機遇，以"三個面向"（面向國際學

術前沿，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需求）為基本導向，深度實施"三個對

接"（對接廣州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接廣州和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對接廣州和粵港澳大灣區開

放），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推動重點學科建設，著力培養特色學科、 扶持新興交叉學科，推

動學科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st Education for GBA



一、現有科研基礎

做強理工：提高理工科比重，加強科學前沿和源頭創新佈局，面向城市區
域科技創新、產業革新和城市建設需求，聚焦"新工科"，佈局學科平臺

做優文科：人文與社會科學突顯中國特色，聚焦未來都市現代產業發展和
高品質生活需求，探索文理工融合共進，服務人文灣區建設

做特教育：圍繞占新師範範維建設，瞄準未來都市基礎教育發展需求，發
展具有特色優勢的師範教育，服務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發展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st Education for GBA



一、現有科研基礎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Best Education for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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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本科⽣交換與學歷互認
Student Exchanges

合作辦學項目與機構
Joint Programme and Universities

學術交流
Academic Exchanges

⼤灣區
⾼校優
勢/同港
澳高校交
流密切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學校積極打造校園文化精品項目，擁有廣州芭蕾舞團、廣州歌舞團

等高水準的藝術團體，充分發揮"公共藝術教育中心"、"學生體育

活動中心"、"經典閱讀推廣中心"三大中心的作用，大力開展"中華

經典誦讀"、"經典百書"閱讀、"挑戰杯"競賽、第二校園訪學、暑

期新聞采風等一批科技文化含量高、學生樂於參與的校園文化品牌

項目，構建特色校園文化體系。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Lingnan Culture in Education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Lingnan Culture in Education

學生社團活動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Lingnan Culture in Education

學生社團活動



巍巍學府 與時俱進

校園文化活動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校園文化活動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灣區⾼校優勢/
受港澳⽣歡迎

⾹港學⽣赴內地求學，
主要集中地在廣東省。

例：2016年內地就讀本
科課程的⾹港學⽣約有
1.3萬⼈，其中約8，000
⼈在廣東省。



l 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
特等獎，每生每學年 8000 人民幣
一等獎，每生每學年 6000人民幣
二等獎，每生每學年 5000人民幣
三等獎，每生每學年 4000人民幣
本校港澳臺僑獎學金資助率達到 20%

l 學校獎學金
一等獎學金金額 2500人民幣
二等獎學金金額 1800人民幣
三等獎學金金額 1000人民幣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Fellowship 



畢業生發展前景
Opportunities for Graduate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Within and Beyond the GBA

2021年廣東新增博士點32個，

新增碩士點102個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8個一級學科學術博士學位授權點和2個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

4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39個一級學科學術碩士學位授權點；

27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廣闊就業前景/Employment

l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港澳办“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
l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
每名獲聘畢業生獲每月1萬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
參加計畫的企業須派駐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
l 廣州“五樂計畫”
“樂業”：打造港澳青年學生“百企千人”、“優職英才”實習計畫品牌；“展翅計畫”港澳臺大學生實習專
項行動，開發優質實習崗位。
“樂創”：建成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44個，設立總規模為10億元的港澳青年創業基金。
“樂學”：港澳居民或其隨遷子女按照“歡迎就讀、一視同仁、就近入學”原則，平等享受當地隨遷子女入園相
關政策和學前教育公共服務。
“樂居”：籌集港澳青年人才公寓1000套，近百名港澳青年申請並成功入住人才公寓，對不申請人才公寓的港
澳青年提供6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租金補貼。
“樂遊”：打造16條大灣區歷史文化旅遊步徑和精品旅遊產品，其中7條入選廣東省大灣區文化遺產遊徑。

政策/ Policy



廣闊就業前景/Employment

政策/ Policy

l深圳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在廣東就業的比例為
93.92%，83.37%的畢業生
在珠三角地區就業，且有
64.22%的畢業生就業集中
在廣州市

教育界;媒體、資訊及通
信產業;建築業;政府及公
共管理部門;金融業;房地
產開發;互聯網開發及應
用

畢業生四年後收入高於全國同類院校
平均水準，獲得職位晉升的比例為
68%，同時，獲得職位晉升的平均次
數為1.2次，繼續深造比例為16.3%

畢業生四年後自主創業的比
例為5.2%，自主創業畢業
生創業項目與專業相關的比
例為42%，而且自主創業畢
業生的創業項目有七成以上
（70.5%）已開始盈利

畢業生自主創業
項目數多質優

較強的就業
競爭力與職
業發展後勁

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注
入人力資源
活力

就業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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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中堅引領者

典型案例/
Guangzhou University: Achievement by Graduates



優秀故事事例分享
Inspiring Stories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孫國山，廣州大學2018級新聞與傳播學院，播
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目前綜測排名全班第一，綜合
排名全班第二。連續兩年擔任播音班導生，並榮獲
“優秀導生”稱號。連續三年獲得港澳及華僑國家
一等獎學金。

曾多次榮獲國家級、省市級和校級獎項，如第
七屆“建行杯”中國國際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
大賽省賽金獎第三名及全國總決賽銀獎；第二十一
屆齊越朗誦藝術節優秀作品獎；全國港澳臺中華文
化知識大賽全國三等獎；第四屆國青杯廣播類作品
優秀播音一等獎；第十四屆廣東大學生舞蹈大賽三
等獎等。

優秀故事事例分享/Inspiring Stories



選擇廣大的現在 擁有廣大的未來

廖雅清，廣州大學2010屆物流管理專業畢
業生。在校期間曾任廣州大學學生會學習部副
部長、學生會副秘書長；獲“優秀學生會幹部
稱號”，廣州市教育系統優秀團員；多次獲得
港澳臺一等獎學金；參加共青團廣州市第十四
次代表大會、還參與了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如
廣東省挑戰杯大賽志願者工作、全國校長杯志
願者、全國大學生運動會志願者、快樂軍訓活
動等。現擔任香港恒生銀行高級櫃檯主任，獲
得2021上半年，Service Star獎項。

優秀故事事例分享/Inspiring Stories



追夢灣區，成就理想！
Engaging GBA, Enjoying Your 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