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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速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能有效发挥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互联互

融，对实现“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城市为研究对象，借鉴先行消费

城市的经验和方法，探析协同层消费中心城市构建的路径。聚集优质消费资源，建设新型消费商圈，推动消费融合创新，

打造消费时尚风向，加强消费环境建设，完善消费促进机制，以求扩容提质、扩大内需，奋力开拓协同层城市经济发展新格

局，推动区域经济稳步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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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格局下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城市为视角

黎传熙 1，2

（1. 广东理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肇庆 526100；2. 暨南大学，广东 珠海 519070）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加速推进消费城市建设。”[1]

商务部指出：“指导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开展培育建设消费中心城市。”[2]培育消费中

心城市的本质是构建完善健全的基础设施，提供并满足异质性、多层级消费需求，能扩容提质，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与此同时，消费中心城市还应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营商环境，并集“会商旅文体艺”多功能于

一城，拥有强大集聚力、辐射力，能有效吸引和保护消费者，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驱动引擎的空间载体。

后疫情期间消费市场逐步回暖，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着“压舱石”和“提振器”的作用。培育消费中

心城市不仅能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释放巨大的需求侧潜能，而且对进一步

形成“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

（二）文献梳理

近年来如何建设消费中心城市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前期成果，主要可分为三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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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概念内涵、规律与形成机制、构建路径与对策的理论研究。研究普遍认为，应聚集优质消费资源，推动

“会商旅文体艺”等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市场、政府双驱动力，从需

求、供给、环境层构建消费中心城市[3~5]。二是设立多级指标，以内涵特征、组合指数、发展潜力为评测基础构

建模型。多位学者采用熵权法等量化研究模型进行多对象空间比较研究，为多地异质特色城市发展提供建

议[6~8]。三是以案例讨论为背景，从实践应用角度探究消费中心城市的实现路径。从CNKI文献看，截至2021
年底，有学术期刊189篇、硕士学位论文5篇、报纸期刊180篇。其研究共性是：（1）研究案例较多集中在一线

城市、直辖市、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或沿海核心城市，重点集中在首次获批的5大城市。如在借鉴吸纳国际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提升消费总量和消费供给质量、优化消费结构、免退税经济等思路构建消费城市的

措施[9~10]，通过构建六大维度评测指标探索建设模式等[11~12]。也有研究构建基于环保知识积累调节的中介效

应模型，证实城市环境质量感知影响生态消费意愿，为夯实和推进生态消费意愿空间约束机制研究提供有

力证据，并为生态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消费伦理研究提供新思路[13]。（2）梳理以各地特色为基础的构建路径，

针对区域优势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代表观点有“消费空间生产具有租差外溢效应，政府应积

极主动参与，并对租差理论给予创新”[14]。也有关注消费城市建设与流通产业的耦合影响关系，认为要盘活

消费市场并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研究[15]。还有以关注文化特色，以人为本，营造消费场景的“‘优规划’建设

模式、‘多类型’要素供给路径”的研究[16]。

（三）研究意义

面对科学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如何构建更为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

在危机中孕育新机？如何壮大经济新增长极？如何推动消费领域全面进步？如何建设好消费中心城市？

这些已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前期研究成果无论从理论内涵、作用机理，亦或从案例研究、实证

论证，皆为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借鉴，为后续研究夯实了重要基础。但经过文献搜索与统计，目前对于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网红城市的研究较多，对非上述类型城市的研究较为罕见，这种研究的片

面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城市群发展规划、构建不同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是不利的。

因此，本文基于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的目的，以创新需求为牵引，增强协同

层城市发展新驱动引擎，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发挥大湾区协同层各城市资源优势，优化各城市战略布局，

增强各城市创新合作，以求促进各城市经济增长多极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悬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同时

给予其他类型城市发展借鉴。

二、消费中心城市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进展

（一）消费中心城市的科学内涵

最伊始的“消费城市”其原始涵义是片面和矛盾的，本质是上层阶级利用租息、土地或依靠剩余价值组

建而成的交易行为载体[17]，并不重点依托社会再生产过程和交易路径，因此不具备良性经济增长循环信号，

可以理解为阶级压榨剥削和消极意义上的“传统消费市场”，本质上与“现代消费中心城市”构建机理相悖。

现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方面展现明显特征，具备消费集聚吸引力和

辐射影响力，依靠品类丰富、品质优良以及异质性、多层级满足消费需求，支撑城市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同

时应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创新引领消费方式，保护消费权益[3]。典型的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皆存在类似共性：（1）经济整体实力雄厚，国家开放化水平高。（2）消费

市场规模大、能级高，消费环境俱佳。（3）具有创新潮流和引领作用，具备显著的资源集聚力和影响力。（4）现
代服务体系完善，具备发达配套的基础设施。（5）宜居宜业宜游，文化底蕴深厚，创新思维与活动交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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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经历了从“传统消费中心城市”——“生产中心城市”（生产型

工业城市建设战略）[18]——“后工业时代消费中心城市”（生活型消费城市建设战略）[6]的转变过程。后工业时

代消费中心城市不否定、不排斥生产导向功能城市，资源禀赋聚集与消费辐射力应相互促进，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使消费生产循环更顺畅，提质升级消费新趋势，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推进丰富特色文旅产品，营造放

心消费环境，创造培育新的增长极[2，19~20]。

（二）消费中心城市的实践进展

为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4直辖+1省会”（京、沪、穗、津、重）首获国务院批复建设

名单。截至2021年，全国至少有20座城市申请批示，以求通过构建消费中心带动城市、区域经济进一步增

长提升。以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参考标准，将各城市划分为四类梯队。超万亿级的有上海、北京、

重庆，第二梯队9000亿元级是广州，第三梯队8000亿元级有深圳、成都，第四梯队7000亿~5000亿元级包括

苏州、南京、武汉、杭州、青岛、郑州①，除此以外，陆续有天津、西安等经济强市[21]相继出台政策性文件。不同

城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积极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实施路径（见表1）。（1）以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排

名来看，经济水平与消费能力成耦合同向增减关系，经济水平越好，消费能力越强，消费后劲成为驱动经济

向好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2）城市知名度与繁荣度、商业活跃度、交通通达性、基础设施便利性、消费环境

舒适度和政策指引支持度等，是评判良好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指标。（3）会展经济、外贸经济、旅游经济、文

创经济和赛事经济，是未来消费中心城市竞争中最重要的消费形态，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4）各经

济强市紧抓自身优势与特点，在政策制定、颁布与实施过程中，扩大内需，发展战略各有侧重。

表1 国际消费中心先行试点城市建设相关政策

地区

上海

北京

重庆

广州

深圳

成都

苏州

南京

武汉

政策指引

《关于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持续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的若干措施》《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北京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方案》

《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创造消费新需求的行动方案

（2021－2023年）》《深圳市关于加快商贸高质量发展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若干措施》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行动计划》

《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实施方案》

《南京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全市加快新消费引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

计划（2019－2021年）》《武汉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

施方案》

目标任务

加强“四大品牌”联动，提升“五五购物节”影响力，打响“六六夜生活

节”品牌，推进“全球消费品牌集聚计划”，打造“环球美食节”，点亮城

市夜间经济等标志性活动

打造新地标和千亿级规模世界商圈，构建多元化于一体的消费链，以

体育赛事带动消费，挖掘文化资源，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打造繁华多

元，兼具文化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对商圈、商业综合体规划引导和业态指导，打造知名商圈，建设消费地

标，建设文体旅游消费综合体，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将“会展名城”建设

放在首要位置，大力支持TOD商业项目

深入实施“提质、尚品、强能、美誉”四大工程，打造产业与消费良性互

动、国内外双向消费协调发展的特色消费中心城市

实施“抓牛鼻子”战略，发挥创新科技优势，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以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抓手，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

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依托城市特质，塑造“八大场景”

鼓励消费领域科技、管理、商业模式等创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

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商务、文旅、体育、健康、养老等融合发展的消费集

聚区

围绕文旅产业搭场景，以“商文艺旅体”五位一体体验感为核心，构建

一站式休闲消费新体验

汇聚高端消费品牌，积极发展首店经济，加快提升城市知名度、繁荣度

与商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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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杭州

青岛

郑州

西安

天津

政策指引

《杭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青岛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2020－2035年）》《“十四五”

青岛商贸流通发展规划》《青岛市商贸产业链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年）》

《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

《西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建实施方案》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天津市商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

案（2021－2023年）》

目标任务

提升“三圈三街三站”国际能级，实施“五大工程”，发展夜经济，打造

“夜地标”与“夜生活 IP”
实施消费扩容升级“五大行动”：城市推广与提升城市能级，品牌建设

与消费场景塑造，消费热点与服务培育，消费平台构建与乡村商贸振

兴，推动数字化转型

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消费示范区，统筹推进物流供应链建设，强化交

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科学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建设成为集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交相辉映的消费城市

大力倡导“消费之都”建设目标，创建专题消费，促进文旅消费，全面优

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网建设，形成“一带九轴九商圈”总体格局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文件及CNKI资料等整理而成。

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现状与问题

（一）协同层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现状

区域系统全面发展是“双循环”背景下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大战略布

局。协同性空间格局有利于促进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湾区空间形态分类不拘一格，主要有：（1）“轴线划分法”，即以珠江口为参照系，将大湾区划分为东

轴、中轴、西轴。东轴城市主要有深圳、东莞、惠州，中轴城市有广州，西轴城市有佛山、珠海、中山、江门和肇

庆。（2）“经济圈划分法”，即广佛肇经济圈、深莞惠经济圈、珠中江经济圈。（3）“层级划分法”，将大湾区分为

核心层、协同层、辐射层。核心层城市指临珠江口海岸线的滨海沿线城市，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协同层

城市指粤港澳大湾区各行政区非核心城市，有惠州、珠海、江门、中山、肇庆；辐射层城市指泛珠三角区域其

他城市。长久以来，珠三角与泛珠三角地区，核心层、协同层与辐射层等城市之间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不协

调、不平衡、差异大等问题，极大阻滞了区域经济整体进程（见表2）。
表2 大湾区协同层城市经济发展现状

城市

惠州

珠海

江门

中山

肇庆

经济发展现状

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利用效率不高，盘整困难；服务业发展力度不够；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分配机会、产业分布与人才分

布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失调，公共空间不足

城市能级量级不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新动能培育较慢；营商环境优势有所弱化，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开放度不高；资源要素

流动不顺畅、配置不合理，市场主体总量偏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存在不少短板；开放层次不高、深度不够，社会治理能力与治

理水平亟待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整体规模经济偏小，经济总量处于大湾区中下游水平，产业层次整体性不高，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下滑，创新驱动不足，发展不

协调、不充分问题突出

镇区发展不均衡，经济增长面临“压迫式”追赶；粗放型增长的路径“锁定效应”凸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创新产业及

产业链的发展限制；消费乏力的“短板效应”突出

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工业发展短板突出；经济外向程度下滑；城区、城乡发展不协调；人口聚集度有限且人口流失问题严重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文件及CNKI资料等整理而成。

黎传熙：“双循环”新格局下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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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制定了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湾区要实现协调发展，不仅要发

挥核心层的“领头羊”作用，更要大力驱动协同层全面协调发展。”为推动全省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广东省

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构建了重大空间要素的区域协调机制，重点关注跨界地区的合作，致

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协作共赢的区域协调机制建设等工作。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分工合理，产业错

位，梯度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体系，更深层次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动力，进一步协

调区域经济发展。

（二）协同层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瓶颈问题

1. 地区GDP总量偏低，服务业收入和利润有待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城市，其地区GDP与先行试点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协同层各城市之间，无

论是地区GDP还是规模以上服务业营销收入及利润总额都存在一定差距，很大程度上影响协同层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进程。剔除2020年疫情因素影响，协同层城市整体来看经济规模偏小，发展底子薄，结构不优，经

营业态供给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有提升空间，规模以上服务业的规模、收入和利润亦有发展潜力

（见表3）。
表3 粤港澳大湾区2020年城市GDP及服务业主要经济指标

城市

深圳

广州

香港

佛山

东莞

惠州

珠海

江门

中山

肇庆

澳门

地区GDP（亿元）

27670.24
25019.11
27107.00
10816.47
9650.19
4221.79
3481.94
3200.95
3151.59
2311.65
1944.00

人均GDP（元）

159309
135047
362310
114157
92176
70191

145645
66984
71478
56318

285314

企业单位数（个）

9735
11666

-
1521
2082
771

1004
346
737
146
-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销收入（亿元）

15742.80
14094.83

-
1036.95
1436.49
460.36
992.84
204.63
385.84
103.99
-

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总额（亿元）

3034.76
1328.71

-
103.76
274.33
67.52

216.16
24.39
59.22
7.41
-

资料来源：《2021广东统计年鉴》。

2. 城市消费商圈集聚力不足，线上消费抢夺线下市场份额

拥有知名标志性商圈是维持稳定消费和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但协同层新型都市圈建设水平有限，现

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经营能力亟待加强。虽然目前具有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商圈，但知名度和影响范围

有限，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层城市商圈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且商圈缺乏特色，忽视构建具有地理品牌标志、

文创概念、地方特色和传统内容的软文化。受文化底蕴不足、历史积淀不厚、艺术气息不浓、特色个性缺失

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对外吸引力和集聚力不足。此外，部分商圈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创新力不足，经营

困难，店铺空置率与换手率高，更有商圈充斥着大量低端业态和仿制产品，且商圈品牌数量、产品质量、营销

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都有待提高。加之网络消费日益普及化、物流交通便捷化，很大程度导致顾客消

费呈现网络化，市场份额往往被线上冲击与瓜分。

3. 国内外知名品牌供给不足，本土知名品牌乏善可陈

协同层城市引进新项目或品牌落地效果不明显，知名奢侈品牌较少，分布零星且价格较高，有些城市的

国际品牌数量甚至为零，难以吸引国内外消费者，与核心层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各城破解招商引资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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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入驻的措施、实招、硬招还远远不够，产业连锁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以知名物业带动商业、以品牌大店带

动零星小店的商业开拓模式尚未成熟。本土知名品牌乏善可陈，商圈产品形式略显单一，从数量、质量与样

式特色等方面看略显稚嫩，仅依靠单一中低端业态来构建消费中心城市是难以为继的，从历史建设进程来

看也是不成立的。特别是疫情对人流、商流、物流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单一业态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

4. 生态人文资源与第三产业发展有效联动不够，旅游业竞争力不强

首先，协同层城市外来游客大规模、链条式消费与持续性消费不持久，较难通过“会商旅文体艺”联动稳

住消费人群，聚力形成吃住行买的消费链。人均消费支出总体水平不高，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和网红城市

等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业竞争力不强[22]。其次，协同层城市现代服务业占比远远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影响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程。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旅游休闲场所、传统景点设施

陈旧，旅游业创新力不够，有效吸引消费后劲不足。协同层城市公共交通等服务设施建设水平相对滞后，截

至2021年底，无一协同层城市有地铁运行方式，无论出行效率或是运载量皆大受影响。除此以外，餐饮、娱

乐、酒店等服务水准与消费期望还有差距。

5. 产业链条体系不明晰，总体消费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

首先，当前协同层城市绝大多数产业链条不明晰，各产业间缺乏良性联动，旅游、文化与消费相互促进、

相互推动的耦合循环互融机制尚未成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作为系统工程，绝不能仅依靠商业消费单一经

济增长点驱动，而应通过多联动、多元化方式与旅游城市、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兼容发展。与核心层“广、深高

新技术产业”“佛、莞制造创新中心”等创新链相比，协同层城市未形成具有显著产业链的产业集群，与其他

产业难以形成联动效应。其次，传统产业升级压力大，产业链发展受限，创新产业不够，产业集聚力偏弱。

再次，市场缺乏有效的消费保护机制，商品品质保障程度低，服务水平不足及服务标准缺乏统一规范，消费

环境总体有待改善。最后，政府规划水平和行政效能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与推进路径

（一）协同层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条件与优势

关于建设消费中心城市存在某些认识偏差：一是认为其是国际品牌的本土发散地，忽视本土品牌建设；

二是重点关注“商”，忽视“会”“旅”“文”“体”“艺”的协同发展；三是缺乏对区域消费城市的异质性、个性化塑

造。协同层要争当大湾区新秀,点燃新的经济增长极，首先亟需启动新的经济驱动引擎，为全面推进区域经

济、城市经济注入新活力，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促进经济发展新机制。其次，尽快构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

长的内生机制，营造良好、放心消费环境。此外，持续优化供给，推进多元化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推动

都市圈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水平，支持商业转型升级，加快社区商圈规划，构建整体建设体系。

“十四五”时期，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大湾区建设蓝图、“一核一带一区”建设的政策指引叠加效

应下，协同层可依托大湾区区域优势，关注区域地理、交通枢纽、土地储备、生态资源等要素优势，按照“国

内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全国消费中心城市”——“国际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23]的渐进式梯度发展模型，对内优化资源配置，对外空间联动，围绕“国内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构建思路，

将本土优势扩大化，合理布局产业，发挥聚集效应、联动效应、配置效应，将要素优势转化为经济驱动力，把

建设“大湾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2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各城市总体

能力的提升、消费总量的不断扩大、消费环境的日益完善，其逐步积累和满足了良好的构建消费中心城市的

路径条件。

黎传熙：“双循环”新格局下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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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效政策支持有力，消费活力驱动力强劲

在有效发挥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需要大力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国务院先后出

台了《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

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广东省省委全面深化改革，依照“1+1+9”工作部署，坚持“总体要求、重

点任务、组织实施”工作基调，抢抓“双区”建设、“双城”联动，努力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消费提质升

级，提升城市消费竞争力，提高消费活力与创新创业动力，奋力开创改革新局面。

2. 构建有效防控体系，推进经济运行逐渐恢复

为快速融入大湾区建设，构建有效防控体系，广东省政府及时出台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措施和工作指

引，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各地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快建设的各项举措，社会、文化等方面全

面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城市能级，为建设消费中心城市奠定良好基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经济运行稳定恢复，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符合预期，市场销售逐步恢复。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消费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升级类商品销售势头良好，为吸引消费旅游

奠定良好基础，促进旅游消费业进一步发展。

3. 消费总量持续递增，新型消费模式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剔除疫情因素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长（见表4），高端消费品集聚吸引能力

不断增强，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普及与广泛运用，新型消费不断涌动，社区零售、跨境电商、新零售O2O、物

流宅配、移动支付等多种新消费、新模式层出不穷，丰富的产品能全面满足异质消费需求。现代服务水平的

升级，极大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加快超市、百货、零售等传统行业多业态复合发展，促进多功能一体化新零售

商超业态持续迭代。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流配送体系与传统零售结合，助力“线上+线下+物流”的深

度融合，持续重点关注和满足消费场景体验，有效扩大消费。

而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首店经济陆续登录，有效吸纳国内外消费品入驻，相关商圈有效集聚著名品

牌，成为扩大知名度和集聚消费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助推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建设。

表4 “十三五”期间协同层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市

惠州

珠海

江门

中山

肇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016
1227.88
817.08
937.70

1342.61
493.12

2017
1363.46
869.44

1024.08
1477.85
809.93

2018
1478.97
932.10

1110.87
1560.40
866.70

2019
1599.53
996.30

1206.96
1617.09
925.48

2020
1746.08
921.26

1162.62
1407.22
1062.16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7－2021）。
4. 产业招商破题落地，消费环境、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建立“招、落、投、服”全链条工作机制，加速产业集聚发展，形成“精招商、招精商”新局面。产业招商落

地破题破局、聚力成势。“一带一廊一区”渐次成形、势头良好，有力推动了“十三五”顺利收官。

消费环境得以优化，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法制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包容度不断增强。良好的基础设施为

进一步助推扩大消费奠定了基础，城市面貌和环境品质大幅提升，推动城市焕发新活力，在消费城市建设中

出新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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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同层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措施

借鉴国内外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经验，结合协同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功能定位及已有基础，依照中

央、省委省政府的重要讲话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总体规划（2015－2030）》政策文件指引，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总基调和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基本要求（见图1）。从扩大总量、提升能级、创新升级、注重品牌、优

化结构、促进联动、完善基建、环境治理、数字经济、政策扶持等入手，加速形成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具有消费

吸引力、品牌集聚力、岭南文化传承地，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管理规范的标志性商圈。同时结合各城特点，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积极促进“会商旅文体艺”深度融合、相互助力，提振消费，有序推进建设进程，实现大

湾区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新格局。

图1 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

1. 完善政策体系，制定战略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发挥市场配置作用

（1）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战略规划，主动服务商业创新，创新机制和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性措施，鼓励

生产、刺激消费，大力支持相关商贸旅游和文体赛事（见表5）。
（2）探索税收减免政策，加强统筹规划，探索扩大免税政策范围，如协同层城市企业可以通过“产业扶持

奖励”等方式享受“园区内税收优惠政策”。强化政府监管，严格执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与良好消费环境。

（3）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借力建设岭南旅游城市与大湾区消

费城市群相互作用力，降低要素配置与市场运行成本，弥补短板。推进市场需求引领市场供给、市场供给创

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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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协同层城市的城市定位及发展规划

城市

惠州

珠海

江门

中山

肇庆

城市定位和发展规划

全面对标深圳东进战略，对接广州东扩发展，加快创新平台建设；瞄准“绿色现代化山水城市”，做好生态担当

建设大湾区桥头堡与创新高地；开辟“港澳市场及创新资源+珠海空间与平台”的合作路径

主动对接广佛、深港澳经济龙头，探索发展“飞地经济”，做好沟通粤西与珠三角“传”“接”的“中场”角色，巩固“碉楼、温泉、海岛、

生态”四大旅游品牌，参与打造世界级旅游区

打造珠江西岸区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承接珠江东西两岸区域性交通枢纽

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争当“湾区新秀”，做好湾区通往大西南及东盟的西部要塞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文件及CNKI资料等整理而成。

2. 聚焦价值创新，优化消费结构，消费价值导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聚焦价值创新，以消费创新引领需要，构建新消费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面向不同层级需求

的需求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协同层城市消费升级，形成保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长的长效机制。

（2）强化消费引领，以消费者价值为导向，改变协同层城市业态单一、产品种类稀少等现状，加大资源集

聚储备，丰富产品层级，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促进供给效率品质优化和提升，形成不同层级梯度、不同需

求水平的消费供给结构。聚焦“人－货－场”新消费模式创新，增强消费对全产业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3）以“十四五”战略目标为指引，结合产业结构现状，加大商贸吸引力，引进驰名品牌和著名企业，提升

城市能级，贯彻创新理念。以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为战略目标，把握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规律，构建

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3. 吸纳知名品牌，发展首店经济，培育本土品牌，创新业态消费模式

（1）全面提升产品与服务竞争力，吸纳知名品牌和企业落地扎根，形成首店经济，并在实施首店经济战

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地传统品牌优势，促进首店知名品牌与现有资源耦合发展。创新传统老店多种经营

业态和商业模式，培育形成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消费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提升经济活力。增添更

多层次丰富、产品多样、技术创新的体验式新消费发展模式，搭建良好营商环境。

（2）深入贯彻实施“创品牌、增品种、提品质”三大战略，大力挖掘及加速培育本土品牌，提升本地品牌吸

引力与竞争力，推广宣传本土品牌和特色商品，增加更高质安全、功能齐全、特色鲜明和高文化格调的本土

产品。有效吸纳其他地区知名品牌，创新业态销售模式，推动商圈转型升级，启动数字经济智慧商圈建设。

4. 加强商贸建设，发展都市经济，推广文旅建设，促进产业升级融合

（1）聚焦都市型经济圈建设和珠三角城市群建设，大力发展商贸零售业，以商贸城市建设为中心，有效

整合大湾区城市群与生态资源、旅游经济、交通枢纽等优势，形成文旅城市建设与商贸消费城市建设联动，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助力城市提档升级。

（2）深入挖掘历史人文资源，积极发展岭南生态旅游、岭南文化体验、康养休闲度假等举措。顺势而为，

以旅游带动消费，构建大湾区全域旅游体系。深化旅游业与旅游消费的融合机制，推进“旅游+”战略落地，

构建“一核一线一带”全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3）持续加强文化产业建设，积极打造文化大都市，有效提升城市文化艺术氛围。建设岭南府城文旅街

区，推进城市风貌改造，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美食一条街、名优特产一条街、文化时尚一条街，提升城市商圈

发展首位度。第一，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产品、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构建文化市场体系，活化利用

好岭南历史文化街区、岭南红色革命遗址等，推动岭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岭南文化产业消费。第

二，大力推动文体融合，建设社区体育休闲公园，适时举办系列品牌体育赛事。第三，加快发展岭南文旅康

养新业态，持续筹办赛事活动，着力引进港中旅等高端文旅资源，打造大湾区康养休闲旅游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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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落实消费中心及旅游城市政策定位，联动协调发展“会商旅文体艺”

不断加快消费中心建设与旅游城市建设，为扩大消费、繁荣市场、展示品牌、提升能级发挥积极作用。

借鉴先行试点城市经验，融合协调联动发展机制，全面实施“会商旅文体艺”大消费耦合协调发展战略。

会：健全政府、企业沟通机制，筹办与建立客商投资协会，探索投资常态化机制，扩容“朋友圈”新名片。

商：深化改革招商引资，构建“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模式，建立“招落投服”工作机制，抓实产

业链招商，加速产业集聚。旅：第一，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5A级旅游景区、省内全域旅

游示范区，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积极参与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第二，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文旅融合新业态发展，推动旅游要素提质升级；第三，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积极开展

“引客入市”旅游宣传活动。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快融合岭南府城文旅，加大旅游振兴行动力度和出台

旅游扶持政策。体：举办大型体育活动，通过国内外赛事提升城市知名度与辐射力。艺：通过打造“演”“游”

“观”“赛”“展”多元化板块，彰显协同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软实力。

6. 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环境体系，优化商业布局，打造地标商圈

（1）健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大胆买、放心买的营商环境，做好数字经济、智慧商圈、交通规划、场景

消费的匹配衔接，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支持商业转型升级，形成若干个协同层

城市消费中心。

（2）建立健全行业准入标准，制定市场规范准则，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发展诚信商

业文化，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始终贯彻广东省“三打两建”营商宗旨，完善强化监管力度、惩罚赔偿性措施，

对侵权行为零容忍，依法依归严惩制假售假、商业贿赂、欺行霸市、价格欺诈、质量不符等失信行为。强化消

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努力解决消费投诉，始终维护消费者维权通道，保障放心消费，净化消费的环境体系，积

极创建诚信公平、服务优质、透明公开、纠纷快处、始终健康发展的消费环境，努力构建外来旅游消费友好型

城市形象，增添协同层各城市新名片。

（3）进一步优化商圈布局，构建协同层各城市“核心商圈+区域商圈+社区商圈”的多区域、多业态发展新

型商业模式，为适应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和“双循环”背景下市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融不同消费供给，聚消

费、会商、文化、艺术、餐饮、购物、娱乐、赛事于一体的品牌消费商圈，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赛事活动，

提升现有协同层商圈能级，推动商圈转型升级，更好发挥商圈集聚人气、吸纳消费的作用，提高商圈繁荣度

与知名度，扩大影响力与辐射力，加快促进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程。

五、结语

“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我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出口双驱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拉动转变。消费

已成为“三驾马车”中维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升级是推进大湾

区全面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优化消费经济，积聚多元化创新生态资源，可以拓展内需，释

放巨大的消费潜能。

消费可以视为“空间中的消费”，城市空间是消费活动得以发生并延续的物质载体。消费城市建设能有

效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有利于持续提升城市核心功

能，更能有效发挥消费创新引领作用，持之以恒地高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强市，提升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与贡献，促进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目前，我国正以满足内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构建完善的经济运行体系，多产业协调发展、深度

融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畅通国民经济运行的新格局。在此节点上，构建消费中心城市显得尤为重要。

黎传熙：“双循环”新格局下消费中心城市构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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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第1名上海15932.5亿元，第2名北京13716.4亿元，第3名重庆11787.2亿元，第4名广州

9218.7亿元，第5名深圳8664.8亿元，第6名成都8118.5亿元，第7名苏州7702.0亿元，第8名南京7203.0亿元，第9名武汉

6149.8亿元，第10名杭州5973.0亿元，第11名青岛5203.5亿元，第12名郑州5076.3亿元，第13名西安4989.3亿元，第21名
天津358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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