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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广东、香港、澳门承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的意义和基础现实条件出发，分析

全运会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目标，并提出有效策略。研究表明，2025年第十五届

全运会将在区域协同与体制融合、组织能力和赛事水平、宣传动员和遗产价值、场馆设施与

运营模式、奥运精神和体育文化方面成为历届全运会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标

志。建议：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运会承办，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强三地协同治

理，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合作生

态体系；有效整合区域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动发展；推动全运会技术应用，赋能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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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significance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hosting the 15th National

Games in 2025 by Guangdong Province,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and the Macao SAR,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goals of the National Games for promoting the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15th National Games in 2025 will stand

out as notable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Games and in the progress of GBA, which is

reflected i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mechanism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abilities and event

levels, promotions and mobilizations and heritage values, venue facilities and operation modes,

Olympic spirit and sports cultu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lead the hosting of the National Games and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s of GBA.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mechanism of GBA developments can be innovated. The multi-levels co‐

operation model can be established, and the GBA sports cooperation ecosystem can be con‐

structed. Regional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GBA.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of the National Games can be widely

used, whereby empowering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high-quality service system in GBA.

Keywords: National Game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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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国务院同意广东、香港、澳门承办 2025 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这是

历史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责任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一流湾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宏伟愿景。作为全国水平

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全运会能否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过程中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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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头兵和起到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以及能否为粤港澳

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开创体制融合、产业融合和文化融合

的道路，值得深入探讨。本研究从广东、香港、澳门承办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的重要意义和基础现实条件出

发，分析全运会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目标，并提

出有效策略。

1 粤港澳承办全运会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香港、澳

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表达了对香港和澳门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动下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期

望。改革开放初期，“省港杯”足球赛通过体育交流的方

式为内地与香港地区构建互动平台，为粤港两地不同社

会制度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赵峥，2020）。因此，粤港

澳三地联合承办 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具有重大意义。

1.1 承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全运会承载着国家打造国际一

流湾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国家重要战略部

署，将在促进粤港澳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全运会的承办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

发展，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环境、法治

环境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郭万达，2021），助推粤港

澳大湾区建成有突出资源配置能力、创新能力和协同发展

能力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和世界级城市群；另一方面，全运

会的承办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落实打破行政区划、打

通跨区域资源流通、构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增强区域自我

发展能力、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等区域发展战略，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引领

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1.2 建设“一带一路”，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开

放新格局

《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指

出，泛珠三角区域的战略定位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全

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核心区、“一

带一路”建设重要区域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区。粤

港澳大湾区在此基础上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和先行

先试的试验田，全运会则成为加速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

展、建设“一带一路”以及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举

措。联合承办全运会既是国家对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期

盼的体现，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融合、产业融合、

文化融合和民心融合的重要契机。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

会将发挥港澳地区自由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国际要素资

源、国际经贸网络等优势以及“一带一路”的新支点功能，

进一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国内大循环，加强联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要素“走出去”的同时积

极将全球要素“引进来”，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和竞

争优势注入新动能（李晓旭，2021）。

1.3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充分展示了国家丰富和发展

“一国两制”实践的坚定信心，同时也标志着“一国两制”

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以往侧重经济发展逐渐转

变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张胜磊，2018），对助推

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向

心力以及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

联合承办全运会将推动粤港澳三地合作取得实际进展，

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繁荣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

民生福祉的高度关心，彰显了香港、澳门在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高质量建设中的突出优势，为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

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

2 粤港澳承办全运会的基础现实条件

粤港澳三地都有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且在政

策支持、社会经济基础、体育产业基础和体育合作基础方

面具备联合承办全运会的现实条件。

2.1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政策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承载着多项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中央

政府与粤港澳三地颁布了诸多涉及粤港澳合作交流的政

策文件。2003年签署的《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书》

开创了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与合作的先河。2019 年印发

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积极开展内地与港澳

体育交流合作，支持港澳体育事业发展；邀请港澳相关人

士参加和观摩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支持港澳申请和举办

国际体育赛事。同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共同推进大湾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联

合打造一批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内地与香港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珠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深化粤港澳

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文件也为粤港澳大湾

区体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顶层设计，为粤

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2 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经济基础

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为 12.6 万亿元，其

中，香港、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的 GDP 都超过了 1 万亿

元（伍素文，2022）。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

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具备了与世界级湾区相匹配的经

济总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承担全运会开闭幕式、运动员

住宿、安保接待、服务培训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

在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机场建设和桥梁建设等交通基础

设施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基本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立

体交通体系。在充分考虑全运会的出行、客运、货运等需

求以及赛事协调性、系统性、优先性和公平性的情况下，粤

港澳大湾区现有的交通设施为保障赛事优先、绿色低碳、

科技办赛等办赛理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3 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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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体育基础资源、活跃的体育产

业主体以及多元化的体育赛事活动为粤港澳三地联合承

办全运会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表 1）。在体育基础资源

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天河

体育中心、香港大球场等多个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在体

育产业主体方面，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机构数量超

过 2.7万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超过 15万名（表 1），具有

充足的体育人才资源。在多元化的体育赛事活动方面，粤

港澳大湾区不仅引进了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赛、NBA季前赛

中国赛（深圳站）、香港国际棒球公开赛等一系列的国际知

名体育赛事，也发展了广州国际马拉松赛、澳门格兰披治

大赛车和中国杯帆船赛等区域品牌体育赛事。

2.4 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合作基础

由广东省体育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广东国际体育用

品博览会暨粤港澳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已连续举办多

届；以“粤港澳大湾区”命名的体育赛事覆盖了足球、篮

球、网球、马拉松等 10多个项目，三地竞技体育交流增多；

内地不断往香港地区输送高质量教练员和运动员，提升

自行车、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的竞技水平；自 2005年，香

港青少年体育交流团持续与内地进行交流活动；内地奥

运健儿长期保持通过表演、会演、报告会、交流等形式与

香港同胞进行广泛互动的传统；形成由深圳负责研发，东

莞、佛山等负责制造和加工，香港负责企业融资、推广和

销售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用品产业链；“港澳杯”赛马活

动及《粤港马产业发展合作协议》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赛

马产业发展，未来将形成“赛马、买马在香港，赏马、马彩

在澳门，养马、竞马在广州，看马、玩马在珠海”的协同发

展格局。粤港澳已具有的体育合作经验为三地联合承办

全运会提供了重要借鉴，全运会将是粤港澳三地体育交

流合作的全面深化。

从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产业资源、办赛经验、相关政

策、交流合作等方面看，三地拥有联合承办全运会的基础

条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相关政策

落地较难。粤港澳体育合作协议及相关政策颁布时间较

早，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要求契合度不

高，不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2）粤港

澳大湾区体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多数资源集中在广州、深

圳和香港地区，其他城市体育资源较少；3）目前粤港澳三

地在体育资格互认、体育产品和服务标准以及市场监管

制度等方面尚待统一，体育产业要素跨境流动不畅，在不

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同时，也对联合承办全运

表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资源统计表

Table 1 Sports Industry Resources Statistics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18

城市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香港

澳门

体育赛事

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赛、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中超）、广州国际马拉松赛、中国职业篮球

联赛（CBA）、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

深圳 WTA 年终总决赛、中国杯帆船赛、沃尔

沃（高尔夫球）中国公开赛等

珠海WTA超级精英赛等

佛山国际龙舟赛、欧洲高尔夫球巡回赛等

中华龙舟大赛（广东·惠州站）、世界男子水球

联赛总决赛等

东莞国际马拉松赛、中国职业篮球联赛

（CBA）等

中山马拉松等

世界排球联赛（江门站）、广东省传统龙舟争

霸赛、珠超五人制足球联赛等

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等

渣打香港马拉松、香港国际速度赛马大赛、香

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龙舟赛、IBF

拳击赛、非凡12亚洲篮球联赛等

大型体育场馆

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亚运馆、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大学城体育中心

深圳体育场、宝安体育场、大运中心体

育场

珠海市斗门区体育馆、珠海市体育中心

体育馆

佛山世纪莲体育场、佛山岭南明珠体育

馆、高明体育中心

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惠州体育中心

长安镇体育馆、东莞体育中心

中山市体育馆

江门体育中心

肇庆新区体育中心

香港大球场、香港体育馆（红磡体育馆）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澳门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运动场

体育场地

面积/万m2

3 213.26

1 991.08

441.35

1 665.33

1 260.63

1 919.30

770.30

1 121.00

884.81

2 278.00

87.35

体育场

地/个

18 039

13 185

1 678

12 901

7 207

12 172

6 206

8 032

6 430

2 759

752

体育机

构/个

4 168

6 947

614

917

665

1 544

569

331

211

10 380

992

体育指导

员/名

29 702

22 618

5 500

15 000

14 490

22 183

13 900

13 229

7 737

5 700

1 293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体育局、珠三角九市体育局官网、《香港统计年刊》和《澳门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缺失，运用插空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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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了挑战。

3 全运会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目标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

新时代使命，是进一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实现港澳

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战略，不仅是区域联合办赛的综合

性体育赛事，更是推进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次先行先试的

重要举措，这意味着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将成为历届

全运会历史上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进程中的 5 个重

要标志。

3.1 区域协同与体制融合标志

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重

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区

域，其发展不仅关乎区域一体化议题，更关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识。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是坚持“一国”之

本、善用“两制”之利的适时磨合之举（陈广汉，2019）。全

运会的承办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成为区域协同与体制融

合的标志。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的过程中将建立以中

央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协调机制，打破现有行政框架制约，

统筹分配三地资源，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

通共享，并搭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叶林 等，

2019）。这种合作机制的价值将延续到赛后以及其他领

域，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有机融合（陈广汉 等，2019）。

3.2 组织能力和赛事水平标志

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

重要战略，将形成融合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高水平赛

事组织团队和联赛体系，充分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大型赛

事组织水平。各种大型综合赛事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全运

会组织运营、场馆利用和赛事遗产提供前瞻性的规划。

举国体制的巨大效能将促进港澳体育事业融入国家体育

事业发展大势，发挥广东省政府体育制度优势，为粤港澳

联合承办全运会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开发整合大型体育赛事资源，构建

国际一流湾区应有的多层次赛事体系、多元化整合机制、

多样化运营模式，根据赛事等级、赛事规模和赛事公共资

源占用等情况制定统一的竞赛组织、竞赛器材、场地服务

等技术标准，解决不同体制下共建共管的难题，促进生产

要素高效流动。

3.3 宣传动员和遗产价值标志

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形象

和影响力，保护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文化遗产，强化粤港

澳人文历史积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粤港澳通过联

合承办全运会，既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定，又体现了“一国

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同时也是对“走出去”战略的贯彻，

有利于国际社会观察与感知当代中国建设（郑寿伟 等，

2021），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合作新平台；

另一方面，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的场馆建设、赛事体

系，将成为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大众的体育

参与，并为粤港澳大湾区后续的大众休闲体育普及化、非

政府组织的体育规模化和制度化发展奠定组织和文化基

础（熊欢，2008），推动粤港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环境等

领域发展，使体育生活化、体育规模化，使全运会成为促

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历史事件。

3.4 场馆设施与运营模式标志

筹备全运会期间，将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现有场

馆设施，贯彻落实“全运惠民，健康中国”主题，致力于使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成为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风向

标。一方面，充分考虑场馆赛后可利用性，实现场馆多元

化改造，为体育、文化、商业和会展等多种大型活动的开

展预留空间，同时根据粤港澳区域特点、体育场馆特点和

市场需求等构建场景化场馆服务，将体育场馆打造成集

餐饮、住宿、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体；另一方面，

积极引入文化、艺术、会展、旅游、餐饮等多种产业形态，

打造场馆经济产业链，形成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相互协

调的多业态综合运营模式（叶小瑜 等，2014），根据总体发

展定位确定运营模式，合理布局相应业态的服务供应，建

立综合体内部产业生态系统，形成有机协调的体育场馆

综合体运营管理体系。

3.5 奥运精神和体育文化标志

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

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together）。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出：“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

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

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更团结。”这与我国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相通，不仅诠释了

体育运动中的团结进取精神，更展现了全人类“接力”和

“配合”的协作理念。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是“更团结”

的侧面写照，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和体育事业提升有

重要作用。粤港澳地域相近，有近似的民俗体育节庆活

动，群体地方文化认同程度高，联合承办全运会将有助于

拉近各城市之间的心理距离，鼓舞群众的民族自豪感与

家国情怀，增加体育文化的仪式感与建立群体记忆（王智

慧，2021），铸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坚实的精神根基。

4 全运会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策略

4.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运会承办，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

质量发展

1）将“创新”理念贯穿全运会承办的全过程，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治理体系创新以及数字化创新，保障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持久动力。2）使全运会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将“协调”理念贯穿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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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承办的全过程，通过城市与赛事的协调以及城市间的

协调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性和均衡性。3）严格遵照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将“绿色”理念贯穿全运

会承办的全过程，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严格控

制比赛规模和规格，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

4）办赛由多主体和多部门共同参与，将“开放”理念贯穿

全运会承办的全过程，由政府驱动向政府、社会和市场共

同驱动”转变，由体育领域系统内部整合向教育、文化、卫

生、旅游等多部门的横向跨界融合转变，形成各方合作共

赢的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

环境。5）将全运会打造成全民参与、融入和共享的体育

盛会，将“共享”理念贯穿全运会承办的全过程，通过充分

发挥全运会的渗透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引导民众参与全

运会、融入全运会、共享全运会，充分展现体育的多元功

能，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活力。

4.2 加强粤港澳三地协同治理，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

体制机制

1）借助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的契机，协调粤港澳

三地之间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等差异。由粤港澳三地共

同组建全运会组委会，作为全运会协调与决策管理的最

高机构，负责全运会承办过程中的规划部署、统筹协调、

政策落实、管理监督等工作，加强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政

府与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联合互动，厘清政府之间、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权责边界，形成由政府与市场协同的模

式。同时，通过全运会组委会尝试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在

行政审批、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商事登记等方面的差异，

谋求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毛艳华 等，2019）。2）通

过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争端

解决机制。以全运会为契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仲裁

体系、司法合作、律师执业等方面的先行先试，将政府行

政协议转化为粤港澳三地认可的法律法规，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司法合作平台的建立，为湾区合作的争端解决机

制提供先试模板。3）通过全运会的承办逐渐解决在信息

互通、资质互认、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接不畅等问题，促进

要素流通便利化。在体育信息共享平台、体育资格认证、

参赛观赛通关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三地之间的信息共

享、资质互认和文化融通。

4.3 深化区域合作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完善的体育合

作生态体系

1）在跨部门合作层面，以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为

契机，推动体育与旅游、文化、医疗健康等部门跨界融合。

一是与旅游相关部门合作，发展以“体育＋旅游”产品为

亮点的旅游发展模式。在粤港澳三地已有的自然资源

中，开发徒步骑行、山地探险、蹦极等户外体育旅游运动，

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旅游发展带来契机。二是与文化相

关部门合作，挖掘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通过在全

运会期间合作举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

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三是与医疗健康相关

部门合作，支持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医院，引导政府、

行业和企业资本共同建立运动伤病治疗和健康服务机

构。2）在跨区域合作层面，构建体育赛事、人才培养、全

民健身、信息服务四大平台。一是积极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自有品牌赛事，实现赛事资源相互预留机制。二是整

合粤港澳三地训、科、教、医、服资源，构建体育人才协同

培养体系。三是加强粤港澳三地在体育公共服务标准、

体育空间共享、体育资格互认等方面的衔接和认同。四

是整合体育服务资源，完善体育信息服务平台建设。3）

在跨主体合作层面，通过赛事共办、活动共享、培训交流、

会议研讨的形式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逐步实现由“投

入”体育向“投资”体育转变。结合城市体育发展要求、政

府体育监督管理、协会体育活动开展、企业体育动态发展

及群众多元体育需求，构建城市、政府、协会、企业、民众

五位一体的体育合作体系。

4.4 有效整合区域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动发展

1）全面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体育场地和空间，实

现粤港澳三地资源互补。以承办全运会为契机，按照“分

类管理、重点明确”的工作策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

场馆和空间进行全面梳理，对重点的项目、场馆、城市与

区域进行规划与提升，为全运会赛事联动、全民健身跨境

互动、体育消费资源共享等奠定基础。2）合理分配赛事

资源。通过全运会这一重要赛事活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各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城市赛事选择时应因地制宜，在充

分考虑城市的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城市定位和优势体育

项目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城市形象的体育赛事。3）

强化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通过分层次、重协同、促

融合、抓特色等方式，以承办全运会为契机，发挥政府统

筹和市场引导的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联动发

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效应，建成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体

系，从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的融合互动和共同

发展。同时，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效应，促

进港澳地区现代服务业与珠三角城市传统制造业的有效

结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产业错

位布局与特色化发展，以实现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

和周边城市产业特色化发展并举。

4.5 推动全运会数字技术应用，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

服务体系建设

1）围绕智能办赛，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基础设施、场馆

建设、信息服务等多场景。以全运会为契机深化数字技

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

算技术与城市基础建设和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智慧化

水平。加强体育场馆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建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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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育场馆的功能复合以及场景的快速切换，打造基于

数字技术深度集成的智慧体育场馆。积极推动数字技术

与信息服务的结合，开展跨系统信息资源的对接以及相

关的数据挖掘分析与应用，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信息服务平台。2）围绕智能参赛，将智慧安防、智慧移动医

疗、无人机防控、智能机器人、智慧导览等数字技术应用在安

防管理、应急指挥、人流管理、志愿服务等场景。通过精细化

数据挖掘、大数据模拟仿真等技术应用，提高赛事服务效率

和参赛服务体验，以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3）

围绕智能观赛，推进 5G、超高清、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等技术在媒体传播

中的应用。打造8K云智能观赛，实现多视角VR观赛体验，

通过VR和AI技术延伸观众的视觉与听觉，达到随时随地观

赛的效果，提高观众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5 结语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是粤港澳三地进一步走向融

合的重要机遇，对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建设“一带

一路”和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粤港

澳联办全运会已具备良好的现实条件。2025 年第十五届

全运会将成为全运会历史上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标志。为此，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运会承

办，通过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深化粤港

澳合作模式，整合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以及推动全运会数字

技术应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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