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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高等教育”是一种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国家正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对国际知名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有效借鉴
显得尤为重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为例,分析粤港澳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的现状。从比较
视角切入,对比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国际高等教育建设的相关实践,为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提供指导思路。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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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Xi Ai Yingqiu Deng
Guangdong Second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a world-oriented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The
state is vigorously support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zone for higher education.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learn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famous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area.Take Hong Kong, Macao, Guangzhou, Shenzhen and Zhuhai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d
Macao.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e the practi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New York Bay Area and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Guangdong Greater Bay Are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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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湾区三地高校建设。截止2019

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分布着近150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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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制定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校,1所广州院校：中山大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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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受
高等教育人口状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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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它没有统一

下,为国家战略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可

点,突破地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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