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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社会影响及其出版物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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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出版物的发展状况与高校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情况及其影响力息息相关，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
校科研实力和学科特色。 不同类型高校出版物与其办学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影响及其科技创新存在
相关性，对办好高校出版物，提高高校社会影响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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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出版物的发展与高校科技创新、社会影响关系紧
密，办学特色及所在地行业产业发展态势是出版物生存和发
展的源泉。 高校出版物只有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才能发
挥其宣传学术活动、推动科技进步的最大功效，同时也能促
进其自身的良性发展。 科技出版滞后于我国科技创新的现
状，已经不能很好地体现高校出版活动服务科技创新发展的
本义，成为我国科技体系中的突出短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全世界第四大都市集群，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科技创新
是支撑发展的重要基础，大湾区内的高校出版物在谋划自身
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紧密结合粤港澳区位优势。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出版物发展的重点难点
粤港澳大湾区内集中了华南地区最多的高校，仅香港地

区就有 １１ 所，澳门地区有 ７ 所，广东有各类大专院校达 １５０
所。 高校出版物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建设间息息相关，尤
其是科技类期刊必须始终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有效路径。
因此，我们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宏观视野下，通过审
视各高校出版物的发展现状对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点和着

力区，发现其服务科技支撑的引领作用，深入剖析以高校学

报为代表的科技出版物在当前历史方位下的定位、角色和作
用。 揭示不同学科特色的大湾区高校出版物如何在服务区
域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找到促进其自身发展
的重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港珠澳
大桥也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由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正式开
通。 三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较之以往必将更将紧密，但由于
涉及到建设内容包罗万象，也势必出台种类繁多的文件、制
度，其中鲜少涉及湾区内高校出版事业的发展问题，有关的
协同机制相对偏向宏观指导。 除了基础教育的学校已经结
对联系外，大湾区高校合作发展更多着眼于在内地成立新校
区，在有限的公开信息中很难找到高校出版物之间关联协同
的有力举措，各类协作联盟和平台建设也以硬科技的开发为
主，以此衍生的学术出版物的合作推进科技传播至今依然是
难点之一。 加上大湾区内的高校既有大陆体制的，也有港澳
地区的办学模式，其出版物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亦五花八
门，要分析其各自服务科技创新的有效模式更非易事。 如何
在新的大湾区协同模式下，促进三地高校出版物的共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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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高学校社会影响的效果，也还有许多顶层设计的框架
制度需要出台。 这些都是目前摆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出版
单位之间如何协同做大产业的另一难点。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出版物与科技创新

（一）大湾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具备丰富的内涵
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

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
织体系构成。 体系内的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
通过结成创新联盟，实现人才、资本、资源和信息等生产要素
更迅速扩散、转移、创新和增值，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增强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区
域创新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虽然在形式
上的合作还需界定其不同的类别和各自的组成部分，但是在
创新体系的内涵建设方面始终是一致的。

（二）高校出版物在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具有巨大推动作
用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而高
校出版物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传播载体和学术交流的平

台，也是科技知识和学术创新的传播工具，其中蕴含着大量
的科技前沿信息，在大湾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中心的进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港澳两地高校共有各
类出版物 ７０ 多种（类），广东省内高校的出版物更是高达
２００多种（类）。 办好这类高校出版物，提升出版质量和知识
传播效率，就可以在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有
效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 这不单体现在高校出版物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平台建设上，更要与协同创新主
体构建相互推动、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高校出版物
可以抓住大湾区发展机遇，不断转变办刊理念，强化与区域
经济创新体系的融合，构建运行有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
应用机制，形成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三）高校出版物服务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路径
大湾区高校出版单位必须思索如何创新办刊思路，突出

区域创新特色，主动服务大湾区经济创新体系，在办刊思路
和质量上做文章，思考期刊本身如何突出区域特点，在选题
上不断创新，突出区域经济创新体系的需求，重点反映区域
经济创新体系中的亮点和特色；要研究高校出版物如何积极
发挥纽带作用，增进区域内粤港澳高校间的交流与联合创新
特色；也要研究高校出版物如何及时报道大湾区科技创新体
系的创新成果，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还要研究如何在与大
湾区科技创新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提高出版质量，实现自
身可持续发展等。 高校出版物服务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的
传播途径十分丰富，同时也能持续体现不同高校鲜明的办学
特色。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出版物对比分析
为具体阐明以上观点，下面选择粤港澳三地不同类型高

校在粤港澳所处的区域经济社会特点和办学优势，着重对其
出版物的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

（一）香港高校出版物情况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重要贸易港口城市，其第三

产业尤其发达，在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

地。 在香港高校的出版物方面也明显体现了这些地位和特
征。

作为世界综合学科排名靠前的香港大学，其出版物也体
现出多元性和综合性，除了学术刊物，还有大学刊物、学院部
门的通讯以及出版社。 在其网站首页的大学刊物栏，［１］既可

以快速找到学术库（Ｔｈｅ ＨＫＵ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ｕｂ），也能直观发现
反映大学概貌的各类刊物，如校历、手册、校长报告、大学通
讯、精英学生、毕业生议会通讯等等，适合各种到访人员各取
所需，反应出香港大学中西兼容、综合多元的办学实力和社
会影响力。

以理工学科见长的香港理工大学在学术出版方面同样

富有理工科的简洁明朗特点。 其在刊物及传讯资料栏目既
有策略发展计划 ２０１９ ／ ２０ － ２０２４ ／ ２５，明确了一段时期学校的
发展目标和策略，也有每月一期的电子通讯 ｅｘｃｅｌ＠ ＰｏｌｙＵ。
另外，其出版的半年版杂志《理程》很有特色，除了主要反映
该校的科研成果、学术成就之外，还集中报道该校师生的成
功发展故事，［２］激励在校师生不断进步。 在此网页上还有一
个特别直观的个人与香港理工大学关系的栏目，方便浏览者
以学生、教职员、校友、家长、中学生或其他等身份登录。

香港中文大学在自己的网页上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的链接，开宗明义是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
为宗旨，专门出版学术书刊，以在大学和社会推动学术发
展。［３］可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该校的学术传播方面扮演

着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领域还有学
校概况、年报、校刊、通讯、统计资料和招生册子等，全面展示
学校校情和办学使命、愿景，尤其是在科研与学科建设、通识
教育等方面有侧重的展示。 另外，还有中大环球足迹，展示
了其学术人员的世界性，在加强学术传播，增强学校社会影
响力方面比较有特点。

以人文学科见长的香港浸会大学下设许多文科学院，还
主办了国际期刊《中外医学哲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亚洲能源研
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 用户可以通过学校
网站的 Ｂｏｏｋ Ｇａｌｌｅｒｙ栏或者 Ｂｒｏｗ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ｂｙ 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分学院或分领域检索到师生发表的学位论文和学术
论文，充分反映出学校的学科特色，体现出其除人文学科外，
在生命医学、行为科学、物理和数学等方向的优势，为学术交
流提供了方便的平台。 香港浸会大学的出版物虽然不算多，
但在校方学术研究网站上进行文献检索十分方便［４］ 。

（二）澳门高校出版物情况
澳门于 １９９９ 年回归祖国后与内地毗邻城市的事业发展

和联动建设不断提速，呈现出良好的澳粤协同发展态势。 虽
然博彩业依然是澳门经济民生的重要支柱，但依托内地巨大
的教育市场和生源优势，澳门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内
地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员和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也助
推了澳门高校出版业务不断得到强化。

澳门大学是澳门一所綜合性公立大学，其出版方面的网
页上突出了澳门大学主办（编）的杂志《澳门研究》《南国学
术》《澳门法学》，打开其网址即可见到这三个杂志的简
介［５］ ，但是除此之外，却几乎不见有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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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处澳门的澳门理工学院在其
出版页面除了突出其学报《澳门理工学报》及其简介之外，
倒还有学术成果、世界博彩与旅游研究等链接。［６］出版物方

面也还有“一国两制”研究（及英文版、葡萄牙文版）、“一国
两制”文库、“一国两制”百科大词典等专门的研究栏目，除
此之外，还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全书、中西文化研究、澳门
理工学院年度报告、教职员出版物及其他出版物等。 显示出
澳门理工学院在办好大学的同时，在“一国两制”研究领域
的特色和努力加强学校对外宣传的主动性，对提升学校的社
会影响和国际化水平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三）珠三角高校出版物情况
广东省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在全国名列前

茅，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名列全国前茅，但由于各种原因，广
东省在原 ９８５、２１１ 高校建设工程中入围的高校比例不算高。
近几年，先于全国双一流高校建设开展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
平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吹响了广东打造教育强省的号角，催
生了高校出版业务发展的新动能。

以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出版物为典型代表，广东
高校的出版物更加注重在做强学报影响力的同时，积极开展
行业学术刊物的出版发行。 地方高校的出版单位则是集中
力量挖掘本校的学术成果资源，努力为教师的学术交流和成
果推广提供平台。

从中山大学的期刊官网上［７］可以看到，该校编辑出版的
学术期刊多达 ２５ 种（包含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和医学版
的 ３ 本学报）。 但是，除了《现代计算机》属于工科杂志，《现
代哲学》等 ６ 个杂志属于文科杂志外，其余的《影像诊断与
介入放射学》等 １５ 个杂志均为与医学有关的杂志。 反应出
中山大学在医学学科独树一帜的学术力量和科研水平。

华南理工大学在其官网学术期刊页面［８］展示了该校主

办的 ８ 本杂志（包含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 ２ 本学报），
《控制理论与应用》以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两本
杂志显示了学校在控制科学领域较强的学术地位，《南方建

筑》和《体育学刊》则分别代表了华南理工大学在建筑学和
体育运动学领域的科研实力。

除了以上两所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外，地处粤港澳大湾区
的珠三角其他高校办学特色各有千秋，与地方经济社会和产
业发展紧密结合是共同特点。 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为例，该
校是一所以农科、工科为优势的省属本科公办纪念性大学，
办学 ９０ 多年一直在“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办学理念下培
养农业应用型人才。 从该校学报的官网［９］上可以看到，《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学报》主要反映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各院系
教师和科技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刊登农学、园艺、园林、植
物保护、生物技术、食品科学、资源环境、动物科学、动物医
学、机电工程、农业经济、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计算机、电
子信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
研究成果、实验新方法、新技术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等，农业行
业背景十分突出，反映了学校在农业相关学科的科研与学科
建设较为突出。

综上，对高校出版物的研究虽隶属于科技期刊的研究范
围，但同时也反映了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建设重要特色。 在
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如火如荼，纸质媒体日渐式微的情况下，
如何结合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有效自我提升，
充分发挥传统出版物的学术类读者粘性优势，满足科学研究
工作者的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需求，是值得高校出版物积极
探讨一个重要课题。 高校出版物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也与学校的定位关系密切。 综合类高
校的出版物种类较多，形式多样，反映面广，全面反映了学校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最新
成果和师生、校友动态，部分还有互动的功能，对于提升学校
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作用明显；学科特色鲜明、行业背景突
出的高校在其出版物的建设中更侧重在优势学科领域的成

果展示，为师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以推动产业行业科研
人员的学术活动更加活跃，提升学校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特色
学科领域取得更大优势，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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