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科技業者熟悉外國先進科技，且善於

利用國際通用標準／框架開發的技術，

提供技術及管理系統應用和解決方案，並可協

助有關項目進行商業化，可切合「 十三五 」規

劃衍生的科技需求。

而且，香港是內地「 走出去 」的首選服務平台，

可支援內地企業前往外國進行科技投資項目及

尋找合作夥伴。香港廣泛的專業服務、良好知

識產權保護等，能為業者締造理想的營商環境，

有助促進內地及外國企業合作和技術轉移項目，

而香港作為區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可為相關項

目提供所需的融資服務。所以，「 十三五 」規劃

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應可為香港的科

技及服務業者提供不少機會。

邁向製造強國

2016年3月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十三五 」

規劃），闡明要在未來五年的規劃期間（2016

年至2020年），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以確保

全面建立小康社會。而主要發展目標之一就是

要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發展。

當中，「 十三五 」規劃明確要優化現代產業體系

發展，從供應面推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深

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的製造強國發展戰略，

以提高製造業創新和工業基礎能力，包括關鍵

基礎材料及核心零部件的製造，發展智能製造

等新型製造業，加強質量和品牌的建設工作，

同時推動傳統產業升級，並積極淘汰落後產能，

以培育製造業新的競爭優勢。

事實上，隨著過去十多年全球生產活動大規模

轉移，使中國工業活動快速擴張，工業企業收

入由2000年的8.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急

增至2015年的110.3萬億元，中國這家「 世界

工廠 」在不少消費品及工業製品的生產領域獨

佔鰲頭，例如生產的成衣、玩具、家庭電器及

香港印刷業商會

013「 UPM 雅光 」90 克

■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行業專題

中國「十三五」規劃：

《中國製造2025》發展機遇與挑戰

中國「 十三五 」規劃明確表示國家會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以邁向製造強國目

標，並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空間，優化現代產業體系，有關發展勢將促進各種

先進技術及服務的需求。

雖然中國在若干科技領域已達國際先進水平，但因為過去數十年累積的落差，令

整體科技發展仍落後先進國家一段距離，在部分產業領域仍缺乏整體和標準的解

決方案，使有關產業發展受到制約。所以，除增加本地研發活動外，中國仍需引

進廣泛類別的先進技術，以協助產業升級和發展新興產業。



各類消費電子產品等，在世界市場佔重要份額。

可是，目前大部分的生產活動仍以勞力密集模

式、生產較低技術產品為主，利潤相對微薄。

雖然中國也是不少高技術產品的主要生產地，

例如電腦和智能手機，但高技術生產活動目前

僅佔全國工業生產活動約12%，加上中國仍倚

賴進口不少關鍵零部件及生產設備，以支持其

高技術生產活動，使高技術生產業務的利潤率

亦處於較低水平。所以，如何加快產業升級、

鼓勵企業由低增值業務轉向中、高端發展，以

實現製造強國目標，便成為「 十三五 」規劃主

要目標之一。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份

所有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萬億元人民幣） 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萬億元人民幣）

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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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企業發展情況 - 業務收入

中國工業企業發展情況 - 毛利率

所有工業毛利率% 高技術產業毛利率%

6.7%
5.7%

5.1% 4.8% 4.5% 4.2% 4.3%
4.8% 4.9%

5.5% 5.6%
6.0% 6.0% 6.2% 6.4%6.7%

5.7%
5.1% 4.8% 4.5% 4.2% 4.3%

4.8% 4.9%
5.5% 5.6%

6.0% 6.0% 6.2% 6.4%

4.7% 4.4% 4.9% 5.7% 5.7% 6.0% 6.3% 7.0% 6.6% 6.8% 6.8% 7.6% 6.7% 6.6% 6.1% 5.8%4.7% 4.4% 4.9% 5.7% 5.7% 6.0% 6.3% 7.0% 6.6% 6.8% 6.8% 7.6% 6.7% 6.6% 6.1% 5.8%

其他88.2%

高技術製造業11.8%

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例

註：毛利率是根據企業營業利
潤佔主營業務收入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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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科學技術部



《中國製造2025》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路線圖
2025年 2035年 大約2049年

增強製造業創新能力，使工

業化和信息化融合上新台階，

提升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

鏈地位。

達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

水平，創新能力大幅提升，

整體競爭力明顯增強。

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

國前列，並建成全球領先

的技術和產業體系。

九項戰略任務

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

包括鼓勵代工企業向代設計和出口自主品牌產品轉變

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

致力發展智能裝備和智能產品，推進智能化生產

強化工業基礎能力

強化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發展

加強質量品牌建設

鼓勵企業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名牌產品，並實施工業產品質量提升行動計劃

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

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

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加大先進節能環保技術研發力度，加快製造業綠色改造升級

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置、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

械等十大重點領域

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

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逐步解決過剩產能問題

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

更好結合「 引進來 」與「 走出去 」發展策略，提升國際合作水平

產業升級路線圖

為提升產業效率、實現製造強國目標，《中國製

造2025》訂立「 三步走 」的路線圖，並且明確

九項戰略任務，希望到大約2049年［1］使中國

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 十三五 」規劃更進一步提出要發展新體制，簡

化工商管理體制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加快金

融體制改革，以及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以便協助產業升

級，同時通過降低「 五險一金 」［2］等繳費比

例和取消不合理收費，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以協

助產業升級轉型。［3］

註：有關詳情，請參閱《中國製造2025》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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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亦提及在提高國家製造業創

新能力的前提下，會在傳統製造業、戰略性新

興產業等重點領域，開展創新設計示範項目，

全面推廣應用具綠色、智能特色的先進設計技

術。

而「 十三五 」規劃亦明確要促進戰略性新興產

業蓬勃發展，通過產業政策導向和設立國家戰

略性產業發展基金等措施，希望提升新興產業

在製造業以至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有關

發展目標及行動包括：

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15%

（2015年全部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33.8%）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創新

培育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型顯示、移動智能終端、5G 移動通信、先進傳感器、可穿戴設備等。

生物產業倍增

加快應用基因組學等生物技術，推進新型藥物、生物育種新一代生物技術產品和服務發展。

空間信息智能感知

加快構建多模遙感、寬帶移動通信、全球北斗導航衛星等空間基礎設施，並加速有關商業化應用。

儲能與分佈式能源

突破新一代光伏、大功率高效風電、生物質能、智能電網、新型儲能裝置等關鍵技術，加速相關應

用、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

高端材料

大力發展記憶合金、自修復智能材料、石墨烯、納米功能材料、下一代半導體材料等。

新能源汽車

發展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全國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達到500萬輛，並加強新能源汽車

廢舊電池回收處理。

對先進技術需求殷切

「 十三五 」實施《中國製造2025》及促進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勢必刺激中國對各種專門技

術、設備及科技服務需求。誠然，過去20年中

國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例如，1995年中國的

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量少於七萬件，但到2015

年已大增至264萬件［4］。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15年報告顯示，

中國無論在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等三種

專利申請數，均處於世界第一位，超越美國、

德國、日本等先進國家［5］。此外，中國 R&D

經費支出亦由1995年的349億元（佔 GDP 的

0.57%）， 躍 升 至2015年 的1.4萬 億 元（ 佔

GDP 的2.1%）［6］。而且，中國在若干科技領域

的發展水平，例如航空航天、導航、電子計算

工程、生物科技等領域已達國際先進水平。

註：有關詳情，請參閱「 十三五 」規劃

資料來源： 「 十三五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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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中國仍需要廣泛類別的先進技術支

援，以協助產業升級和發展新興產業。誠然，

中國的科技研發經費絕對數值已超越不少國家，

但是若以研發（R&D）經費支出佔 GDP 的比例

計算，科技研發強度仍較歐美等先進國家為低，

依然不足以全面支撐這家世界工廠向製造強國

方向發展。而且，雖然中國近年十分重視科技

研發活動，但因為過去數十年累積的落差，令

中國的科技發展在短期內難以追上先進國家。

例如在專利方面，縱使中國的專利申請受理量

急增，但有關申請主要以實用新型專利及外觀

設計專利為主，當中大部分涉及生產技術和產

品外觀設計，至於主要來自前端技術的發明專

利，目前只佔總數約37%。另一方面，若從有

效的發明專利數量看，2015年底中國的國內發

明專利的有效數量其實只有87萬件，低於同年

約97萬件的申請量，亦比美國及日本等國的有

效數量為低。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份

各國研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5

4

3

2

1

0

%

中國

韓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法國

英國

0.90 0.95 1.07 1.13 1.23 1.32 1.38 1.38 1.46 1.68 1.73 1.79 1.93 2.01 2.05 2.100.90 0.95 1.07 1.13 1.23 1.32 1.38 1.38 1.46 1.68 1.73 1.79 1.93 2.01 2.05 2.10

資料來源：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科學技術部：OECD 數據庫

2015年中國國內
三種專利申請受理情況

外觀設計21% 發明37%

實用新型42%

三種專利申請受理總數：2,639,446件

資料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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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日本 中國 韓國 德國 法國 英國 俄羅斯 加拿大 瑞士

3.0

2.5

2.0

1.5

1.0

0.5

0.0

百萬件

2.53

1.92

1.20
0.89

0.58 0.51 0.50
0.21 0.16 0.14

2014年全球前十個擁有最多有效發明專利的國家

50.9% 84.2% 59.2% 73.8% n.a 30.4% 8.3% 68.4% 12.3% 13.2%
國內發明

比例

資料來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5”, WIPO



而《中國製造2025》所提出的產業升級，和

「 十三五 」規劃提及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其發展

關鍵均在於利用先進科技提升產業的增加值和

競爭力。所以，「 十三五 」規劃進一步鼓勵科

技研發活動，並訂立發展指標，希望提高研發

（R&D）經費支出佔 GDP 比例由2015年的2.1%，

提升到2020年的2.5% 水平。

雖然中國的科研活動快速擴張，但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

企業正面對科技研發活動投入與實際應用產出

不能匹配問題，特別是企業不能有效地將科研

成果商業化；而且，公共科研機構人員亦因體

制問題，缺乏誘因與企業對接，以進行技術轉

移。在這背景下，除了少數例外，中國企業目

前仍需倚賴進口外國技術，以進一步支援產業

升級發展。［7］

所以，《中國製造2025》和「 十三五 」規劃均

提出要更好結合「 引進來 」與「 走出去 」發

展策略，提升國際合作水平。而《中國製造

2025》更具體指出，需要統籌利用國內及國際

市場資源，實行更加積極的開放戰略，進一步

開放一般製造業，引導外資投向新一代信息技

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高端製造

領域，並鼓勵境外企業和科研機構在內地設立

全球研發機構，以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

上述的 UNESCO 報告亦指出，中國需要繼續

通過不同措施吸收外國科技，並估計2015年

中國對外國科技的倚賴程度（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約為35%。

走出去尋求技術支援

多年來，中國從外國夥伴進口各式各樣技術。

中國內地統計數字顯示，以合同金額計，2014

年香港是內地技術進口第六大來源地，佔總額

2.6%。而位列香港之前的最大來源地包括美國

（30.5%）、日本（17.2%）、德國（14.0%）、南

韓（11.6%）和瑞典（3.5%）。

中國的製造業、包括從事電子、交通設備、化

學製品等企業是外國技術的主要進口商，佔

2014年進口量超過84%。顯然，中國的技術進

口與生產活動息息相關，而製造商十分積極引

進外國技術，藉此提升競爭力，應對全球市場

的激烈競爭。

中國引進外國技術概況

2014年中國各行業引進外國技術份額

億美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190.4
220.2

254.2 271.3
215.7

256.4
321.0

442.7 433.6

310.8

製造業84.4%

信息傳輸、軟件5.9%

房地產業2.1%

採礦業1.2%

科研和技術服務1.1%

居民和其他服務業1.0%

其他4.3%

年份

註：有關數字以技術引進合同金額計算

資料來源：科學技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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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引進技術在過去十年

大致上持續擴張，但未能配合增長強勁的工業

活動增長，而且在2013年及2014年更有回落

現象。原因之一是中國產業經過多年成長後，

越來越需要引進更高端技術，但部分發達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需要向中、高端產業發展，

所需技術已由生產活動需要，轉而逐漸聚焦科

技產品設計、系統解決方案、先進物料、新技

術及標準應用、網絡、大數據分析等層面，逐

步變得難以單靠設備及其他合同進口模式引進。

所以，不少企業近年利用「 走出去 」前往外國

直接投資的方法，或與外國夥伴進行科技合作，

以獲取所需技術。

事實上，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

來源地，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1,231

億美元，而且，無論是國有或民營企業，他們

近年「 走出去 」的目的，包括進行收購合併、

採購外國原材料／關鍵零部件，亦同時與海外

機構進行技術項目合作等商業活動，以增強競

爭力、轉型升級。［8］

舉例來說，根據位於美國紐約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9］，過去20年，

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出現巨大轉變，而最近

基於政治考慮及其他因素，不願意向中國供應若

干尖端技術及先進設備。一些外國技術業者亦擔

心商業秘密可能落入中國同業手中，以至影響他

們長遠的競爭力。

一波的投資浪潮始於2010年，主要集中於高科

技領域，雖然中國的直接投資額佔美國高科技領

域的投資總額不大，但有關投資近年有增無減。

對香港企業的啟示

「 十三五 」規劃希望通過實施《中國製造2025》

踏上邁向製造強國之路，並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可以預期，有關發

展勢將促進內地對各樣先進技術需求。但對於部

分產業，例如對於物聯網應用、下一代互聯網

發展等，內地目前仍缺乏整體和標準的解決方

案，在部分領域亦缺乏使用者經驗，使有關研發

（R&D）及技術應用受到制約。

而香港科技業者熟悉外國先進科技，且善於利用

國際通用標準／框架開發的技術，從而提供相應

的管理系統應用和解決方案，並可協助有關項目

進行商業化，能夠切合「 十三五 」規劃衍生的科

技需求。

《中國製造2025》與德國「 工業4.0」互動的啟示

中國「 十三五 」規劃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的同時，不少業者聯想中國產業升級與德國推

行「 工業4.0」（Industry 4.0）策略的關係，部分更認為可能會加劇兩國產業的競爭情況。

可是，中德兩國產業實際上在國際產業鏈佔據不同位置。「 工業4.0」目的是結合先進的網絡及

資訊科技，以及德國現時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工業生產體系，進一步提高的德國產業效率；

而《中國製造2025》的任務包括處理低效率及落後產能問題，以及促進中國產業從低增值邁向

中、高端發展，期望在中期可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

鑑於兩國產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中國在未來更需要倚賴更多先進技術及服務支援產業轉型升

級。所以，「 十三五 」規劃及《中國製造2025》勢將為廣泛的科技及服務業者帶來更多機遇。

「 UPM 雅光 」90 克
香港印刷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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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科技應用方面擁有優勢，

具備相關的市場推廣及應用人才，得以成為理

想平台，促進內地與外國公司進行科技合作，

因此吸引不少內地企業通過香港物色與外國夥

伴合作的機會。

事實上，內地企業近年積極「 走出去 」投資海

外，包括尋找技術及科技合作夥伴，而香港貿

易發展局 ( 下稱：香港貿發局 ) 最近調查顯示，

大部分位於珠三角、長三角及環渤海企業，均

表示香港是他們「 走出去 」的首選服務平台
［10］。

但外國技術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時，必須加以改

良及適應，以配合內地的工商業環境。而且外

國公司不僅需要物色合適的內地夥伴及客戶，

也須面對保護知識產權的挑戰。香港擁有健全

的法律制度，並提供各類專業服務，能為業者

締造理想的營商環境，有助促進技術轉移，而

相關的知識產權也會受到良好保護。

同時，《中國製造2025》闡明要鼓勵企業創新，

協助產業升級，並加強產品設計能力及建設品

牌，希望由 OEM 代工轉型到 ODM 原設計生

產，以及發展品牌業務，應可為香港的設計及

品牌服務業者提供契機。香港貿發局最近調查

顯示，內地企業在（i）產品開發及設計服務，

（ii）品牌設計及推廣策略服務，以及（iii）市

場營銷策略服務方面，均希望從香港或海外取

得有關服務支援。［10］

此外，香港作為區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可為內

地企業及外國技術公司提供所需的貸款及融資

服務，包括為有關技術、產業項目提供具成本

效益的資金，幫助內地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同時香港是亞洲最大的創業投資管理中心之一，

不少頂級的國際基金為爭取中國商機，已在香

港設立據點，可為內地企業提供額外融資渠道。

展望「 十三五 」期間，內地將進一步開放金融

服務市場，應可為香港的金融業者提供更多進

入內地市場機會。■

此文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撰寫。如欲獲取更多市場

發展及行業趨勢資訊，請登入 www.hktdc.com/Research。

備註：

［1］ 在《中國製造2025》文件中的有關原文是：「 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入

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2］ 「 五險一金 」是指政府規定企業給予僱員的保障性待遇，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

育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

［3］ 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3月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會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從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實施

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措施，將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

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此外會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徵和歸併一

批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徵範圍，並且將18項行政事業型收費的免徵範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

有企業和個人。更多詳情，請參閱香港貿發局中國商情快訊：中國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4］ 資料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5］ 排名主要基於2014年數據。資料來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5”, WIPO

［6］ 資料來源：科學技術部；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7］ 資料來源：“UNESCO Science Report – Towards 2030” UNESCO, 2015

［8］ 更多詳情，請參閱香港貿發局研究報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 : 首選香港專業服務平台》

［9］ 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Rosen, “ High-Tech: The Nex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 Asia 

Society, April 2014

［10］ 有關調查詳情，請參閱香港貿發局研究報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 : 首選香港專業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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