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研究部商務諮詢經理趙永礎
廣東省商務廳駐香港貿發局中國商務顧問鄧楷凱

行業專題

■ 大灣區企業積極尋求專業
服務以應對外部挑戰。

大灣區產業
轉型升級趨勢及挑戰
廣東省商務廳、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研究
外部環境轉變帶來挑戰

外開放，包括放寬外商投資准入，全面深入實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

進降低進口關稅措施等，預期大灣區企業將迎

最強的區域之一

[1]

。面對近年國際市場競爭激

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推
來更多與外國夥伴對接合作機會。

烈、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影響，加上內地生產成
本上漲、勞動力不足等挑戰，大灣區產業正積

可是，國際貿易及投資環境轉趨複雜，部分國

極轉型升級。粵港澳企業除了倚賴各自資源發

家和地區又不斷實施針對中國內地產品的關稅

展更高增值業務外，不少正積極利用粵港澳三

及非關稅貿易壁壘。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近年

地不同的區位優勢和經濟資源增強競爭力，更

升溫，美國在貿易赤字增加情況下，以中國竊

好規劃在大灣區以至國際市場的業務布局，爭

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為由，於 2017 年開

取在中長期而言達到業務可持續發展目的。

始再次對中國啟動「301 調查 」[2]，自 2018 年
起先後多次對源自中國內地價值數千億美元產

事實上，粵港澳企業多年來在不同領域進行各

品徵收額外「301 關稅 」
；美國商務部又以國家

種業務合作，攜手在內地和海外市場發掘商機。

安全理由把一些中國科技企業納入美國產業與

隨著中央於 2019 年 2 月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

安全局出口管制實體清單（Bureau of Industry

展規劃綱要》
，大灣區企業更可利用隨之而來的

and Security Entity List）
。雖然中美雙方於

相關便利措施進一步合作發展，例如更好利用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美國白宮簽署第一階段經貿

大灣區日益完善的交通運輸網絡，配合區內的

協議，但這些外部因素及國際經貿形勢發展已

通關便利措施提升跨境物流效率，聯繫大灣區

為不少企業、特別是對外貿易頻繁的大灣區企

和外國夥伴進行科技項目合作，並利用珠三角

業帶來困擾，逼使他們重新審視及調整業務發

產能配合內地其他地區以至整個亞洲供應鏈降

展策略，及積極尋求專業服務支援以應對有關

低營運成本，通過優勢互補更好開拓內地和海

挑戰。

外市場。而且，中央政府正積極實施進一步對

[1]《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訂明粵港澳大灣區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

[2]

省珠三角 9 市（包括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和
肇慶市）
，總面積 5.6 萬平方公里。
美國貿易代表於 2017 年 8 月 18 日宣布根據《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正式啟動針對中國有關
技術轉移、知識產權等不公平行為調查。資料來源請掃二維碼。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019
香港印刷業商會

行業專題

大灣區產業高增值業務邁進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以至整個珠三角和周邊地區

續保持穩定擴張步伐。而且廣東省工業的稅前

經過多年發展，逐步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已

平 均 利 潤 率， 逐 步 由 2000 年 約 8.4% 上 升 至

成為全球最重要工業生產基地之一。隨著世界

2017 年約 10.3%，以及 2018 年 9.5% 水平，轉

科技快速發展，以及來自內地同業及外國對手

型升級努力漸見成效。特別是越來越多企業利

的激烈競爭、外國貿易壁壘等外部因素，大大

用更精密自動化設備生產更高質量產品，並且

制約大灣區企業的業務發展。所以，不少大灣

發展更高增值業務，正逐步提高業務收益和競

區廠商正採取各種應對策略，包括投資自動化

爭優勢。

廠房節省勞動力，重整供應鏈布局降低財務、
物流及其他營運成本，同時加大科技研發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術製造業佔廣東省整體工

部分科創企業又乘時而起，專注例如物聯網應

業比例由 2000 年約 20%，逐步上升至 2018 年

用、大數據分析、新一代通訊、人工智能及機

32% 水平；有關高技術產品主要以電子及通訊

械人應用等先進技術領域，希望發展更高增值

設備、電子計算機╱電腦等電子類產品為主，

業務，並且通過例如香港等地尋找國際技術夥

合共佔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約 90%。這其實也

伴和專業服務，以便提升競爭力應對日益嚴峻

反映珠三角是全球眾多電腦、通訊及消費電子

的外部挑戰。

等終端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雖然如此，不少
生產活動仍相當倚賴進口各類晶片組、半導體

在這背景下，雖然廣東省的工業增長率已由多

產品等關鍵零部件，企業所賺取的生產或組裝

年前雙位數字逐步回落至 2018 年的 6.3%，但

費用其實有限，有待進一步轉型升級提升業務

因為企業不斷提升競爭力，整體產業規模仍繼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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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規模以上企業數；（2）括號內數字為高技術製造業佔所有工業增加值比例；（3）利潤率以稅前利潤與主營業務收入比例計算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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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4.7%
食品 2.0%
紡織服裝 2.1%
體育和娛樂用品 2.2%
橡膠和塑料製品 3.6%
非金屬礦物製品 3.8%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註：規模以上企業數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
石油加工 3.9%
金屬製品 4.2%
汽車製造 5.8%
通用及專用設備 6.3%
高技術製造業 31.5%
2018

其他 10.0%
電子計算機及
辦公設備製造業
5.5%
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
84.5%

其他高技術產品包括化學品、醫藥、醫療設備

佔中國內地全年整體出口額 26%。高新技術產

及航空航天設備等。此外，廣東也擁有不少先

品佔廣東出口比例也由 2000 年不足 20% 上升

進製造業活動，例如通用及專用設備製造、汽

至 2018 年 36%，與廣東省整體工業發展情況相

車製造、石油加工等，以及生產種類繁多的消

若。廣東省其他出口產品包括家具 / 玩具等消

費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體育娛樂用品、紡

費品、紡織品、塑料 / 橡膠製品和鞋帽等輕工

織服裝和食品。

產品，均顯示珠三角是全球重要的輕工生產和
出口基地之一。

對外貿易方面，廣東省的出口業務也同步快速
發展。2018 年全省出口總額達 6,470 億美元，
億美元
廣東省產品出口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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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括號內數字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率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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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品

高新技術產品

2018年廣東省產品出口總額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其他 34.8%
鞋帽產品 2.4%

賤金屬及其製品 5.0%

車輛運輸工具 2.5%

紡織品 6.7%

光電技術 4.9%

塑料/橡膠製品 3.2%

家具/玩具等消費品 9.3%

電子技術 14.2%

其他 4.0%

高新技術產品 36.1%
2018

計算機與通訊技術 76.9%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

發展技術及品牌業務轉型升級
在重整業務過程中，大灣區企業致力發展較高

的局面。當然，少數未能適應轉變又缺乏競爭

增值業務。雖然一些企業選擇把部分低端生產

力的企業則可能被迫終止營運。

或採購活動轉移往內地或海外其他較低成本地
區，但大部分廠商仍選擇繼續留在大灣區發展，

特別有關科技研發活動，不少位處大灣區以至

從本業出發調整業務發展策略。明顯地，大灣

其他廣東地區企業，紛紛把技術創新定位為轉

區以及其他廣東企業目前更願意投入研發活動，

型升級的主要發展策略，希望沿價值曲線向上

以提升產品和業務的附加值，部分企業則從加

從事更多高價值業務。事實上，廣東省的技術

工貿易轉型發展原設計生產（ODM）
、零售及品

研發活動近年快速上升，全省的研究與試驗發

牌業務，進一步開拓內銷和建立海外的銷售網

展（R&D）經費內部支出由 2010 年 809 億元（人

絡，希望改變倚賴勞動力密集及低附加值生產

UPM 麗印 雅光銅版紙 」80 克
民幣，下同）上升超過兩倍至「2018
年 2,705 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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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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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佔GDP比例
1.74 1.71

1.96

2.17
1.78

2.32
1.91

1.99

2.33

2.43
2.0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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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2.7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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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0.99 0.8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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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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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8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元，佔全國總額 14% 而名列首位，領先其後的

護知識產權，積極通過申請註冊有關權利以保

江蘇省（13%）和北京市（10%）
；同年廣東省

障其科研成果權益。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專

R&D 經費支出佔 GDP 比例達 2.78%，高於全

利申請主要以實用新型為主，亦有相當一部分

國平均 2.19% 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省 9

為外觀設計專利，大部分其實涉及生產工藝和

成以上的 R&D 活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大

產品外觀設計等製造業務，至於與前端技術研

灣區 9 市進行，特別是當中的深圳、廣州、佛

發有密切關係的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只佔整體

山及東莞更是區內主要的 R&D 活動基地，2017

專利申請量不到三成，若以授權數量計算，更

年 這 4 個 城 市 的 R&D 經 費 支 出 已 佔 去 全 省

只佔全省專利數量約 11%。以另一角度分析，

82%，當地科研實力不容小覷。

2017年每千名研究員 [4] 當中，廣東獲授予的本
地發明專利數目約為 80.9 件，差不多達到全國

在反映部分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方面，近年源

平均 81.1 件水平，但日本及韓國的數目分別約

自廣東省的專利申請量及授權數量不斷增加，

達 176 件及 193 件，而美國則有大約 110 件

2018 年來自廣東省專利申請量超過 79 萬件，佔

綜觀有關數字，廣東省的科研活動較多聚焦生

全國申請總量 19.1%，超越江蘇省的 60 萬件及

產製造業務，至於能獲取較高價值的前端研發

浙江省的 46 萬件而名列全國第一位 [3]，以數量

方面，其成果效益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若，但相

而言表現強勁，亦反映有關業者越來越重視維

對美、日、韓等先進國家表現仍較為遜色。

廣東省專利申請受理與授權量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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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量*
外觀設計
26.4%

發明
27.3%

授權量*

# 2016年及之前數據為專利申請受理量，2017年及2018年數據為專利申請量。
* 2018年數字
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

外觀設計
32.7%

發明
11.1%
發明
56.2%

資料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R&D 人員全時當量（R&D personnel full time equivalent）
[5]（i）美國數字為估算數字；
（ii）有關數字基於多個來源及數據庫資料計算，包括中國統計年鑒、廣東統計年鑒、
UPM Finesse classic
80gsm
UNESCOmatt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OECD 數據庫及 WIPO 數據庫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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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企業通過聚焦市場推廣轉

牌。而廣東省以至中國的整體商標註冊申請數

型升級，極力由原件製造（OEM）轉為開發較

量近年快速上升，更顯示內地企業正加快發展

高附加值的原設計產品（ODM）及發展品牌業

品牌業務的步伐。

務。尤其在品牌發展方面，廣東企業尤為積極，
特別是近年不少企業甚至個人紛紛遞交商標註
冊申請，希望取得有關商標權利，保護在品牌
發展過程中，和進行有關宣傳推廣活動所涉及
的知識產權，防止他人抄襲侵權，使有關品牌

外國貿易壁壘
帶來不明朗因素

業務可以持續發展。事實上，中國近年的商標

可是，不少外國市場對源自中國內地產品實施

註冊申請數量快速增長，2018 年商標註冊申請

不同的貿易壁壘。其中原因之一是，雖然內地

超過 737 萬件，已連續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企業不斷提升產品的設計、質量和科技含量，

至於廣東省則是內地商標註冊申請個案最多的

但不少仍倚賴低價策略在市場與外國同業競爭，

省份之一，2018 年佔全國所有申請數量 20%，

引起歐、美等地憂慮內地廉價產品衝擊當地

遠超排名第二的浙江省（佔全國 9%）
。究其原

產業，屢次實施貿易措施針對內地產品，直接

因，主要是因為大灣區╱珠三角作為內地傳統

影響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能力。例如截至

的輕工生產及出口基地之一，擁有密集的製造

2019 年底，美國對 140 項源自中國內地產品採

及銷售活動，所以有較多廠商及分銷商在轉型

取反傾銷措施，及 74 項內地產品採取反補貼措

升級、發展品牌業務過程中願意花費資源提出

施，相對 2017 年底時分別為 121 項及 53 項上

商標註冊申請。

升不少；此外，2019 年底歐盟針對內地產品反
傾銷措施達 58 項，並對 7 項內地產品採取反補

雖然提交申請不一定代表申請者可以成功註冊

貼措施。受影響的內地產品包括部分金屬、化

有關商標，並把商標轉化成為具市場價值的品

學和工業用品，以及一些消費產品。這些措施

牌，但要發展品牌業務，有關商標權利需要得

動輒對受影響產品徵收由數個至數十個百分點

到有效保護才會有機會成功。所以，在開發品

的額外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有時候部分額外

牌業務達到轉型升級前提下，廣東企業十分注

關稅甚至超過 100%，使被針對的內地產品難以

重保護其商標權利，防止侵權以便順利發展品

進入有關市場。

件
1,600,000

廣東省商標申請情況

美國及歐盟對源自中國內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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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題

而且，外國普遍存在中國企業侵犯知識產權的
疑慮，對不少中國製產品持負面態度。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歐盟知識產權局
（EUIPO）於 2019 年 3 月發表的一份報告 [6] 表
示，即使在過去數年中全球總體貿易量增長停
滯不前，但假冒和盜版商品的貿易仍穩步增長，
目前佔全球貿易約 3.3%，假冒偽劣商品當中最
大份額種類包括鞋類、服裝、皮革製品、電氣
設備、手錶、醫療設備、香水、玩具、珠寶
和藥品，有關交易為有組織犯罪集團創造利潤，
同時損害了相關公司和政府利益，而假冒的醫
療用品、汽車零件、玩具、食品、化妝品和電

■ 外國貿易壁壘帶來不明朗因素。

子產品等更可危害公眾安全和健康。
該報告指出，海關檢查中發現的大多數假冒產

另一方面，美國貿易代表（USTR）辦公室根據

品主要來源地包括中國內地和擔任轉口的香港，

美國《1974 年美國貿易法》相關規定及 301 條

其他主要來源包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土耳其、

款，對美國貿易夥伴在知識產權保護及執行情

新加坡、泰國和印度；而受假冒影響最大的國

況進行年度檢視，而有關報告多年來把中國列

家是美國，其品牌或專利涉及假冒產品的 24%，

入優先觀察名單。USTR 於 2019 年 4 月發表的

其 次 是 法 國（17%）
、 意 大 利（15%）
，瑞士

年度「 特別 301 報告 」認為，中國需要加強知

（11%）和德國（9%）
。

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包括針對商業秘密盜竊行
為、在線盜版和假冒、製造和出口假冒商品以

這 份 OECD/EUIPO 報 告 是 根 據 2016 年 的 海

及阻礙藥物革新等。例如在針對假冒和盜版問

關緝獲數據，當年全球進口假冒商品的價值為

題方面，
「 特別 301 報告 」除了援引上述 OECD/

[7]

，該報告認為當中分別約 47%

EUIPO 報告有關中國是假冒偽劣商品出口地的

（239 億美元）及 16%（83 億美元）是出口自

數據外，又指美國品牌多年來受第三方在中國

中國內地或由香港轉運。可是，雖然有關商品

惡意搶註商標問題困擾，損害有關美國商標的

（239 億美元）與中國內地當年出口總額 2.1 萬

權利持有人的商譽和利益。
「 特別 301 報告 」又

億美元相去甚遠，而且內地近年不斷積極打擊

關注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

假冒偽劣商品，並加強有關法律法規懲罰違法

在線盜版和通過電子商務進行的假冒商品交易

集團和侵權者，但不少仍傾向將中國產品加上

日益廣泛，也嚴重影響美國權利人的利益。

5,090 億美元

假冒偽劣標籤，使不少從事合規產品的內地企
業在遇到有關糾紛或指控時處於不利位置，也

此外，自 2018 年 7 月開始美國多次對源自中

直接影響內地企業在國際市場聲譽。

國內地合共價值數千億美元進口產品徵收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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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OECD and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rends in Trade in Counterfeit and Pirated
Goods”,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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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關 稅 」後，USTR 在 2018 年 11 月 再 發 表

雖然如此，歐美等地對有關政策措施大多持觀

有關中國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領域行

望態度。特別在中美貿易糾紛下，除了美國對

[8]

，對中國在科技創新

中國的貿易逆差外，科技轉移及知識產權等議

成就提出質疑，並提出指控中國進行和支持網

題繼續成為焦點。最近，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

絡盜竊商業秘密、技術數據等知識產權，而且

隊多次談判磋商後，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

通過投資限制強制美國公司轉讓技術予中國企

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達成

業。該報告又認為中國政府不公平地推動中國

一致，並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美國簽署協議

企業進行系統性收購美國公司和資產，以獲取

文本，明確深化貿易領域雙向合作，擴大雙方

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包括中國投資者對美國

在農產品、製成品、能源、服務業等領域的貿

矽谷等技術中心的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

易規模，並且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為兩國企

investment）等。

業提供更多市場機遇，而在關稅退坡問題上，

為和政策的更新報告

美方承諾取消部分對華產品加徵關稅，實現加
為應對有關指控及釋除外國疑慮，中央政府近

徵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等。值得注意的是，協

來推出多項政策和措施。例如於 2019 年 10 月

議亦包含有關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事項，包括雙

16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部署以更

方承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鼓勵基於自願

優營商環境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及平等

和市場條件的技術合作等，以更好地促進公平

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包括不得強制或變相

競爭，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與發展活力；同時，

強制外國投資者和外資企業轉讓技術，依法保

雙方將建立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安排，及時有

護商業秘密，完善電商平台專利侵權判定通知

效解決經貿分歧。在簽署協議後，美方又多次

及移除規則。國務院又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印發

表示會密切追蹤協議的落實情況。

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意見》
（國
發 [2019] 23 號）
，提出 20 條政策措施，包括

由此可見，美國以至其他貿易夥伴仍會繼續關

自 2020 年 1 月起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及有

注中國在知識產權、技術轉移等方面的保障措

關實施條例和配套措施，並致力確保外商投資

施的發展和執行情況。而且在政府層面以外，

法各項制度切實有效執行，保護外商投資企業

外國一般企業和消費者普遍仍抱有中國製屬低

合法權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通過行

端產品想法，並且繼續受中國產品侵權的印象

政許可、監督檢查、行政強制等強制或者變相

影響，短時間內難以消除。這些因素對相關內

強制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等。

地企業的國際業務構成壓力。加上一些內地企
業不熟悉國際市場情況，不認識外國的法律法

另一方面，國家知識產權局會同相關部門全面

規和國際商業慣例，以致遭遇外國指控傾銷、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

侵權，甚至被指不當取得商業秘密時，可能缺

完善法規政策體系，包括推進修改專利法、商

乏有效的應對辦法。所以，大灣區以至其他內

標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重點加大侵權行為懲處

地企業極需利用合適的專業服務，一方面制訂

力度，以提高違法成本；其他例如國家市場監

防範措施控制風險，並且隨時積極回應外國指

督管理總局，也印發了《假冒偽劣重點領域治

控和貿易措施，以便更好「 走出去 」發掘國際

理工作方案（2019 2021）
》的通知，大力提升

市場商機。■

市場監管執法能力和監管水平，包括加強市場
巡查力度打擊侵權違法行為。

更多詳情，請參閱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文章：
利用專業服務推動大灣區產業轉型升級
（廣東省商務廳、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研究）

[8]

Office of the USTR,“ Update Concerning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20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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