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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題

淺析十四五規劃：

科研及產業政策
中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

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要構建「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1。要建成強大的國內大循環，市場供給能力將

是關鍵。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提出多項支持科研及先進製造業、擴大內需

及優化消費市場、加快發展服務產業，以及促進綠色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強化國內供

應鏈由研發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針對以上四方面，本文會簡介及分析《十四五規劃》

提及的科研及產業政策，希望藉此協助港商掌握業務發展方向，在十四五時期（2021

至2025年）使企業業務更上一層樓。

文章中當引述《十四五規劃》中的內容時，會以以下方式指出引文位置，方便讀者閱

讀正文：（篇數 . 章數 . 引言 / 節數 / 專欄數）。例如，（1.1.1）是指《十四五規劃》

中的第1篇第1章第1節、（3.11. 專欄5）則指位於第3篇第11章中的專欄5，而

（3.8. 引言）指位於第3篇第8章的引言。

■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 作者：香港貿發局助理首席經濟師曾詩韻／香港貿發局經濟師潘焯匡

1	如想了解有關《十四五規劃》的總體分析，可參閱《淺析十四五規劃：主要政策方向》。( 見《香港印刷》第145期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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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多項有關推

動科研及先進製造業發展的目標，例如：

●	 於2035年要「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

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及「基本實現新型工

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

現代化經濟體系」（1.3.1）。

●	 2021年至2025年間預期每年全社會研發經

費投入增長7%，投入強度力爭高於十三五時

期實際（1.3. 專欄1）。

●	 2025年預期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國內

生產總值10%（1.3. 專欄1）。

●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

到8% 以上（2.4.3）。

就支持科研而言，中國政府將「瞄準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

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

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

目」（2.4.2），也會「支持北京、上海、粵港

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北京懷

柔、上海張江、大灣區、安徽合肥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2.4.4）。

為支持企業加大研發力度，中國政府將「實施更

大力度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

優惠等普惠性政策」（2.5.1）、「完善激勵科技

型中小企業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2.5.1）、「完

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鼓勵金融機構發展知識產

權質押融資、科技保險等科技金融產品，開展科

技成果轉化貸款風險補償試點」（2.5.3）等。

在推動先進製造業發展方面，中國政府重視

資訊科技產業、先進製造業及生物科技發展。

《十四五規劃》表明，中國將「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

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

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推動生物技術和信

基礎研究與科技應用並舉

息技術融合創新，加快發展生物醫藥、生物育

種、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產業，做大做強生

物經濟」（3.9.1）。具體政策包括：

●	 深入實施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和技術改造

專項，鼓勵企業應用先進適用技術、加強設

備更新和新產品規模化應用（3.8.3）。

●	 提升製造業於高端新材料、智能製造與機器

人技術、北斗產業化應用、新能源汽車和智

能（網聯）汽車、高端醫療裝備和創新藥等

範疇的核心競爭力（3.8. 專欄4）。

●	 深化北斗系統推廣應用，推動北斗產業高質

量發展（3.9.1）。

●	 推動物聯網全面發展，打造支持固移融合、

寬窄結合的物聯接入能力（3.11.1）。

●	 培育壯大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雲計

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提升通信設

備、核心電子元器件、關鍵軟件等產業水平

（5.15.2）。

●	 構建基於5G 的應用場景和產業生態，在智能

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等重

點領域開展試點示範（5.15.2）。

●	 重點發展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

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及虛擬現實和增強

現實產業（5.15. 專欄8）。

●	 發展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6.20.2）。

●	 推進國家組織藥品和耗材集中帶量採購使用

改革，發展高端醫療設備（13.44.2）。

從以上政策可見，在十四五時期，中國政府會

採取基礎研究與科技應用並舉的方式，除了政

府會加大力度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及建設科

研中心外，企業進行科研也會有更多政策支持。

企業在考慮升級轉型時，在考慮善用5G 、雲計

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

科技外，還可以多探索北斗系統、虛擬現實和

增強現實及高端醫療設備的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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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大內需被視為構建強大國內大循環的核

心策略之一。在十四五時期，中國政府不單會

著眼擴大消費市場的規模，更會優化消費市場。

用《十四五規劃》的內容來說，中國將「加快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及「以創新驅動、高質量

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4. 引言）。值得注意

的是，擴大內需不單指消費品市場要提質擴容，

提升服務市場供給的質量也是政策重點之一。

《十四五規劃》中以下表述具體概括了優化消費

市場政策的重點：

●	 適應個性化、差異化、品質化消費需求，推

動生產模式和產業組織方式創新，持續擴大

優質消費品、中高端產品供給和教育、醫療、

養老等服務供給，提升產品服務質量和客戶

滿意度，推動供需協調匹配（4.12.1）。

要引領和創造新消費需求，中國政府將聚焦提

升消費體驗及增加消費渠道。現時互聯網發展

一日千里，互聯網已經不只是商家單向為消費

者售賣商品及提供服務的地方，更是探索及發

展新消費方式的理想平台。而假期消費及國內

免稅品消費是提振國內消費的良方。十四五時

期中國政府提升消費體驗及增加消費渠道的政

策包括：

●	 培育新型消費，發展信息消費、數字消費、

綠色消費，鼓勵訂製、體驗、智能、時尚消

費等新模式新業態發展。

●	 發展服務消費，放寬服務消費領域市場准入，

推動教育培訓、醫療健康、養老托育、文旅

體育等消費提質擴容，加快線上線下融合發

展。

●	 擴大節假日消費，完善節假日制度，全面落

實帶薪休假制度。

●	 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區域

消費中心。

●	 完善市內免稅店政策，規劃建設一批中國特

色市內免稅店（4.14.1）。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除了提升消費體驗及增加消

費渠道外，完善消費市場監管制度也十分重要。

《十四五規劃》中列出了不少相關的舉措，而食

品及藥品更是中國政府監管消費市場的重中之

重，相關政策包括：

●	 嚴格市場監管、質量監管、安全監管，加強

對食品藥品、特種設備和網絡交易、旅遊、

廣告、中介、物業等的監管，強化要素市場

交易監管，對新產業新業態實施包容審慎監

管（6.22.3）。

●	 強化中藥質量監管，促進中藥質量提升

（13.44.4）。

●	 加強和改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完善食

品藥品安全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探索建

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

（15.54.2）。

●	 深入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加強食品全鏈條質

量安全監管，推進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設攻

堅行動，加大重點領域食品安全問題聯合整

治力度（15.54.2）。

●	 加強食品藥品安全風險監測、抽檢和監管執

法，強化快速通報和快速反應（15.54.2）。

在理解中國政府十四五時期擴大內需的政策

時，港商還需要注意以下三點。首先，中國政

府無意推廣過度消費，《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指

出政府將「規範發展消費信貸」（4.12.4）。第

二，中國政府在十四五時期會重點推進強化中

國品牌的工作。《十四五規劃》指出，中國政

府將「開展中國品牌創建行動，保護發展中華

老字號，提升自主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目

標「率先在化妝品、服裝、家紡、電子產品等

消費品領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4.12.1）。第

優化消費市場以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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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政府在十四五時期雖然會繼續通過各

種政策擴大進口，但同時也強調進口來源需多

元化—「降低進口關稅和制度性成本，擴大

優質消費品、先進技術、重要設備、能源資源

等進口，促進進口來源多元化」（4.13.1）。

儘管上述三點可能會為港商以進口商或境外品

牌商的身份在中國內地營商帶來些許限制，中

國內地消費市場仍然機遇處處。2020年雖然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因新冠肺炎疫情下跌3.9%，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然達39.2萬億元

( 人民幣，下同 )，其中全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

額9.76萬億元，增長14.8%2。以上數據足以

證明內地市場的韌性和規模。只要港商的商品

及服務足夠時尚及優質，相信港商在內地消費

市場仍然能尋找到大量發展空間。香港進口商

從傳統進口地區以外的地區進口商品到中國內

地，或許可以把握時代機遇。

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2月。

服務業在供應鏈中扮演紐帶的角色，能在經濟

運行中發揮多種功能，例如：製造業企業能夠

通過物流和金融等服務使業務運作更順暢、消

費者能夠從檢測及認證業發出的認證買到優質

的商品、家庭能夠通過育兒及養老服務釋放更

多生產力。為了滿足產業升級轉型及居民消費

需要，中國政府於十四五時期將致力「聚焦產

業轉型升級和居民消費升級需要，擴大服務業

有效供給，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品質，構建優

質高效、結構優化、競爭力強的服務產業新體

系」（3.10. 引言）。

中國政府於《十四五規劃》中表示要「形成具

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

業鏈供應鏈」（3.8.2），這目標離不開製造業企

業升級轉型及科技企業持續發展。以下政策將

有助強化生產性服務業配套，使企業在創新及

創造更高附加值的路上獲得更多協助：

●	 推進創新創業機構改革，建設專業化市場化

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隊伍（2.5.3）。

●	 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鼓勵金融機構發展

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

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技保險等科技金融

產品，開展科技成果轉化貸款風險補償試點

（2.5.3）。

●	 暢通科技型企業國內上市融資渠道，增強科

創板「硬科技」特色，提升創業板服務成長

型創新創業企業功能，鼓勵發展天使投資、

創業投資，更好發揮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和私

募股權基金作用（2.5.3）。

●	 聚焦提高產業創新力，加快發展研發設計、

工業設計、商務諮詢、檢驗檢測認證等服務

（3.10.1）。

●	 聚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供應鏈金

融、信息數據、人力資源等服務創新發展

（3.10.1）。

●	 聚焦增強全產業鏈優勢，提高現代物流、採

購分銷、生產控制、運營管理、售後服務等

發展水平（3.10.1）。

●	 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深

度融合，深化業務關聯、鏈條延伸、技術滲

透，支持智能製造系統解決方案、流程再造

等新型專業化服務機構發展（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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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的國情下，中國政

府在民生服務產業方面強調育兒及養老服務。

促進民生服務產業發展相關政策包括：

●	 加快發展健康、養老、托育、文化、旅遊、

體育、物業等服務業，加強公益性、基礎性

服務業供給，擴大覆蓋全生命期的各類服務

供給（3.10.2）持續推動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

與智慧社區、養老托育等融合發展（3.10.2）。

●	 加快完善養老、家政等服務標準，健全生活

性服務業認證認可制度，推動生活性服務業

誠信化職業化發展（3.10.2）。

●	 推進嬰幼兒照護服務專業化、規範化發展，

提高保育保教質量和水平（13.45.2）。

●	 發展銀髮經濟，開發適老化技術和產品，培

育智慧養老等新業態（13.45.3）。

●	 鼓勵社會力量通過公建民營、政府購買服務、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等方式參與公共服務供

給（14.46.2）。

●	 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提高企

業年金覆蓋率，規範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

（14.49.1）。

值得服務業企業留意的是，促進服務業繁榮發

展並不是只聚焦提高服務業規模。從《十四五

規劃》中提出的政策可見，中國政府十四五時

期將更強調服務業是否能支持製造業和科技企

業發展，以及滿足民生需要。服務業繁榮發展

不單是構建強大國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的

重要一環，也是為社會提供更好民生配套的

鑰匙。

3	對於中國綠色產業的官方定義，可參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印發（綠色產業指導目錄 (2019年版 ) 的通知》
( 發改環資 [2019]293號）。

4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科技與財務司及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2020中國環保產業發展狀況報告》，2020年9月。

	 報告指出，環保產業是指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防治、固體廢物處置與資源化、噪聲與振動控制、土壤

修復和環境監測六個產業。

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實現碳達峰，並在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十四五規劃》中也明確指出

中國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

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推動

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

（11. 引言）。綠色產業 3未來大有可為。事實上，

近年中國綠色產業增長迅速，單是2019年全國

環保產業營業收入已達1.78萬億元，較2018

年增長11.3%4。以下是《十四五規劃》中一些

主要的綠色產業政策：

推動綠色產業發展

●	 深入實施智能製造和綠色製造工程，發展服

務型製造新模式，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

綠色化（3.8.3）。

●	 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石化、鋼鐵、有色、

建材等原材料產業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擴

大輕工、紡織等優質產品供給，加快化工、

造紙等重點行業企業改造升級，完善綠色製

造體系（3.8.3）。

●	 健全強制報廢制度和廢舊家電、消費電子等

耐用消費品回收處理體系（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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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低碳轉型與金融機遇》，2021年5月。

中國在十四五時期構建強大的國內大循環，不

單要在市場供給體量上擴容，更要提升市場供

給質量。中國政府在《十四五規劃》中推動科研

及先進製造業發展、優化消費市場、促進服務

業繁榮發展及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實際上是要

強化國內供應鏈由研發到銷售的各個環節。供

應鏈上所有環節擁有更現代化的供給能力，才

可以滿足市場日益增加的需求之餘，減少浪費，

保護環境，將有限資源用得其所。唯有持續提升

供給質量才可以實現市場體量的持續擴容。

不少機構預測在十四五時期，中國內地經濟仍

能保持中高速度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1

●	 科學規劃佈局城市綠環綠廊綠楔綠道，推進

生態修復和功能完善工程，優先發展城市公

共交通，建設自行車道、步行道等慢行網絡，

發展智能建造，推廣綠色建材、裝配式建築

和鋼結構住宅，建設低碳城市（8.29.2）。

●	 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實現所有固定污染源

排污許可證核發，推動工業污染源限期達標

排放，推進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

放權市場化交易（11.38.5）。

●	 實施國家節水行動，建立水資源剛性約束制

度，強化農業節水增效、工業節水減排和城

鎮節水降損，鼓勵再生水利用，單位 GDP 用

水量下降16% 左右（11.39.1）。

●	 深入推進園區循環化改造，補齊和延伸產業

鏈，推進能源資源梯級利用、廢物循環利用

和污染物集中處置（11.39.2）。

●	 推進快遞包裝減量化、標準化、循環化

（11.39.2）。

小結：對港商的啟示

年4月的預測顯示，2021年至2025年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仍有望每年維持5% 以上增長，這顯

示中國內地的市場機遇仍然龐大。港商在籌劃

未來數年中國內地市場的營運計劃時，不妨在

營運思維上進取一些，多加入科技創新、個性

化消費、綠色發展等元素；也可在參與發展健

康、養老、教育等服務業時多展現人文關懷，

滿足消費者對各種生活服務的需要。如果港商

能夠不斷提升商品及服務的質量，在內地人均

消費力仍會上升的背景下，可能會有令人驚喜

的結果。▓

●	 建立統一的綠色產品標準、認證、標識體系，

完善節能家電、高效照明產品、節水器具推

廣機制（11.39.3）。

●	 實施有利於節能環保和資源綜合利用的稅收

政策（11.39.4）。

●	 大力發展綠色金融（11.39.4）。

從以上政策來看，香港製造業界可以考慮從綠

色建材、裝配式建築、快遞包裝材料、節能家

電、節水器具等入手，把握中國內地綠色發展

機遇；而服務業界則可以考慮積極參與內地廢

棄物回收及綠色城市建設。

內地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事實上會為香港帶來

更多機遇。2020年，在香港安排和發行的綠色

債券和貸款總額就達120億美元，其中內地發

行機構佔發行總額的六成 5。發展綠色金融有助

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