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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與香港之二 

 
“十四五”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與香港機遇 
 

2021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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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綱要》”）正式發佈。《綱要》

明確指出，堅持創新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國家科

技創新體系，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其中，優化

科技資源配置、攻堅核心技術、加強基礎研究投入、以及完善創新基礎

建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完善舉國創新體系的過程中，香港可

以從多方面配合國家戰略，並從中挖掘自身發展新機遇。 
 

                                               一、“十四五”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內涵 
 

科技創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目前，面對人口紅利降低、

逆全球化思潮加劇等發展瓶頸，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助力中國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維持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源泉。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方

面，需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需要技術進步。《綱要》正是從

國家戰略角度，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和明確的目標

（表 1）。 
 

“十三五”時期，中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

排名中由 2015年的第 29位躍居到 2020 年的第 14位，全社會研發投入從

1.42 萬億元增加到 2.44 萬億元，總量位居全球第二，研發投入強度也由

2.1% 提升至 2.4%。雖然“十三五”期間科技投入不斷提高，但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強度與美國、日本、韓國等科技強國仍有較大差距（圖 1）。 

 

與此同時，中國在重大核心科技、基礎研究、創新基建等方面仍

然存在短板，而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也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

《綱要》考慮到國情現狀，並結合科技創新體系的發展規律，對未來

五年的發展提出了切實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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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創新驅動量化目標 

指標 2015 年

實際值 

“十三五”

目標 

2020 年

實際值 

“十四五”目標 

研發投入強度 

 
2.1% 2.5% 2.4% 

高於“十三五”

時期實際值 

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

年均增長 
“十三五”時期實際值：12% 7%以上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

研發經費投入比重 
5% 無 6.2% 8%以上 

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

專利擁有量 
無 無 6.3件 12件 

資料來源：Wind，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 

 

 

(一)重視頂層設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 

 

其一，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重視科技創新頂層設計。在國家

科技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應當扮演不同的角色。目前，中國科技創

新體系仍欠健全，在重大核心領域仍然存在短板，因此，政府的引領、

導向性作用不可或缺。不僅如此，政府的引領有助於逐步激發社會各

界的創新積極性，進而形成百花齊放的舉國創新體制。 

 

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對科技創新的大力支持是二戰後美國科技

騰飛的重要驅動力。二戰以前，雖然美國擁有高等院校及工業實驗室

為主的科技體系，但政府並不承擔促進科技發展的職責。二戰以後，

政府開始大力資助科技創新，到 1964 年，聯邦政府的研發支出占到

了美國總研發支出的 67%。政府的大力支持廣泛帶動了大學、工業界

等民間的科技力量，逐步建立了高效的全國創新體系。隨著社會各界

科研力量的釋放，自 1980 年代開始，政府科研投入逐步減少並低於

企業界（圖 2）。美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歷程說明，在舉國科創體系仍未

健全的階段，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推動科創、激發各部門積極性中起到

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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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 

 

政府引領的另一優勢在於其前瞻性，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

的基礎核心領域，政府可以以長期及戰略性的眼光制定科學計劃和科

學工程。鑒於此，《綱要》提出，聚焦量子資訊、光子與微納電子、

網絡通信、人工智慧、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重大創新領域組建

國家重點實驗室，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與

此同時，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從國家急迫需求及長遠需求出

發，集中優勢資源攻關新發突發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醫藥和

醫療設備、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礎材料、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關鍵

核心技術。 

 

其二，在資源配置方面，逐步加强科技投入主體的多元化，國家

層面支出也有待提高。事實上，一方面，目前中國政府層面對科技的

投入支出仍然偏少。以現有數據進行中美對比，2017 年，中國政府科

技投入佔整體科技投入的 19.8%，而同期美國政府科技投入佔到

22.9%。需要留意的是，隨著美國舉國科技體系的日漸成熟，自 1960

年代以來，政府對科技投入的佔比已從 67%的高位逐步下滑，但即使

如此，中國仍然較美國目前的水平為低。可見，中國政府對科技的投

入力度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另一方面，對比中美兩國，美國科技投資的資金來源更加多元化，

雖然來自企業的科技投入比例均為最高，但美國的高校、其他非盈利

組織等合共佔到總研發投入的近 10%。反觀中國，高校及其他組織合

共佔比不超過 4%（圖 3、4）。因此，在擴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積極

引導社會各界對科技創新的投入，籍以加強研發投入多元化是中國科

研體系繼續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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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國研發投入佔 GDP比重 

 

圖 2：美國研發投入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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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 

註：2017年數據。 

 

(二)加強基礎研究，設置十年行動方案 

 

    加強基礎研究是長期可持續科技創新的基石。首先，提高基礎研究

投入是中國原創性科技攻關、是從根本上解決科技“卡脖子”的前提。

基礎研究雖然不會帶來即時的效益，但是厚積才能薄發，上世紀 80 年代

的日本正是意識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對其進行了大量的投入，進而增

加了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人數，令科技成為當今日本核心競爭力

的支撐。 

 

    其次，目前中國在基礎研究的投入仍然不足。以可比數據來看，

2017年，中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所占比重分別為6.0%、

10%和84%，而同年美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所占比重分

別為17.0%、20%和63%（圖5、6）。可見，中國將絕大部分研發活動集中

於試驗發展，而基礎研究佔比遠遠低於美國。雖然“十三五”期間，中

國基礎研發支出佔總研發支出的比例已經由5%穩步提升到了6.2%，但與

發達國家15%-25%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最後，增加基礎研究的投入，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綱要》提出

“十四五”期間，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將由 2020 年的

6.2%，進一步提高至 2025 年的 8%。從政府的角度，無疑需要加大國家財

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設定今年中央本級基礎研

究支出增長為 10.6%，處於歷史較高水平。從企業的角度，政府將進一步

減免企業基礎研究的稅收，鼓勵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投入。從高校、研

究機構及人才的角度，為科研人員提供良好的評價及激勵機制，並對基

礎研究實施長週期評價，促進科研人員深耕基礎研究。從其他社會各界

的角度，鼓勵以捐贈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管道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政府, 

19.8%

企業, 

76.5%

其他机构, 

3.7%

企業, 

69.6%

政府, 22.9%

高校, 

3.6%
其他非盈

利組織, 

3.9%

圖 3：中國研發投入：按資金來源 

 
圖 4：美國研發投入：按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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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 

註：2017年數據 

 
(三)加強科創基建，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平台 

 

    完善科創基礎設施也是促進科技創新的重要一環。首先，《綱要》從

戰略的角度提出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區域性創新高地，支持北京、

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根據上海市信息中心發佈

的 2020 年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評估報告，美國依然是科技創新最發達的地

區，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10 強半數來自美國，而中國只有北京進入前十，

位列第 7。香港和深圳分別位列第 15 及第 27。不過，香港的科技產業化

能力不足，深圳基礎研究不足，若香港-深圳集群角度來看，則可擁有更

全面的創新力量。可見戰略角度佈局區域性創新高地可以大幅提高區域

創新能力。 

 

    其次，可以適當超前佈局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並促進基礎設施

的共用水平，提高使用效率。舉例來看，2020 年，國家發改委批復了高

效低碳燃氣輪機試驗裝置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總投資 26.7億元，

建設週期為四年，此裝置的落成將填補中國大功率燃氣輪機試驗裝置的

空白，為燃氣輪機基礎理論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技術開發提供先

進的試驗平台，也為“航空發動機和燃氣輪機”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實施

提供基礎支撐。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往往研製需時，適當超前的佈局可以

降低在研製過程中遇到未知困難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為中國關鍵技術的

開發奠定扎實的基礎。 

 

    最後，從科研成果共用的角度，《綱要》提出構建國家科研論文和科

技資訊高端交流平台，促進科研工作者實現暢通高效的信息交流。科研

信息是科技自主創新的戰略資源，信息共享可以極大的促進研發交流的

效率，推動整體研發進度。2020 年，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中取得了驕人

基礎研究

6%

應用研究

10%

試驗發展

84%

基礎研究

17%

應用研究

20%
試驗發展

63%

圖 5：中國研發投入：按類型 

 

圖 6：美國研發投入：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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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績，其中科研信息交流平台對新冠病毒的識別、疫苗的研製亦發揮

了戰略性的作用。由國家科技部、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國科協、中華醫

學會聯合搭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平台”供全球科

研人員發佈成果、參與研討。截至今年 3 月 26 日，該平台共上線 157 種

期刊、1,706 篇論文，為科研人員提供了及時有效的資源共享。從國家平

台的高度降低制度成本，是發揮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的又一途徑。 

二、香港的機遇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需要高科技企業、人才、制度、資金等多

方面的配合和努力。《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把

深港河套區納入粵港澳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鑒於此，香港可以發揮

自身多方面的優勢和功能，積極支援和參與到新型舉國科創體系和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中，並以此增強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及

長遠增長動力。具體而言，香港可以抓住以下四個機遇： 

 

(一)配合推動國家戰略性科創需求，吸引更多全球頂尖研發資源匯

聚香港 

 

作為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香港可以發揮其法制、稅收等自

身制度優勢，加大政府對科技的投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國

際科創人才入駐香港。企業方面，目前已有相當一部分國際科技企業在

香港設立研發中心，如聯想、IBM、樂敦製藥、TCL 等等。不過，要進一

步發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還需要香港政府進一步推出支持措施吸

引頂尖科技企業入駐，為香港賦能。香港政府推出的聚焦醫療科技的

「Health@InnoHK」及聚焦人工智慧及機械人科技的「AIR@InnoHK」兩個

平臺，首批約 20 間研發實驗室已於今年第一季度陸續啓動，可以進一步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研發合作中心的地位。科研人才方面，香港應加強全

球招才力度，推出更優惠的人才政策，吸引科技人才到香港聚集。例如，

特區政府今年以 20億元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大力支持本地大學吸

引國際知名的創科學者和其團隊來港任教和參與教研活動，為本港提供

良好的科技交流機會。 

 

 

    (二)發揮基礎研究優勢，為國家科創發展和香港自身創新提供更多

原動力 

 

《綱要》注重提高對“十四五”時期基礎研究的投入，令香港可以

發揮其在基礎研究中的現有優勢。目前，內地的科研重應用，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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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高端基礎科研領域中具有較強實力，可以與內地優勢互補，為國

家培養更多基礎研究人才，為長期科技創新打下堅實基礎。香港的基礎

科學研究資源集中，科技創新資源密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同時有 4所大

學在 QS 大學排名中名列前 50、有 5 所大學排名全球前 100 的城市。2020

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佈的技術建設的全球排名，香港由

2019 年的第十八位上升至第七位。因此，香港應該配合《綱要》對未來

五年的規劃，爭取走在世界基礎研究前列，為國家科研發展和香港自身

的創新提供更多原動力。 

 

    (三)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優勢互補，鼓勵產學研結合，加快建設大

灣區科技創新平台 

 

一方面，利用大灣區的區域聯通優勢，香港可以將自身的高端基礎

研發與廣東省完備的產業鏈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做到產學研結合。正在

建設中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預計規模約為目前香港科

學園的 3倍，將成為香港最大的創科平台，也是深港科創交流的新平台。

預計港深創科園第一批次發展可於 2024至 2027年間分階段落成，落成後，

深港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將進一步提高，進一步促進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發展。另一方面，鼓勵香港高校與內地，特別是

大灣區科技公司建立聯合研究中心。近年香港科技大學與微信聯合成立

的「微信-香港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聯合實驗室」（WHAT LAB）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 

 

    (四)香港可以發揮國際融資平台優勢，為科技創新提供融資支持 

 

在直接融資方面，先進的創業投資市場是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重要推

手。香港是亞洲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僅次於中國內地。2019 年公佈的

大灣區規劃亦明確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大灣區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

同時，香港資本市場亦十分發達，香港證券交易所 IPO募資額連續多年全

球領先，為創新企業提供了多層次的融資渠道。在間接融資方面，香港

金融機構在銀團貸款、項目貸款等業務均十分成熟，目前美元或港元融

資的利率更加低廉，這為內地企業提供了多層次融資渠道。 

 

除此之外，香港在專利保護、質量認證等方面均較內地領先，可以

為內地提供寶貴的發展經驗和高質量的專業服務。綜上所述，香港應把

握國家創新戰略帶來的新機遇，結合自身優勢，在配合國家大局的過程

中，强化自身的科技競爭力，為長遠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