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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規劃與香港之七 
 

『十四五』數字化戰略與香港的發展機遇 
 

世界經濟目前正處於動能轉換的換檔期，數字化浪潮已開始全方

位重塑全球經濟。『十四五』規劃綱要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

中國”獨立成篇，提出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

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及營造良好數字生態。香港要抓住國家數字化發展這一重要戰略機遇，

搶抓數字經濟新賽道，並藉此獲得增長新動力，實現發展新突破。 
 

一、數字化重塑全球經濟 
 

數字化，是將許多複雜多變的信息轉變為可以度量的數字和數據，

再以這些數字數據建立起適當的數字化模型進行統一處理的過程。通

過推動生產方式、商業模式與管理範式的深刻變革，數字化正對全球

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首先，數字化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促進產業變革。當今世界已

進入由數字化全面引領創新、以數字化為基礎重構地區核心競爭力的

新階段。以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

正在引領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促進各個領域的產業變革，新產業、新

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例如，人工智能可以通過語音和圖像識別、

神經網絡等技術幫助企業智能識別用戶身份、預測用戶行為；雲計算

將許多計算資源集合起來，通過軟件實現自動化管理，可以在很短的

時間內完成對海量數據的處理，有利於企業整合信息系統，增強運營

與創新能力。按照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數據，2019 年，全球數

字經濟平均名義增速為 5.4%，比同期全球 GDP 名義增速高 3.1 個百

分點。數字化正在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質量提升、效率變革、動力

升級的重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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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9 年全球不同收入組別國家數字經濟同比增速及 GDP 增速（%） 

 
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其次，數字化不僅改變了全球供應鏈在空間上的區位選擇，也改變

了經濟活動價值鏈的來源和分配機制。全球經濟活動組織模式的數字化

變革正在加速演進，從研發、生產到消費等環節的供應鏈和價值鏈數字

化水平顯著提高。數字經濟的應用，降低了遠程交流溝通的成本，使得

過去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完成的工作或交易，在無接觸的情況下

也能實現，大大拓展了全球供應鏈在空間上的區位選擇。在價值鏈方面，

數字化下，生產要素和最終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優

勢企業利用自身豐富的數據資源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可以在全球

範圍內進行市場需求和生產的優化改進，增強了全球價值鏈的定價權。

尤其是在電子商務，數字化平台等新的商業模式興起之後，發達地區和

跨國企業的優勢愈發明顯，而後發國家和企業的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 
 

最後，數字化打破了物理時空限制，重構了社會連接關係和組織模

式。得益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當下的人類社會在物理世界之外

構築出了一個數字網絡世界。同時，物理世界和網絡世界已深度融合，

數字化生活時代已經到來。與之前的技術革新相比，本輪的數字化革命

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範圍更廣、程度更深。從電子商務發展、移動支付普

及，到智慧交通智能出行、遠程教育資源共享，數字網絡空間的形成促

進了信息流動，降低了經濟社會運行成本，重構了社會連接關係。此外，

網絡平台的形成也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信息傳遞交互的方式，大大提高

了組織動員能力，深刻重構了經濟社會的組織模式。未來，隨著大數據、

物聯網等產業的進一步推廣應用，數字化發展將全方位改變人類社會面

貌，催生全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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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數字化』(digitization)谷歌趨勢指數統計 

 
數據來源：谷歌，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所 

 
二、『十四五』時期數字化發展的核心要義 

 
最近幾年，中國一直將數字經濟的發展放在重要位置。從 2017 年的

“促進數字經濟快速成長”，到 2019 年的“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壯大數

字經濟”，再到 2020 年的“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均

顯示出國家對發展數字經濟的高度重視。『十四五』規劃綱要將“加快數字

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爲獨立成篇，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數字經濟、

數字社會和數字政府，力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從 2020
年的 7.8 %上升到 2025 年的 10%。 
 

1、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 
 

加強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應用。受益於龐大的內需市場帶來的海

量數據，中國數字經濟創新應用研發在近些年不斷取得新突破，尤

其在大數據、深度學習算法等方面尤為顯著。但是，在集成電路、

操作系統和基礎軟件等領域，中國對外依存度仍然很高。截至目前，

90%的芯片、80%以上的核心工業軟件、70%的工業機器人仍依賴於

進口。規劃綱要提出，要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統、人工智能關鍵

算法、傳感器等關鍵領域，加快推進基礎理論、基礎算法、裝備材

料等研發突破與迭代應用。在數字技術創新應用上，要著力補齊短

板，推進自主創新產品在更多領域、更大範圍形成應用生態，開拓

數字經濟想像空間和應用場景。 
 

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未來一段時間是中國經濟

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期。如何推進數字

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找准並利用好數字經濟新動能，是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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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核心問題。報告提出，必須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生產要素配置中

的優化和集成作用，推動數據賦能全產業鏈協同轉型，並促進共享經濟

平台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規劃綱要也明確將雲計算、大數據、物聯

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列為『十四

五』期間的七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集中優勢資源加快轉型升級，不斷

壯大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圖 3：『數字經濟』百度指數統計 

數據來源： 百度，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 
 

2、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 
 

建設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在城市數字化建設方面，報告強調需要

圍繞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框架分級分類穩步推進，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

和運行管理服務平台建設，構建城市數據資源體系，推進城市數據大腦

的建設，利用新技術來解決老問題，以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截至目前，

包括深圳、上海、南京等在內的多個城市已相繼推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設

方案，城市競合已邁入“智慧城市”賽道。此外，數字鄉村是數字社會建設

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實施數字鄉村建

設發展工程。『十四五』期間，中國要努力構建面向農村農業的綜合信息

服務體系，以數據鏈驅動和提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推進農

村數字化轉型升級。 
 

提供智慧便捷公共服務，構築美好數字生活新圖景。面對數字技術

全面融入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趨勢，規劃綱要指出要促進公共服務

的數字化。其中，公共領域的數字化建設必須“以人民為中心”，聚焦人民

關心的領域，運用數字技術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推動數字化服務的普惠

應用，持續提升群眾獲得感。在智慧生活方面，規劃綱要指出，要藉數

字化推進智慧社區的建設，依托社區數字化平台和線下社區服務機構，

建設便民惠民智慧服務圈，並推動購物消費、居家生活、旅遊休閒、交

通出行等各類場景數字化，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數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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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加強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當前，中國的

數字政府建設已進入全面提升階段，規劃綱要指出，需要提高數字政府

建設水平，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系，加快推進政務數據共享和

交換，構建跨地區、跨層級、跨部門的數據融合和利用機制。特別是要

擴大基礎公共信息數據安全有序開放，並鼓勵第三方深化對公共數據的

挖掘利用。在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方面，『十四五』期間中國要健全政務

信息化項目清單，設立協同聯動治理機制，提升跨部門協同治理能力，

利用數字化技術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 
 

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數字化已成為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主

要抓手和一體化政府建設的重要助推器，也是提升政府治理智慧化水平

的有力工具。數字政府要求通過政務平台和一體化網絡體系把政府與民

眾緊密聯繫在一起，民眾通過政務平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類服務，並對

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直接進行評價和監督。報告指出，要充分利用大

數據資源推進政府運作模式轉變，加快構建“數據說話”的新型政府，利用

數字技術輔助政府決策。此外，要強化數字技術在突發公共事件應對中

的應用，健全在線監測、動態感知、風險預警、應急處置等機制，提高

應急處置能力。 
 

4、營造良好數字生態 
 

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則，營造規範有序的政策環境。營造良好

數字生態必須建立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政策和法律體系。『十四五』

時期，數字經濟亟須在數據產權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重點圍繞個人信

息保護、數據流通市場秩序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障等方面，加快建立

相關的基礎制度和標準規範，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

培育規範的數據交易平台和市場主體，確保數據安全、平穩、有序流通。

此外，面對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大趨勢，規

劃綱要指出要加強互聯網平台經濟監管，打擊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構建新舊業態公平競爭的製度保障。 
 

加強網絡安全保護，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移動互聯網、

物聯網以及各類智能終端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普及應用，也帶來了網絡

的安全隱患和風險。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2019 年全球網

絡安全市場規模已超過 1,200 億美元。面對網絡安全無處不在的數字時代，

規劃綱要指出，要加強網絡安全風險評估和審查，建立健全關鍵信息基

礎設施保護體系，提升安全防護和維護政治安全能力。同時，要帶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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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網絡空間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數據安全、數字貨幣、數字稅等

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準制定，與各國一起推動建立全球互聯網治理體

系。 
 

圖 4：全球網絡安全行業市場規模與增速 

 
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所 

 
三、香港的發展機遇 

 
在國家『十四五』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香港要搶抓數字

經濟新賽道、培育數字經濟新優勢。具體可以在研發關鍵數字技術、發

展第三方大數據服務產業、加速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和引領數字跨境流動

國際合作等方面發力，獲得增長新動力，實現發展新突破。 
 

1、研發關鍵數字技術，成為智能研發中心 
 

香港擁有全球頂尖的基礎科研力量，具備世界級的智能科技領域的

研究能力，在最新一期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共有 4 所大學進入全

球前 50 名，其中計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等多個關鍵數字學科排名位居前

列。香港要加快關鍵數字技術的研究創新，加強信息科學與生命科學、

材料等基礎科學的交叉創新，重點在物聯網、大數據分析、雲計算、區

塊鏈等優勢產業上尋求新突破，成為智能產業的研發中心，支持國家數

字化大戰略。同時，廣東電子信息製造業等產業較為發達，香港若能與

珠三角的智能製造產業鏈連接，經濟將持續獲得增長動力，結構也會得

到很大優化。 
 

2、發展第三方大數據服務產業，成為全球數據管理樞紐 
 

未來伴隨著海量數據的爆炸式增長，更多數據應用場景將逐漸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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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服務產業在全球有望迎來高速增長。香港位居亞太區的中心位置，

具備全球頂級的寬帶網絡和國際公認的法律體系，在數字化時代可以依

託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對數據資源進行分析和管理，大力發展第三方

大數據服務產業，提供包括大數據交易服務、大數據採集服務、大數據

分析服務、大數據安全服務和大數據可視化服務。根據戴德梁行2020年
的研究顯示，香港目前位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第四位，

位列新加坡、悉尼及東京之後。未來，香港要針對數字經濟推出一系列

支持政策，掃清發展障礙，努力躋身全球數據管理樞紐。 
 

3、加速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協助大灣區數字經濟發展 
 

2020 年底，廣東省出台了未來發展數字經濟的“路線圖”，提出重點

強化智能製造高端供給、推動製造業數字化轉型、以推動大灣區數字經

濟發展。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成員，香港可以重點在服務業數字化

轉型方面發力，協助大灣區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高地。例如在貿易領

域，香港可以藉助數據化促進銷售，提升效率，優化成本，通過數據化

服務產生更多的增值業務，在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重構中佔得有利位置。

在金融領域，香港要引領時代潮流，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倍增作用，實

現靠數據支撐決策，用數據輔助管理；同時與時俱進，聚焦金融業務模

式的數字再造，打造高效融通的全渠道服務能力。 
 

4、引領數字跨境流動國際合作，參與數字技術標準制定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一直是中國和世界連接的橋樑。目前中

國已是數字大國，並致力於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香港可以在

這一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逐步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知識產權保護等

方面的製度，建立健全關於個人數據保護的立法，細化公共和私營部門

數據共享規則，引領數字跨境流動國際合作。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數字跨

境流動規則還未塵埃落定的情況下，香港要利用自身開放專業的優勢，

致力於推動建立國際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積極參

與數字貿易有關的國際規則的制定，協同構建符合國際發展潮流的數字

合作規則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