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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

《 十四五規劃綱要 》
對兩岸經貿發展之影響
文《溫芳宜》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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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為
《十四五規劃綱要》），於 2021 年（民國 110 年）
3 月，在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
過，內容涵蓋創新驅動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擴大
內需市場、數位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農業
農村、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布局、文化事業及產
業、綠色發展、對外開放、國民素質及民生福祉、
國家安全、國防軍隊…等各項主題，為中國大陸
十四五期間以及 2035 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設定主
要目標及遠景目標。
由於兩岸經貿往來密切，《十四五規劃綱要》
之經濟與產業發展方向，將對兩岸經貿與臺商在
中國大陸之投資經營造成影響。因此，本文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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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就《十四五規劃綱要》之
重要內容進行闡述，並就其對兩岸經貿交流之影
響意涵提出說明。

《十四五規劃綱要》對中國大陸經濟
社會發展設定之主要目標
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國大陸對於
2035 年的展望，是希望國家在經濟實力、科技實
力、綜合國力等三個層面大幅提升，除了經濟總量
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躍升至新階段之外，關鍵核
心技術也能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至於「十四五時期」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則分
別在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民生福祉、綠色生態、

首先，就經濟發展指標而言，中國大陸並未
對「十四五」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
訂定數值指標，而僅要求 GDP 成長率保持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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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已提出
2021 年 GDP 成長 6% 之目標）；在此同時，全員
勞動生產率成長幅度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
長率亦未設定數值指標，顯示在 COVID-19 疫情影
響下，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未來 5 年的經濟成長要

安全保障等五大領域，針對特定項目設定主要發
展指標，如下表所示。

「十四五」時期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
經濟發展

指標

（1）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

（2）全員勞動生產率成長（%）

2020 年

2025 年

2.3

-

2.5

-

年均 / 累計
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
情況提出

高於 GDP 成長

（3）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60.6**

65

-

（4）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成長（%）

-

-

>7， 力 爭 投 入 強 度 高 於
「十三五」時期實際

創新驅動

（5）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件）

6.3

12

-

（6）數字 ( 數位 ) 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

7.8

10

-

（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長（%）

2.1

-

與 GDP 成長基本同步

民生福祉

（8）城鎮調查失業率（%）

（9）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每千人口擁有專業執業（助理）醫師數（人）

（11）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

（12）每千人口擁有 3 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個）

5.2

10.8

2.9

91

1.8

-

<5.5

11.3

-

95

-

3.2

4.5

-

-

（13）人均預期壽命（歲）

77.3**

-

[1]

（14）單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

-

[13.5]

（16）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

87

87.5

-

綠色生態

（15）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地表水達到或好於 III 類水體比例（%）*

83.4

85

[18]

-

（18）森林覆蓋率（%）*

23.2**

24.1

-

（19）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億噸）*

-

>6.5

-

安全保障

（20）能源綜合生產能力（億噸標準煤）*

-

>46

註：* 為約束性指標，其餘為預期性指標；** 為 2019 年數據。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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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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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留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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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與「十三五」設定之政策目標相比，
中國大陸在「十四五」時期對於創新驅動指標的
要求更為嚴格也更為聚焦。例如，專利擁有量的
政策目標設定為「高價值」專利而非一般專利，
顯示政策對於專利創新可帶來的技術及價值內涵
更為重視；而數位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
重於 2025 年達到 10% 的政策要求，突顯數位產
業對於「十四五」時期產業發展之重要性。

再者，綠色生態指標全為約束性指標。其中，
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能耗量之減少率要求
達到特定水準，顯示必須避免因經濟發展而犧牲
環境生態；此外，「十四五」期間對於空氣及水
資源品質仍舊重視，惟指標個數較「十三五」期
間減少。至於安全保障指標則為「十四五」時期
的新增項目，主要聚焦於糧食安全及能源安全，
同樣是約束性指標；此或因中國大陸近期在國際
關係及國際貿易受阻，因而對於自身糧食及能源
生產能力更為重視所致。

《十四五規劃綱要》與產業發展相關
之政策內容
《十四五規劃綱要》與產業發展有關的政策
內容，主要分布於第二篇「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
面塑造發展新優勢」，以及第三篇「加快發展現代
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前者強調
科技創新，後者則聚焦說明中國大陸製造業與服
務業在「十四五」期間的發展重點；將「創新驅
動發展」章節安排在「現代產業體系」章節之前，
隱含科學與技術創新為追求產業發展之根基。

一、「創新驅動發展」強調國家科技
前沿與企業技術創新
《十四五規劃綱要》第二篇―「堅持創新驅
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的重點內容，環
繞在「國家戰略科技」、「企業技術創新」、「人
才創新」以及「科技創新體制」等四項重點，其
目標在於建設中國大陸成為科技強國。

就國家創新而言，「十四五」期間，中國大
陸將透過科技重點領域與地理區域之規劃布局，
累積科技基礎能量。在重點領域方面，將聚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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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安全與戰略需求有關的基礎核心領域，因
此針對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積體電路、生命健
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
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地理區域布局方面，
將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並將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大灣區以
及安徽合肥建設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就企業創新而言，雖然政策強調以企業為主
體，然而文件中提到的「運用政府採購支持創新產
品和服務」、「健全鼓勵國有企業研發考核制度」、
「確保中央國有工業企業研發支出成長率明顯超
過全國平均水準」等內容，顯示國家力量及國有
企業將在企業創新的執行上中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國家及企業層面的創新之外，中國大陸
將持續針對科技體制及人才發展機制進行改革，
相關政策包括培養創新型、應用型以及技能型的
人才，以及研發成果權益的分享機制等，為科技
發展提供相關政策支援。

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以製造強
國為目標並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
優先
《十四五規劃綱要》第三篇―「加快發展現
代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是與中
國大陸產業發展最密切相關的章節，重點內容環
繞在「製造強國戰略」、「戰略性新興產業」、「服
務業發展」以及「現代化基礎設施」等四項重點。

在製造強國方面，政策重點在於建構產業基
礎核心能力，希望透過龍頭企業做為引領，彌補
中國大陸在基礎零組件、基礎軟體、基礎材料、
基礎工藝與產業技術基礎的瓶頸及缺陷。為避免
產業供應鏈受到國際情勢影響而斷鏈，未來在製
造業供應鏈的建構上將同時考量經濟性與安全性，
一方面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則推動產
業鏈供應鏈多元化發展。此外，中國大陸將藉由產
業規模及部分領域的先發優勢，強化高鐵、電力
裝備、新能源以及船舶等領域的全產業鏈競爭力。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十四五」時期仍
將以新一代信息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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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裝備等領域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重點，並且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 GDP 之比
重目標設定為 17%。在產業現代化體系的政策內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十四五」期間
強調將強化基礎建設，對產業發展形成支撐及引
領，除了第五代移動通信、物聯網、傳統基礎建
設數位化改造等新型基礎建設（新基建）的應用
機會之外，交通、能源、以及水利工程等，亦為
中國大陸「十四五」期間重視之基礎建設，期望
作為支撐產業發展或作為產業成果應用之場域。

三、「數位中國」強調數位產業化發
展與產業數位化轉型
中國大陸「十四五」時期對於數位經濟的發
展相當重視，除了以智能製造作為製造業優化升
級之途徑，同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第五篇，
以專章說明中國大陸未來的數位化發展方向以及
如何建設數位中國，相關內容包括關鍵數位技術的
創新應用，以及推動產業數位化轉型等。政策內容
並指出將以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
網、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與擴增實境等，
作為中國大陸數位經濟的重要產業。

對兩岸經貿交流之影響意涵
由《十四五規劃綱要》內容可知，中國大陸
「十四五」時期的產業政策重點，環繞在「科技」
以及「產業鏈」的未來發展，而此一政策走向對
於兩岸經貿，特別是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的
影響意涵如下：

首先，就產業重點領域而言，「十四五」時
期中國大陸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範疇，與「十三五」
時期重視之產業領域相差無幾。然而，中國大陸
在「十四五」期間更加強調「科技前沿」或是「未
來產業」的發展，希望在特定領域取得產業發展先
機，此與中國大陸近幾年來強調「彎道超車」的
政策方向一致，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資訊、積體
電路及未來網路等，皆為中國大陸希望取得科技
領先優勢之領域。我國長久以來在半導體領域具
有技術優勢，然而面對中國大陸科技前沿之發展，
特別是人工智能與量子資訊等新興領域的進展與
應用，業者及政府皆須思索如何在現有基礎之上
投入研發，以保持我國產業優勢。

其次，「十四五」時期中國大陸對於產業政
策的推動更加強調產業鏈的布局調整與跨界融合。
就產業鏈布局而言，中國大陸在「十三五」期間已
針對半導體、機器人等領域提出「全產業鏈」的
發展目標。而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中國大
陸更借重其產業規模優勢，希望提升高鐵、電力
裝備、新能源以及船舶等領域的全產業鏈競爭力。
此一產業鏈布局調整可能強化中國大陸本土廠商
在產業供應鏈中之角色，並影響國際或臺灣企業
對於中國大陸供應鏈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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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再度強調前沿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因而將
類腦智能、量子資訊、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
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領域定義為未來產業，
希望搶占產業發展先機。

另外，在跨界融合方面，中國大陸過往的製
造業發展成果主要呈現於商品本身，最終銷往國際
市場，然而，近期對於新興產業領域的發展成果，
越來越強調跨界融合，並將成果應用於中國大陸
國內場域（例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將與能源及
資通訊領域的智能聯網技術形成跨界融合，最終
應用於中國大陸交通場域）。在此情況之下，中
國大陸產業發展將與其國內市場之聯結更為緊密，
官方也更容易或更傾向於利用國內需求促進產業
發展；近期提出以新型基礎建設（新基建）促進
產業升級、提升產業規模的做法即是一例。
面對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的變化趨勢，臺商應
分析其在中國大陸產業鏈及跨界應用執行上可扮
演之角色，同時釐清中國大陸在臺商投資布局中之
定位，以及早在中國大陸產業發展變化情勢之下，
進行投資規劃調整。

最後，中國大陸近期雖然因國際情勢衝擊而
強化其技術自主及提提升全產業鏈競爭力之決心，
然而，由於其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目前仍有不足，
因此，《十四五規劃綱要》仍然強調要「更大力
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
育、文化、醫療等領域相關業務開放」，並且「支
持外資加大中高端製造、高新技術、傳統製造轉型
升級、現代服務等領域」，顯示中國大陸近期對於
外資或臺資廠商，在高端製造業以及部分服務業領
域的技術依賴仍不可少，特別是對於外資企業成
立研發中心、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專案、或是指標
型外資進行重大專案等，將更為重視。在此同時，
中國大陸為強化自身研發能力，對於外來科技人才
的招募也將持續進行甚至更為積極。我國產業能在
國際市場中保有競爭優勢，主要仰賴人才與關鍵技
術研發優勢，因此，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同時，
也必須思索如何留才及保護研發成果，以因應中
國大陸對於關鍵技術及人才的吸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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