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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領域分析：資訊科技 

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在全球價值鏈上提升其產業，包括發展強勁的國內資訊科技 (IT) 領域。中國政府實施

支持性政策，加上龐大的國內市場擁有 10 億互聯網用戶和 8.82 億智能手機用戶，為國內資訊科技公司提供

蓬勃發展的空間。1,2
 中國在 5G、流動支付、電子商務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領域快速發展，深受國際社會關

注。其他國家也越來越關注高速發展的中國資訊科技公司，因為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競爭力，它們必須保護

自己的國內高科技產業。 

 

作為探討中國 11 個主要經濟領域系列的一部分，本文將探討中國的資訊科技領域。 

 

主要統計數字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 年電訊、軟件和資訊科技的經濟產出達 5,874 億美元。儘管新冠病毒疫情

導致其他幾個領域錄得較低或負增長率，但該行業的附加值去年仍實現令人印象深刻的 16.9% 增長。在疫情

肆虐前的 2019 年，其增長率為 18.7%，僅比 2020 年的數字高 1.8%，顯示該領域在全球經濟困境下表現出抗

逆力。3,4
 

 

資訊科技 中國對比美國 
中國資訊科技對比 

美國 MSCI 中國資訊科技 
科技精選行業指數 

市值（百萬美元） $188,188 $9,590,000 

市盈率 41.4 36.0 

遠期市盈率 26.7 28.2 

市賬率 4.1 10.7 

遠期市賬率 4.0 9.7 

企業價值/銷售 2.1 7.3 

遠期企業價值/銷售 1.7 6.6 

派息率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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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訊科技領域背景 

 

作為中國資訊科技中心，沒有城市比深圳更能捕捉該行業的快速發展勢頭。1980 年，鄧小平在深圳成立經濟

特區 (SEZ)，當時深圳只是一個鄰近香港邊界的小城，到處都是落後的村莊。作為經濟特區，深圳獲得寬鬆價

格管制、外國直接投資和其他資本主義市場政策的特權，這是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

深圳現在是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國內生產總值達 4,290 億美元，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 3%，並擁有騰訊、華為、

中興通訊和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等科技巨頭。全球約 90% 電子產品都來自深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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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深圳特區只有 261 項專利申請。到 2019 年，此數字激增了約一千倍，達到 261,502。 

 

深圳並不是唯一經常被拿來與美國矽谷相比的中國創新城市。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前不久，一群民營科技

企業開始在北京一個稱為中關村的地區出現。6
 該地區因蓬勃的電子市場和培育出科技巨頭而聞名。聯想、京

東、快手、百度、字節跳動、滴滴、小米和美團都源於中關村。中關村和深圳對中國科技產業均非常重要，

值得關注。 

 

資訊科技領域由數個行業組成，每個行業都各有推動因素和特色。 

 

 電子設備、儀器和組件 

 

中國全面的供應鏈、固定資本投資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其成為電子設備、儀器和組件的主要

生產地。2019 年，中國出口約 1.4 萬億美元電子設備和電腦。7
 為回應 5G 和電動汽車等新興科

技日益增長的需求，工業和信息化部於 2021 年 2 月宣布一項計劃，目標在 2023 年前推動電子

零部件總銷售額達到 3,223.5 億美元，並發展 15 家營業收入超過 15 億美元的電子零部件公司。8
 

 

 導體和半導體設備 

 

第三大產業類別是半導體和半導體設備，佔該領域 18%。中國半導體行業的主要主題之一是

其自給自足的需要。中國每年進口超過 3,000 億美元半導體，亦缺乏滿足其先進半導體國內需

求所需的技術專業知識。9 通過「中國製造 2025」等政策舉措，中國政府試圖縮窄國內公司與

美國、韓國、台灣和日本知名公司之間的技術差距。中國在國家層面對半導體產業的大部分投

資通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進行。該基金成立於 2014 年，擁有資本達 212 億美元，到 

2019 年底，其中約 142 億美元用於半導體製造。2019 年，中國政府再向該基金注資 312 億美

元，以進一步刺激對該戰略性行業的投資。10
 在 2021 年 3 月發布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中，中

國將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納入技術列表。11
 政府計劃到 2025 年之前向資訊科技行業注資 1.4 萬

億美元，其中約 1,550 億美元專用於半導體。12
 直至目前為止，這些舉措只取得有限的成功，

深圳專利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年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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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京希望扭轉局勢。美國在 2019 年對華為的制裁，以及在 2020 年對中芯國際的制裁，突顯

中國半導體行業很容易受到政治風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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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硬件、儲存和外圍設備 

 

中國的科技和硬件行業發展迅速，部分公司已經大舉追軍國外市場。聯想在 2005 年從 IBM 手

中收購如今聞名於世的 ThinkPad 筆記本電腦生產線，聯想如今亦已成為全球知名品牌。領先

的智能手機製造商小米和華為現已於部分地區成為蘋果和三星等品牌的強大競爭對手，包括歐

洲。中國生產全球 90% 個人電腦、90% 手機和 70% 電視。13 中國在全球硬件行業中角色不斷

演化，實力不容小覷。 

 

 軟件 

 

專門從事硬件、電子商務或電訊的中國科技巨頭大多也於軟件行業中舉足輕重。2020 年，中國

工業和信息化部 (MIIT) 公布中國排名前 100 位軟件公司名單，名列前茅的均為以其他業務線聞

名的公司，例如智能手機製造商華為、中興通訊、小米和家電製造商海爾。14 中國軟件行業的一

個明顯特徵是缺乏軟件即服務 (SaaS) 巨頭。對數據安全的關注，加上大型公司和國有企業不願把

投資從以往的傳統軟件解決方案轉移，都是 SaaS 巨頭未能崛起的原因。15
 2019 年美國排名前 20 

位的軟件公司中有 8 家採用 SaaS 商業模式，但中國排名前 20 位的軟件公司中沒有任何一家採用

這種模式，16 顯示隨著中國公司採納各種最新技術，軟件行業仍有增長的空間。 

 

 通訊設備 

 

中國國內市場龐大，擁有近 10 億互聯網用戶，直接利好中國的通訊設備行業。華為和中興通

訊是 5G 設備的主要全球領導者，全球網絡設備市場佔有率分別為 28% 和 9%。17 兩家公司都

必須面對特朗普政府所實施的美國制裁，但仍繼續受惠於 5G 網絡於中國國內全面推出。國家 

5G 網絡的建立應支援物聯網、人工智能和遠程醫療等其他中國新興產業的創新和試驗。 

 

 資訊科技服務 

 

中國資訊科技服務領導者包括 DHC Software、GDS Holdings、中國航信和金山軟件等。GDS 

Holdings 在全國設有數據中心，並為許多公司提供雲端服務。顧名思義，中國航信主要為航空

公司和其他旅遊相關業務提供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同時，DHC Software 專門為各行業提供行

業軟件開發和其他資訊科技服務。18 

 

中國資訊科技行業的長期利好因素 

 

 國家戰略性政策：國務院於 2015 年 5 月公布「中國製造 2025」計劃。該十年計劃從德國的

工業 4.0 計劃中汲取靈感，旨在全面提升中國製造業，使中國保持中至高的發展速度。19 加

快增長的十個關鍵目標行業包括資訊科技、人工智能、電力設備、芯片製造和先進機械人。

芯片製造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對中國科技產業的競爭力至關重要。儘管中國擁有全

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廠——中芯國際，但其技術仍落後於韓國、日本、台灣和美國的競爭對

手。中國科技公司很容易受到外交政策的影響，最近對華為的制裁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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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制裁，華為的智能手機銷量在 2020 年最後一季大跌 40%。20 「中國製造 2025」的目

標之一就是改善這個問題。第十四個五年計劃 (FYP) 於 2021 年 3 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其中突顯了北京對依賴國外技術的擔憂。第十四個五年計劃之所以受

到關注，是因為它強調技術創新和促進可以抵禦外部衝擊的雙循環經濟。計劃特別訂立了

未來五年內研發支出保持每年增長 7% 的目標。「中國製造 2025」和第十四個五年計劃都

強調北京對資訊科技行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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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的增長: 過去 15 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增長與國內智能手機和互聯網服務的發展緊

扣相連。2005 年，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在全球市場中所佔的比例不到 1%，而美國市場所佔的比

例為 34.9%。到 2016 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佔全球銷售額 42%，而美國則為 24.1%。21 2019 年，

中國流動支付滲透率達到 81%，美國則為 29%，證明流動支付的全面普及提振了中國的電子商

務。22 中國電子商務的持續增長可能將大力推動全國智能手機的銷售和 5G 投資。 

 

 

 

 

 

儘管在個人電腦設備上進行的電子商務銷售增長停滯不前，但在流動設備上進行的電子商務銷

售卻呈現爆炸性增長，部分原因是流動支付的快速增長。 

 

 

 加強技術採納：中國正在迅速採納新舊技術。中國的互聯網覆蓋率從 2011 年的 38.3% 上升至 

2018 年的 59.6%。23
 儘管與發達國家相比此比率仍然很低，一些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超過 90%，

但是中國龐大的人口意味著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是美國的三倍，其手機用戶是美國的 3.75 倍。這

些在線消費者對 4G 的快速採納率為數據提供了基礎，包括大量的媒體消費、流動支付和聊天功

能。中國目前正在推出 5G 技術，以加快互聯網速度。中國已興建了約 70 萬個 5G 基站，並計劃

在 2021 年底之前再興建 60 萬個。 24
 一個功能完善的集成 5G 網絡可以為新興的物聯網產業和人

工智能建立重要的基礎，加強中國在其他主要經濟體中的競爭優勢。 

按設備劃分的中國電子商務總商品價值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 
手機 個人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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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對中國製造技術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科技公司仍在向全球市場發展，其產品在國外也越

來越受歡迎。截至 2020 年第四季，小米、華為、Vivo 和 Oppo 手機的全球市場佔有率分別為 

11%、8%、8% 和 9%。25 在歐洲，華為的市場佔有率從 2013 年微不足道的 1% 增長至 2019 年

和 2020 年大部分時間的 18% 左右，緊隨蘋果和三星排名第三。中國產品已經是某些市場的首

選，例如在印度，小米在 2020 年售出了 4,100 萬部手機，以 27% 的市場佔有率位居第一。26
 同

時，聯想在全球個人電腦供應商出貨量中排名第一，於 2020 年第四季共售出 21,491,000 部。27 

 

 

2020 年第四季 Oppo、小米、華為和 Vivo（均為中國品牌）佔全球銷售額 36%。華為從 2019 年第

四季的 14% 大跌至 2020 年第四季的 8%，可能是由於美國制裁的壓力。 

 

  

互聯網用戶佔總人口百分比 (%)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截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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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 中國 

全球智能手機品牌銷售：2020 年第四季 

資料來源：IDC，Counterpoi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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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市場的擴張：中國進行了數十年的監管改革，市場繼續開放，讓更多中國資訊科技行業公

司獲得外資。2009 年，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專注於科技股的創業板。過去兩年，創業板平台取

得了長足發展，目前擁有 912 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 1.66 萬億美元。28 2019 年，上海證券交

易所成立科創板，又稱 STAR 市場，旨在成為類似納斯達克的平台。STAR 市場成立僅兩年，

現在已有 230 隻上市股票，總市值達 5,196.8 億美元。29 

 

 

不利因素和審查： 

 

資訊科技行業對於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西方國家對中國科技巨頭的突然崛起進行審查，有時更以制裁或貿易

限制的形式進行。2019 年，特朗普政府限制向華為出口美國技術。2020 年，美國商務部致函各家美國公司，

稱對中芯國際的某些出口將需要特殊許可證。2021 年，小米因涉嫌與中國軍方有聯繫而被禁止在美國上市

（目前在香港上市）。上述公司大部分增長都集中在國內和區域市場，所以這些制裁對它們沒有致命的影響，

但卻帶來重大的政治風險，這點值得考慮。 

 

 

 

結論 

  

自中關村形成和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中國的資訊科技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能夠取得這種成果，

人口眾多和數碼技術獲迅速採納居功至偉。展望未來，長期的利好因素將繼續推動中國資訊科技領域的增

長，有望成為矽谷、首爾和東京巨頭的全球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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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ista，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 2021 年 2 月 4 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中國稱現擁近 10 億互聯網用戶」(“China says it now has nearly one billion internet 

users”)。 

3. 2021 年 1 月 19 日國家統計局「2020 年第四季和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初步計算結果」(“Q4 2020 and Annual Domestic GDP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Results”)。 

4. 彭博，截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 

5. 2016 年 7 月 14 日福布斯「深入探討深圳高科技帝國」(“A Look Inside Shenzhen’s High-Tech Empire”)。 

6. 2020 年 12 月 16 日 KrASIA「中關村如何成為推動中國科技發展的創新中心」(“How Zhongguancun Became the Innovation Hub 

Powering China’s Tech Aspirations”)。 

7. 中國商務部，截至 2021 年 3 月。 

8. 2021 年 2 月 1 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零部件行業將獲得重大政策支持」(“Electric Components Industry Set to Receive 

Significant Policy Support”)。 

9. 2021 年 1 月 7 日布魯金斯「落後但積極：中國半導體產業現狀」(“Lagging but motivated: the state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0. 2021 年 3 月 4 日 TechNode「中國半導體領域投資圖示」(“Where China is investing in semiconductors, in charts”)。 

11. 2021 年 3 月 13 日中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計劃和 2035 年遠大目標綱要」(“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C and Outline of Distant Goals for 2035”)。 

12. 2021 年  3 月  5 日  TechSpot 「中國半導體產業迎頭趕上，但仍採用老舊芯片」 (“China will use aging chips while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atches up”)。 

13. 2019 年 7 月麥健時「中國與世界報告：變化關係的內幕」(“China and the World Report: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 

14. 2020 年 1 月 20 日 Gizmochina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軟件百強公司排行榜；華為再度領先，小米躋身前十」(“China’s 

MIIT releases list of top 100 software companies; Huawei leads again, Xiaomi makes top 10”)。 

15. 2019 年 4 月 8 日 Dezan Shira and Associates 「中國 SaaS 市場正在蓬勃發展：為什麼外國投資者應該關注」(“China’s SaaS 

Market is Booming: Why foreign inves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16. 2020 年 9 月 30 日 TechNode 「中國的 SaaS 巨頭在哪裡？」(“Where are China’s SaaS giants?”)。 

17. 2020 年 12 月 4 日  Gizmochina 「受惠於中國 5G，華為和中興通訊全球電訊市場佔有率不斷提高」(“Huawei and ZTE global 

telecom market share rises thanks to 5G in China”)。 

18. 福布斯「DHC軟件」(“DHC Software”)。 

19. 2017 年 8 月 10 日中國政府「李克強討論「中國製造 2025」：從大製造國轉變為強製造國」(“Li Keqiang Discusses Made in 

China 2025: Moving from a bi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 

20. 2021 年 2 月 19 日 MSN 「隨著美國制裁繼續打擊智能手機銷售，華為據報正在研發人工智能養豬業」(“Huawei is reportedly 

working on pig-farming AI, as US sanctions continue to hit smartphone sales”)。 

21. 2018 年 4 月 10 日世界經濟論壇「42% 全球電子商務在中國進行，這就是原因」(“42% of global e-commerce is happening in 

China, here’s why”)。 

22. Statista，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3. 彭博，截至 2021 年 3 月 26 日。 

24. 2020 年 12 月 29 日「南華早報」「儘管經濟表現參差且銷售困難，中國在 2021 年加快 5G 推出」(“China doubles down on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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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out in 2021 desp資訊科技e complaints about spotty coverage, hard- selling”)。 

25. 2021 年 2 月 22 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佔有率：按季度劃分」(“Global Smartphone Market Share: By 

Quarter”)。 

26. 2021 年 2 月 16 日 GizChina 「小米在 2020 年成為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領導者」(“Xiaomi is the lead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in India in 2020”)。 

27. 2021 年 1 月 11 日高德納「2020 年第四季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增長 10.7%，全年增長 4.8%」(“Worldwide PC shipments grew 

10.7% in fourth quarter of 2020 and 4.8% for the year”)。 

28. 深圳證券交易所，截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 

29. 上海證券交易所，截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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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國際投資可能會涉及因貨幣價值的不利波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差異或其他國家的經濟或政治不穩定

而帶來資本損失的風險。新興市場涉及與相同因素相關的更高風險，以及更大的波幅和更低的交投量。 

專注於單一國家的證券和焦點集中的投資或會帶來更大波幅。科技領域證券投資受科技產品週期快速變化、快速產品淘汰、政府監管以及國

內外競爭加劇（包括來自較低生產成本國外對手的競爭）影響。 

技術公司及高度依賴技術的公司往往較大市更為波動，並且亦嚴重依賴專利及知識產權。基於市值的子行業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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