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陸發布「中國製造 2025」概述 

企劃處主稿 

■大陸於今年 5月 19日發布「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

揭示 10 年內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的政策藍

圖，也代表大陸製造業的發展路徑。 

■「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包括 9 大任務、10 大重點領

域、5 項重大工程，以智能製造為主要方向，採取創新驅

動發展方式。福建泉州為「中國製造 2025」首個地方試點，

並已通過「泉州製造 2025」。 

■整體而言，大陸的產品存在「大而不強」現象，加上產能

過剩嚴重，以致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漸趨下降。未來 10年，

大陸不僅要解決產能過剩和結構調整等問題，更需真正做

到「創新驅動、品質為先」，及帶動兩岸經貿進一步升級

合作。 

 

大陸於今（2015）年 5月 19日發布「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揭

示 10 年內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的政策藍圖，也代表大

陸製造業的發展路徑圖。茲就「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內容重點

及各界輿論反應等，綜整相關資訊如次：  

 

（一） 政策源起 

近年來，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高度成長轉成中高速成長；經濟結構

不斷優化升級；投資驅動轉向創新趨動），相關產業結構面臨調整，就製造業而

言，也出現嚴峻挑戰，包括：自主創新能力弱及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

高、產品質量欠佳、資源利用效率偏低及環保問題嚴重、產業結構不

合理及管理出現瓶頸等（陳淵源、吳勇毅，「遭遇空前壓力，『中國制造 2025』如何破

蠶解題？」，信息與電腦，2015.3.20）。另一方面，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

已開發國家大多已制訂製造業轉型計畫（如：德國的「工業 4.0」、美國的「再工

業化」、日本的「製造業白皮書」等），搶占製造業高端市場，加上發展中國家（如：

印度、印尼、越南等國家）也挾勞力低廉優勢，在國際上尋找發展中低端製



造業機會，致大陸夾在「雙端擠壓」間，必須加緊戰略部署，以立足

於全球製造業的制高點，帶動經濟成長（風傳媒，2015.5.30）。 

2013 年 1 月，中國工程院啟動「製造國戰略研究」諮詢項目，

並於 2014年初提出「在 2025年進入製造強國行列」的指導方針和優

先行動，明確訂出大陸成為製造強國的階段性目標和各項指標，並提

出在 2025 年進入製造強國行列的戰略對策。同時，大陸工信部、發

展改革委、科技部和國資委等機構也著手編制「中國製造 2025」規

劃（中國科學報，2014.7.10）。2015年 3月，大陸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政

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製造業是大陸的優勢產業，將實施「中國製造

2025」，加快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之政策方向（旺報，2015.3.15、

中央社，2015.5.19）。5 月 19 日，大陸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製造 2025」

行動綱領，開始部署全面實施（工商時報，2015.5.27）。 

 

（二）推動重點 

「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包括 9 大任務、10 大重點領域、5

項重大工程，以智能製造為主要方向，採取創新驅動發展方式（半月談，

2015.4.10），並制定「1+X」的實施方案（「1」是「中國製造 2025」，「X」是多個相

應的配套措施）和規劃體系（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2015.3.27），其整體推動重

點及方向如下： 

1. 三步走戰略目標：計劃用 30 年的時間，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

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

第二步，到 2035 年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

水準；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進入世界「製造強

國」前列。 

2. 九大戰略任務：明確製造業發展的戰略任務和重點，包括：提高

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製

造業創新體系；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及標準體系建設）、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

深度融合（加快推動新一代資訊技術與製造技術融合發展；深化互聯網在製造領域的

應用）、強化工業基礎能力（統籌推進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

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等發展，並制定工業強基實施方案）、加強品質品牌建設（完

善質量管理機制及質量監管體系，推進製造業品牌建設）、全面推行綠色製造（強



化產品全生命週期綠色管理，努力構建高效、清潔、低碳、循環的綠色製造體系，推進

資源高效循環利用）、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引導社會各類資源集聚，

推動優勢和戰略產業快速發展）、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推動傳統產業向

中高端邁進，促進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

性服務業（加快製造與服務的協同發展，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大力發展與

製造業緊密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推動服務功能區和服務平臺建設）、提高製造業

國際化發展水準（實行積極的開放戰略，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佈局）等。 

3. 十大重點領域及五項重大工程：推動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集成電

路及專用裝備；資訊通訊設備；操作系統及工業軟體）、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

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並編制重點領域發展綠皮

書（預計每兩年發佈一次）；以及實施製造業創新中心（工業技術研究基地）

建設工程、智能製造工程、工業強基工程、綠色製造工程、高端

裝備創新工程等五大重點工程（詳見表一）。 

4. 八個戰略支撐與保障（配套措施）： 

（1）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創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強製造業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

等制定和實施，強化行業自律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提高產業

治理水平。 

（2）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深化市場准入制度改革，實施負面清

單管理，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全面清理和廢止不利於大陸統一

市場建設的政策措施。 

（3）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深化金融領域改革、降低融資成本；積極

發揮政策性、開發性和商業金融的優勢，加大對新一代資訊技

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 

（4）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現有渠道，加強財政資金對

製造業的支持，重點投向智能製造、「四基」發展、高端裝備

等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領域，為製造業發展創造良好政策環

境。 

（5）健全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加強製造業人才發展統籌規劃和分



類指導，加大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和技能人才的培養力度，完

善從研發、轉化、生產到管理的人才培養體系。 

（6）完善中小微企業政策：落實和完善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財稅優

惠政策，優化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使用重點和方式。 

（7）進一步擴大製造業對外開放：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建

立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機制，落實備案為

主、核准為輔的管理模式，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

境。 

（8）健全組織實施機制：成立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由國務院

領導擔任組長，成員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和單位負責人員擔任），統籌協調製造

強國建設全域性工作，指導部門、地方開展工作。 

5. 試點城市：福建泉州為「中國製造 2025」首個地方試點，並已通

過「泉州製造 2025」。未來 10年，泉州將按照此一行動綱領，建

設世界知名的製造研發和生產基地，力爭躋身大陸製造業綜合水

平 10強城市（鏡報，2015.6）。 

 

（三） 各界輿論反應 

1. 以目標為導向的轉型計劃，尚有關鍵問題待解決：大陸工業和信

息化部部長苗圩指出，「中國製造 2025」是對大陸製造業轉型升

級的整體謀劃（中新網，2015.5.19），惟外國學者認為「中國製造 2025」

是以目標為導向的經典計畫，且未明確說明此一計畫如何與國企

改革接軌以及應由市場力量決定，或由負責經濟規劃的主管機關

（發改委）實施等關鍵問題（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

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2015.6.2）。另，大陸技術革新體系仍存在包括：資

金利用效率不高、管理水準低、以及因科技水準不足而導致的生

產失誤等問題，且尚未具備將資源有效轉化為實質性技術革新的

能力（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龍信鑫【Jost Wuebbeke】，在線報導，2015.6.6），

此亦為大陸推動此一計畫的難題之一。 

2. 掌握關鍵技術及提升品質是成功關鍵：大陸要從製造大國成為製

造強國的關鍵在於掌握關鍵技術及提升品質，除自主研發外，與

國際企業合作引進技術，仍為較快速的方法。因此，藉由技術合



作及交換掌握關鍵技術，才是真正成功與否的關鍵（旺報，

2015.5.27）。 

3. 「互聯網+」是未來製造業發展趨勢：「中國製造 2025」利用網路

化、數位化、智慧化等技術，與德國「工業 4.0」以 Cyber-Physical 

System為基礎，結合物聯網、服務網以及資料網，組建未來德國

工業體系，有異曲同工（東方日報，2015.3.18）。證券業者認為，「互聯

網+」趨勢下的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是主線，生產性服務業

與製造業融合是未來融合發展的拓展方向；且「互聯網+傳統工

業」的融合有望成為新一輪製造發展制高點，將驅動「中國製造」

向「中國智造」加速轉變（網易財經，2015.5.19）。此外，通過互聯網

技術應用，可快速拉近大陸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

2015.6.2）。 

4. 智能製造是必然趨勢：「中國製造 2025」所列十大重點領域行業，

都是當前大陸較有基礎和潛力的產業，主要特點是「智能製造」，

智慧化轉變將是必然趨勢（東方日報，2015.6.29）。另，大陸中央研究

院長徐方表示，「中國製造 2025」將帶動大陸製造升級為自動化、

機器人從工業級跨入服務級，目前大陸機器人製造具有一定實力，

未來 10年進入黃金成長期，將躍升為全球最大機器人產銷國（工

商時報，2015.4.30）。 

5. 大陸國有企業應加速改革及轉型：大陸推動製造業創新發展，取

決於釋放私營市場的潛力，大陸應先加快改革國有壟斷企業，避

免妨礙製造業提高生產效率及創新技術引入（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

2015.6.2）。另，大陸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也指出，「中

國製造 2025」實施後，央企實現轉型升級，影響到大陸經濟轉型，

對大陸成功跨入製造業世界強國行列具重大意義（工商時報，

2015.4.6）。 

6. 臺商恐受影響，兩岸可加強合作連結：過去依賴代工、財稅補助，

以及輕忽研發的臺商業者，恐將在「中國製造 2025」進程中面臨

邊緣化或被淘汰（工商時報，2015.3.6），臺商應加強研發核心技術，成

為大陸供應鏈重要角色（工研院知識及經濟競爭力中心主任杜紫宸，工商時報，

2015.6.29）。此外，「中國製造 2025」由福建泉州扮領頭羊，先行打



開兩岸工業合作的新連結，臺灣傳統產業可藉與泉州搭橋，分享

「工業 4.0」的經濟成長（旺報，2015.3.14）。 

 

（四）結語 

大陸經過 30多年改革開放，已是世界公認的「世界工廠」，有超

過 200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但整體而言，大陸的

產品存在「大而不強」現象，加上產能過剩嚴重，以致在國際上的競

爭力漸趨下降。再者，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因勞動力、土地、環境保

護等生產成本上升，且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激烈競爭；同時，歐美日等

發達國家也紛紛推出重振製造業的策略，使得大陸發展高端產品承受

很大壓力。因此，未來 10年大陸要成為「製造強國」，不僅要解決產

能過剩和結構調整等問題，更重要的是，製造業能否真正做到「創新

驅動、品質為先」，及帶動兩岸經貿進一步升級合作，後續發展值允

關注。 

  



表一 「中國製造 2025」五項重大工程 

重點工程 內容 目標 

製造業創新
中心（工業
技術研究基
地）建設工
程 

 圍繞重點行業轉型升級和新一代資訊技
術、智能製造、增材製造、新材料、生
物醫藥等領域創新發展的重大共性需
求，形成一批製造業創新中心（工業技
術研究基地）。 

 重點開展行業基礎和共性關鍵技術研
發、成果產業化、人才培訓等工作。 

 制定完善製造業創新中心遴選、考核、
管理的標準和程序。 

 到 2020 年，重點形成 15 家左右製造
業創新中心（工業技術研究基地）。 

 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創業創新中
心（工業技術研究基地）。 

智能製造工
程 

 緊密圍繞重點製造領域關鍵環節，開展
新一代資訊技術與製造裝備融合的集成
創新和工程應用。 

 支持政產學研用合作，開發智能產品和
自主可控的智能裝置並實現產業化。 

 依托優勢企業，緊扣關鍵工序智能化、
關鍵崗位機器人替代、生產過程智能優
化控制、供應鏈優化，建設重點領域智
能工廠。 

 在基礎條件好、需求迫切的重點地區、
行業和企業中，分類實施流程製造、離
散製造、智能裝備和產品、新業態新模
式、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務等試點示
範及應用推廣。 

 建立智能製造標準體系和資訊安全保障
系統，搭建智能製造網路系統平臺。 

 到 2020 年，製造業重點領域智能化
水平顯著提升，試點示範項目運營成
本降低 30%，產品生產周期縮短
30%，不良品率降低 30%。 

 到 2025 年，製造業重點領域全面實
現智能化，試點示範項目運營成本降
低 50%，產品生產周期縮短 50%，不
良品率降低 50%。 

工業強基工
程 

 開展示範應用，建立獎勵和風險補償機
制，支持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
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的首批次或
跨領域應用。 

 組織重點突破，針對重大工程和重點裝
備的關鍵技術和產品急需，支持優勢企
業開展政產學研用合作，突破關鍵基礎
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的工程化、產業
化瓶頸。 

 強化平臺支撐，布局和組建一批「四基」
研究中心，創建一批公共服務平臺，完
善重點產業技術基礎體系。 

 到 2020 年，4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
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受制於
人的局面逐步緩解，航天裝備、通信
裝備、發電與輸變電設備、工程機
械、軌道交通裝備、家用電器等產業
急需的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和
關鍵基礎材料的先進製造工藝得到
推廣應用。 

 到 2025 年，7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
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80 種
標誌性先進工藝得到推廣應用，部分
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建成較為完善的
產業技術基礎服務體系，逐步形成整
機牽引和基礎支撐協調互動的產業
創新發展格局。 

綠色製造工
程  

 組織實施傳統製造業效能提升、清潔生
產、節水治污、循環利用等專項技術改
造。 

 開展重大節能環保、資源綜合利用、再
製造、低碳技術產業化示範。 

 實施重點區域、流域、行業清潔生產水
平提升計劃，紮實推進大氣、水、土壤
污染源頭防治專項。 

 制定綠色產品、綠色工廠、綠色園區、
綠色企業標準體系，開展綠色評價。 

 到 2020 年，建成千家綠色示範工廠
和百家綠色示範園區，部分重化工行
業能源資源消耗出現拐點，重點行業
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下降 20%。 

 到 2025 年，製造業綠色發展和主要
產品單耗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綠色製
造體系基本建立。 

高端裝備創
新工程 

 組織實施大型飛機、航空發動機及燃氣
輪機、民用航天、智能綠色列車、節能
與新能源汽車、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
船舶、智能電網成套裝備、高檔數控機

 到 2020 年，前述領域實現自主研制
及應用。 

 到 2025 年，自主知識產權高端裝備
市場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術對外



重點工程 內容 目標 

床、核電裝備、高端診療設備等一批創
新和產業化專項、重大工程。 

 開發一批標誌性、帶動性強的重點產品
和重大裝備，提升自主設計水平和系統
集成能力，突破共性關鍵技術與工程
化、產業化瓶頸，組織開展應用試點和
示範，提高創新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
力，搶占競爭制高點。 

依存度明顯下降，基礎配套能力顯著
增強，重要領域裝備達到國際領先水
平。 

資料來源：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 2025」的通知                            企劃處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