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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與海絲 

    今年 3 月份輔落幕的「兩會」期間，北京聚集了近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以

97％的贊成票通過了「十三五」規劃綱要。就是這份綱要，為 2020 年的中國大

陸描繪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路線圖。在以黨領政的中國大陸，這份綱要正是以

去年十月底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藍本，當中即已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以及「共享」五個發展作為主體，並把「創新」放在整體發展的

核心位置，「一帶一路」也是在此被正式寫入了未來 5 年的規劃之中。 

    「一帶一路」戰略緣起於 2013 年 9 月與 10 月習近平出訪哈薩克與印尼時，

分別倡議共同建設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與貨幣流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

與東協國家加強互聯互通建設，共創「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謂「一帶一路」

指的正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個戰略佈局的簡稱，

是中國大陸賦予「古絲路」全新意涵的現代創新戰略思維。在「十三五」規劃綱

要建議裡，「一帶一路」一詞總共出現 3 次，而第一次就是在「創新」發展的章

節中，顯見創新思維在「一帶一路」中的重要性。「一帶一路」的兩大核心省分，

福建正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將藉由體制機制的創新，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路先鋒。 

    福建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也是眾多海外僑胞，尤其是東南亞

地區僑胞的祖籍地，更是中國大陸通往太平洋西岸南北通衢的必經之地，具有先

天地理位置與後天歷史文化的兩大優勢，很自然成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核心。為能積極發揮「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功能，福建將扮演人

文交流紐帶、互聯互通樞紐、經貿合作前臺，以及體制機制創新先行四個角色。

具體落實在泉州、福州、廈門、平潭、漳州、莆田、寧德、三明、南平、龍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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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口與城市的建設上。根據已推出的「福建省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

設方案」，各主要港口與城市的定位，可以看出福建打造成為海絲核心區的整體

戰略佈局。摘述如下： 

首先，泉州市會是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的先行區。 

其次，輔以福州、廈門、平潭等港口城市作為海上合作戰略的支點。 

最後，透過三明、南平、龍岩等市來支持海上絲路腹地的拓展。 

    此一戰略佈局層次分明，相關具體建設的落實將依循這個基本佈局而展開。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泉州、福州、廈門三市本身已有不錯的基礎，福州與廈門還

有自貿區相關片區以為支持。其他包括：漳州、莆田、寧德三市具有不可忽視的

發展潛力，平潭與內陸的三明、南平、龍岩等市則有待努力。 

二、迎接新工業革命 

    目前正是未來新一波工業革命的進行式，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都在主推工業

升級。按照一般定義，「工業 1.0」指由人工改為機械製，「工業 2.0」是引進電

氣化與自動化生產，「工業 3.0」是資訊化與數位化。「工業 4.0」關鍵在於結合

實體生產與網路管控，某些部分類似物聯網（IoT）。與過去相較，「工業 4.0」

的時代有五大不同於以往的特點，如下：1 

（一）互聯：互聯就是要把工廠端的設備、生產線，與上下游的供應商、產品和

客戶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二）數據：工業 4.0 連接和產品數據、設備數據、研發數據、工業鏈數據、運

營數據、管理數據、銷售數據，以及消費者數據。 

（三）整合（集成）：工業 4.0 通過「虛實融合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將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嵌入式中端系統、智慧控制系統，以及通信設施形成一個

智慧網路，使人與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以及服務與服務之間完全整合。 

（四）創新：工業 4.0 的實施過程就是製造業創新發展的過程，從製造技術、產

1請參閱 2015 年 9 月 6 日，海峽線上（品途網），詳解工業 4.0 錯過這一次等于錯過這個時代！。網址：

http://www.haixiaol.com/n394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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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務、模式、產業型態、組織、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創新。 

（五）轉型：整個生產過程將更加個性化、定制化，此為工業 4.0 最重要的特徵

之一。 

    美、德兩國先前推出的「製造業回歸」、「再工業化」，或是「工業網際網

路」、「工業 4.0」，都是此一趨勢的代表，強調將創新制度與技術注入製造業，

讓工業生產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分述如下：2 

（一）美國「工業網際網路」 

    2012 年 3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即提出投資 10 億美元，創建 15 個「美國國

家製造業創新中心網絡計劃」（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隔（2013）年 1 月，美國總統辦公室、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先

進製造業項目辦公室聯合發布「製造業創新中心網絡發展規劃」，皆為美國製造

業指出未來發展方向，以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 

（二）德國「工業 4.0」 

    2011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最早提出「工業 4.0」一詞。2012 年 10 月

由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的 Siegfried Dais 與德國科學院的 Henning Kagermann 組

成的「工業 4.0 工作小組」，向德國政府提出了實施「工業 4.0」的建議。32013

年 4 月被德國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工業 4.0」戰略正式開始實施，希望透過

網際網路技術在製造業中各個環節的串連應用，可以發展出滿足客戶多樣化需求

而能即時制定生產的計畫，以保持德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大陸則是在 2015 年 5 月發布「中國製造 2025」，作為轉型為製造強國

的第一個 10 年行動綱領。透過創新制度與技術，減少對低附加值製造業的依賴，

提升中國大陸製造業的領先地位。不同於歐美先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大陸

的工業發展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中國製造 2025」雖聚焦在智能化工

業，但更精確的說，「中國製造 2025」是一個整體連動式發展規劃，在做「工

業 4.0」示範的同時，也在補強「工業 2.0」與普及「工業 3.0」；換言之，不僅

2請參閱 2015 年 10 月 20 日搜尋，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究竟什麼是工業 4.0。網址：
http://tw.digiwin.biz/infocontent.aspx?id=6822 
3請參閱 2015 年 10 月 20 日搜尋，MBA 智庫百科，工業 4.0。網址：http://wiki.mbalib.com/zh-tw/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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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型產業的培育，也包括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4而「中國製造 2025」的行動

綱領，是以 10 年為一期的第一個時間點，希望透過三個 10 年能夠讓中國步入世

界工業強國領先群之林。為了讓中國工業提升至工業 4.0 的智能化時代，最終進

入世界強國的領先地位，「中國製造 2025」將創新驅動與能力作為重要方針之

一，以掌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重塑國際競爭優勢。 

    「互聯網+」則是推進「中國製造 2025」快速成長與不斷創新的亮點所在。

換言之，「互聯網+」可以說是引領未來創新的重要來源與驅力。尤其在寬頻網路

速度的大幅提升、行動通訊的廣泛普及、生產管理自動化程度的提高，P2P、眾

籌、共享經濟等新興商業形態所形成的風險利益共擔分享，使得「互聯網+」可

以讓各行各業、有夢想、有能力的每一個人，擁有廣闊的平臺來施展抱負。5 

    所謂「互聯網+」就是「互聯網加上任何人事物」。「互聯網+」大至可以是

「互聯網+行業」，如：「互聯網+工業」、「互聯網+農業」、「互聯網+金融」、「互

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小至可以是「互聯網+產品」，如：「互聯網+電視」、

「互聯網+冰箱」。前者「互聯網+行業」可以陸企「大北農」為例，先由客戶「點

菜」付款後農戶才去播種或養豬，一方面不會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另一方面，

客戶也可隨時上網追蹤所選農產品的生長狀況。後者「互聯網+產品」則可以大

陸海爾推出的「互聯網+冰箱」為例，冰箱內含 200 多個 RFID、4300 多個感測

器，以及 60 個設備控制器，以便設備和設備之間能夠互聯互通。6換言之，「互

聯網+」的關鍵不在互聯網與某一行業或產品服務的簡單相加，而是利用互聯網

技術與平臺，包括：雲端、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以及蒐集資訊的物聯網等，促

使互聯網與某一行業的有機結合，以改造整個既有運作模式，從本質上提高行業

的智慧化程度進而更具客制化與效率。7因此，所謂的「互聯網+」必須具有四個

要素，如下：8 

（一）技術基礎：構建在現代資訊通信上的互聯網平臺。 

4請參閱 2015 年 05 月 30 日，風傳媒（白馥萍），圖說《中國製造 2025 》－不可不知的 10 年製造業轉型大計。網址：

http://www.storm.mg/article/51258 
5 請參閱 2015 年 08 月 11 日，經濟日報，解讀李克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少不了一個“眾”字。網址：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8-11/7461309.shtml 
6請參閱 2015 年 10 月 11 日，旺報，陳子昂：互聯網＋協同製造 創兩岸商機。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1000721-260301 
7 請參閱 2015 年 4 月 27 日，信報（廖群），「互聯網+」開啟新時代。網址：http://startupbeat.hkej.com/?p=17136 
8請參閱2015年6月2日，今日頭條，創業必修（三）：《互聯網+：國家戰略行動路線圖》。網址：http://toutiao.com/a445754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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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現路徑：互聯網平臺與傳統產業的各種跨界融合。 

（三）表現形式：各種跨界融合的結果呈現為產品、業務、模式的不斷反覆運算

出新。 

（四）「互聯網+」的最終形態：一個由產品、業務、模式構成的，動態的、自我

進化的、連接一切的新生態。 

      依據 2015 年大陸發佈「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

提出有 11 項的重點行動，如下：9 

（一）「互聯網+」創業創新。 

（二）「互聯網+」協同製造。 

（三）「互聯網+」現代農業。 

（四）「互聯網+」智慧能源。 

（五）「互聯網+」普惠金融。 

（六）「互聯網+」益民服務。 

（七）「互聯網+」高效物流。 

（八）「互聯網+」電子商務。 

（九）「互聯網+」便捷交通。 

（十）「互聯網+」綠色生態。 

9 請參閱 2015 年 7 月 4 日，新華網，"互聯網＋"頂層設計出爐，11 項行動計畫催生經濟新格局。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7/04/c_11158169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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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互聯網+」人工智慧。 

    上述 11 項行動不僅涵蓋了製造業、農業、金融、能源等具體產業，也涉及

環境、養老、醫療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或許有人會質疑，像大陸

的 BAT（百度、阿里、騰訊）等網路公司已如此之大，其他人還會有機會嗎？

這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即便今日，萬物相聯也還不到 1%，未來相聯可能

到 10%、50%、100%甚至 200%。「互聯網+」顛覆性的創新是革命性的，現在才

正開始形成，人人都有機會。未來「互聯網+」打造出來的新世界，將是任何人、

任何物、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永遠在線，隨時互動，形成各式各樣虛實結合的

新關係。10因此，可以跨越時空藩籬，不受任時空條件限制的前提下，思考「互

聯網+」的同時就應該納入「行動互聯網+」的概念，「行動支付」就是一個顯著

的例子。只要拿出手機「嗶」一下，就可以在超商、超市、賣場、計程車、咖啡

廳、餐飲店等不同場合完成付款，帶來全新的消費模式。 

三、把握福建「智」造的新契機 

    「互聯網+」是推進「中國製造 2025」的關鍵，福建要主動融入「中國製造

2025」，需以「互聯網+」作為成長與創新的技術與來源。檢視福建企業技術創

新量能的現況，至去年為底止，福建全省共擁有高新技術企業 2035 家；省級企

業技術中心有 423 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 471 家、重點實驗室有 200 家；

在商標和專利方面，所謂的馳名商標有 454 個、名牌產品有 1395 個、著名商標

有 3975 個、發明專利有 10726 件，不可謂不多。但是能夠入圍百強的互聯網企

業卻僅有一家以經營 O2O 城市快速消費產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FMCG）供應鏈服務平臺的雲寶商盟，顯示福建工業透過「互聯網+」轉型升級

成「智」造業還有很大的空間。 

    透過「互聯網+」幫助福建工業轉型升級是重要、也是可行的路徑。但擺在

眼前的是，福建工業正面臨整個外在國際貿易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新挑戰： 

10請參考 2015 年 10 月 11 日，旺報，互聯網＋ 莫皓然：羊毛出在豬身上。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1000719-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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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端回流 

    正如前述，由於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重新調整的階段，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

都在主推工業升級，通過加大運用科技創新競奪「工業 4.0」智能化時代的優勢。

例如：美國製造業創新網路計畫、德國工業 4.0 戰略實施建議、日本製造業白皮

書、英國製造業 2050，以及「新工業法國」戰略等。 

（二）中低端分流： 

    然與此同時，開發中國家則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及其豐富的天然資源紛紛搶

進並分食代工大餅。例如：越南、印度等一些東南亞國家開始在中低端製造業上

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轉移，包括：微軟、耐克、優衣庫、三星、

船井電機、富士康等知名企業紛紛轉移陸廠或直接在東南亞的和印度開設新

廠。11 

    因此，面對國際這股「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雙重壓力，將為福建

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不同於過往的挑戰。「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正好適時

為「福建智造」擴大了通路，開拓新的生存、成長與實現的機會。古時有「海上

絲綢之路」，歷經唐、宋、元三朝之繁盛，尤其是十五世紀中的近 30 年時間，

明鄭和七下西洋，確定了古「海上絲綢之路」的路徑，更為今日「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提供了歷史上的養分。新世紀海上絲路企圖串連起鄰近的東南亞、南

亞，擴展至澳洲、非洲，以歐洲等地區，開啟經貿新藍海。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帶給福建工業拓展國際市場空間的新機遇。日前，

福建省政府以此為基調發佈「福建省『十三五』工業轉型升級專項規劃」，主動

對接「中國製造 2025」與「互聯網+」，指導未來 5 年福建工業轉型升級的發展。

到了 2020 年，福建工業創新能力預計在省級以上的企業技術中心、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與實驗室分別能夠增加到 500 家、800 家與 240 家；工業企業發明專利

可以達到 15600 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希望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

11
請參考 2015 年 5 月 26 日，工信部規劃司，《中國製造 2025》解讀之三：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環境。網址：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77/n16553775/n16553822/16609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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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達八 80％以上，使福建從傳統「製」造業向「智」造業的轉型與升級可以

達陣。 

結語：創新突破、引領風潮 

    未來世界的形塑是由創新勝出，今日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努力，希望透過技

術創新、制度創新尋求突破，打造未來製造業的新典範。隨著物聯網、行動網路、

雲端計算，以及大數據（Big data）技術的成熟，製造業將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

巨大變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福建工業創新發展的大通路與新市場，

讓這些創新得以有滋養成長茁壯的可能與實現的場合。 

    海上絲綢之路歷經千年，一直是福建面向海洋、對外開展的重要途徑。「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古明鄭和的海上貿易、閩南文化的海外宣揚有著古今兩相

輝映的意韻。福建若真能把握此一難得的歷史契機，透過注入工業創新設計的活

水，將有機會趁著海上絲綢之路揚起的大帆，再次航向世界經貿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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