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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創新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展現出強大的韌性，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醫療技術及生
物科技等領域。本文透過對《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及《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等內容進
行梳理，分別就全球 132 個經濟體及接近 300 個生態系統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發展和趨勢進行分析，結
合宏觀、中觀和微觀的不同維度，嘗試整合並反映中國與葡語國家在創新創業方面的表現。

　　在中國內地方面，由於整體經濟在疫情下仍能迅速復甦，因此相對其他經濟體而言，更能夠把握
後疫情時代的轉變和機遇，尤其在知識技術產出方面取得顯著的成就，例如在工業產品外觀設計申請、
創意產品出口等多項細分指標排行全球第一。而就城市表現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在人工智
能和大數據、金融科技及數字經濟等方面表現領先全球，並於《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取得
前 30 位的排名。

　　在葡語國家方面，葡萄牙科技創新方面發展穩中向好，巴西於 2021 年的表現超出預期，其最大城
市聖保羅在葡語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地區表現最為優秀，在資金、人才和績效方面排名都相對領先。而
佛得角的排名也有顯著的提升，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排名第四位。雖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在科技
創新方面發展較為滯後，但也較去年有所提升。

　　澳門作為連結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的重要橋樑，可以加強合作，優勢互補，結合葡萄牙輻射
至歐盟市場，巴西聯繫拉丁美洲等網絡優勢及資源，透過“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等載體，助力中
國內地及澳門科技創新項目“走出去” ，實現各方互利共贏。在澳門自身發展方面，在原有支柱產業
的基礎上，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以驅動旅遊休閒及會展商貿相關行業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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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Relevant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strong resilience was asser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digital economy, medical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132 economies and around 300 
ecosystems based o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and the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1”. By integrating macro, medium and micro points of view, we try to reflect the performances 
of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area of enter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Despite the pandemic, the overall economy has been able to recover at a rapid pace in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in 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was able to better grasp the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post-pandemic period, achieving notable results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 
coming to rank the first across the world in various sub-indexes, such as “industrial designs by origin” 
and “creative goods exports”. In terms of city performance, Beijing, Shanghai, Shenzhen and Hangzhou 
were the leading cities worldwide in the area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being ranked in the top 30 according to the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1”.

I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Portugal is stable and 
positive. Brazil, on the other hand, outperformed expectations in 2021, with its largest city São Paulo 
reaching top performance among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in Latin America, in terms 
of capital, talent and efficiency. Regarding Cape Verde, the country has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ranked the fourth in Sub-Saharan Africa. While in Mozambique and Angola,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lagging behind, but has shown improvements as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Macao, as an important bridge linking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closely in 
the commercial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in a good position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complement 
mutual advantages and connect into EU markets through Portugal, extending business from Brazil to 
Latin America and making use of other network advantages and resources. Through “Macao Young 
Entrepreneur Incubation Centre” and other mechanisms, we can assis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o to “go Global” aiming at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situation 
for all parties. In terms of Macao's ow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pillar industry, we need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so as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tourism, leisure and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business-related 
industries. 

Relatório sobre o ambiente e a situa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a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na China e n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Durante a pandemia da COVID-19 foi consolidada uma forte resiliênci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especialmente nas áreas de economia digital, tecnologia médica e biotecnologia. 
O presente artigo visa analisar o desenvolvimento e as tendências da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em 132 
economias mundiais e em cerca de 300 ecossistemas do Mundo Inteiro, baseando-se no “Índice de 
Inovação Global de 2021” e no “Relatório de Ecosistema de Empreendedorismo Global de 2021”, 
integrando os diferentes pontos de vista macro, médio e microeconómicos, e procurando agrupar e 
reflectir o desempenho da China e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a área de empreendedorismo e 
inova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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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 We hereby clarify that this report contains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rd parties.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dequate, timely or reliable. IPIM also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to an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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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or advice by IPIM.

 › Os dados originai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provêm de informações publicadas por terceiros e o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IPIM) não garante a exactidão, a suficiência, a actualização ou a credibilidade dessas 
informações, nem assume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legal em tudo o que possa resultar do uso dessas informações. O presente 
relatório destina-se apenas para referência geral, não se tratando de qualquer recomendação ou sugestão do IPIM.

 ›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可，不得刊登、上載、分發、
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 IPIM may exercise its rights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ake addition to, amend or remove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report. 
Publishing, uploading, distributing, or selling this report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PIM reserves all rights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llegal acts.

 › Este Instituto pode, a todo o tempo, exercer os seus poderes, para determinar o aditamento, a alteração ou a eliminação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sem aviso prévio. Este relatório não pode ser publicado, carregado, distribuído, editado 
ou vendido sem prévia autorização do IPIM, sendo reservado a este o direito de efectivar a responsabilidade dos actos ilícitos acima 
referidos.

No Interior da China, apesar da pandemia, a economia em geral conseguiu recuperar a um ritmo 
acelerado, portanto, em comparação com outras economias, o nosso país conseguiu aproveitar bem 
as mudanças e oportunidades trazidas no período pós-pandemia, conquistando resultados notáveis, 
especialmente na vertente dos outputs, em conhecimentos e tecnologia, nomeadamente o país foi 
posicionado em 1o lugar nos vários sub-indicadores mundiais, tais como requerimento para design 
industrial e exportação de produtos criativos. No âmbito do desempenho das cidades, Beijing, Shanghai, 
Shenzhen e Hangzhou foram as cidades que lideram a nível mundial nas áreas de Inteligência artificial e 
Big Data, tecnologia financeira e economia digital, para além de terem sido classificadas nas primeiras 30 
posições no “Relatório de Ecosistema de Empreendedorismo Global de 2021”.

Entr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em matéria de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Portugal tem desenvolvido 
de forma estável e positiva, enquanto o desempenho do Brasil em 2021 superou as expectativas. A maior 
cidade brasileira, São Paulo teve o melhor desempenho n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e na América 
Latina, classificando-se nas posições avançadas em termos de capital, talentos e eficiência. O ranking de 
Cabo Verde registou igualmente melhorias significativas, tendo posicionado em 4o lugar na África Sub-
sariana. Em Moçambique e Angola, a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foi relativamente menos desenvolvida, porém 
tem registado melhorias em relação ao ano passado.

Macau, sendo uma ponte de ligação importante para a cooperação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poderá reforçar a cooperação e complementar as vantagens mutuamente com as 
partes intervenientes, conectando Portugal com a sua extensão aos mercados europeus, ligando com o 
Brasil para estender a rede de negócios na América Latina, entre outras vantagens e recursos de conexão. 
Através do “Centro de Incubação de Negócios para os Jovens de Macau” e outras operadoras de 
suporte, vai assistindo os novos projectos de inovação tecnológicos do Interior da China e de Macau na 
“expansão ao exterior” com vista a benefícios mútuos. No aspecto de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com 
base nas indústrias pilares existentes será aumentado o grau de envolvimento em inovação tecnológica 
e impulsionando o desenvolvimento de qualidade das indústrias de turismo, lazer, convenções e 
exposições, e comér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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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Tra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 (September 20, 2021). From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en/2021/, retrieved 19-10-
2021.

 › 2: Startup Genom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GEN):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1 (GSER 2021) 
(September 22, 2021). From https://startupgenome.com/reports/gser2021, retrieved 19-10-2021.

一、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引發了嚴重的健康和經濟危機，但卻加速了疫苗研發及生物技術領域
的創新。與此同時，由於世界各地政府實施入境管制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導致遠程工作、在線
教育、電子商務等需求迅速增長，促進了全球大數據及數字經濟的發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
《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1 報告指出，許多政府和企業加大了創新
投資和研發的力度，特別是在健康 (Health)、綠色經濟 (Green)、數字技術 (Digital Technology)
等 領 域 吸 引 越 來 越 多 的 資 金 和 資 源。 與 此 同 時， 研 究 機 構 Startup Genome 和 全 球 創 業 網 路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共同發佈的《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1)》2 顯示，2021 上半年全球風險投資 (Venture Capital) 達到 2,880 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95%，主要是亞洲地區的風險資本流入大幅增加所致。報告亦指出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特別是遠程醫療 (Telemedicine) 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隨著遠程工作已成為一種新常態，
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 領域相關的初創企業吸引到風險投資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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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Investopedia: Unicorn (March 29, 2021). From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u/unicorn.asp, retrieved 01-12-
2021.

 › 4: Startup Genom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GEN):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0 (GSER 2020) 
(June 25, 2020). From https://startupgenome.com/all-reports, retrieved 11-11-2021.

　　《全球創新指數》以分析全球經濟體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表現為主旨，與《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
以生態系統作為分析對象有所不同。在評量指標方面，上述兩份報告均包括衡量資金、專利申請、科
學研究文獻出版和研究人員數目等與風險投資和技術產出相關的情況。鑒於《全球創新指數》側重分
析整個經濟體的科技創新情況，因此會考慮宏觀經濟、政策制度以及營商環境等社會和經濟因素；而
《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除衡量生態系統的創新情況外，還會評估創業環境，分析總退出價格 (exit 
value) 及獨角獸企業數目 (Unicorn) 等指標，當中，獨角獸企業是指市值超過十億美元以上但仍未上
市的初創企業 3。下文透過對《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及《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的內容進
行梳理，並結合宏觀、中觀和微觀的不同角度分析，期望能更完整反映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科技創新方
面的表現。

1.1 《2021 年全球創新指數》
　　全球創新指數自 2007 年起每年發佈，旨在評估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和相關政策表現。2021 年
的主題為“追蹤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經濟體的創新表現 (Tra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 透 過 衡 量 制 度 (Institutions)、 人 力 資 本 和 研 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知 識 技 術 產 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和 創 意 產 出 (Creative 
outputs) 七大方面共 81 項細分指標，反映全球 132 個經濟體的創新生態系統績效，排序前五位的國
家依次為瑞士、瑞典、美國、英國及韓國，而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保持穩定進步的態勢，排名從
去年的第 14 位上升至今年的第 12 位，尤其是在創新產出次級指數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方面表現出色，位居全球第七位，反映中國科技創新方面成效顯著。

　　在葡語國家方面，葡萄牙是表現最為優秀的經濟體，其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位居第 31 位，與去年持
平。巴西今年表現首度超出其發展水平，排名較去年上升 5 位，列第 57 位，同時為唯一一個擁有前百
名科技集群的拉丁美洲國家。佛得角今年的排名有了相當大的提升，由全球第 100 位躍升至第 89 位，
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排名第 4 位。莫桑比克今年的排名亦較去年上升了 2 位，而安哥拉則繼 2015
年後再次重返全球創新指數排名。

1.2 《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
　　國際創業調查公司 Startup Genome 自 2012 年開始追蹤全球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4，透過衡量
全球接近 300 個生態系統超過 300 萬間企業的績效 (Performance)、資金 (Funding)、市場覆蓋
率 (Market Reach)、連通性 (Connectedness)、人才 (Talent) 和知識 (Knowledge) 六個成功因素
(Success Factor) 共 19 項指標，反映全球創新生態的發展情況，以及後疫情時代的新趨勢。與此同時，
報告亦評選出全球前 40 位表現最為突出的創業生態系統，其中硅谷 (Silicon Valley) 排行第一，紐約
(New York) 和倫敦 (London) 並列第二，北京 (Beijing) 位居第四，波士頓 (Boston) 排行第五，與
2020 年的排名完全一致。此外，上海、深圳和杭州三個中國內地城市也取得全球前 30 位的排名。在
葡語國家方面，巴西聖保羅與中國香港、美國達拉斯、加拿大蒙特利爾、德國慕尼黑並列第 31 位。

　　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還對前 100 位新興創業生態系統 (Emerging Startup Ecosystem) 進行排
名，其中廣州和無錫分別排行第四及第七位，南京及成都排名第 31 至 40 位，武漢、廈門及天津也取
得前 100 位的成績。在葡語國家方面，葡萄牙里斯本 (Lisbon) 在新興創業生態系統排名位居第 17 位，
巴西的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排名處於第 81 至 90 位之間。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排名前七位的創業生態系統價值總計超過 2.2 萬億美元，較去年增加約 5,000
億美元。排名第 8 至第 40 位的創業生態系統總值 9,420 億美元。在新興創業生態系統方面，前 100 位
價值總計超過 5,40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55%。由此可見，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對全
球經濟和貿易造成很大的衝擊，科技創新仍展現出極大的韌性，特別是在生命科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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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國家統計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 (發佈日期: 2021年5月11日)，取自http://www.stats.gov.cn/tjsj/
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29-10-2021擷取。

 › 6: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 retrieved 29-10-2021.

二、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科技創新發展情況
2.1 中國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穩步上升，2021 年更躍升至全球第 12 位，並且在東南亞、東
亞和大洋洲的 17 個經濟體中排行第三，僅次於韓國和新加坡。

　　如前所述，全球創新指數是透過評估經濟體的創新投入及產出相關的指標，反映其創新程度。然
而，中國在創新產出次級指數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中排行第七，大大高於其創新投入水平。
由此可見，中國的研發產出成果顯著，並且能夠有效把創新方面的投資，轉化為知識產權、技術和應
用等方面的成果。

　　在關鍵創新指標方面，中國有九項細分指標排名全球第一。中國擁有超過 14.1 億人口 5，其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4.7 萬億美元 6，位居世界第二。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下，中國能夠在研發、
教育、人才培養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故此，就創新投入方面，中國在閱讀、數學和科學 PISA 量表
得分 (PISA scales in reading, maths and science)、國內市場規模 (Domestic market scale)、提供
正規培訓的公司 (Firms offering formal training) 三項細分指標位居全球首位，並且在國內產業多樣
化、產業集群發展情況、全球企業研發投資者，以及 QS 高校排名等細分指標名列前茅。就創新產出方
面，中國已連續三年或以上在本國人專利申請量 (Patents by origin)、本國人實用新型申請量 (Utility 
models by origin)、本國人商標申請量 (Trademarks by origin)、本國人工業產品外觀設計申請量
(Industrial designs by origin) 和創意產品出口 (Creative goods exports) 五項細分指標排行全球第
一。此外，在高科技出口 (High-tech exports) 細分指標中的排名，中國繼 2019 年後再次重回首位。

中國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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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現較為滯後的方面來看，制度是中國科技創新的最大短板，特別是監管質量 (Regulatory 
quality) 和遣散費用 (Cost of redundancy dismissal) 兩項細分指標的排名一直徘徊於全球百名左右，
與全球創新水平領先的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的排名較去年提升了 12 位至第
24 位，主要是政府網絡服務 (Government online service) 和電子參與 (E-participation) 兩項細分指
標排名躍升所致 7，惟 ICT 普及率 (ICT Access)、單位 GDP 能耗 (GDP/unit of energy use) 和環境績
效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等指標方面的建設和實施有待完善。

　　就科技集群方面，中國擁有 19 個全球百大科技集群，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其中“深圳 -
香港 - 廣州”及“北京”分別排行第二及第三位。此外，中國的集群在科技產出方面取得的增長最為明
顯。

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25

制度 (Institutions) 61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21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24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16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13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7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4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14

2.1.1 北京
　　就城市表現方面，2021 年北京在全球創業生態系統中排名第四，在成功因素方面，該市在知識方
面全球排行第一，同時在績效和人才兩個方面取得第二位。北京創業生態系統的市場規模達到 4,450
億美元，並且有 93 間初創企業的市場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包括從阿里巴巴分拆出來從事金融科技業
務的螞蟻集團 (Ant Group)，以及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Byte Dance)。目前，北京的創業生態系
統主要由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兩方面作主導，擁有 1,070 家人工智能領域相關企業，佔全中國超過
四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位於北京市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是全國高新技術產業帶的核心，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該園區擁有 2.7 萬家企業，上市公司 406 家，其中境外上市的有 119 家，獨角獸 (Unicorn)
企業 93 家，企業總收入達到人民幣 7.2 萬億元，約佔全國高新區的六分之一 8。

2.1.2 上海
　　上海在 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中排名第八，並且分別於知識及績效兩項成功因素取得第二
位及第三位的成績。上海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發佈的第 3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30) 中排名第六位，並且在金融科技專項排行第四位 9。作為全球領先的金融
中心之一，其創業生態系統在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及遊戲方面表現尤其出色。在 2020 年第四季，上
海完成了三項亞洲前十大融資交易，分別為天際汽車 (Enovate)、震坤行工業超市電商平台及聯拓生
物 (LianBio)。此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加速了內地線上教育行業的發展，2020 年 3 月在線學習的人
數增加至 4.23 億，較 2018 年底增長超過 110%，故此總部位於上海的掌門教育有很大的增長，並於
2020 年達到了獨角獸的水平。在遊戲市場方面，2021 年 3 月字節跳動以 40 億美元收購了上海遊戲開
發商沐瞳科技 (Moonton)10。

 › 7: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 (Sep-
tember 2, 2020). From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en/2020/, retrieved 29-10-2021.

 › 8: 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産業開發中心: 中關村加快建設世界領先科技園區(2021年10月11日)，取自http://www.ctp.gov.cn/
kjb/dfdt/202110/6d23de38666843909ff5f901bf7d659f.shtml，2021年11月15日擷取。

 › 9: Z/Yen and the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30 (September 24, 2021). From 
https://www.longfinance.net/media/documents/GFCI_30_Report_2021.09.24_v1.0.pdf, retrieved 2021-11-15.

 › 10: 新浪科技：字節跳動全資收購沐瞳科技，在海外遊戲市場與騰訊再次相遇(2021年3月22日)，取自https://finance.sina.com.
cn/tech/2021-03-22/doc-ikkntiam6356039.shtml，2021年11月15日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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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2月18日發佈)，取自https://www.bayarea.gov.hk/tc/outline/plan.html，2021年11
月15日擷取。

 ›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從“中國速度”到“中國高度”- 深圳特區啟示錄(2020年8月26日發佈)，取自http://www.gov.
cn/xinwen/2020-08/26/content_5537734.htm，2021年11月15日擷取。

 › 13: 財富中文網: 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2021年8月2日發佈)，取自https://www.fortunechina.com/for-
tune500/c/2021-08/02/content_394571.htm，2021年11月15日擷取。

 › 14: 人民網: 深圳福田打造更具競爭力“國際金融中心” (2021年7月5日發佈)，取自http://sz.people.com.cn/n2/2021/0705/
c202846-34806832.html，2021年11月15日擷取。

 › 15: The 2nd Global Big Data Engineering Symposium (GBDE 2022). From http://gbde.net/, retrieved 2021-11-17.
 › 16: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ICRSA 2022). From http://www.icrsa.org/, 

retrieved 2021-11-17.
 › 17: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CCEE 2022). From http://www.iccee.

org/, retrieved 2021-11-17.

2.1.3 深圳
　　2019 年 2 月 18 日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建設“廣州 - 深圳 - 香港 - 澳門”
科技走廊，推動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 11。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深圳近年
在科技發展方面勢頭良好，2021 年在全球創業生態系統中排行第 19 位，其數字經濟佔據地區生產總
值 (GDP) 的 31%，較全國平均值的 10% 高出許多。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擁有 8.5 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
業 12，其中總部位於深圳的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
於 2021 年《財富》世界 500 強企業中排名第 44 位、第 132 位及第 160 位 13。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
隨著《關於促進福田區金融科技快速健康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出台，深圳市福田區金融
科技生態圈的發展正在有序推進 14，目前深圳在第 3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金融科技專項排名位居全
球第六位，可見其金融科技和可持續金融發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深圳是國
際人工智能領域相關展覽會的舉辦地，例如第二屆大數據工程國際會議 15、第五屆機器人系統與應用
國際會議 16 和第十五屆計算機與電氣工程國際會議 17 等國際性會展活動即將於 2022 年上半年相繼在
深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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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葡萄牙
　　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方面，2021 年葡萄牙排名第 31 位，與去年持平，是葡語國家中表現最為優
秀的經濟體。

　　從表現最為突出的指標來看，葡萄牙在國內產業多樣化 (Domestic industry diversification) 方
面排名全球第一，該細分指標是今年新增的，主要用來衡量經濟體各行業的比重，反映其產業多元
化的實際情況。根據葡萄牙政府於 2018 年 12 月 11 日頒佈的第 111/2018 號法令，該經濟體須制定
內陸投資計劃，以吸引外資和促進經濟多樣化 18。與此同時，葡萄牙財政部和公共債務管理局 (IGCP 
Portugal) 的資料亦指出該經濟體的生產結構漸趨多樣化，其產業增加值近年也在不斷提升 19。此外，
葡萄牙在制度、人力資本和研究、創意產出等方面位居全球二十多位，處於較為領先的位置。

　　從排名變動幅度較大的指標來看，葡萄牙在高技術進口的排名較去年提升了 22 位，惟其在政府網
絡服務及勞動生產率增長兩項指標的排名分別下跌了 18 位及 17 位，反映葡萄牙在電子化政府方面的
推動放緩。

　　從表現相對平淡的方面來看，葡萄牙在市場成熟度的排名居於中間位置，其中在易於獲得信貸
(Ease of getting credit) 這項指標的排名更一直處於百名之外，與世界銀行發佈《2020 營商環境報告》
的結果一致，其原因是保護借貸雙方的法律相對薄弱，以及信用機構的覆蓋率較低 20。此外，葡萄牙
在資本形成總額、勞動生產率增長、ICT 服務進口等細分指標排名也處於中等偏落後的水平。

 › 18: Agênci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e Coesão - Programa de Captação de Investimento para o Interior (December 11, 
2018). From https://www.adcoesao.pt/content/programa-de-captacao-de-investimento-para-o-interior, retrieved 01-
11-2021.

 › 19: IGCP Portugal: Portugal –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February, 2021). From https://www.igcp.pt/fotos/edi-
tor2/2021/Apresentacao_aos_Investidores/InvestorPresentation_20210201.pdf, retrieved 01-11-2021.

 › 20: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 Portugal (October 24, 2019). From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
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20, retrieved 03-11-2021.

葡萄牙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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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32

制度 (Institutions) 25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24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31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56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41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30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34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26

2.2.1 里斯本
　　葡萄牙各城市在科技創新方面表現相對平均，其中較為突出的是里斯本，於全球新興創業生態系
統中排名第 17 位。從成功因素方面來看，里斯本在市場覆蓋率及績效兩個方面表現相當優秀，分別取
得 10 分和 9 分，惟其在人才方面僅取得 1 分，發展較為滯後。葡萄牙在創新創業方面也有一系列的
成功案例，總部設於倫敦的奢侈品電商平台 FarFetch 是由葡萄牙企業家 José Neves 於 2007 年創立
21，並於 2018 年 9 月於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現時市值超過 145 億美元 22。此外，總部位於里斯本的
Unbabel、Uniplaces 等初創企業市值也超過 1 億歐元 23。

　　就會展活動舉辦方面，葡萄牙具國際級會展軟硬件設施，於《2019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
度 報 告 》 全 球 排 名 第 10 位 24， 並 曾 經 舉 辦 多 項 大 型 科 技 創 新 國 際 性 會 展 活 動， 包 括 Portugal 
Digital Summit25、Web Summit26、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27、ISCOM201928 以 及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cute Myeloid Leukemia29。

 › 2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line fashion curator FarFetch, which links shops to customers, grows in China 
(June 19, 2016). From https://www.scmp.com/lifestyle/fashion-luxury/article/1976863/online-fashion-curator-far-
fetch-which-links-shops-customers, retrieved 22-11-2021.

 › 22: Seeking Alpha: FarFetch Limited (FTCH) CEO José Neves on Q3 2021 Results - Earnings Call Transcript (November 
18, 2021). From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470704-farfetch-limited-ftch-ceo-jose-neves-on-q3-2021-results-
earnings-call-transcript, retrieved 22-11-2021.

 › 23: Sifted: Top Portuguese startups to follow in 2020. From https://sifted.eu/portugal-startups-top-rankings/, retrieved 
22-11-2021.

 › 24: ICCA: ICCA announces record number of association meetings in 2019(May 12, 2020). From https://www.iccaworld.
org/newsarchives/archivedetails.cfm?id=2894936, retrieved 22-11-2021.

 › 25: Portugal Digital Summit. From https://portugaldigitalsummit.pt/, retrieved 22-11-2021.
 › 26: 香港科技園公司遠赴葡萄牙參與世界科技會議Web Summit 2019於國際舞台展示香港創科成果(2019年11月7日)，取自

https://www.hkstp.org/zh-hk/press-room/hkstp-showcases-hong-kong-innovation-on-world-stage-of-web-summit-
2019-in-portugal/，22-11-2021擷取。

 › 27: Meeting in Portugal. From https://www.meetingsinportugal.com/en/events/european-innovation-academy-
?page=events&keywords=&type=2&dates=2019-01-1,2021-11-1&region=, retrieved 22-11-2021.

 › 28: 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ystalline Organic Metals, Superconductors and Magnets. From http://
www.ctn.tecnico.ulisboa.pt/ISCOM-2019/index.html, retrieved 22-11-2021.

 › 29: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Molecular and Translational”: Advances in Biology and 
Treatment. From https://www.esh.org/conference/5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acute-myeloid-leukemia-molecu-
lar-and-translational-advances-in-biology-and-treatment/, retrieved 22-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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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巴西
　　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方面，2021 年巴西的表現首次超出其發展水平，其全球排名較去年上升 5 位
至第 57 位，並且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排行第四，僅次於智利、墨西哥和哥斯達黎加。根據 2021
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的資料顯示，巴西的初創企業在 2021 年第二季度籌集了 27 億美元的資金，
創歷史紀錄新高。 

　　從地區方面來看，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唯一一個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1% 的經
濟體，與盧森堡等高收入組經濟體相約。與此同時，巴西在全球企業研發投資者 (Global corporate 
R&D investors) 細分指標排名第 26 位，在該地區中排行最高。

　　從細分指標來看，巴西在商業成熟度方面的排名較去年上升一位至第 34 位，處於中間較高的水平，
主要原因是知識產權支出和高技術進口等細分指標的排名領先。由於巴西擁有超過 2.1 億人口 30，其龐
大的市場規模能夠支撐更多的需求、生產力和經濟價值，故此，巴西在國內市場規模位居全球第 8 位。
另外，巴西在教育支出、政府網絡服務和電子參與三項細分指標排行全球前二十位，反映其電子化政
府及互聯網滲透率已達到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

　　然而，巴西在制度、基礎設施和市場成熟度方面較為落後，根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佈有
關巴西 2020 年的營商環境指南，指出巴西基礎設施有待完善，特別是在道路質量、港口效率、電力供
應質量等方面。同時，其稅收種類亦相對複雜，共有 58 種稅目，分為聯邦稅、州稅和市稅三級 31。

 › 30: Digital 2021: Brazil (February 11, 2021). From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brazil, retrieved 04-11-
2021.

 › 31: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企業對外投資國別(地區)營商環境指南 - 巴西(2020)，取自http://www.ccpit.org/yingshang-
huanjing/date/baxi.pdf，04-11-2021擷取。

巴西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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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56

制度 (Institutions) 78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48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69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75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34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59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51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66

2.3.1 聖保羅
　　就科技集群方面，巴西是唯一一個擁有前百名科技集群的拉丁美洲國家。與此同時，聖保羅、里
約熱內盧、聖若澤杜斯皮尼艾斯等城市在創新創業方面也有不錯的表現 32，其中聖保羅在 2021 年全球
創業生態系統的排名與香港、達拉斯、蒙特利爾及慕尼黑並列第 31 位，是葡語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地區
表現最為優秀的城市。在成功因素方面，聖保羅在資金方面排名全球前 30 位，並且在績效和人才兩方
面於拉丁美洲排行首位。目前，聖保羅已成為 Google、Uber 等科技巨頭的南美洲總部所在地，在科
技創業方面，該州擁有 12 家獨角獸級別的企業，包括 Nubank、Quinto Andar、99 Taxis、Gympass
等，佔整個巴西的 60%。由於聖保羅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金融中心，一些國際著名銀行駐巴西總部
均設於此 33，因此其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相關領域的初創企業亦佔據了風險投資的最大
份額。此外，聖保羅的房地產市場發展蓬勃，是全國房地產科技企業的集中地，其中房地產科技平台
(Proptech)Loft 於成立後 18 個月內到達獨角獸企業的水平，同時亦成為全球最大的房地產買賣及租
賃平台之一。

 › 32: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 巴西城市入圍中國城市創新獎(發佈日期: 2021年2月4日)，取自https://
www.forumchinaplp.org.mo/brazilian-city-in-the-running-for-chinese-innovation-award/，22-11-2021擷取。

 ›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 聖保羅州概況，取自https://www.fmprc.gov.cn/ce/cgsp/chn/lqjs/sblzgk/t349578.
htm，17-11-2021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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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佛得角
　　佛得角今年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有相當大的提升，由第 100 位躍升至第 89 位，主要是在基礎設施
投入方面排名的增長所致。

　　就創新投入方面，佛得角在基礎設施方面從去年的第 86 位增長至今年的第 66 位，其中資本形成
總額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的排名上升 9 位至全球第 5 位，該指標主要反映該經濟體獲得的投資
資本增加，包括在基礎建設、設備、機器等固定資產方面的投入。與此同時，佛得角在外來直接投資
流入淨值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排行全球第 17 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佈的《對外投資合作國
別 ( 地區 ) 指南》，佛得角是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成員和歐盟特別合作伙伴，雖然市場規模小，但投
資者可以透過佛得角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簽署貿易投資協議，把產品及服務幅射至其他市場 34。然而，
市場成熟度是佛得角的最大短板，在國內市場規模、適用稅率及獲得信貸等方面相對較為落後。

　　就創新產出方面，佛得角在創意產出方面的排名上升了 14 位至第 59 位，處於較為中間的水平，
其中在本國人工業品外觀設計申請量、印刷及其他媒體等細分指標全球領先，惟其在知識技術產出較
為滯後，特別是在引用文獻、高技術生產和出口方面。

　　從地區方面來看，佛得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排名第四位，是該地區表現較為優秀的經濟體。

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96

制度 (Institutions) 88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95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66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128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74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88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122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59

 ›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 – 佛得角(2020年)，取自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
upload/fodejiao.pdf，05-11-2021撷取。

佛得角
Cape Verde



15

 ›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 – 莫桑比克 (2020年)，取自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
upload/mosangbike.pdf，05-11-2021擷取。

2.5 莫桑比克
　　2021 年，莫桑比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較去年上升 2 位至第 122 位。

　　就表現較為突出的方面來看，莫桑比克在基礎設施的排名較去年上升 7 位至第 76 位，其中在資
本形成總額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細分指標更取得全球第一的排名，該細分指標主要以目前當地
貨幣計價的總投資額 (total investment in current local currency) 與國內生產總值 (GDP in current 
local currency) 的比率進行衡量，反映經濟體的資本總量。與此同時，莫桑比克在外來直接投資流入
淨值 (FDI net inflows) 排名第五，並且在研發總支出的海外資金佔比 (GERD financed by abroad) 和
合資戰略聯盟交易 (Joint venture/strategic alliance deals) 兩個指標取得不錯的成績，反映其在吸引
外資方面的表現良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佈的《對外投資合作國別 ( 地區 ) 指南》，莫桑
比克政府近年積極改善投資環境，並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促使其在吸引外資方面快速增長，投資
來源國已增加至 70 多個，主要是對其採礦、碳氫化合物、運輸、倉儲、物流、通訊及製造業感到信心 
35。

　　然而，莫桑比克在制度、市場成熟度和商業成熟度的發展相對滯後，特別是在法治、易於創業、
遣散費用、ICT 普及率及易於獲得信貸等方面。

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122

制度 (Institutions) 127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112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76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126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127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118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116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115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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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哥拉
　　2021 年安哥拉在全球創新指數位列第 132 位，是繼 2015 年後再次重返排名，主要原因是其創新
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提高。

　　安哥拉是全球 31 個創新方面表現低於預期的經濟體之一，在制度、人力資本和研究、基礎設施、
市場成熟度、商業成熟度、知識技術產出及創意產出七個類別均排行於百名之外。從排名相對較好的
指標來看，安哥拉在印刷及其他媒體細分指標排名列全球第 10 位，並且在全球企業研發投資者、單位
GDP 能耗、國內市場規模及知識產權支出等指標處於中間較高的水平。

次級指數 (Sub-index) 類別 (Pillar)
名稱 排名 名稱 排名

創新投入 (Innovation input 
sub-index) 131

制度 (Institutions) 128
人力資本和研究 (Human capital and research) 119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125
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 127
商業成熟度 (Business sophistication) 130

創新產出 (Innovation 
output sub-index) 131 知識技術產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utputs) 129

創意產出 (Creative outputs) 130

安哥拉
Ang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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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及建議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對全球經濟活動及營商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衝擊，但同時亦加速了
數字經濟、生物科技、遠程醫療等產業的發展。由於中國經濟從疫情的衝擊下快速復甦，因此能夠充
分把握後疫情時代的轉變和機遇，在研發和人才培養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源，以擴大科技產出
的成果。在城市發展方面，2020 年北京有 93 間初創企業的市場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是全球擁有最多
獨角獸企業的生態系統，並且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相關領域發展相當成熟，上海在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
方面表現優秀，深圳近年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亦成效顯著，並且每年都會舉辦多場科技創新領域有關的
會展活動。而葡語國家相關發展方面，葡萄牙的產業結構漸趨多元，其產業增加值近年不斷提升，科
技創新方面也在穩步發展。而巴西 2021 年的表現是首次超出自身的發展水平，其初創企業於 2021 年
第二季籌集的風險資本創下歷史新高，與此同時，聖保羅作為葡語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地區表現最為優
秀的城市，在資金、人才和績效方面排名都相對領先。佛得角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排名亦有很大的提升，
原因是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和獲得的外來直接投資大幅增加所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在科技創新方
面成果較為滯後，但也較去年有所提升。

　　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可以在科技創新方面發揮更大的橋接作用，加強合
作，優勢互補，例如中國在人才和績效等方面指標排名領先全球，同時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生物科
技等領域表現出色，因此，可結合葡萄牙輻射至歐盟市場，巴西聯繫拉丁美洲等網絡優勢及資源，透
過澳門“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中心”等載體，助力初創項目“走出去”，
例如澳門大學的“幹細胞常溫運輸系統”及“對向臨床和研究市場的新一代蛋白質分子檢測產品和服
務”於葡萄牙舉行的“復星 Protechting 全球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入圍全球總決賽，獲得路演展示和
專業資源對接的機會。

　　在澳門自身發展方面，經分析中國與葡語國家城市在創新創業的發展情況，得知其重點城市均在
原有支柱產業的基礎上，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以驅動相關行業的高質量發展，例如上海一直
以來在金融方面發展領先全球，其後透過融入新技術，讓原有產業升級的同時，在金融科技發展亦取
得良好的成就。因此，澳門在推動產業多元發展，特別是旅遊休閒和會展商貿方面，可考慮結合聲音
導航、實境 (AR) 及虛擬實境 (VR) 等創新科技互動技術，在加深旅客及會展客商來澳體驗的同時，提
升服務型科技產業的轉型升級，加大科技在服務行業相關應用場景的建設。與此同時，為更好以科技
創新作切入點，改進企業自身的經營情況，促使業務轉型升級，以適應市場及行業發展新趨勢，例如
推動澳門及葡語國家工商企業界可透過線上或線下方式參與在上述城市舉辦的科技創新領域相關國際
性會議，了解並交流全球科研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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