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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壹、前言

第三次「江陳會談」簽署三項協議包括「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及「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並宣布陸資來台投資事宜之

共識，其中除「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係

著眼於建立交流秩序外，金融合作協議、空運補充協議及陸

資來台投資共識之主要目的皆在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強化台灣經濟與國際市場的連結，進而打造台灣成為亞洲乃

至亞太地區的經貿樞紐。

貳、兩岸金融合作

    —邁向區域金融中心之路

一、「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確立兩岸金融合作架構

金融監理合作

兩岸金融監督管理機關就兩岸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

、保險業，依據行業慣例與特性，分別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

制。雙方監理機關將儘速進行三項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包

括：銀行監理MOU、證券及期貨監理MOU及保險監理

MOU) 後續洽簽，並同步展開市場准入的協商。

貨幣管理合作

雙方貨幣主管機關（我方中央銀行與對方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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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定商業銀行及其他適當機構，辦理現鈔兌換、供應及回

流業務，並在現鈔防偽技術等方面開展合作。未來雙方將逐

步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加強兩岸貨幣管理合作。

其他合作事宜

雙方同意對於兩岸金融機構准入及開展業務等事宜進

行磋商。

鼓勵兩岸金融機構增進合作，創造條件，共同加強對

雙方企業金融服務。

二、金融合作為台灣帶來實質效益

提升金融競爭力

簽署MOU後，金融機構即取得赴大陸設置分支機構的

入場券，在不久之後可以實現進軍大陸市場、經營兩岸金融

業務的目標，補足台灣發展區域金融中心所缺少的金融板塊

，大幅提升金融競爭力。

服務大陸台商

金融業赴大陸設置分支機構將對數萬台商企業提供金

融支援與服務，並可有效掌握台商在大陸營運情況。

兩岸金融業可以加強合作，透過聯貸等方式協助大陸

台商融資，渡過金融危機的衝擊。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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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金融合作前景

台灣與大陸進行貨幣合作，可以從現鈔兌換逐步擴大

至貿易貨款、匯款、存放款等各種業務，同時，兩岸貨幣合

作也有助於未來台灣參與亞洲乃至亞太地區的換匯合作機制

及其他領域合作，共同因應金融海嘯可能帶來的衝擊。

三、金融防火牆確保金融秩序

保障金融業公平競爭

未來雙方針對互設機構及市場准入協商，將依據實質

對等原則，亦即考量互惠原則、市場特性及競爭秩序等。因

為台灣市場相對規模較小，未來對大陸金融機構來台必然會

設置較高門檻，不會發生大陸銀行大舉買下台灣銀行的現象

。在台大陸金融機構使用國內金融資訊也會受到嚴謹規範，

不會有企業金融資訊不當外流問題。

大陸投資有效監理

未來國內金融機構赴大陸投資需符合相關條件，避免一

窩蜂現象，同時將建立防火牆機制，不會有「money out」

問題。金融機構在大陸設置之分支機構，金管會將透過資訊

交換及跨境檢查予以有效監理；銀行業並可採實地檢查，可

以有效降低經營失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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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定期航班

    —連接台灣與世界市場

一、「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成果豐碩

定期航班安排

在平日包機及貨運包機的基礎上，對於兩岸客運及貨

運定期航班運作進行常態化安排。

增闢兩條直通航路

建立南線（台北與廣州飛航情報區）直達航路及第二

條北線（台北與上海飛航情報區）直達航路。

客運航點增加

大陸方面除已有21個航點外，新增合肥、哈爾濱、南

昌、貴陽、寧波、濟南等6個航點，共計27個航點，均可經

營定期航班。

台灣維持8個航點，其中桃園、高雄可經營定期航班，

其他為包機航點。

航班大幅增加

每週客運定期航班和包機班次從現有雙方包機總量108

班增為270班，每方各飛135班；大陸6個繁忙航點，每週總

量上限180班，每方上限90班。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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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增班及開放腹艙載貨

貨運定期航班航點台灣仍為桃園、高雄；大陸仍為上

海（浦東）、廣州；每週貨運定期航班和包機班次總量28

班，每方各14班，較目前貨運包機增加一倍。

互設機構，互免稅費

雙方可在對方區域通航地點互設代表機構（辦事處及

營業性機構），並自行或指定經批准的代理人銷售航空運輸

憑證、從事廣告促銷及運務等與兩岸航空運輸有關的業務。

雙方對與航空公司經營活動有關的稅費及在對方取得

之運輸收入，將進一步磋商相互免徵各項稅費。

二、定期航班經濟效益遞增

航班倍增紓解需求

定期航班客運班次較平日包機增加2.5倍，可以有效紓

解一般民眾對直航班機的需求，也有助於未來航空票價的下

降，亦增加百萬台商負責人、幹部及眷屬返鄉的便利，有利

台商在台灣成立營運總部。另一方面，配合大陸航點從21

個增為27個，有利業者觀光旅遊的安排及多樣化，可以載

運更多大陸觀光客來台，帶來每年超過新台幣六百億元的商

機。

航路優化提升運輸效能

南線直達航路啟動後，飛往大陸西南地區之航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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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再經香港飛航情報區，可節省飛航距離約46~95公里，節

省飛航時間約5至15分鐘（以A330航空器作業資料推算）。

第二條北線飛航路線，可分流現行上海地區擁擠之航班，增

加兩岸航機飛航空域及航路使用選擇，有助提升運輸效能及

確保飛航安全。而且該航路也可連接大陸東北及山東地區航

點（哈爾濱、瀋陽、青島、大連、濟南5航點），較現行飛

航北線路線，節省飛航距離約357公里，平均可節省飛航時

間約25分鐘。另開放定期航班腹艙可載運貨物，使兩岸間

貨物運送更為快速便捷，亦有助於航空公司增加營收、降低

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益。

擴大全球航運能量

定期航班常態化運作後，各項服務均可比照國際航班

管理，業者可將兩岸各航線納入我全球航空網之一環，並與

國際黃金航圈連結，從而可以提升台灣航空業競爭力，並為

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加值效果。

三、對等安全循序漸進

航路協商安全至上

政府協商兩岸直達航路的最高原則，就是確保對等與

尊嚴以及不影響國家安全。南線直達航路為台北與廣州飛航

情報區直接交接之航路，不再繞經香港飛航情報區，可以節

省時間及航管交接程序。我方亦完全避開限航區，對國防安

全未構成任何影響。第二條北線直達航路較兩岸兩會去年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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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簽署之「海峽兩岸空運協議」議定之北線飛航路線

自B576 BERBA點，更往北移63海浬，主要目的在分流目

前大陸上海一帶航線壅塞問題，該航線亦完全不影響國防安

全。

空運協商循序漸進

定期航班協商係秉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

原則，本次會談重點，主要在實現兩岸空運航班常態化的運

作，並就增闢航路及航班、航點的擴增等，進行配套的安排

；至於全面擴大定期航班運作及較複雜議題，將留待後續協

商。

有關延遠權問題，牽涉雙方商業利益及航空公司競爭

等複雜因素，也涉及到兩岸與第三國航權談判及所簽訂航約

修改問題，因為相關安排牽涉廣泛，並非可以一步到位，將

在後續協商中再進一步深入探討，期待逐步建立共識。

肆、陸資來台投資

    —增強外人投資台灣信心

一、「陸資赴台投資共識」內容

優勢互補、互利雙贏

兩岸將秉持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原則，積極鼓勵並

推動陸資企業來台考察、投資，以利加強和深化兩岸產業合

作，實現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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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儘速頒布法規，完善配套

我方承諾將儘速發布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並循序漸進

擴大開放投資領域，持續推動相關工作，並協助解決投資所

衍生之問題，以利陸資來台投資。

大陸為陸資赴台投資創造條件

大陸方面承諾將積極支持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鼓勵有條

件的大陸企業赴台考察，並為大陸有實力的企業赴台投資提

供便利。

兩岸相互配合推動

兩岸業務主管部門將以適當方式建立溝通機制，共同推

動大陸企業來台投資。

二、漸進推動陸資來台

事業投資採正面表列

製造業及服務業開放將採正面表列方式，開放項目約佔

總數2至3成左右。

優勢互補產業優先開放

製造業開放優先考量搭橋專案產業如太陽光電、車載

資通訊產業、航空產業、LED照明產業、風力發電、車輛產

業、食品產業、流通服務業、精密機械產業以及資訊服務業

等。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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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BOT計畫優先開放

愛台12建設及公共建設BOT計畫將優先開放予包含陸

資在內的外資參與投資。

房地產投資循序漸進

優先開放在台投資之陸資企業購置房地產。

三、陸資來台投資經濟效益

進出平衡，活化外資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製造業、服務業、愛台12建設及不

動產，可以改變台商單向投資大陸1千億美元以上的失衡現

象，活化吸引外來資金政策，增強外商對台灣投資環境的

信心。

雙向投資，互惠雙贏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實現兩岸雙向投資，有助充裕台

灣產業資金及活絡金融市場，而且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裨

益經濟成長。

四、有效控管開放風險

開放陸資不衝擊國內產業

■禁止赴大陸投資之核心技術產業，不開放陸資來台

投資。

■公共工程發包不開放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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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配套措施防範炒作房地產。

風險管理機制

■設置管理門檻

為避免陸資經由第三地來台投資，以規避陸資投資規

範，已規劃經第三地來台投資的外國公司含一定比例者（原

則上30％），或陸資為主要影響力股東者，比照大陸企業

管理。

■股權投資不得擁有經營權

針對陸資以證券投資方式實質控制國內上市櫃公司之

疑慮，已規劃大陸QDII投資單一台灣上市櫃公司，若股權

超過10％以上，需經投審會依陸資來台許可辦法審查。

■完善審查及管理機制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3條，由主管機關訂定陸資

來台的許可辦法，針對相關申請案件訂定完善的審查管理機

制，充分掌控風險。

伍、打造台灣國際競爭力

台灣是海島經濟，以貿易立國，必須面向世界，面對

全球化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快速發展，並正視中國大陸經濟崛

起的事實，才能在全球經濟地圖上找到最佳的定位，打造台

灣國際競爭力。

新政府上任11個多月，徹底改變思維，勇於面向世界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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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並掌握「機會最大化，風險最小化」原則，

面對兩岸經貿發展的趨勢。已舉行三次江陳會談，簽署九

項協議，包括「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

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

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助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空運

補充協議」，並建立陸資來台投資共識，此等重要成果已

為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奠定並擴大堅實的基礎，也為

台灣找回了在世界經濟舞台的重要定位，讓台灣擁有的優

勢條件及經濟活力逐漸激發出來。在愈來愈堅實的基礎上

，台灣必可掌握全球經濟轉變的契機，再造另一個經濟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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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本協議尚待完成相關程序後生效)

為促進海峽兩岸金融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岸金融市場

穩定發展，便利兩岸經貿往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合作事宜

，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金融合作

雙方同意相互協助履行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職責

，加強金融領域廣泛合作，共同維護金融穩定。

(一) 金融監督管理

雙方同意由兩岸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就兩岸銀行業、證

券及期貨業、保險業分別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確

保對互設機構實施有效監管。

雙方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等金融監督管理

機構得依行業慣例，就合作事宜作出具體安排。

(二) 貨幣管理

雙方同意先由商業銀行等適當機構，通過適當方式辦

理現鈔兌換、供應及回流業務，並在現鈔防偽技術等

方面開展合作。逐步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加強兩

岸貨幣管理合作。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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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合作事項

雙方同意就兩岸金融機構准入及開展業務等事宜進行

磋商。

雙方同意鼓勵兩岸金融機構增進合作，創造條件，共

同加強對雙方企業金融服務。

二、交換資訊

雙方同意為維護金融穩定，相互提供金融監督管理與

貨幣管理資訊。對於可能影響金融機構健全經營或金

融市場安定的重大事項，雙方儘速提供。

提供資訊的方式與範圍由雙方商定。

三、保密義務

雙方同意對於所獲資訊，僅為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

理目的使用，並遵守保密要求。

有關第三方請求提供資訊之處理方式，由雙方監督管

理機構另行商定。

四、互設機構

雙方同意在本協議生效後，由兩岸金融監督管理機構

考量互惠原則、市場特性及競爭秩序，儘快推動雙方

商業性金融機構互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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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融機構赴對方設立機構或參股的資格條件以及

在對方經營業務的範圍，由雙方監督管理機構另行商

定。

雙方同意對於金融機構赴對方設立機構或參股的申請

，相互徵求意見。

五、檢查方式

雙方同意依行業慣例與特性，採取多種方式對互設金

融機構實施檢查。檢查方式由雙方監督管理機構另行

商定。

六、業務交流

雙方同意通過人員互訪、培訓、技術合作及會議等方

式，加強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合作。

七、文書格式

雙方資訊交換、徵詢意見等業務聯繫，使用雙方商定

的文書格式。

八、聯繫主體

(一) 本協議議定事項，由雙方金融監督管理機構、貨幣管理

機構指定的聯絡人相互聯繫實施。必要時，經雙方同

意得指定其他單位進行聯繫。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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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聯繫。

九、協議履行及變更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十、爭議解決

因執行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十一、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

定。

十二、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簽署之日起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後生效，最

遲不超過六十日。

本協議於四月二十六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

兩份。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董事長　江丙坤� 會長　陳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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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本協議尚待完成相關程序後生效)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根據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規定，就開

通兩岸定期客貨運航班等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補充協議

如下：

一、飛行航路

雙方同意在台灣海峽北線航路的基礎上開通南線和第

二條北線雙向直達航路，並繼續磋商開通其他更便捷

的新航路。

二、運輸管理

雙方同意兩岸定期航班使用的運輸憑證及責任條款，

參照兩岸現行作業方式管理。

三、承運人

雙方同意可各自指定兩岸資本在兩岸登記註冊的航空

公司，在本補充協議附件規定的航點上經營分別或混

合載運旅客、行李、貨物及郵件的定期和不定期航空

運輸業務，並事先知會對方。撤銷或更改上述指定時

亦同。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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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航航點

雙方同意兩岸通航航點沿用「海峽兩岸空運協議」的規

定，並可根據市場需求經雙方協商確定增開新的航點。

五、航空運價

雙方同意兩岸航空公司應向兩岸航空主管部門提交定期

航班的運價。

六、代表機構

雙方同意兩岸航空公司可在對方區域通航地點設立代

表機構，並自行或指定經批准的代理人銷售航空運輸

憑證、從事廣告促銷及運務(運行保障)等與兩岸航空運

輸有關的業務。上述代表機構的工作人員應遵守所在

地規定。

七、互免稅費

雙方同意在互惠的基礎上，磋商對兩岸航空公司與經營

活動有關的設備和物品，相互免徵關稅、檢驗費和其他

類似稅費，具體免稅費項目及商品範圍由雙方共同商定

，並對兩岸航空公司參與兩岸航空運輸在對方取得之運

輸收入，相互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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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入匯兌

雙方同意兩岸航空公司可隨時將其在對方區域內取得的

收入按照所在地規定的程序兌換並匯至公司總部所在地

或其他指定地點。

九、航空安全

雙方同意建立航空安全聯繫機制，相互提供一切及時和

必要的協助，共同保障兩岸航空運輸的飛行安全及旅客

的人身財產安全。發生危及航空安全事件或威脅時，雙

方應相互協助，採取適當的措施，以便迅速、安全地結

束上述事件或威脅。

十、輔助事項

雙方同意有關證照查驗、適航認證、機場安檢、檢驗

檢疫、地面代理、資料提供、服務費率等事宜，參照

航空運輸慣例和有關規定辦理，並加強合作，相互提

供便利。

十一、適用規定

雙方同意兩岸航空公司在對方區域內從事兩岸航空

運輸，應適用所在地有關規定。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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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聯繫機制

雙方同意兩岸航空主管部門建立聯繫機制，視必要

隨時就兩岸航空運輸的相關事宜進行溝通並交換意

見。

十三、實施方式

本補充協議議定事項的實施，由雙方航空主管部門

指定的聯絡人，使用雙方商定的文書格式相互聯繫

，並相互通報信息、答覆查詢等。

雙方對協議的實施或者解釋發生爭議時，由兩岸航

空主管部門協商解決。

十四、簽署生效

本補充協議自簽署之日起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後生效

，最遲不超過六十日。

本補充協議於四月二十六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

各執兩份。

附件：海峽兩岸航路及航班具體安排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董事長　江丙坤� 會長　陳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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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海峽兩岸航路及航班具體安排

依據本協議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議定具體安排如

下：

一、新闢航路

雙方同意由兩岸航(空)管部門以適當方式，就建立南線

台北與廣州飛航(行)情報區直達航路、第二條北線台北

與上海飛航(行)情報區直達航路及航(空)管直接交接程

序進行聯繫並作出具體安排。

南線飛航路線為：

自 N22o36'15" E117o57'16" 經雙方議定管制交接點

N23o00'00" E117o30'00" 至 N22o57'00"  E116o21'36"

雙向使用。

第二條北線飛航路線為：

自 N27o56'18" E123o41'39" 經雙方議定管制交接點

N28o41'57"  E123o41'39" 至 N30o45'46" E123o41'39"

雙向使用。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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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運

(一) 承運人

除桃園和台北松山機場與上海(浦東)航線雙方各指定四

家航空公司外，其餘航點每條航線雙方各指定二家航空

公司承運。

(二) 航點

1. 台灣方面同意桃園與高雄航點可經營定期航班，其餘

台北松山、台中、澎湖（馬公）、花蓮、金門、台

東等六個航點為客運包機航點。

2. 大陸方面同意在現有北京、上海（浦東）、廣州、廈

門、南京、成都、重慶、杭州、大連、桂林、深圳

、武漢、福州、青島、長沙、海口、昆明、西安、

瀋陽、天津、鄭州等二十一個航點基礎上，新增合

肥、哈爾濱、南昌、貴陽、寧波、濟南等六個航點

。上述二十七個航點可經營定期航班。

(三) 班次

雙方同意客運定期航班和包機班次總量為每週共二百七

十個往返班次，每方每週一百三十五個往返班次。其中

以下航點每方每週往返班次不超過：

1. 台灣方面：台北松山二十一班。

2. 大陸方面：上海（浦東）二十八班；北京十班；深圳

十班；廣州十四班；昆明十四班；成都十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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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航點可根據市場需求在航班總量範圍內安排定期航

班或包機。

三、貨運

(一) 承運人

每條航線雙方各指定二家航空公司承運。

(二)  航點

1. 台灣方面同意桃園、高雄航點可經營定期航班。

� 2. 大陸方面同意上海（浦東）、廣州航點可經營定期�

� � 航班。

(三) 班次

雙方同意貨運定期航班和包機班次總量為每週共二十八

個往返班次，每方每週十四個往返班次。其中廣州每方

每週七個往返班次，上海（浦東）每方每週七個往返班

次。

(四) 腹艙載貨

雙方同意相互開放客運定期航班腹艙載貨。

四、其他事宜

雙方同意在有定期航班飛行的航線上原則上不再許可

包機飛行。

經 貿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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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與海協會就「陸資赴台投資」事宜達成共識

雙方一致認為，目前兩岸關係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為

促進兩岸雙向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尤其是面對國際

金融危機對兩岸經濟的影響和衝擊，雙方應秉持優勢互補、

互利雙贏的原則，積極鼓勵並推動大陸企業赴台考察、投資

，以利於加強和深化兩岸產業合作，實現兩岸經貿關係正常

化和制度化。

雙方希望兩岸業務主管部門以適當方式建立溝通機制，

共同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

海基會表示：台灣方面誠摯地歡迎陸資來台投資。將儘

速發布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並循序漸進擴大開放投資領域

，持續推動相關工作，協助解決投資所衍生之問題，以利陸

資來台投資。

海協會表示：大陸方面將積極支持大陸企業赴台投資。

鼓勵有條件的大陸企業赴台考察，了解投資環境，尋找投資

機會。根據頒布的有關規定，為大陸有實力的企業赴台投資

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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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定期航班．陸資來台金融合作．定期航班．陸資來台

跨足兩岸

放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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