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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才政策是一國政府為發展特定產業，欲以人才驅動經濟、科技、文

化等領域發展而採取的制度措施，涉及人才的培養、引進和管理等。近年

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為了達成產業轉型升級之目

標，中國大陸政府勢必加強人力資源開發與人才引進，據以支撐和引領各

項創新工作的推展。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國臺辦發布「關於促進

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對臺 31 項措施」），其 31

項對臺措施主要是對我國產業或個人提供與中國大陸企業、居民之「同等

待遇」，藉以吸引臺灣技術、人才及資金至中國大陸發展。緊接著，配合前

項政策，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亦紛紛訂定對臺引才辦法，提供臺灣民眾或

臺商企業多項優惠措施，形成吸引臺灣人才前往大陸發展的廣泛效應。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宗旨即在分析中國大陸現行引才政策及措施對臺灣人才磁

吸之影響，並規劃我國應有之因應策略，故將全面盤點中國大陸中央部會、

主要一級行政區及重要對臺城市制定之引才政策與措施，進而分析各項引

才政策與措施對於臺灣人才的磁吸效果。其中，有鑒於兩岸在電子、半導

體、DRAM 等高科技產業競爭態勢十分明顯，本研究將特別聚焦在產業層

面，特別是高科技產業人才外流問題，同時也將針對歐、美、亞洲等重要

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機制進行比較分析，據此評估在中國大

陸釋出各項對臺措施吸納我國產業技術及管理人才後，對於我國經濟發展

與產業競合的影響，並提出我國面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效應之因應建議，

以作為政府檢視兩岸人員交流相關政策與法令之參考。 

二、研究經過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達到國家經濟發展、產業轉

型、技術升級等目標，其政府持續採取多項人才政策，不僅從世界各國大

量吸引各領域人才，同時也不斷投入大量資源進行人才培育與科技創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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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一）中國大陸引才政策涵蓋多元層面與領域 

2010年 6 月，中共中央與中國國務院聯合頒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

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此為中國大陸發佈的第一個中長期人才發展

規劃，為其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制定系列方針。《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

劃綱要（2010-2020 年）》之目標，是要促使中國大陸由「世界製造中心」

成為「世界創新創意中心」，培育或吸引人才投入中國大陸產業發展，以進

入世界人才強國之列。 

2015 年 9 月 26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口號，希望透過「雙創」推動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

自此中國大陸各地的眾創空間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透過提供創業資訊、

專家團隊輔導、彙整解讀創業政策、專案融資服務、創投基金與優惠政策

等各項資訊，吸引我國青年前往大陸創業。 

本文所關注的產業人才與技術人才方面，近年來中國大陸大力發展電

子資訊與半導體產業，並仿效德國工業 4.0 推動「中國製造 2025」政策，

人工智慧、雲端運算、智慧城市、物聯網等領域成為中國大陸重點優先發

展產業。為掌握這些高端領域的技術研發，中國大陸政府一方面透過在國

際上入股或購併主要企業，另一方面藉由挖角關鍵技術人才，強化自身研

發與生產能力。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

見》，作為近年來中共中央部會、一級行政區、各省級地方政府對人才培育、

引進、交流等施政措施的基本方針，至今中國大陸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已陸

續頒布各式各樣的人才相關政策，涵蓋各個產業領域、創業、資金等面向。

對臺方面，除了前述兩岸青創基地與優勢產業人才吸引之外，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布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對臺 31 項

措施」），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對臺開放力度最大的一項措施，不僅對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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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訂做政策辦法，更對臺灣人才和企業提供與中國大陸國民和企業之「同

等待遇」，廣泛開放包括金融、教育、文化、影視、社會、醫衛等領域，觸

及對象從企業人才、技術人才、專業人才到青年、學術人才與一般民眾。 

（二）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其磁吸效應將衝擊臺灣經濟與產業發展 

隨著中國大陸政府為了轉變產業經濟結構、打造創新型國家，中國大

陸開始大力培養和引進人才，透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世界各國人才前往。

臺灣因為兩岸經貿往來密切，臺商至中國大陸投資時日已久，兩岸之間人

才交流與產業融合十分緊密。因此，一旦中共官方提出相關政策，意圖吸

引臺灣各界人才或企業前往就業、投資時，即會對臺灣整體經濟和產業發

展造成影響。我國電子資訊、半導體、智慧城市、智慧機械等產業具有一

定優勢和利基，但隨著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已有許多臺灣廠

商或人才被吸納進中國大陸相關行業，導致臺灣既有優勢正逐步遭到侵蝕。 

以「對臺 31 項措施」來看，對於臺灣人民而言，其中共有 19項涉及

逐步為臺灣民眾提供與大陸人民的同等待遇，有 12 項措施涉及加快給予

臺商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這些針對臺商、臺生和臺灣民眾在經營、

求學、影視和文化等各業的登陸提供「國民待遇」，相關優惠措施對於臺灣

民眾與企業而言，或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以往侷限在青年創業與臺商的政

策擴大後，各個年齡層的民眾都可能因此被吸引而出走。 

此外，由於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扶植其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

「中國製造 2025」和「工業 4.0」相關之產業，如面板、太陽光電、半導

體、工具機、高階電子零組件等重點關鍵技術人才遭中國大陸企業挖角時

有耳聞。 

對臺灣而言，隨著青年學子與專業人才的出走，將直接衝擊我國創新

能量與研究技術發展。此一現象將會對廠商技術研發造成影響，進而影響

企業投資佈局的考量。而伴隨高科技人才流失而來的高端技術外流、專利

侵權、營業秘密等問題，對於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將造成重大影響，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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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臺灣經濟發展與兩岸產業競合造成衝擊。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總結提出以下重要研究發現： 

1. 中央推動、地方響應，因應地方特色適性發展，針對臺灣人才進行「遍

地開花」的全面吸納，這些政策誘因可能加速我國產業的中高階人才

外流至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 

2.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係以促進「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推動與落實

為目標，吸納臺灣高階及中高階人才以取得臺灣產業先進技術或協助

中國大陸研發先進技術，當前引才之對象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

包括高科技、金融、生技醫療、文化創新之產業人才，其中又以高科

技產業人才為主。 

3. 參考美、歐、德、荷、日、韓、星等國針對中國大陸對外引才之因應

策略，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產業型態與企業文化亦有所差異，歸納其

中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為以下五點：（1）可以參考美國的作法，以法律

規範專業人才與技術外流；（2）德國重視技職教育與學用合一的育才

政策，值得我國學習；（3）借鏡歐盟、荷蘭、新加坡、韓國等國的創

新育成政策培養人才；（4）新加坡與韓國注重改善整體工作環境，強

化中小企業人才培訓；（5）日本強調穩定的就業環境與升遷模式，培

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 

4.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國安問題，因為高科技

人才往往掌握先進技術，甚至是敏感科技。此外，人才、技術的磁吸

效應亦可能加速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同時削弱我國研發創新的動能，

進而使中國大陸趕超我國優勢產業。 

5. 就長遠而言，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的未來走向及對臺灣的影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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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為三大面向：（1）過去引才政策的手段是「給予特權」；如今中國

大陸採取「同等待遇」原則為手段，對臺引才政策力道不斷加強，將

使其「兩岸融合」之統戰目標加速實行；（2）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範

圍將會持續加深加廣，全面吸納臺灣人才，並運用臺灣人才之技術與

管理能力促其產業發展，直至臺灣人才喪失最後的利用價值；（3）中

國大陸引才政策的背後考量因素是其產業發展政策，二者之間是連動

關係，故對臺引才造成的磁吸效應，可能會影響我國產業發展及兩岸

產業鏈關係，甚至使臺灣失去給臺海安全帶來「矽屏障」的半導體產

業優勢。 

（二）研究建議 

本文的建議可以分為短期政策建議與中長期政策建議，茲分述如下： 

1. 短期政策建議 

（1） 透過員工報酬激勵措施，加大力度留住「關鍵人才」。 

（2） 協助企業加強技術安全、營業秘密管理，避免我國優勢產業技         

術機密隨企業人才被挖角而外流。 

（3） 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人才外流。 

（4） 打造適合科研人才的薪資環境，避免臺灣科技教師出走。 

（5） 多方客觀提供中國大陸生活環境、文化等相關訊息，讓國人準確

認知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機會與風險。 

（6） 放寬外國人士來臺相關政策，積極引進外籍專業人才。 

（7） 利用美「中」貿易衝突，提高我國關鍵技術人才赴陸求職的成本。 

2. 中長期政策建議 

（1） 穩定經濟成長，提高國內薪資水準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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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科技學術人才與產業界相結合。 

（3） 修改稅則，提高企業創新與留才誘因。 

（4） 打造適合新創產業創新創業的環境，與國際鏈結，擴大科技人才

在臺發展空間 

（5） 將人才外流問題提高到國安層面，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

人才外流，並設定國家戰略發展產業，積極管理關鍵技術人才。 

（6） 聯合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結合我國在東南亞的既有臺商與在陸

臺商，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避免「一帶一路」吸納我國在陸臺商

之投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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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發展，現今社會已邁入以知識經濟、科技和

創新為主的年代，人力資本成為各國經濟發展與國家競爭力強弱之關鍵因

素，人才流動亦成為各國政府關心的重要議題。根據 Adecco 集團、歐洲工

商管理學院（INSEAD）和塔塔通信公司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聯合發布的

2017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報

告，瑞士的人才競爭力全球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國，中國大陸排

名第 43。1報告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通常與其人才競爭力存有內在

關係，透過培訓人才、吸引和挽留人才，將有助於強化企業競爭力與提升

國家生產力，人才仍是現今全球經濟中極為重要且關鍵的資源。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不僅吸引臺灣人才與資金，也對其他世界經濟

大國產生磁吸效應。近年來，中國大陸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於 2015

年 5 月發布「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目標是預計到 2025 年，中國大

陸將從「製造大國」成為「製造強國」；2016 年 3月通過「十三五規劃」，

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期望能藉此確保

達到 2020 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其中在產業政策方面，以「創

新」做為主軸，並聚焦於「中國製造 2025」及「互聯網+」，致力於強化企

業創新、培育發展新興産業，推動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希望透過資

訊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帶動製造業轉型升級。 

為了達成產業轉型升級之目標，中國大陸政府勢必加強人力資源開發

與人才引進，據以支撐和引領各項創新工作的推展。其國家主席習近平亦

多次強調，人才是改革的關鍵與重要資源；2018 年 3 月中國大陸「兩會」

                                                 

1 鉅亨網新聞中心，2018，〈2017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 瑞士傲視全球稱王〉，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23269，查閱時間：201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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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習近平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更表示：「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

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2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亦透過各種優惠政策或

「綠色通道措施」3，加速吸引海外人士或海歸人才回流。 

對於臺灣而言，由於中國大陸與臺灣一方面存在產業競爭關係，尤其

是在半導體等臺灣居於領先優勢的高科技產業方面，臺灣相關企業近年來

常面臨人才被中國大陸挖角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亦把吸引臺

灣人才作為對臺統戰及補強其產業弱點的重要工作，極力爭取臺灣高科技

產業及技術人才至中國大陸發展。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國臺辦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對臺 31項措施」），其 31 項對臺措施主要

是對我國產業或個人提供與中國大陸企業、居民之「同等待遇」，藉以吸引

臺灣技術、人才及資金至中國大陸發展。緊接著，配合前項政策，中國大

陸各地方政府亦紛紛訂定對臺引才辦法，提供臺灣民眾或臺商企業多項優

惠措施，形成吸引臺灣人才前往大陸發展的廣泛效應。 

對我國而言，由於兩岸之間特殊的政治關係，以及兩岸之間經濟貿易

往來十分密切，故國內資金、技術或人才流動至中國大陸皆易引起臺灣各

界的特別關注，且亦可能對我國經濟、產業發展造成重大衝擊。因此，如

何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於臺灣人才流動的影響，實為一重要的研究課

題。 

一、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與科技人才現況 

在中國大陸政府經濟戰略規劃發展下，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十分

                                                 

2 聶晨靜，2018，〈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2018-03/07/c_1122502719.htm，查閱時

間：2018/8/13。 
3 綠色通道措施指對各領域臺商，在租稅、融資、研發、創新等領域提供同等待遇，支持臺商

透過「銀稅互動」項目，獲得無抵押信用貸款，降低融資成本。臺胞方面，則替臺胞在創

業、就業提供種種便利，包括：居住滿一年臺胞，可享同等住房公積金使用待遇；實現臺胞

證與大陸居民身分證同等使用；對醫師等職業考照、執業審核過程，明定工作回覆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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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根據中國大陸 2018 年 4 月提出之《2016 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現

況分析》4，2016 年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已經突破 15兆元人

民幣，比 2015 年增長 9.9%。就行業別來看，2016年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

業營業收入佔所有高科技產業的 56.8%，比 2015 年提高 0.8%，產業分布

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省份，其中，廣東、江蘇兩省的營業收入在全中國大

陸的佔比達到 54.5%。 

醫藥製造業營業收入佔比 18.3%，與 2015 年約略相同，在高科技產業

中排名第二。其中，山東、江蘇兩省的營業收入佔全中國大陸比重分別超

過 16.1%與 13.7%，但相較其他產業，此一產業的分佈較為平均。排名第

三的是電腦及辦公設備製造業，佔比為 12.8%，比 2015 年下降 0.8%，主

要分佈在東部沿海省份，廣東、江蘇、上海三省市的營業收入即佔全中國

大陸的 51.6%。第四名為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營業收入佔比為 7.6%，

比 2015 年提升 0.1%。江蘇省在此產業持續維持領先態勢，2016 年的營業

收入佔全中國大陸比重達到 38.1%。 

簡言之，電子資通訊、電腦製造，以及醫藥、醫材產業四者相加共佔

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營業收入之 95.5%，其中又以電子資通訊佔過半收入，

同時，高科技產業顯然偏重於東部沿海省份，如廣東、江蘇、上海等地。 

經費投入方面，在創新驅動發展策略的引領下，中國大陸的研發活動

資金投入持續增加，2016 年中國大陸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發經費投入達

2,260.2 億元人民幣，比 2015 年增加 123.7 億元人民幣，增長 5.8%。企業

研發投入方面，2016 年大中型高科技產業企業研發經費達到 2,437.6 億元

人民幣，佔大中型製造業研發經費的 30.6%。 

2015年所公布之「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政府推動中長期產業結

構調整的主要政策措施，也是其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首個十年綱領。

                                                 

4 2018，〈2016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現況分析〉，

http://www.most.gov.cn/kjtj/201804/P020180402664275934302.pdf，查閱時間：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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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邁入製造強國行列，「中國製造 2025」採重點突破的發展原則，選

擇十大優勢和戰略產業實現重點突破，力爭 2025 年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或

國際先進水準。為達到目標，中國大陸政府勢必針對重點產業對外吸引、

招募人才，以全面提升中國大陸戰略產業、高端技術發展。 

從人才層面來看，人才強國戰略為中國大陸國家重要發展策略之一，

中國大陸政府不僅從世界各國大量吸引各領域人才，同時也不斷投入大量

資源進行人才培育與科技創新研發。根據中國科學技術部發布的數據，

2016 年中國大陸研發人員總數為 583.1 萬人，比 2015 年增加 6.4%。萬名

就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數從 2010 年的 33.6 人年/萬人上升到 2016年的 50人

年/萬人，年均增長 6.9%。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研發人員達到 37.9 萬人，

碩士 84.6 萬人。5顯見中國大陸研發人力的投入強度維持穩定成長的態勢。 

若以半導體產業來看，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

中心發布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2016-2017）》，調查統計的 600

多家重要企業中，在整體產業鏈裡，晶片設計服務與無晶圓半導體公司等

IC設計企業占 50%，其中無晶圓半導體企業達到 58%。人才分布方面，目

前中國大陸積體電路產業人才分布呈現「一軸一帶」的趨勢，即東起上海、

西至成都和重慶的沿江分布，以及北起大連、南至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分布

帶。再者，即使中國大陸研發人力的投入每年持續增長，但半導體產業依

舊存在產業人才缺口，若僅依賴中國大陸高校與研發機構培養人才，並無

法滿足當前中國大陸 IC產業發展的需求。此外，相對於歐美已開發國家，

中國大陸積體電路企業擁有 10年以上工作年資的人員較少。其中，晶圓製

造和代工企業，10 年工作經驗以上的人員較多，但封裝測試類企業則是以

3 年以下工作年資的人才占大多數。由此亦可看出，在中國大陸境內人才

培育不及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勢必要在世界各國尋找半導體產業人才，

以因應其國內產業發展；其中，臺灣因積體電路相關產業上下游發展完整、

                                                 

5 2018，〈2016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狀況分析〉，

http://www.most.gov.cn/kjtj/201803/P020180305380063904804.pdf，查閱時間：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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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技術人才培育與訓練完善，又為中國大陸政府與相關企業意欲挖角產

業技術人才的重要目標。 

二、中國大陸引才政策涵蓋多元層面與領域 

引才政策是一國政府為發展特定產業，欲以人才驅動經濟、科技、文

化等領域發展而採取的制度措施，涉及人才的培養、引進和管理等。中國

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達到國家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技術升

級等目標，其政府持續採取多項人才政策。過去已有研究分析中國大陸的

科技人才政策內容，6或是以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為研究對象，分析中國大陸

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變化。7對於中國大陸科技人才的引入效果，有學者以

浙江省「九五」到「十二五」期間的科技人才政策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結果指出中國大陸的科技人才政策之連續性、穩定性尚有待完善。8另有研

究指出，中國大陸當前的科技人才政策，重點在於實施科技人才分類評價，

建構以能力和貢獻為導向的評價和激勵機制，9中國大陸政府對於高階人才

的引進，仍存在法規弱化、政策項目碎片化等問題，10儘管目前中國大陸從

中央各部委到地方都已經制定相關指導性、持續性政策，逐步形成較為健

全的科技人才政策體系，但仍需透過立法建構科技人才法治制度體系，以

保障科技人才財產、專利、智慧財產權等權益。11 

2010年 6 月，中共中央與中國國務院聯合頒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

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此為中國大陸發佈的第一個中長期人才發展

規劃，為其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制定系列方針。《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

                                                 

6 劉波、李萌、李曉軒，2008，〈30年來我國科技人才政策回顧〉，《中國科技論壇》，11：3-7。

聞雯，2016，〈中國高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5（5）：8-10 
7 杜紅亮、任昱仰，2012，〈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海外科技人才政策演變歷史探析〉，《中國科技

論壇》，3：18-23 
8 盛亞、于卓靈，2015，〈科技人才政策的階段性特徵—基於浙江省「九五」到「十二五」的政

策文本分析〉，《科技進步與對策》，6：125-131 
9 李哲，2017，〈科技創新政策的熱點及思考〉，《科學研究》，2：177-182 
10 鄭代良、鍾書華，2012，〈中國高層次人才政策現狀、問題與對策〉，《科研管理》，33（9）：

130-137 
11 劉忠艷、趙永樂、王斌，2018，〈1978-2017年中國科技人才政策變遷研究〉，《中國科技論

壇》，2：13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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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綱要（2010-2020 年）》之目標，是要促使中國大陸擺脫在全球化經濟體

系中「體力勞動者」和「低端知識工人」的角色，由「世界製造中心」成

為「世界創新創意中心」，培育或吸引人才投入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確立中

國大陸國家人才競爭比較優勢，提升國家整體素質，以進入世界人才強國

之列，讓中國大陸從區域大國轉變為世界大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

國。此亦可看出，現階段中國大陸已經將引進人才之工作列為國家發展戰

略的重要課題。 

2015 年 9 月 26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口號，希望透過「雙創」推動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

自此中國大陸各地的眾創空間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2015 年，由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海協會）、國臺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工業和

信息化部（工信部）等部門創設的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平臺配合成立，江蘇、

浙江、北京、廣東、福建各省市亦逐步設立兩岸青創基地。透過提供創業

資訊、專家團隊輔導、彙整解讀創業政策、專案融資服務、創投基金與優

惠政策等各項資訊，吸引我國青年前往大陸創業。目前中國大陸已在北京

等 20個省市批准設立 76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提供臺

灣年輕人落地創業優惠與資金補助，吸引臺灣年輕人在中國大陸創業或就

業，目前已累計超過 1萬名臺灣青年在基地和示範點實習就業創業。12 

而本文所關注的產業人才與技術人才方面，近年來中國大陸大力發展

電子資訊與半導體產業，並仿效德國工業 4.0 推動「中國製造 2025」政策，

人工智慧、雲端運算、智慧城市、物聯網等領域成為中國大陸重點優先發

展產業。為掌握這些高端領域的技術研發，中國大陸政府一方面透過在國

際上入股或購併主要企業，另一方面藉由挖角關鍵技術人才，強化自身研

發與生產能力。對臺灣而言，我國電子資訊、半導體、智慧城市、智慧機

械等產業具有一定優勢和利基，但隨著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12 2018，〈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再增 23個〉，新華社，

http://big5.gwytb.gov.cn/wyly/201809/t20180913_12059457.htm，查閱時間:2018/9/20 

http://big5.gwytb.gov.cn/wyly/201809/t20180913_120594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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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許多臺灣廠商或人才被吸納進中國大陸相關行業，導致臺灣既有優勢

正逐步遭到侵蝕。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

見》，作為近年來中共中央部會、一級行政區、各省級地方政府對人才培育、

引進、交流等施政措施的基本方針，至今中國大陸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已陸

續頒布各式各樣的人才相關政策，涵蓋各個產業領域、創業、資金等面向。

對臺方面，除了前述兩岸青創基地與優勢產業人才吸引之外，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布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對臺 31 項

措施」），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對臺開放力度最大的一項措施，不僅對臺量

身訂做政策辦法，更對臺灣人才和企業提供與中國大陸國民和企業之「同

等待遇」，廣泛開放包括金融、教育、文化、影視、社會、醫衛等領域，觸

及對象從企業人才、技術人才、專業人才到青年、學術人才與一般民眾。 

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其磁吸效應將衝擊臺灣經濟與產業發展 

在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人力資本已然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

基礎，全球「人才爭奪戰」也愈趨激烈。隨著中國大陸政府為了轉變產業

經濟結構、打造創新型國家，中國大陸開始大力培養和引進人才，透過各

種優惠措施吸引世界各國人才前往。臺灣因為兩岸經貿往來密切，臺商至

中國大陸投資時日已久，兩岸之間人才交流與產業融合十分緊密。因此，

一旦中共官方提出相關政策，意圖吸引臺灣各界人才或企業前往就業、投

資時，即將會對臺灣整體經濟和產業發展造成影響。 

以「對臺 31 項措施」來看，對於臺灣人民而言，其中共有 19 項涉及

逐步為臺灣民眾提供與大陸人民的同等待遇，包括向臺灣民眾開放 134 項

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臺灣民眾可以申請參與「千人計畫」、「萬人計畫」以

及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社會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多項基金，

能夠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和評獎項目、榮譽稱號評選，加

入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與大陸扶貧、公益等基層工作。再者，



8 

 

臺灣民眾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可不受數量限制。大

陸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臺灣生產的電

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制。此外，也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

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限制。 

對於企業而言，「對臺 31項措施」共有 12 項措施涉及加快給予臺商企

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包括明確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

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符合條件的臺商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臺商也能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

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開放臺商

公平參與政府採購；臺商亦可透過合資合作、購併重組等方式參與中國大

陸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這些針對臺商、臺生和臺灣民眾在經營、求學、影視和文化等各業的

登陸提供「國民待遇」，相關優惠措施對於臺灣民眾與企業而言，或具有相

當的吸引力。以往侷限在青年創業與臺商的政策擴大後，各個年齡層的民

眾都可能因此被吸引而出走。例如，臺灣近年因為少子化，對於教師需求

大幅減少，因而出現為數眾多的「流浪教師」，許多年輕教師極可能在中國

大陸優惠政策吸引下，前往中國大陸尋找工作。其次，著眼於大陸市場與

未來職業發展，在「同等待遇」的吸引下，臺灣年輕學子或是具備專業知

識和技術的白領階級，亦可能因此前往中國大陸就學，抑或參加職業資格

考試以便在中國大陸就業。對臺灣而言，隨著青年學子與專業人才的出走，

將直接衝擊我國創新能量與研究技術發展。此一現象將會對廠商技術研發

造成多大影響，進而影響企業投資佈局的考量，並對未來臺灣經濟發展與

兩岸產業競合造成哪些衝擊，將需要持續密切觀察。 

此外，由於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扶植其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

「中國製造 2025」和「工業 4.0」相關之產業，如面板、太陽光電、半導

體、工具機、高階電子零組件等重點關鍵技術人才遭中國大陸企業挖角時

有耳聞。例如，2015 年底，原華亞科董事長轉赴中國大陸紫光集團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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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造成一波臺灣記憶體產業人才流向中國大陸的情形發生。132016 年鴻海

集團旗下的群創光電 48 名工程師集體跳槽至中國大陸彩虹光電，面臨關

鍵技術外流的疑慮。截至目前為止，臺塑旗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廠南亞科已有約 50 名員工被中國大陸企業鎖定為挖角對象。14記憶體製造

廠華邦電亦同樣面臨中國大陸廠商挖角高階技術人才的威脅。15伴隨高科

技人才流失而來的高端技術外流、專利侵權、營業秘密等問題，對於臺灣

高科技產業發展將造成重大影響，將需要進一步觀察與評估後續效應。 

四、文獻回顧 

中國大陸為面對全球化發展、因應產業升級需要，自 2008 年起，即

在海外長期駐點攬才，並啟動多項延攬海外人才計畫，包括實施「海外

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即「千人計畫」），引進國家重點產業、實驗室等

各類領域所需人才；2011年執行「青年千人計畫」，吸引 2,000 名青年人

才；2012 年 8月中國大陸推出「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又稱為

「萬人計畫」，預計運用 10 年時間，遴選約 1萬名境內外自然科學、工

程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高層次人才，並給予特殊待遇及資源投

入。 

長期以來，我國學界與政府相關部門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大陸相關人才

或引才政策，並就此進行相關計畫的研究論述與比較分析。諸如史惠慈16、

陳信宏、林欣吾和溫蓓章17、陳信宏、蔡慧美和溫蓓章18、陳信宏19、李宜

                                                 

13 Liu milo，2016，〈高啟全出手，台灣 DRAM 產業恐現逾百人才出走潮〉，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6/08/26/charles-kau-dram/，查閱時間：2018/3/15。 
14 楊伶雯，2018，〈《觀察》陸企高薪挖角竊密層出不窮 台灣科技廠的痛〉，鉅亨網，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051832?exp=a，查閱時間：2018/3/15。 
15 2018，〈大陸挖角威脅不斷 台灣半導體廠高度警戒〉，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073105?from=udn-hotnews_ch2，查閱時間：2018/4/12。 
16 史惠慈，2004，〈中國積極向外延攬人才〉，《經濟前瞻》，92: 83-89。 
17 陳信宏、林欣吾、溫蓓章，2006，〈國際人才流動趨勢與台灣的發展隱憂〉，《經濟前瞻》，

106: 104-112。 
18 林信宏、蔡慧美、溫蓓章，2007，〈國際人才流動、政策趨勢及我國的海外人對策〉，《臺灣

經濟論衡》，5(12): 28-45。 
19 陳信宏，2007，〈主要國家吸引人才政策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九十五年度計畫執

行成果報告，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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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及柯雨瑞、黃翠紋、潘維政21等學者所做出的相關研究計畫或論文報告，

以及其他如政府部門的郭逢耀及鄭瓊芬22等官員之訪問報告等，雖非直接

針對中國大陸人才或引才政策進行研究，但皆有針對中國大陸部份進行說

明。 

表 1 學者或政府報告針對中國大陸人才或引才政策的相關論述重點 

作者 篇名/書名 重點論述內容 

史惠慈 中國大陸積極向

外延攬人才 

中國大陸面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轉

型，因而積極引進海外人才，以科技與

經濟發展所局需人才為主 

陳信宏、

林欣吾、

溫蓓章 

〈國際人才流動

趨勢與台灣的發

展隱憂〉 

中國大陸在高科技領域快速擴張，也使

部分領域面臨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因而

提出「引智計畫」，以為吸引外國專家

進駐 

陳信宏、

蔡慧美、

溫蓓章 

〈國際人才流

動、政策趨勢及

我國的海外人對

策〉 

著眼於經濟快速發展中高階人力短缺；

以吸引因留學旅居國外華裔和高階外籍

人才為主。 

陳信宏 〈主要國家吸引

人才政策之研

究〉 

中國大陸為了延攬海外人才，除了提供

有利的條件吸引外，也透過策略性的政

策與制度引進特定領域所需的高階人

才。 

李宜 〈國際人口移動

對我國勞動市場

受到兩岸產業分工樣態的改變，國內西

進的製造業人才已由生產部門擴大至研

                                                 

20 李宜，2009，〈國際人口移動對我國勞動市場及經社發展之影響與因應對策〉，（98）

052.817，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1 柯雨瑞、黃翠紋、潘維政，2018，〈我國延攬及僱用外國專業人才機制之現況、困境與因應

對策〉，《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8：109-114。 
22 郭逢耀、鄭瓊芬，2007，〈「中國大陸現階段延攬科技人才政策研究」訪問報告〉，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訪問），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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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社發展之影

響與因應對策〉 

發部門，而服務業專業人才西進的情況

也方興未艾。 

郭逢耀、

鄭瓊芬 

〈中國大陸現階

段延攬科技人才

政策研究〉 

中國大陸延攬的科技人才，係以創新團

隊、年輕學者為主，並將延攬人才資源

集中在 45歲以下，返回中國大陸執行

研究計畫的華籍的年輕學者。 

柯雨瑞 

黃翠紋和

潘維政 

〈我國延攬及僱

用外國專業人才

機制之現況、困

境與因應對策〉 

中國大陸在提高人才吸引力這一方面做

出不少努力，但在將中國變成為高技術

型人才之移民目的地這一方面，仍然有

很大之改進、精進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然一直以來臺灣人才外流與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磁吸效應，或為臺

海兩岸經貿互動密切所必然產生的結果。這種情形自 2002 年中國大陸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愈加明顯。對此，我國雖有「臺灣人才流失已成為國安

問題」的危機意識，但尚未提出有效因應對策來回應中共相關策略與做法。

隨著中國大陸在 2018 年 2月 28日提出「對臺 31 項措施」，將臺灣產業暨

技術的高階人才列為主要吸納對象後，臺灣各界亦再度關切及重視中國大

陸對臺人才的磁吸效應。尤其隨著「十三五規劃」、「中國製造 2025」以及

「一帶一路」戰略，在這一連串產業政策下所推動的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

中國大陸對於中高階產業技術及研發人才的需求與日劇增，這將使中國大

陸加強其政策力道，提出更多政策誘因，以吸納更多臺灣高科技人才前往

發展，這對臺灣經濟或產業發展，尤其在臺灣人才的競爭上，面臨更嚴峻

的挑戰。 

由上可知，隨著中國大陸頒布力道更大的引才政策，臺灣產業人才基

於市場或職業發展考量，都可能受到吸引或影響而有意前往發展，凡此都

將會對臺灣資金、技術和人才產生磁吸效應。面對中國大陸中央及各地方

政府不斷釋出各項政策措施吸納我國人才，將可能造成我國人才大量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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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國大陸，並影響兩岸經貿與產業競合發展。本研究之宗旨即在分析中

國大陸現行引才政策及措施對臺灣人才磁吸之影響，並規劃我國應有之因

應策略，故將全面盤點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主要一級行政區及重要對臺城

市制定之引才政策與措施，進而分析各項引才政策與措施對於臺灣人才的

磁吸效果。其中，有鑒於兩岸在電子、半導體、DRAM 等高科技產業競爭

態勢十分明顯，本研究將特別聚焦在產業層面，特別是高科技產業人才外

流問題，同時也將針對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

相關機制進行比較分析，據此評估在中國大陸釋出各項對臺措施吸納我國

產業技術及管理人才後，對於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競合的影響，並提出我

國面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效應之因應建議，以作為政府檢視兩岸人員交流

相關政策與法令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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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為釐清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我國人才磁吸之具體影響，尤其針對中國

大陸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引才措施，提出相關因應建議，俾利政府有效緩

解人才與技術外流的壓力。本研究團隊擬採用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

深度訪談法等方法掌握相關研究資料。具體研究方法內容，以及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詳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並召開專家座談

會及進行深入訪談與實地訪查。首先在文獻分析部分，主要是透過兩岸政

府（官方）、研究機構、學術期刊等文獻的蒐集，瞭解中國大陸，包括中央

部會、一級行政區及重要對臺城市之引才政策及對臺引才措施與現況；藉

以分析中國大陸對臺人才磁吸之影響與衝擊。其次，利用比較研究法縱向

分析及探討臺灣及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

機制作為與彼此間比較分析。同時，透過座談會、深度訪談與實地訪查等

方式，廣泛收集各方意見，以分析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我國之影響，並研

議我國之因應對策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謹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為瞭解中國大陸相關引才政策措施及法規命令，尤其對臺引

才相關政策措施，針對各類有關中國大陸引才政策之官方文件，進行廣

泛的文獻蒐集與分析。文獻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與解釋現在，並

對未來情勢提出預判。 

本研究文獻分析的主題可分為四個部分： 

1. 中國大陸相關引才政策及對臺引才措施與現況，包括中央部

會、一級行政區及重要對臺城市。 

2. 中國大陸對臺人才磁吸之效應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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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及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

機制作為與比較分析。 

4.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臺人才磁吸之因應。 

針對上述四個議題進行文獻蒐集、整理與分析，有助於研究團隊分

析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特別是中國大陸此次「對臺 31項措施」中有關引

才政策的重點，及其對臺人才磁吸之效應與影響；繼而探討當前臺灣及

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例如德國、新加坡、美國、日本、南韓對於中

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措施、機制與比較分析，以作為研議政府因應策

略建議之參考依據。 

本計畫蒐集之資料來源有： 

1. 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引才相關法規、政策、

措施、命令等官方文件。 

2. 與研究主題相關之學術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以及政府委託

學術單位進行之研究報告。 

3. 與研究主題所屬之相關之單位所提出的政策規劃報告等相關

資料。 

4. 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計畫、研討會論文等。 

5. 網路上有關本研究主題之專題報導、名家觀點、訪談紀錄、新

聞評論、智庫意見等時事性資料。 

（二）比較研究法 

除文獻資料分析外，本研究以比較研究法來進行研究。比較研究法

是將兩種以上的問題或現象，進行有計畫、有目的的敘述，並加以對照、

分析，找出其中的異同優劣，之後歸納出趨勢或原則，做為解決有關問

題之參考。因此，本研究除分析中國大陸人才磁吸對臺灣的影響外，並

將針對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因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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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作為的可能利弊得失，據以作為臺灣研議因應對策之參考，針對

臺灣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的相關配套提出政策建議。藉由比較研究法

分析歐、美、亞洲等重要國家在面對中國大陸相關引才政策時的因應作

為，以及對臺灣可能遭遇的挑戰、影響與衝擊，進一步探討、分析我政

府應如何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所產生之負面效應，並提出具體可行之

政策建議。 

（三）專家座談會 

本研究透過焦點座談法，邀請專家進行座談並提出看法，並進一步

提出政策建議。透過專家座談方式，廣泛收集各方意見，並據此做出具

有次序性及邏輯性的完整系統性分析。在焦點座談人員之選取上，本研

究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人士進行焦點座談，包括政府代表、專家學者

與相關民間團體及企業代表。討論議題如下： 

1. 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一級行政區及重點對臺城市其之對臺引才政

策與措施之評估與分析 

2. 歐、美、亞洲重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因應機制 

3. 臺灣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措施衝擊影響下的可能作為 

4. 各國因應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措施之因應作為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5.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與現行兩岸人員交流法制扞格之分析 

6.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影響與因應建議 

7.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兩岸產業競合之影響與因應建議 

8. 臺灣人才赴陸發展之動機與強化臺灣留才環境之政策建議 

（四）深度訪談 

為更深入了解臺灣產業人才與技術人才赴陸工作之動機原因，以及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之影響、臺灣產業人才赴陸就業之誘因，本研究

深度訪談 2 位現已在中國大陸工作、創業之臺籍人士。透過了解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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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心路歷程，本團隊據此深入分析臺灣民眾赴陸就業的

關鍵因素，以及在當地工作所面臨的各項政治、法規問題或社會、文化

衝擊，掌握臺灣民眾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經商實況，深入瞭解中國大陸人

才政策之效應及其對臺灣人才、民眾之影響，確實描繪出臺灣民眾前往

中國大陸工作與在當地發展的脈絡圖像。 

（五）赴中國大陸進行訪問 

本研究規劃兩次赴中國大陸訪談之行程，第一次安排三天兩夜的行

程前往北京，拜會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相關單位，包括國臺辦海峽兩岸關

係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全國臺灣研究會、中關村企

業等；第二次安排四天三夜的行程前往上海、寧波，拜會和訪談上海東

亞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市臺辦經濟處、上海社科院臺灣研究

中心、寧波大學臺灣研究院等單位，赴中國大陸訪談之目的在掌握中國

大陸引才政策之全貌和具體執行情況，及其可能對臺灣人才在中國大陸

發展的後續影響，以為研議政府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相關策略建議之

基礎。 

相關訪談議題如下： 

1. 當前中國大陸相關引才政策及對臺引才措施的重點項目。 

2. 世界各國人才至中國大陸就業之現況。 

3. 臺灣產業人才赴陸就業之動機。 

4.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落實情況與具體執行效果。 

5. 中國大陸對臺人才磁吸之效益影響評估。 

二、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之議題分析，搭配研究團隊規劃之計畫執行方法，研究團隊

先盤點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一級行政區、重要對臺城市之引才政策與配套

措施，分析中國大陸對臺灣人才、政策措施之磁吸效應；其次，將探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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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要國家針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措施之因應策略。 

針對本議題的政策建議，研究團隊除透過比較各國政府的相關作為，

研議歸納可供我國借鏡之處以外，並舉辦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訪問中國

大陸重要相關單位，以廣泛徵詢各界對於臺灣人才赴陸的看法與建議，進

而提出各項具體之因應作法，包括因應大陸中央至地方多元引才措施之建

議、因應兩岸產業競合與人才流動之建議、臺灣人才赴陸發展之動機分析

與因應建議供委辦單位參考。 

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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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對臺引才措施 

近年來，隨著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興起，帶動新一波的製造業升級

轉型，致使中國大陸對人才的需求越趨明顯且強烈。這主要乃是因為中國

大陸已逐漸從產業鏈的「中端」，如加工製造，開始轉向往「高端」如研發

端邁進，因而需要更多的科技研發及產業技術人才，為培養及爭取人才投

入科技產業，中國大陸提供了物質保障及社會福利，並改善工作以及生活

環境，藉以吸引更多的世界的跨國公司以及人才進駐。為此，中國大陸在

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層次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科技創新人才

投入產業界以促進創新驅動型的經濟。而臺灣在半導體、精密機械、智慧

機械、生技醫療以及自動車等產業相對於中國大陸具有優勢，相關產業人

才成為中國大陸亟欲招募及吸收的對象。 

中國大陸在 2015 年推出「中國製造 2025」的戰略計畫後，不僅為中

國大陸製造業轉型指引方向，也加速其對相關產業人才的需求。主要因為

在「中國製造 2025」的戰略下，製造與服務相互融合，製造業的技術從原

有技術透過技術創新跨越到新技術。因此，在人才需求上也更加的多樣化，

特別是在先端科技或產業人才的需求上，需要科技人才具有工程技術各方

面堅實的基礎知識以及實際的適應能力，以因應瞬息萬變產業動態；再者

中國大陸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需要高層次、高水準的科技人才和

創新型人才，以投入高科技產業發展，期能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後，其整體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

國際地位及影響力大為提升，改變了區域、世界的經貿版圖，尤其在國際

分工的趨勢之下，已成為世界最具潛力的生產地與市場。近年來中國大陸

為了轉變產業經濟結構、打造創新型國家，開始大力培養和引進人才，透

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世界各國人才前往發展，此一情勢亦影響我國人才流

動情形。根據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2016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者，最多

的是前往中國大陸及港澳工作，有 40 萬 7,000 人，約占赴海外工作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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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5.9%。23 

近年來中國大陸推出吸引臺灣科技人才之措施，一直是臺灣半導體業

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根據中國大陸工信部公佈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

白皮書》指出，到了 2020 年，其半導體產業人才缺口將高達 32萬人。中

國大陸為積極強化半導體產業自主能力，從半導體上游材料、設備、IC設

計、晶圓代工到後段封裝測試等產業鏈達到自主，人才需求孔急。因此，

中國大陸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示下，已將晶片業列為中國大陸的國家發

展首要任務，並將就具有官方色彩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進行

第二輪募資，預計規模將達 1,500 至 2,000 億人民幣，屆時大陸半導體產

業將有更豐沛的資金，吸引臺灣優秀的半導體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這

將讓兩岸的人才競爭壓力加大。24 

中國大陸發展科技產業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因此，除了「千人計畫」，

中國大陸不斷擴大招募人才範圍，從海外資深、有著作貢獻的博士教授，

進而擴大至「外專千人計畫」、「萬人計畫」。足見中國大陸政府高度重視，

產業技術與研發人才的培養、招募與甄拔，以期快速拉動在地高科技產業

發展。臺灣因為與中國大陸地緣接近且具相同語言文化背景的緣故，成為

中國大陸發展高科技產業時的人才供應來源地。 

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佈的「對臺 31 項措施」，25是迄今為止中國大

陸對臺開放範圍最廣、力度最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除在吸引臺灣企業或

個人赴大陸投資發展，更凸顯出中國大陸亟欲爭取臺灣人才前往，以助其

科技產業發展。這些由中國大陸 29 個機構，26聯合發佈的對臺政策措施共

                                                 

23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105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結果〉，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426&ctNode=5624，查閱時間：2018/8/22。 
24 鍾榮峰，2018，〈陸挖角半導體人才 臺灣留才看 3大關鍵〉，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8270022-1.aspx，查閱時間：2018/9/12。 
25 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2018，〈關於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的通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查閱時間：

2018/07/19。 
26 29個機構包含中國大陸的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協調了中共中央

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以及教育部、科技部、工業和資訊化部、民政部、財政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426&ctNode=5624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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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項，其中 12項針對企業、19項針對個人，其中針對企業部分，在加

快給予臺商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方面。主要包括明確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符合條件的臺商享受高新技術

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臺商也可以特許

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針對個人部分，在於向臺灣人民開放 134 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臺灣人民

可申請參與「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及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項基金。 

此外，中國大陸主要地方省市，包括上海市、福建省、天津市、浙江

省、湖北省以及廣東省等一級行政區皆紛紛提出對臺引才政策措施，亦針

對臺灣人才提出許多引才政策及措施。例如 2018 年 5 月在福建泉州舉辦

的「海峽兩岸人工智慧與光電產業人才項目合作對接會」，有將近 60 位的

臺灣人工智慧與光電產業領域科研機構代表和專業人才與泉州相關領域

的企業對接洽談，並與 32家大陸企業達成初步合作意向。此外，也舉辦泉

州「港灣計畫」的引才政策說明會，以資金補助、金融創投、職稱評聘到

安居補助、子女入學、醫療保障之誘因等福利待遇作為訴求，吸引臺灣高

科技人才前往發展。對臺 31 項措施加強對臺人才吸引力度，將對我國專

利、研發及相關產業人才產生磁吸效應，吸引更多的臺灣專業人士前往中

國大陸，勢必對於我國高科技產業及人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衝擊。 

以下將針對大陸中央部會以及各省市之對臺引才政策措施，特別是主

要對臺工作城市引才措施進行介紹說明，最後則就中國大陸引才政策措施

對臺灣人才磁吸影響及衝擊進行分析。 

 

                                                 

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農業部、

商務部、文化部、衛生計生委、人民銀行、稅務總局、質檢總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林業

局、旅遊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文物局、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等 



22 

 

第一節 中國大陸中央部會與一級行政區之對臺引才政策措施 

中國大陸經濟正在積極尋求從出口導向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向以

科學、技術和創新為基礎的新型經濟轉型。這種轉型勢必會刺激對高技能

人才需求的快速成長。中國大陸便開始推出各式各樣的政策以吸引海外人

才和外國的技術人才前去中國大陸發展，這些政策包括「千人計畫」等試

點方案，以及北京和上海的綠卡制度等政策試驗。然而，這些政策往往針

對海外人才設置了很高的資格門檻。中國大陸在吸引海外的專業人才回國

發展以及吸引外籍產業技術人才前去發展方面推出許多改革。 

其實中國大陸早在 2000 年就推出了就推出吸引海外高階人才回流的

相關政策計畫，27其工作的重點，包括針對積極為海外高階留學人才回國

創造良好工作及生活環境，並給予稅退優惠等政策措施。在 2008 年 12 月，

中國大陸開始推動「千人計畫」，主要是歸因其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積極吸

引 2,000 名左右包含臺灣在內的海外人才投入具國家重點創新或高新技術

產業項目，藉以進促中國大陸在關鍵技術、高新產業以及新興學科能夠發

展。畢竟，在面對產業升級轉型以及國際競爭劇烈的影響下，中國大陸唯

有加強力道吸引世界前瞻科技和產業高端的高階人才，進而提升產業技術，

帶動經濟轉型升級，才能因應全球科技產業的競爭優勢。 

此外，在 2012 年 8 月推出「萬人計畫」預計在 10 年內，吸引約 1 萬

名大陸境內的創新創業人才，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

域的傑出人才、領軍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給予特殊待遇，希望藉以加快

培養出可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堅強支撐的高階創新創業人才，實現中國大

陸在 2020 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在 2016年 3 月，中共中央下發

《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28作為近年來中共中央部會、

                                                 

27 包括 2000年《關於鼓勵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的意見》、2005年《關於在留學人才引

進工作中界定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的指導意見》以及 2007 年《關於建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

回國工作綠色通道的意見》等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6，〈中共中央印發《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

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6-03/21/content_5056113.htm，查閱時間：2018/07/14。 

http://www.gov.cn/xinwen/2016-03/21/content_5056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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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行政區、各省級地方政府對人才培育、引進、交流等施政措施的基本

方針，至今中國大陸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已陸續頒布各式各樣的人才相關政

策，涵蓋各個產業領域、創業、資金等面向。此外，早在 2017 年 2月，中

國大陸教育部主導發布《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29針對「中國製造 2025」

中，所要發展的重點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

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

療器械等，採取促進產業與人才對接的政策措施，讓製造業與教育可以融

合發展，培養出創新型專業技術人才。 

表 2 中央部會引才計畫 

中央部會 配套計畫/項目 

人力資源社會 

保障部 

赤子計畫，又稱海外赤子為國服務行動計畫 

留學人員科技活動項目擇優資助 

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支持計畫 

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資助計畫 

教育部 長江學者獎勵計畫 

高校學科創新引智計畫（又稱 111 計畫） 

春暉計畫 

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 

中國科學院 中科院百人計畫 

創新團隊國際合作夥伴計畫 

自然科學基金委 傑出青年計畫 

中國科協 海外智力為國服務行動計畫又稱海智計畫 

國務院僑辦 便利外籍華人申請簽證、居留和「綠卡」 

國資委 推動中央企業大力實施人才強企戰略，全面加強人才隊伍建

設 

國家海洋局 海洋系統「十二五」引進留學人才計畫 

                                                 

29 中國大陸教育部，2016，〈三部委關於印發《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的通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500114/content.html，查閱時

間：2018/07/19。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50011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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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千人計畫網站，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中央部會引才計畫表」觀察，可以發現近幾年來中國大陸推

動「引才政策」的實際作為，諸如中央部會層級「千人計畫」等已有效成

功為中國大陸人才引進樹立示範效果，也為其產業結構發展以及轉型升級

注入更多的創新思維與活力。同時也促成各地方制定人才引進政策和項目，

以為該地方吸引更多人才前往發展，帶動在地經濟及產業發展。以上顯示，

而在中共中央引才政策的指引下，中國大陸各地及積極響應中央的引才政

策，藉以促使在地經濟發展。 

中國大陸除了重視吸引海歸人才、國際人才，同時也重視對臺灣人才

的吸引、招募工作。諸如，在 2018 年所推動的「對臺 31項措施」中，便

有許多項是為了吸引臺灣高階的產業及科技人才前去發展，諸如向臺灣人

開放 134 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臺灣人可申請參與「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及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多項基金，逐步為臺灣人提供與大陸人同

等待遇方面，其目的都是要吸納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及技術。 

無庸置疑，全球高端科技人才跨國流動的頻率加快、規模日益增大，

大力培養和引進高端科技人才是主要國家取得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抉擇。

對此，中國大陸將逐步加重其引才政策誘因，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前往發展。

近幾來，無論是從中央部會還是地方各省市，都相繼祭出屬於各自領域的

引才政策措施；以下將分別就中央部會、一級行政區的引才政策，以及其

對臺方面的引才政策措施進行分析說明。 

一、中國大陸中央部會對臺引才政策措施分析 

2018年 2 月 28 日，中國大陸推出「對臺 31項措施」，內容涵蓋金融、

就業、教育、醫療、影視等多種領域，臺商、臺生、臺青等各種創業、就

業者及專業人才都可參與各種對臺灣民眾所開放之項目；例如臺灣的科研

人員可以申請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等。其內容主要含蓋產業與個人兩大

部分，前者給予臺企與陸企同等待遇，後者提供臺灣人在大陸學習、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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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生活同等待遇。其中，12項是有關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

等待遇，包括臺資企業可參與「中國製造 2025」，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支

援符合條件的臺商，可以享有高新技術企業可減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另外，臺商也可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環

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建。而其他 19項則是有關逐步為臺灣同胞提供與大

陸同胞的同等待遇，在個人方面，針對臺灣人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

生活的民眾，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包括向臺灣民眾開放 134項國家

職業資格考試，讓更多臺灣專業人士可取得在大陸的從業資格，臺胞可申

請參與「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及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多項基金，

並放寬臺灣影視、圖書等市場准入限制。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對臺政策針對人才的引進集中在特殊關鍵技術

的考量，以致我國許多高科技或具競爭力的產業（如半導體、IC 設計等）

人才被中國大陸挖角；此外，許多學術研究人才，近年來更是受到中國大

陸引才政策吸引而前往中國大陸任教。而「對臺 31 項措施」中的諸多措

施，不僅針對前往中國大陸的臺灣民眾，更針對臺灣的研究單位及大專院

校人員提出學術補助措施，不但可以與其學術單位合作，已在中國大陸註

冊的獨立法人、研究機構，更可以負責或參與中國大陸的國家重點研發計

畫項目的申請；此外，臺灣研究人員受聘於中國大陸的獨立法人，也可擔

任重點計畫的負責人。 

中國大陸之「對臺 31 項措施」乃以各領域的多面向開放，吸引臺灣資

本、技術、人才，或將影響科技產業發展。其中在吸引臺灣人才方面： 

首先，在針對大陸臺商開放部分，包括臺商設立科研中心可以享受降

稅優惠，其影響是除了相關產業研發技術或專利會有洩漏之虞外，亦將會

迫使更多臺灣的研發人才一併前往中國大陸發展；臺灣人士和企業在大陸

設立的獨立法人可以申請或參與大陸國家科研計畫，其影響則是將會促使

更多的臺灣研發「團隊」或是整個研究室成員，一同前往中國大陸發展。

其次，針對個人開放部分，允許臺灣民眾參與中國大陸 134 項的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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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有些證照甚至可以用直接採認技能水準的方式，只進行理論考試（可

採取線上考試方式），合格者頒發相應等級職業資格證書；臺灣民眾可以申

請國家科學基金在內的各項科研基金等。30第三，鼓勵臺灣教師前往中國

大陸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且和以往

不同的是，臺灣教師在大陸高校可參與國家科研課題，且臺灣專業人才可

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目前已在大陸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

與國家「萬人計畫」，這將吸引更多臺灣優秀教師前往中國大陸高校任教，

以及更多科技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科研機構服務。是故，此次的開放措施對

臺灣專業技術人才極具針對性，對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影響及衝擊將更

甚以往。 

中國大陸對臺 31項措施，有相當比重，乃為吸納具備技術之專業人才，

並以補貼、研發資源、發展空間加以吸引，未來臺灣研發法人機構、學校

或企業具專業技術之人才加速外流風險提升。而如果中國大陸逐步提高對

於智財權保護的力道，強化廠商保持營業秘密和競爭力的環境，將吸引臺

灣廠商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和高端生產基地。 

而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其中 12 項針對企業，而 19 項則是針

對個人，其目的在於吸引技術、資本、人才，由以往的「招商引資」轉為

「選商引才」。包含：(1)在產業面側重先進製造技術的引入；(2)在人才面

加速磁吸臺灣研發法人與學校研發能量，並全面標定臺灣專業人才（如醫

療、金融、教育等領域）；(3)在市場面逐步開放，以擴大吸引臺資企業前往

投資，尤其歡迎具技術含量之企業，攜其產業技術或研發能量前往投資；

(4)強調對於綠色科技的需求。31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臺工作似乎已經由

傳統的臺商，轉為「專業人才」的領域，包括科研（科學家或研發人才）、

                                                 

30 黃奕維，2018，〈由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觀察其對臺政策〉，《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

第 14 期：27-39。 
31 張嘉文，2018，〈工研院張超群：臺專技人才外流風險提高〉，臺灣中評網，

http://www.crntt.tw/doc/1050/1/1/4/105011496.html?coluid=217&kindid=0&docid=105011496&md

ate=0316180029，查閱時間：2018/08/27。 

http://www.crntt.tw/doc/1050/1/1/4/105011496.html?coluid=217&kindid=0&docid=105011496&mdate=0316180029
http://www.crntt.tw/doc/1050/1/1/4/105011496.html?coluid=217&kindid=0&docid=105011496&mdate=031618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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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如金融、影視以及文創等）以及專技（包括如醫師等具專業證照者）

等。而這些專業領域一直是臺灣最重要的軟實力，也是臺灣優於大陸的強

項。中國大陸透過「同等待遇」的政策來吸引臺灣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

並藉著廣大市場來吸引臺灣的技術、資金與人才，將會對臺灣人才造成相

當大的磁吸作用。 

中國大陸除了國臺辦提出「對臺 31 項措施」外，其他中央部會，如經

文化和旅遊部批准，中國大陸的「國家藝術基金」正式公佈「國家藝術基

金將向內地（大陸）工作學習的港澳臺藝術工作者開放項目申報」具體措

施，只要受聘於大陸藝術單位、機構，或受聘、就讀高等院校，聘期或學

籍滿一年以上，且年齡在 40 歲以下的臺灣藝術工作者，都可申報「國家藝

術基金」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32此外，中國大陸全國哲學社會科學

工作辦公室公佈了 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和青年項目立項結果。

在大陸工作的符合申報條件的臺灣研究人員申報課題 157 項，經評審立項

58項，這些課題主要集中在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問題、新聞學和語言學

等領域。 

  

                                                 

32 楊子萱，2018，〈惠臺擴新領域！臺灣創作人才可申請大陸國家藝術基金〉，ETTODAY 新聞

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814/1234740.htm，查閱時間：201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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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共對臺 31項措施重點 

對象 措施重點 

企業 

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 

享受稅收優惠。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 

臺科研機構、學校、企業在大陸註冊的獨立法人，可參與國家重點計

畫項目申報。 

特許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

設；參與大陸政府採購；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臺資農企享農機購置補貼優惠；臺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中國銀聯集

大陸非銀行支付機構合作；臺灣徵信機購可與大陸徵信機構合作；臺

資銀行可與大陸同業協作，以銀行團貸款提供金融服務。 

個

人 

專

業

人

才 

臺灣人可申報大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藝術基金

等各類基金項目。 

臺灣人可申報大陸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藝術基金

等各類基金項目。 

臺灣人可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影

視 

大陸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臺灣生

產的電影、電視劇不作數量限制。 

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不受數量限制。 

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

方面的限制；取消收取兩岸電影合拍立項申報費用；縮短兩岸電視劇

內容的審批時限。 

學

術 

從事兩岸民間交流機構可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對臺圖書進口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 

醫

師

、

教

師

資

格 

放寬大陸醫師資格考試規定。取得大陸醫師資格，可申請執業註冊。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符合條件

的臺灣醫師，可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 

放寬臺灣人在大陸申請證券、期貸、基金從業資格，只需通過大陸法

律法規考試即可。 

鼓勵臺灣教師來大陸高校任教，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

價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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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對臺引才政策措施分析 

在中國大陸國臺辦推出「對臺 31 項措施」後，一級行政區（省、直轄

市以及自治區）亦紛紛提出對臺新措施，包括上海市、福建省、天津市、

浙江省、湖北省、廣東省、四川省、重慶市、江蘇省、陝西省等省市。其

中，中國大陸 4 大直轄市，目前皆已提出新的對臺政策措施，包括上海市

推出《關於促進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共 55條，天津市推出

《關於進一步深化津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1條，重慶

市推出《關於促進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8條，而北京市

推出《關於深化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5條。而各省及自

治區中，已推出的對臺新措施者包括福建省推出《進一步促進閩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66 條措施》共 66條，雲南省推出《關於促進臺灣企業落戶雲

南滇中新區招商引資工作的意見》共 12條，湖北省推出《湖北省臺辦、省

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共 62 條，浙江省

推出《浙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

意見》共 76 條，廣東省推出《關於促進粵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共 48條，廣西自治區推出《關於促進桂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共 80條，江西省推出《江西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若干措

施的實施辦法》共 60 條，山東省推出《關於促進魯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共 56條，四川省推出《關於促進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70條，江蘇省推出《關於深化蘇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實施

意見》共 76 條，陝西省推出《關於促進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

見》共 60條，貴州省推出《關於促進黔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共 64條，安徽省推出《關於促進皖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5

條，湖南省推出《關於深化湘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共 59 條。

從上述這些一級行政區陸續依據國臺辦「對臺 31 項措施」推出地方執行方

案的情形來看，中國大陸的對臺策略，是拒絕與我國中央政府直接交流互

動，越過雙方政府互動機制，是不再依靠兩岸間的政府協議，而直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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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項目訴諸臺灣民眾，以展現中國大陸對臺統戰的主導性與積極性。 

 

圖 2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新的對臺政策措施發布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表 4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新的對臺政策措施 

發布之

省、

市、自

治區 

發布時間 對臺政策措施 主要內容 

直轄市 

上海市 2018/5/31 《關於促進滬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

辦法》共 55條 

第一部分，「涉及努力為臺資企業在上

海投資及經濟合作領域給予與上海市

企業同等待遇」，有 28條； 

第二部分，「涉及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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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

同胞同等待遇」，有 27條措施。 

天津市 2018/7/3 《關於進一步

深化津臺經濟

社會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

施》共 52條 

第一部份，「關於津臺經濟交流合作方

面」，有 24條； 

第二部分，「關於津臺社會文化交流合

作方面」，有 11條； 

第三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津學習實

習就業創業方面」，有 17條。 

重慶市 2018/8/21 《關於促進渝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58條 

第一部份，「關於經濟交流合作方面」，

有 17 條； 

第二部分，「關於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

面」，有 14條； 

第三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學習實

習方面」，有 4條； 

第四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就業創

業方面」，有 13條； 

第五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居住生活

方面」，有 10條。 

北京市 2012/10/23 《關於深化京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 

第一部分，「關乎臺商及科技發展」，有

15條； 

第二部分，「與教育文化相關」，有 16條； 

第三部分，「與臺青創就業、生活有關」，

有 24 條。 

省/自治區 

福建省 2018/6/6 《進一步促進

閩臺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 66

條措施》共 66

條 

第一部份，「擴大閩臺經貿合作方面」，

有 27 條； 

第二部分，「支持臺胞在閩實習就業創

業方面」，有 22條； 

第三部分，「深化閩臺文化交流方面」，

有 8條； 

第四部分，「方便臺胞在閩安居樂業方

面」，有 9條。 

雲南省 2018/6/27 《關於促進臺

灣企業落戶雲

南滇中新區招

商引資工作的

意見》共 12條 

《意見》共有 12條，旨在加快臺資項目

落地，鼓勵支持臺灣同胞在滇中新區發

展電子資訊、精密機械、生物醫藥、高

端裝備製造等產業，相應享受稅收、投

資等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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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8/7/8 《浙江省貫徹

〈關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實施

意見》共 76條 

具體涉及投資合作、轉型升級、人才保

障、就學就業、等舉措，包含投資合作，

共有 32 條；科技創新，共有 10 條；就

業創業，共 13條；文化交流共有 9條；

有生活待遇共有 12條。 

湖北省 2018/7/11 《湖北省臺

辦、省發展改

革委關於促進

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實

施意見》共 62

條 

第一部分，在推動經濟合作方面，共有

25條；第二部分，在鼓勵創業就業方面，

共有 18 條；第三部分，在加強文化交流

方面，共有 10條；第四部分，在便利居

住生活方面，共有 9條。 

廣東省 2018/7/26 《關於促進粵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48條 

第一部分包括項目支持、擴大准入、技

術研發、基建採購及混改、用地保障、

拓展市場、農業和金融等 7個板塊、28

條措施；第二部分包含職業資格、人才

支持、基金及評獎、文化學術民間交流、

影視合作及圖書進口、就業創業學習生

活便利化等 6板塊、20條措施。 

廣 西 自

治區 

2018/8/2 《關於促進桂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80條 

有 6個部分，包括推動投資和經濟合作，

共有 23 條；促進學習創業就業，共有 14

條；便利居住生活，共有 17條；深化社

會文化交流合作，共有 15條；推進廣西

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建設及附則，共有

11 條。 

江西省 2018/8/8 《江西省貫徹

關於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法》

共 60條 

涉及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

予臺資企業與本省企業同等待遇，共有

33 條；另著重在逐步為臺胞在江西學

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

則有 27 條。 

山東省 2018/8/15 《關於促進魯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56條 

在經濟合作方面，共有 23條；在文教交

流方面，共有 14條；在學習創業就業生

活方面，共有 19條。 

四川省 2018/9/3 《關於促進川 第一部分，「擴大川臺經貿合作，積極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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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70條 

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給予臺資企

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有 31 條； 

第二部分，「推進川臺人文交流，逐步為

臺灣同胞在川學習、創業、就業、生活

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有 39條。 

江蘇省 2018/9/12 《關於深化蘇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實施意見》共

76條 

在積極支援臺商提高品質、增加效益方

面，共有 34條；在拓展人才交流與合作

方面，共有 14條；在社會文化方面，共

有 14 條；在學習、就業、創業以及生活

方面，共有 14條。 

陝西省 2018/9/17 《關於促進陝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

意見》共 60條 

促進經濟合作方面，共有 22條；文化交

流方面，共有 14 條；鼓勵創業就業方

面，共有 15條；便利學習生活方面，共

有 9條。 

貴州省 2018/9/29 《關於促進黔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

意見》 

促進黔臺經濟合作 33 條，鼓勵來黔創

新創業 10條，推進黔臺文化交流合作 6

條，提供臺胞工作生活便利 15 條。 

安徽省 2018/10/16 《關於促進皖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 

在擴大皖臺經濟合作方面，共有 21條；

在支持臺胞在皖實習就業創業方面，有

15條；在深化皖臺文化交流方面，有 12

條；在方便臺胞在皖學習居住和生活方

面，則有 7條。 

湖南省 2018/10/19 《關於深化湘

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

意見》 

在拓寬投資領域，提升湘臺經貿合作水

準方面，共有 17條；在鼓勵科技創新，

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運用方面，共有 5條；

在提高服務質量，暢通就業創業發展渠

道方面，共有 14條；在深化交流合作，

促進湘臺文化融合發展方面，共有 12

條；在優化學習生活環境，攜手臺胞共

享幸福湖南方面，共有 10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大陸各地推出的具體執行方案，乃是「對臺 31項措施」的基礎上

細化延伸，並因地制宜，結合自由貿易試驗區、大都市區建設等，依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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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特色進行升級拓展，而形成各省市自治區獨有的對臺政策措施。例如，

浙江省推出的相關措施中，乃根據其自身特色，提出鼓勵臺商參與高端裝

備製造、資訊產業等領域的合作，參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特色小鎮和浙江

省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區等大平臺建設。而重慶市，則著重

吸引臺灣長照或醫療照護的相關產業人才。至於上海市則在向臺胞開放的

措施中，提出支持臺企在上海從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參與四大品牌建

設。另外在北京市，不僅體現北京特色，更為臺灣人「量身訂製」，且強調

「即刻生效」，特別是第 36條也是北京「獨家條款」，未來臺灣人可以應徵

北京市的在藝術文化類事業單位，可見北京後發先至、積極吸引臺灣人才

的企圖。至於江蘇，則是為配合中國大陸「對臺 31項措施」，發布相關的

76條實施意見，條目雖多，不少是整合既有的對臺工作政策，以鼓勵臺資

投入高科技或新技術產業為主，因此在積極支援臺灣人大陸中央和省市縣

相關人才計畫、協助取得職業資格、申報專業技術資格等作出規定，鼓勵

高校吸收臺灣老師任教，定期舉辦兩岸職業技能競賽，透過加強兩地人才

交流合作。此外，諸如山東、廣西等地，則亟欲吸引臺灣農業相關人才前

往發展。雖然中國大陸各省市新的對臺政策措施，乃根據其發展條件以及

需求不同，擬定相關對臺引才政策，但多數還是以中國大陸國務院國臺辦

所提出「對臺 31項措施」為基礎。 

如前所述，對於中國大陸各省市來說，為了吸納臺灣的人才、資金與

資源，中共中央的政策也成為地方招攬人才的重要依據與手段。目前已推

出的各地對臺政策措施，都較「對臺 31項措施」更為細致化與具體化，力

圖創造更吸引人的條件與環境。 

以上海為例，該地較為突出的地方在於「人才引進」、「居住保障」等

領域上較國臺辦的「對臺 31 項措施」更加具體，特别的地方是支持符合條

件的臺灣民眾在上海可以申領海外人才居住證、並提供公共租賃住房。另

外，有鑒於上海在大陸乃至於全球的特殊地位，上海的對臺措施也推動臺

企參與各項發展機遇，例如參與上海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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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五個中心的建設、以及「上海服務、制造、購物、文化」等四大建

設，這是不同於其他地方對臺措施的突出之處。 

另外，浙江省的 76 條對臺措施，則是目前各省、市、自治區中數目僅

次於廣西自治區的一級行政區。當中較受矚目的是臺灣民眾與浙江居民同

等待遇；同時，由於浙江內含寧波市等臺胞與臺商眾多之地，浙江一地的

對臺措施內容特别著重在「投資合作」與「科技創新」之上，力求臺商與

臺資企業同享浙江省扶持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政策。 

福建省除了強調臺商與臺資企業可享有的優惠外，特别針對臺灣的農

民、農業提出優惠項目。包括臺灣農民在「臺灣農民創業園」中享有用電

優惠、土地優先續租等便利，並推動閩臺農業合作示範縣建設，擴大推廣

臺灣優良農產品種與技術、加強兩地農業技術人才交流；而從事農業生產

的臺資企業，則享有相關設備的購置補貼。相較其他各地更為突出的是，

福建的對臺措施特别強調要「鼓勵未曾到過大陸的臺灣民眾前往福建參訪

交流，邀請單位可提供相應接待便利服務」，一方面鼓勵福建當地的各級單

位與組織邀請臺灣民眾前往該地，另一方面也鼓勵對大陸或福建有興趣卻

未曾訪陸的臺灣民眾安心前往。 

從上述幾個案例來看，大陸各地面對來自中央的政策指令與壓力，皆

推出最適合該地發展邏輯的對臺措施。上海與浙江省由於開放早，長期以

來已聚集了相當多的臺商與臺灣民眾，不論是在金融業、貿易、科技等相

關產業，臺灣民眾前往滬、浙二省市者眾，故此二省市實為中共主要對臺

工作之省份。也因此，這兩地的優惠措施重點也是放在科技產業、投資合

作、上海五中心等較為高端的領域，試圖吸引的主要是相關領域的臺籍精

英人才、同時也吸引新創領域中的從業人員與技術能夠前往該地發展。福

建省則由於地理位置與臺灣的相近，以及產業發展脈絡與上海、浙江並不

相同，因此特別針對了農業人才與技術提出了優惠方案，以吸收與農業相

關的技術性人才與產業專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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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各省市對臺政策措施方案中，許多政策目標皆在配合其國家產

業發展，推動產業轉型，以支撐「製造強國」建設，振興實體經濟。隨著

中國大陸「製造強國」戰略的實施，工業領域的新一代資通訊科技服務應

用需求大幅提升，傳統產業也逐漸向智慧化的新興企業轉型升級，各地不

僅加快產業互聯網布局，亦加快建設智慧產線、智慧工廠，推動智慧製造

全面深入發展。中國大陸對於相關產業的人才需求，亦隨著產業轉型升級

而迅速提升。因此，在各省市的對臺措施方案中，雖然表明臺灣企業可以

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藉以獲得商機。但事實上這不僅是為快

速提升中國大陸在未來關鍵領域的競爭力和領先地位，允許臺灣企業參與，

享有稅收優惠等。同時也是為了吸引更多臺灣的資金、研發團隊及人才前

去中國大陸的策略。 

當然，中國大陸要提升其高科技的產業技術能力，最快速的方法即是

吸引人才，藉由人才將技術「帶過來」。根據路透報導，臺灣工程技術人才

在大陸企業工作 3年的報酬，在臺灣工作需要 10 年，赴陸人才更有一年 8

次帶薪休假，以及在住宿和孩子就學方面提供的便利。33足見，中國大陸對

臺措施確實對臺灣人才西進具吸引力，磁吸效應可能不會馬上顯現，但長

此以往不僅對臺灣不利。 

由此可知，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名為「惠臺」，實則以達到「惠

中」、「利中」為目的。在加強兩岸之間經濟整合的同時，又可大量吸收，

運用臺灣大量人才。中國大陸各地對臺優惠措施，雖可說是因地制宜，不

同的省市針對該地的優勢與需求，提出不同的優惠方案吸引不同領域的臺

灣人才、技術與經驗。再者，中國大陸各地，雖陸續推出相應具在地特色，

且覆蓋範圍廣泛的政策措施，各地政策措施看似落實且到位，但事實上這

些符合在地需求的完全符合大陸統戰目的，達到以經促統的和平統一目標。

但在這大規模的「惠臺」政策措施下，卻也重視同時「惠中」，吸引臺灣人

                                                 

33 林庭瑤，2018，〈陸企狂挖臺晶片人才 一年 8 次免費探親之〉，聯合報，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49407，查閱時間：2018/09/27。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4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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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產業到中國大陸投資與發展，甚至從臺灣引進技術和資本，協助解決

經濟發展遭遇的困難，可見中國大陸推動以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為名的

「融臺」政策，意圖吸納臺灣經濟，拉攏臺灣人民，而「對臺 31項措施」

以「同等待遇」等優惠手段，策略性吸引臺灣人民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的「利

己」做法，確實也對臺灣人才外流造成一定程度影響。以下表 4 及表 5，

謹針對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之對臺政策措施中，有關對臺引才部

分的具體內容，進行整理並條列式說明。 

 

表 5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之對臺引才措施具體內容 

發布省/市/

自治區 

對臺引才措施內容 

直轄市 

上海市

《關於促

進滬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辦

法》 

1.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本市專業技術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

試。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做好在本市就業的臺灣同

胞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報名組織工作。（第 29條） 

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

「萬人計畫」、上海「千人計畫」、上海領軍人才以及青年

英才計畫等人才計畫。（第 30 條） 

3. 持臺灣專業技術人員來滬就業。在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

策等方面享有與本市居民同等待遇。對高階臺灣專業技術

人員，可通過「直通車」，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稱。對業績

突出、貢獻重大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通過「綠色通

道」破格申報評審高級職稱。（第 31條） 

4. 支持在滬臺灣同胞申請科研項目。依託上海高校、科研機

構聯合開展科學研究、技術轉化，參與上海研發公共服務

平臺建設。（第 32條） 

天津市

《關於進

一步深化

津臺經濟

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

1. 受聘於在大陸註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機構的臺灣地區

科研人員，可作為本市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

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4條） 

2. 正式受聘於在本市註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機構的臺灣

同胞，可申報天津市自然科學基金，包括重點基金項目、

面上基金項目、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和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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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

施》 

案。（第 25條） 

3. 臺灣專業人才可以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可以申報天津市

「千人計畫」、「特支計畫」。在大陸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

可以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畫」。（第 36條） 

4. 臺灣同胞在津創辦的企業可以申報天津市「千企萬人」企

業，入選企業研發平臺升級為國家級的，給予 50萬元至

100 萬元專項資金資助。（第 37條） 

5. 在津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第 43條） 

重慶市

《關於促

進渝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1. 受聘於在重慶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根據

相關規定，可作為國家和重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

負責人申報享受與重慶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3條） 

2. 積極協助在重慶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專案，與重慶科研人員、文藝工作者享受同等政

策。有關部門向其提供政策諮詢和業務指導服務。（第 18

條） 

3.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重慶設立兩岸合作

研發機構，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

究，聯合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第 31條） 

4. 在重慶的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在重慶企業工作的臺

灣同胞由企業統一組織實施崗位技能提升培訓，並按規定

給予培訓補貼。對吸納實名登記離校 2年內未就業臺灣高

校畢業生就業並組織開展定向就業培訓的企業，在其與聘

用的臺灣高校畢業生簽訂 1年以上勞動合同且繳納社會保

險後，按規定給予定向就業培訓補貼。（第 36條） 

5. 積極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和重慶市重點人才項目。（第 37條） 

6. 鼓勵重慶高校積極引進臺灣高水準專家從事專業學科教學

或開展科研合作。鼓勵取得資質的臺灣教師通過特聘、購

買服務、短期雙向交流等方式來重慶高校任教，其在臺灣

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在重慶任教或從事

科研期間享受重慶高校教學科研人員同等待遇。（第 45

條） 

北京市

《關於深

1.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京註冊的獨立法人，可

被推薦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亦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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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京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北京市科技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在京科研機構、高等學

校、企業同等政策。（第 17條） 

2. 受聘於在京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被推

薦作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亦可

參與北京市科技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

政策。（第 18條） 

3. 在京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臺灣同胞，依照申請條件和程

序，可以申報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社會科學基金項

目。（第 19條） 

4. 臺灣教師通過聘用方式在京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

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20條） 

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

和「萬人計畫」、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和「高層次

創新創業人才支持計畫」、中關村「高聚工程」等。入選

市、區或園區優秀人才計畫（項目）的臺灣專業人才，在

住房支持、子女教育、醫療服務等方面可享受相應政策。

（第 32條） 

6. 臺灣同胞可以報名參加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由北

京市相關主管單位及國家相關行業主管部門組織實施的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經考試合

格的頒發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第 32條） 

省/自治區 

福建省

《進一步

促進閩臺

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

66條措

施》 

1. 臺灣同胞來閩就業創業的，按規定同等享受福建居民就業

創業優惠政策。（第 28條） 

2. 進一步完善我省已實施的 27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的管理辦法、工作流程。啟

動實施 26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對接服務工作。

（第 29條） 

3. 在閩臺資企業、臺灣教師及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科技計畫

專案給予優先支持。臺灣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閩

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申報「促進海峽兩岸科技合作聯合基

金」，並支持其領導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

（第 36條） 

4. 鼓勵我省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含民

營企業），以及行業協會、商會、養老機構等招收臺灣青

年，符合條件的，由財政分級給予用人單位補助。（第 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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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我省高校、醫院（含民

營、臺資等醫療機構）工作，受聘的臺灣教師、醫師在臺

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享受我省相應

引進人才政策，對引進臺灣教師、醫師的用人單位由財政

分級給予補助。（第 39條） 

6. 對符合我省年度緊缺急需人才引進指導目錄的臺灣高階人

才，可引進到事業單位工作，直接考核入編，並按規定享

受相應人才待遇。對引進到我省高校、公立醫院工作的臺

灣專業技術人才，所在單位可根據實際需要，直接認定其

專業技術水準，自主聘任相應專業技術職務（職稱）。（第

44 條） 

7. 在閩臺灣人才可享受福建人才同等待遇。支持在閩臺灣優

秀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和省引才「百

人計畫」等人才專案。（第 45 條） 

8. 鼓勵支援在閩工作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我省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第 56條） 

雲南省

《關於促

進臺灣企

業落戶雲

南滇中新

區招商引

資工作的

意見》 

1. 對人才引進獎勵，新入駐園區企業引進的高級技術人員、

高級管理人員且年薪 20萬元以上的給予人才獎勵，獎勵基

數參照當年個人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最高不超過

100%），前 3年給予 100%的補助，後 2年給予 50%的補

助。（第 9條） 

浙江省

《浙江省

貫徹〈關

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

措施〉的

實施意

見》 

1. 支持優秀中青年臺灣籍高管申報湖北省「123」企業家培育

專項計畫。（第 3條） 

2. 鼓勵臺灣現代農業企業和技術管理人員參與本省市民下

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三鄉工程」，加快民俗民宿、創

意辦公、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等美麗鄉村建設。（第 14

條） 

3. 支持在本省就業創業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

人計畫」。支持在本省工作滿一年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

與國家「萬人計畫」及其他人才引進計畫。支持在鄂高校

任教的臺灣教師申報「楚天學者」、「長江學者」等。支持

在鄂臺灣青年創業者申報湖北省「雙創戰略團隊」、省「百

人計畫」等創業扶持專案，參與湖北省「千名創新人才計

畫」、「萬名創業人才計畫」和引進海外高階人才「百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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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重大人才工程。（第 31 條） 

4. 執行《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凡是在

本省定居、持有就業證的臺灣同胞，可通過網上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第 32條） 

5. 在本省就業的臺灣同胞可申報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省級社

會科學基金、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創新創業服務能

力建設等省級專項專案。允許在本省工作的臺灣同胞以臺

胞證註冊省級科技計畫專案申報帳號，申報省級自然科學

基金等科技計畫項目。（第 40 條） 

6. 允許在本省工作的臺灣科研人員申報湖北省科技專家庫專

家，參與省級科研項目的評審和決策諮詢。（第 41條） 

7. 在本省就業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按規定申報職稱。鼓

勵和支持在鄂高校對臺灣同胞單獨制定職稱評價標準，參

考臺灣地區規定的論文等級類別，臺灣同胞在臺灣取得的

學術成果可作為其職稱評審的依據。（第 42條） 

湖北省

《湖北省

臺辦、省

發展改革

委關於促

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

見》 

1.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本省註冊的獨立法人，

可領導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省級科技計畫項目

（含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申報。受聘於在本省註冊的獨立

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

（課題）、省級科技計畫專案或課題（含省級自然科學基

金）負責人申報。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引進的科技人才團

隊申報省級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第 36條） 

2. 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對本省的科學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利

用做出貢獻，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推薦參與省科學技術

獎評比。（第 38條） 

3. 支持臺灣同胞在本省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

業資格考試目錄》中的 53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

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本省相關部門應當做好

考試的組織、服務工作。（第 43條） 

4. 臺灣專業人才在本省就業創業，符合國家和省有關規定，

可同等享受浙江支持本地人才培養和引進海外人才的有關

政策，以及在浙落戶、安居、子女教育、交通出行等人才

服務保障方面的政策。（第 44 條） 

5. 積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可申報省特級專家、「千

人計畫」、「萬人計畫」、省 151 人才培養計畫、錢江人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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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省級人才專案，相關資格條件中對海外學習經歷、海

外工作經歷有特別要求的，臺灣地區學習經歷、工作經歷

可參照適用。（第 45條） 

6. 對在本省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

加相應系列、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其在臺灣

地區參與的專案、取得的成果等可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

臺灣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可視為專業技術工作年限。

（第 47條） 

7. 首次評聘的臺灣地區高階人才，可參照從國（境）外引進

人才晉升專業技術職務的政策執行。（第 50條） 

8. 鼓勵採取簽約、專案合作、崗位聘任等方式，多管道引進

臺灣地區高階文化人才。（第 62條） 

廣東省

《關於促

進粵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1. 受聘於在粵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廣東

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6 條） 

2. 在粵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可按規定參加由各級職業

技能鑑定機構組織開展的職業技能鑑定。在粵工作的臺灣

同胞可參加各類職業技能競賽，按規定獲得廣東省技術能

手證書。（第 29條） 

3. 臺灣教師可在省內高校任教和開展學術交流等活動，其在

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並可按國家相

關規定，申請認定大陸高校相應種類的教師資格。（第 33

條） 

4. 支持到粵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以及廣東省的「珠江人才計畫」、「廣東特支計畫」、

「揚帆計畫」，並按規定享受相關人才優惠待遇。鼓勵支援

臺灣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科學家和能夠推動重大技術革

新的科技領軍人才全職來粵工作。臺灣高階人才可在廣東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企業、商業金融機構等單位就業。

（第 34條） 

5. 支持在粵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

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

項目。（第 35條） 

廣西自治

區《關於

促進桂臺

1. 支援廣西臺資企業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鼓勵臺

資企業、機構法人進行創新產品研發、科研專案申報和團

隊人才培養等。（第 7條、第 7-4條、第 7-5 條、第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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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

施》 

條） 

2. 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在廣西參加各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進行職業技能等級和專項

職業能力考核、參加相關職業培訓。相關考試、考核及培

訓的具體事項，由主管部門根據國家部署製定。（第 24

條） 

3. 符合條件的臺灣優秀博士、碩士和本科畢業生或其他臺灣

人才來廣西工作，可參照執行《廣西壯族自治區高層次人

才認定辦法（試行）》、《廣西壯族自治區優秀專家評選管理

辦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八桂學者制度實施辦法》、《廣西

壯族自治區特聘專家制度實施辦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引

進海外人才工作實施辦法》和《廣西青年創新創業人才培

養計畫實施方案》等人才政策。（第 31條） 

4. 全區各級人民政府為臺籍急需緊缺人才提供醫療和子女入

學便利，當地衛生計生部門協調定點醫院開闢急需緊缺人

才診療「綠色通道」，提供優診醫療服務；臺籍急需緊缺和

高階人才子女在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年齡的，可由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門就近就便優先安排入學。（第 33條） 

5. 企事業單位引進的臺籍急需緊缺人才，解決重大問題並產

生較好經濟社會效益的，經主管部門核定後，可向自治區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申請通過「綠色通道」直接申報評

審高級職稱。（第 34條） 

6. 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廣西的本科高校、職業院校從事

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

工作評價體系。（第 35條） 

7. 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萬人計畫」、

廣西「八桂學者」和「特聘專家」等重大人才專案。具體

申報條件和支援方式按照相關人才專案政策的規定執行。

（第 36條） 

8. 受聘於在廣西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籍科研人員可在廣西申

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

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具體辦法按國

家相關主管部門的規定執行。（第 37條） 

江西省

《江西省

貫徹關於

促進兩岸

1. 積極保障江西臺資企業的人才需求。江西臺資企業開展職

業培訓，設立院士工作站、海智工作站、博士後科研工作

站、申報「遠航工程」等，符合條件的享受本省企業人才

同等的政策待遇。引進和培養的高階人才，納入江西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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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

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

法》 

進培養創新創業高階人才「雙千計畫」申報範圍，符合條

件的推薦省級人才創新創業引導基金項目支持。（第 32

條） 

2. 臺灣同胞在江西省可以直接參加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內

的專業技術職業考試和職業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第 34

條） 

3. 支持在江西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

畫」、「萬人計畫」。鼓勵江西省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等科技創新平臺和臺灣高校、研究院及企業加強合

作，圍繞國際前沿和江西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展協同創新。

支持在江西高校任教的臺灣全職教師開展科學研究和技術

開發，承接國家科研項目。（第 35條） 

4. 受聘於在江西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

可作為國家、省級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

報，享受與本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鼓勵受聘於江西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在江西省內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

灣地區科研人員（聘期一年及以上）申報江西省自然科學

基金和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各類項目。（第 36條） 

5. 支持滿足江西產業發展急需人才培養需要的臺灣優秀教師

到江西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

價體系，享受本省教師同等待遇。（第 52條） 

山東省

《關於促

進魯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1. 設立各類扶持資金和出臺支援政策時，創造公平競爭環

境，保障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享有同等待遇。

（第 1條） 

2. 受聘於山東省內單位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省級科

技計畫項目負責人，享受與山東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1

條） 

3. 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山東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

或研學。（第 26條） 

4. 鼓勵臺灣地區知名高校、研究機構中儒學研究高端人才到

山東開展儒學研究和傳播工作，符合條件的納入我省人才

引進、獎勵、培養的支持範圍，給予相應支持政策和待

遇。（第 28條） 

5. 鼓勵支持山東高校與臺灣高校、企業、科研機構等共同申

報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對在魯臺灣研究生指導教師和臺

灣研究生申報研究生教育品質提升計畫和研究生教育創新

計畫，同等條件下優先支持。（第 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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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同胞可按國家規定在山東報名參加有關專業技術人

員、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職稱評審。進一步完善臺灣

同胞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工作流程，為其在山東參加各類

職業資格考試提供便利條件。簡化職稱評審手續，臺灣同

胞沒有個人履歷檔案的，可以使用臺胞證或其他證明檔代

替。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

入工作評價體系。鼓勵臺灣同胞在山東報名參加導遊資格

考試。（第 38條） 

7. 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積極協助推薦

在山東創業創新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

畫」、「泰山學者」、泰山產業領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

（第 39條） 

8. 鼓勵支援在山東工作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山東自然科

學、社會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第 40條） 

9. 在山東人才改革試驗區內，對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

執業證書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允許其按有關規定和證書

許可範圍開展相應業務。（第 54條） 

四川省

《關於促

進川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1.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戰略。臺資企業和

臺胞來川發展現代農業，同等享受農業補貼，完善農業

「三項補貼」改革政策（第 12條） 

2. 支持臺灣同胞在川參加專業技術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

試，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

格考試目錄》規定的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灣專業技術人員持臺灣地區

有關機構頒發的會計、規劃、建築、諮詢、金融、醫療、

旅遊等執業證書，按其證書許可範圍，可在中國（四川）

自貿試驗區內按有關規定開展相應業務。（第 43條） 

3. 鼓勵支援從臺灣地區引進高階人才，支援符合急需緊缺條

件的臺灣高階人才，可通過考核招聘的方式，引進到相關

事業單位工作。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

四川省「千人計畫」、「天府高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回

國服務四川計畫」、「企業博士集聚計畫」等專項計畫，並

按規定同等享受相應優惠政策和生活補貼、醫療保障、子

女入學等人才待遇。（第 44條） 

4. 協助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我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

等方面的基金專案。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川臺民間交流的機

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案。（第 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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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聘於在川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課題）和四川省科技計畫專案

（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四川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在

川註冊的臺資機構和企業經批准可興辦學前教育。（第 56

條） 

江蘇省

《關於深

化蘇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實施

意見》 

1. 支援在蘇工作的臺灣地區高階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鼓勵臺灣地區人才申報省「雙創計畫」及各

市縣相關人才計畫，積極給予創新創業相關扶持。對引進

的臺灣地區高階人才，提供優質高效的生活服務，妥善幫

助解決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第 35條） 

2. 鼓勵臺灣地區高階人才創新創業團隊參與頂尖人才頂級支

援計畫，對世界一流的頂尖人才團隊，按照一定程式審批

後，給予項目資助。（第 36條） 

3. 支援臺資企業建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和省博士後創新實踐

基地，支援我省博士後創新平臺吸納臺灣地區優秀博士進

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省博士後科研資助計畫和省資助

招收博士後人員對臺灣地區在站博士後人員科研項目同等

資助，支援臺灣地區在站博士後人員赴國（境）外開展短

期培訓和學術交流。（第 38條） 

4. 支援我省各類高校積極吸納臺灣地區教師前來任教，研究

制定臺灣地區教師聘用、教研成果認定和學校師資水準認

定等方面的具體配套政策。受聘臺灣地區教師在臺灣地區

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在蘇臺灣地區教師及

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教學和科研計畫項目享受同等待遇。

（第 40條） 

5. 對實行年薪制、項目工資制、協議工資制的臺灣地區高階

人才，其實際薪酬發放水準不納入所在單位績效工資總量

核定範圍。（第 41條） 

6. 支援省內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與臺灣地區職業教育培

訓機構開展合作辦學，鼓勵臺灣地區高技能人才到江蘇企

業傳師帶徒。支援兩地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職業培訓

機構開展交流訪學、合作培訓、技能夏令營等活動。（第 42

條） 

7. 在蘇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地區專業技術人員，可申報

我省各類專業技術資格，其在境外取得的業績成果，可與

在境內取得的業績成果一併提交。對做出突出貢獻的臺灣

地區專業技術人員，不受職稱、任職年限的限制，直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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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應的中級或高級專業技術資格。（第 43條） 

8. 加強與臺灣地區人才的交流合作，推動與臺灣地區知名高

校、研究機構、行業協會互動交流。支援江蘇企事業單位

與臺灣地區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等加強合作，圍繞關鍵

技術、核心工藝和共性問題等，組建技術聯盟，開展項目

合作、聯合攻關、協同創新，符合條件的可申請科技計畫

項目支援。（第 45條） 

9. 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職業技能等級評價。對參加職

業資格考試和技能等級評價的，提供服務便利，在職業技

能競賽、國家職業標準開發修訂、職業技能等級評價等工

作中，吸納臺灣地區高技能人才作為競賽專家、開發專家

或考評專家。（第 46條） 

10. 支援蘇臺兩地人才服務機構開展雙向人才交流活動，邀請

臺灣地區的高階人才到江蘇考察交流，支援在蘇工作的臺

灣地區各類創新創業高階人才開展人才沙龍、組建專門協

會等，將臺灣地區人才列入黨委聯繫服務專家範圍。（第 48

條） 

11. 支援在蘇工作的臺灣地區學者申報省社科基金項目。（第 51

條） 

陝西省

《關於促

進陝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

見》 

1. 受聘於在陝註冊具有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科研人員，可參

與實施我省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享受與我省科研人

員同等政策。（第 14條） 

2.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共同在我省高校設立

兩岸合作研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

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

技術人才。（第 24條） 

3. 支持、指導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各類基金專案。（第 31條） 

4. 對已與我省用人單位達成意向性合作協定的，或已來我省

進行創新工作不滿 1年的臺灣專業人才，由用人單位推

薦，省委人才辦審核，符合條件的推薦國家「千人計畫」

相應平臺；已在我省創辦企業滿 2年但不超過 5年的，可

推薦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創業人才專案；已來我省工作

超過 1年的臺灣專業人才，可推薦申報國家「萬人計畫」

相應子專案。（第 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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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在陝臺

胞可通過網上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利用我省人事考試證書郵寄

系統向臺灣同胞寄送資格證書。（第 44條） 

6. 支持臺灣教師來我省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

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49條） 

7. 支援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我省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

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獲得教師資格證後，可以在

我省幼稚園、中小學從事音樂、體育、美術學科教學工

作。（第 50條） 

貴州省

《關於促

進黔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

見》 

1. 鼓勵支持本地企業與臺灣農業技術管理研發團隊合作，臺

商臺企可以技術、人才、管理的形式入股合作創辦合資企

業。（第 1-3條） 

2. 鼓勵支援我省大資料電子資訊企業加強與臺灣電子資訊企

業在技術、人才、管理等等方面的合作，符合條件的給予

技術獎勵和人才政策待遇。（第 5-2條） 

3. .鼓勵臺灣高階人才來黔創新創業，符合《貴州省「百千萬

人才引進計畫」實施辦法》..相關條件的，可申報貴州省

「百人領軍人才」、「千人創新創業人才」，…辦理「高層次

人才綠卡」（第 34條） 

4. 鼓勵聘請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我省高校、醫院工

作，臺灣教師、醫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

評價體系，相應享受我省引進人才政策。（第 38條） 

5. 符合相關條件的臺灣高校教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我省

教師資格，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方面與所在地高校教師享

有同等待遇。（第 39條） 

6. 臺胞可按規定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和技能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取得從業資格證的，享有同等從業資格待遇。

獲得貴州省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臺灣居民，可申請頒發我

省律師執業證。（第 40條） 

安徽省

《關於促

進皖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1.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在皖發展現

代農業。（第 17條） 

2.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我省參與林業增綠增效行動…，同

等享受財政資金獎補和林業貸款貼息，並可申報林業特色

項目專項資金。（第 18條） 

3. 在皖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各級各類人才支持計畫，

同等享受我省本地人才支持政策。對納入我省「百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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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臺灣專業人才，實行特殊支持政策。（第 25條） 

4. 臺灣同胞可在皖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

格考試目錄》中的 53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相關部門應當做好考試的組

織、服務工作。取得執業資格的，可在皖執業。（第 26

條） 

5. 具有從業資格的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來皖就業，在職稱

評定等方面享有我省居民同等待遇。（第 28條） 

6. 鼓勵臺灣教師來我省高校任教，受聘在我省高校工作的臺

灣教師可獨立或合作申請科研項目，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

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29條） 

7.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

試後，在皖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時，免予專業

知識考試。（第 34條） 

8. 臺灣青年在我省各類臺灣產業園區實習、就業、創業，可

享受臺灣產業園區發展專項資金支持。（第 36條） 

湖南省

《關於深

化湘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

見》 

1. 受聘於在湘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省級科技創新計

畫項目負責人申報，享有我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9

條） 

2. 支持臺灣同胞在湘參加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符合條件的可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

格考試目錄》的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

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第 24條） 

3. 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

和我省「百人計畫」。臺灣同胞來湘就業創業，符合我省人

才引進條件的，享有同等優惠政策。（第 25條） 

4. 在湘臺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基金項目。

鼓勵在湘工作的臺灣同胞申報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

目、湖南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湖南省文化藝術基金等省級

基金項目。（第 26條） 

5. 支持在湘工作的臺灣同胞參與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

湖南省優秀青年社會科學專家、湖南省專業特色智庫專家

評選。（第 29條） 

6. 支持臺灣青年自主應聘或受僱到我省高等院校、公共文化

服務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位就業，與大陸同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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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同等享有公平競爭權。（第 36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之對臺引才措施比較表 

發布省

/市/自

治區 

臺灣專業人才

可參與重大人

才工程 

臺灣同胞可

報考專業人

員考試 

臺灣科研機構可

參與國家、省重

點研發計畫 

對臺灣醫療人才

的需求 

直轄市 

上海市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上海市千

人計畫；上海

領軍人才及青

年英才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無特別註明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天津市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天津市千

人計畫、特支

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天津市自然科學

基金，包括重點

基金項目、面上

基金項目、青年

科學基金專案和

傑出青年科學基

金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 

重慶市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重慶市重

點人才項目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

學基金、國家傑

出青年科學基

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各類基金專

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另外，

符合相關條件

者，可以透過認

定方式，獲得大

陸醫師資格 

北京市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北京市海

外人才聚集工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無特別註明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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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高層次創

新創業人才支

持計畫；中關

村高聚工程等

項目計畫 

員職業資格

考試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 

省/自治區 

福建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省引才百

人計畫等人才

專案 

53項（原先

已先開放 27

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促進海峽兩岸科

技合作聯合基

金；國家和福建

省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藝術等

方面的基金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另外，

符合相關條件

者，可以透過認

定方式，獲得大

陸醫師資格。 

高階醫師到福建

省的醫院工作，

除協議工資外，

給予金額不等補

助。 

雲南省 無特別註明 無特別註明 無特別註明  

湖北省 湖北省「123」

企業家培育專

項計畫；國家

級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楚

天學者、長江

學者計畫；湖

北省百人計

畫；湖北省千

名創新人才計

畫、萬名創業

人才計畫和引

進海外高層次

人才、百人計

等重大人才工

程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省級自然科學基

金、省級社會科

學基金、技術創

新、科技成果轉

化、創新創業服

務能力建設等省

級專項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 

浙江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可領導或參與國

家重點研發計畫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或護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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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省特級專

家、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省 151 人

才培養計畫、

錢江人才計畫

等省級人才專

案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專案、省級科技

計畫項目（含省

級自然科學基

金）申報 

格考，並執業，

同時准許臺灣醫

師可以短期行醫

執業。 

廣東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廣東省的

珠江人才計

畫、廣東特支

計畫、揚帆計

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可領導或參與國

家重點研發計畫

項目申報，包括

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

學基金、國家傑

出青年科學基

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 

廣西自

治區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廣西壯族

自治區高層次

人才、優秀專

家評選、八桂

學者、引進海

外人才工作和

「特聘專家」

等重大人才專

案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廣西重點研發計

畫專案、國家重

點研發計畫項

目，包括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國

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

年科學基金、國

家藝術基金等各

類基金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 

江西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遠航工程

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國際前沿和江西

戰略性新興產業

計畫；可領導或

參與國家、省級

重點研發計畫項

目，包括江西省

自然科學基金和

江西省社會科學

基金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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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泰山學

者、泰山產業

領軍人才等重

大人才工程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山東省省級科技

計畫；國家和山

東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藝術等

方面的基金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四川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四川省千

人計畫、府高

端引智計畫、

留學人員回國

服務四川計

畫、企業博士

集聚計畫等專

項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國家重點研發計

畫、四川省科技

計畫；國家和

畫、四川省自然

科學、社會科

學、藝術等方面

的基金專案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江蘇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及各市縣

相關人才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圍繞關鍵技術、

核心工藝和共性

問題等，組建技

術聯盟，開展項

目合作、聯合攻

關、協同創新，

符合條件的可申

請科技計畫項目

支援；江蘇省社

科基金項目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 

陝西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可領導或參與國

家和陝西省的重

點研發計畫項

目；基礎研究、

前沿技術和共性

關鍵技術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

學基金、國家傑

出青年科學基

金、國家藝術基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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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各類基金專

案 

貴州省 百千萬人才引

進計畫、貴州

省百人領軍人

才、千人創新

創業人才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未特別註明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

格。 

安徽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安徽省百

人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可領導或參與申

請國家和安徽省

的重點研發計畫

項目 

通過認定的臺灣

醫師可申請執業

註冊。另外符合

條件者，可申請

《臺灣醫師短期

行醫執業證書》 

湖南省 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

畫；湖南省百

人計畫 

53項專業技

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

考試 

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

學基金、國家傑

出青年科學基

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各類基金專

案；湖南省哲學

社會科學基金項

目、湖南自然科

學基金項目、湖

南省文化藝術基

金等省級基金項

目。 

臺灣民眾可以參

加醫師資格考，

並執業，同時准

許臺灣醫師可以

短期行醫執業。

另外，符合相關

條件者，可以透

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

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5、表 6 來看，中國大陸各一級行政區在對臺的措施方案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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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臺灣人才方面，多數省市還是遵循著中國大陸國臺辦的「對臺 31 項措

施」的相關規範。諸如在臺灣專業人才可參與重大人才工程，多數的一級

行政區，仍是以國家級的「千人計畫」及「萬人計畫」為主；至於在臺灣

同胞可報考專業人員考試方面，則是多集中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共 134 項職業資格考試，並無顯著

差異。最後，在臺灣科研機構、學校、企業，只要有在中國大陸註冊的獨

立法人，都可參與國家、省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而多數的省市還是集中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以及國家藝術基金等項目基金申

請，甚至擔任計畫項目主持人的角色，主導計畫項目的進行。 

即使如此，從上述資料分析來看，中國大陸這些一級行政區仍在有限

的規範下，融入各地在地特色與需求，讓在臺灣專業人才可參與重大人才

工程方面，除了可以參與上述國家級人才工程計畫外，亦允許臺灣人可以

參加具各省市特色的省級人才計畫，諸如在上海，可申請參加上海市千人

計畫、上海領軍人才及青年英才計畫等；在天津則可申請參與天津市千人

計畫、特支計畫；在重慶市，則有重慶市重點人才項目。至於在福建省的

臺灣人，則可以申請省「引才百人計畫」等人才專案；在湖北省，臺灣人

則可以申請湖北省「123」企業家培育專項計畫、楚天學者、長江學者計畫；

湖北省百人計畫、湖北省千名創新人才計畫等重大人才工程；在浙江省的

臺灣人，則可以申請省特級專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省 151 人才培養

計畫、錢江人才計畫等省級人才專案；在廣東省，臺灣人則有廣東省的珠

江人才計畫、廣東特支計畫、揚帆計畫等可以申請；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則

有廣西壯族自治區高層次人才、優秀專家評選、八桂學者、引進海外人才

工作和「特聘專家」等重大人才專案，讓臺灣人才可以申請加入參與；在

江西省有遠航工程計畫，可讓臺灣民眾申請；山東省則提出泰山學者、泰

山產業領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讓臺灣人可以參與；在四川省的臺灣人，

則可以申請加入四川省千人計畫、府高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四

川計畫、企業博士集聚計畫等專項計畫；在江蘇省的臺灣人則可以申請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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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各市縣相關人才計畫；在貴州省的臺灣人，則可以參與百人領軍人才、

千人創新創業人才等計畫；在安徽省的臺灣人，則可以參與國家級千人計

畫、萬人計畫以及安徽省百人計畫。從各省市所推出臺灣民眾可以參加的

人才工程計畫，顯示出中國大陸在專業技能、高科技產業以及高階管理人

才的不足，以及對臺灣產業人才可謂是需求孔急。 

另外，以臺灣科研機構可參與國家、省重點研發計畫面向來看，在江

西省，臺灣科研團隊可以參與國際前沿和江西戰略性新興產業計畫，並可

帶領或參與國家、省級重點研發計畫項目，包括江西省自然科學基金和江

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在江蘇省，則圍繞關鍵技術、核心工藝和共性問題等，

臺灣科研團隊可以與大陸人共同組建技術聯盟，開展項目合作、聯合攻關、

協同創新，符合條件的可申請科技計畫項目支援。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各

省市，仍積極融入各自對人才的需求，吸引臺灣人才加入不同其他省市的

要素，以吸引臺灣人才，前往該省市發展，為省市高科技或戰略性產業注

入活力。探究其因，主要是由於近幾年中國大陸全力發展發展半導體等高

端產業，但當務之急是先突破人才短缺困局。以江蘇省為例，在 2017 年的

半導體產值就高達 1,318億元，預估到 2020年該省半導體人才缺口將逾 10

萬人。34因此，江蘇省透過成立「南京集成電路產業聯盟」，藉以推動高端

人才匯聚和產業發展，同時集結多家半導體大廠、投資機構、大學科研院

等，形成一種聚集效應，藉由產官學研四方合作，希冀藉以吸引更多產業

人才前往江蘇發展，而臺灣半導體人才，則成為中國大陸半導體業界龐大

需求下，首要的挖角對象及目標。 

  

                                                 

34 楊日興，2018，〈兩岸半導體－南京組半導體聯盟 補人才缺口〉，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01000290-260203，查閱時間：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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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8 年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較具特色之對臺引才政策措施 

發布省/市/

自治區 
獨特項目或最具特色項目 對臺最具吸引力部分說明 

上海市 高階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通過

「直通車」，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

稱。對業績突出、貢獻重大的臺灣

專業技術人員，可通過「綠色通

道」破格申報評審高級職稱。（第

31條） 

提供對業績突出、貢獻重

大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

可藉由「直通車」或是

「綠色通道」等方式，獲

得優惠差別待遇。 

天津市 臺灣同胞在津創辦的企業可以申報

天津市「千企萬人」企業，入選企

業研發平臺升級為國家級的，給予

50萬元至 100萬元專項資金資助。

（第 37 條） 

提供臺灣人或臺資企業高

額的專項資金資助，以金

錢誘惑臺灣人前往發展。 

重慶市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

業在重慶設立兩岸合作研發機構，

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

鍵技術研究，聯合培養研發團隊和

技術人才（第 31條） 

鼓勵兩岸進行科研合作，

共同培育科研人才，尤其

專注於具前瞻性以關鍵性

的科技研究。 

北京市 北京市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

管理的事業單位）可以通過公開招

聘、人才引進等方式聘用符合條件

的臺灣居民就業，聘用單位與臺灣

居民應當簽訂聘用合同，明確聘用

期限、雙方權利義務等事項。在北

京市事業單位就業臺灣居民與在北

京市事業單位就業大陸居民同等待

遇。（第 36條） 

為臺灣人量身訂做的例外

條款，藉以促使臺灣人才

可以前去北京發展，甚至

是在公部門服務 

福建省 在閩臺資企業、臺灣教師及其研發

團隊申報省級科技計畫專案給予優

先支持。臺灣科研機構、高等院

校、企業在閩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申

報「促進海峽兩岸科技合作聯合基

金」，並支持其領導或參與國家重點

研發計畫項目申報。（第 31條） 

提供臺灣的科研機構等，

可以申請「促進海峽兩岸

科技合作聯合基金」。 

雲南省 新入駐園區企業引進的高級技術人 提供引進臺灣的高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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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高級管理人員且年薪 20萬元以

上的給予人才獎勵，獎勵基數參照

當年個人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最

高不超過 100%），前 3年給予

100%的補助，後 2年給予 50%的補

助。 

人員、高級管理人員等企

業，所得稅補助。 

湖北省 1. 支持優秀中青年臺灣籍高管申

報湖北省「123」企業家培育專

項計畫。（第 3條） 

2. 支持在鄂高校任教的臺灣教師

申報「楚天學者」、「長江學

者」等。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百人計畫」等重大人才工

程。（第 31條） 

提供臺灣的高管人才，相

關培育計畫。另外，也提

供臺灣教師申請楚天學者

或長江學者等補助計畫項

目；此外，也提供百人計

畫等，以吸引臺灣的高階

人才。 

浙江省 鼓勵和支持在鄂高校對臺灣同胞單

獨制定職稱評價標準，參考臺灣地

區規定的論文等級類別，臺灣同胞

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作為其職

稱評審的依據。（第 42條） 

提供臺灣的教師，可運用

在臺灣的研究成果及方

式，使臺籍教師在學校升

等上更加便利。 

廣東省 支持到粵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廣東

省的「珠江人才計畫」、「廣東特支

計畫」、「揚帆計畫」，並按規定享受

相關人才優惠待遇。（第 34條） 

針對其發展點領域，提供

臺灣的人才，申請珠江人

才計畫、廣東特支計畫或

揚帆計畫等高額補助計畫

項目，以吸引臺灣的高階

人才。 

廣西自治區 1. 符合條件的臺灣優秀博士、碩

士和本科畢業生或其他臺灣人

才來廣西工作，可參照執行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層次人才

認定辦法（試行）》、《廣西壯族

自治區優秀專家評選管理辦

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八桂學

者制度實施辦法》、《廣西壯族

自治區特聘專家制度實施辦

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引進海

外人才工作實施辦法》和《廣

西青年創新創業人才培養計畫

1. 相較於沿海省市的條

件，廣西提供更為開

放的條件，以吸引更

多的臺灣高階人才前

往發展。 

2. 另外，為因應需求臺

灣人才，可藉由「綠

色通道」等方式，獲

得優惠差別待遇。 

3. 提供臺灣人申請廣西

「八桂學者」和「特

聘專家」等重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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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案》等人才政策。（第

31 條） 

2. 企事業單位引進的臺籍急需緊

缺人才，可申請通過「綠色通

道」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稱。

（第 34條） 

3. 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廣西

「八桂學者」和「特聘專家」

等重大人才專案。（第 36條） 

專案，以吸引臺灣的

高階人才。 

江西省 積極保障江西臺資企業的人才需

求。申報「遠航工程」等，符合條

件的享受本省企業人才同等的政策

待遇。（第 32條） 

提供臺灣人/臺資企業可申

請遠航工程等資金補助，

以吸引臺灣的產業人才。 

山東省 積極協助推薦在山東創業創新的臺

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泰山學者、泰

山產業領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

（第 39 條） 

提供臺灣人/臺資企業可申

請泰山學者、泰山產業領

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

以吸引臺灣的產業人才。 

四川省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

「天府高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

回國服務四川計畫」、「企業博士集

聚計畫」等專項計畫（第 44條） 

提供臺灣人申請「天府高

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

回國服務四川計畫」、「企

業博士集聚計畫」等專項

計畫，以獲得高額補助，

吸引臺灣人才。 

江蘇省 鼓勵臺灣地區高階人才創新創業團

隊參與頂尖人才頂級支援計畫，對

世界一流的頂尖人才團隊，按照一

定程式審批後，給予項目資助。 

透過可與國際頂尖團隊合

作的機會，吸引臺灣的高

階人才，前往發展。 

陝西省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

業共同在我省高校設立兩岸合作研

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

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

技術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

術人才。（第 37條） 

鼓勵兩岸進行科研合作，

共同培育科研人才，尤其

專注於具前瞻性以關鍵性

的科技研究。 

貴州省 1. 鼓勵支持本地企業與臺灣農業

技術管理研發團隊合作，臺商

臺企可以技術、人才、管理的

形式入股合作創辦合資企業。

1. 藉以吸引臺灣農業技

術及管理人才前往發

展。 

2. 提供高額補助，藉以



60 

 

（第 2-3條） 

2. 《貴州省「百千萬人才引進計

畫」實施辦法》（黔人發

〔2013〕8號）相關條件的，

可申報貴州省「百人領軍人

才」、「千人創新創業人才」，入

選當年分別給予 100萬元、50

萬元的獎勵，第二、三年考核

為「優秀」的繼續分別給予

100 萬元、50萬元的獎勵。（第

34 條） 

吸引臺灣人才前往發

展。 

安徽省 1.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

鄉村振興戰略，在皖發展現代

農業。（第 17條） 

2.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我省參

與林業增綠增效行動，同等享

受財政資金獎補和林業貸款貼

息，並可申報林業特色項目專

項資金。（第 18條） 

1. 藉以吸引臺灣農業/林

業技術及管理人才前

往發展。 

2. 提供高額補助，藉以

吸引臺灣人才前往發

展。 

湖南省 1. 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在湘參與

鄉村振興戰略俗民宿、休閒農

業、鄉村旅遊等產業。（第 10

條） 

2. 支持在湘工作的臺灣同胞參與

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湖

南省優秀青年社會科學專家、

湖南省專業特色智庫專家評

選。（第 29條） 

1. 藉以吸引臺灣農業/林

業技術及管理人才前

往發展，同時藉以發

展農村觀光。 

2. 將有助吸引更多臺灣

的社會科學人才或專

機前去湖南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之，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在作為中國大陸各省分對臺工作

的指導原則之一，除了一級行政區陸續以此為核心，推出各項符合地方需

要的對臺引才政策措施，按照在地需求推出了細化措施。各省市為吸引台

灣人才，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項目，包括行政作業更加便捷、加強對科技人



61 

 

才、企業之補助以及擴大科研資源分配。 

（一）行政作業更加便捷： 

為吸引更多臺灣人才前往發展，避免因為過度繁雜的行政作業以及審

批流程成為人才前往發展的阻礙。中國大陸各一級行政區提出制度改革，

簡化現行的行政作業以及審批程序，以加速審核，包含臺灣在內的海外高

階人才的相關補助或是執業資格。 

在上海市以及廣西自治區主要乃是透過提供「綠色通道」等便捷的審

核方式，加速臺灣產業及人才前往發展所需的行政作業。另外，北京市則

是為臺灣人量身訂做的例外條款，加速讓臺灣人才可以專才身分進入公務

部門服務。 

（二）加強對科技人才、企業之補助： 

在過去，中國大陸為吸引外國資金投資，皆提出許多優惠政策，包括

稅額優惠、水電補助或是土地租賃買賣優惠等，幾乎直接將相關補助或補

貼直接反饋給企業。此次，對臺引才政策措施，除了直接給予企業金錢資

助外，也給予臺灣科技或產業人才高額的資金補助。 

在天津市，則是提供臺灣人或臺資企業高額的專項資金資助，以金錢

誘惑臺灣人前往發展。而雲南省則提供引進臺灣的高級技術人員、高級管

理人員等企業予所得稅補助。江西省提供臺灣人或臺資企業可申請遠航工

程等資金補助，以吸引臺灣的產業人才。安徽省以及貴州省則提供高額補

助，藉以吸引臺灣人才前往發展。 

（三）擴大科研資源分配： 

在過去，僅有具有中國大陸居民身分者，才可以向中國大陸政府申請

科研基金專項補助，在實施「對臺 31 項措施」後，臺灣的科研人才或團

隊，亦可以申請相關科研基金補助，使中國大陸的科研資源更加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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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慶市以及陝西省則鼓勵兩岸進行科研合作，共同培育科研人才，

尤其專注於具前瞻性以關鍵性的科技研究。福建省則提供臺灣的科研機構

等，可以申請「促進海峽兩岸科技合作聯合基金」。而在湖北省提供臺灣教

師申請楚天學者或長江學者等補助計畫項目。在浙江省提供臺灣的教師，

可運用在臺灣的研究成果及方式，使臺籍教師在學校升等上更加便利。 

廣東省乃針對其發展點領域，提供臺灣的人才，申請珠江人才計畫、

廣東特支計畫或揚帆計畫等高額補助計畫項目，以吸引臺灣的高階人才。

廣西自治區提供臺灣人或臺資企業可申請遠航工程等資金補助，以吸引臺

灣的產業人才。山東省提供臺灣人或臺資企業可申請泰山學者、泰山產業

領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以吸引臺灣的產業人才。四川省提供臺灣人申

請「天府高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四川計畫」、「企業博士集聚

計畫」等專項計畫，以獲得高額補助，吸引臺灣人才。 

江蘇省則提供可與國際頂尖團隊合作的機會，吸引臺灣的高階人才，

前往發展。另外，在湖南省也為吸引吸引更多臺灣的社會科學人才或專機

前去湖南發展，提供相關套措施。 

由此可見，各一級行政區雖因各自需求，提出各項具在地特色的施行

細則外，但仍不脫其「以利誘之」，吸引臺灣人才前往發展的企圖，無論是

在個人金錢補助或是科研成果的分享等。尤其近來中國大陸企業高薪挖角

臺灣半導體人才已經有大約 3,000 位轉戰前往中國大陸工作，預期將協助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更具規模，從而對臺灣造成威脅。不僅因為中國大

陸企業提供的高年薪和福利待遇，陸資企業或許還提供一個「美夢」，它包

括良好的發展前景，與頂尖的科研團隊合作，以及引領產業變革轉型的「美

夢」。 

三、小結 

自 2018 年 2月底，中國大陸國臺辦發布「對臺 31項措施」以來，中

國大陸中央各部會以及一級行政區皆紛紛響應，截至 2018 年 10月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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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上海、天津、重慶以及北京等直轄市，另有福建、雲南、湖北、浙江、

廣東、廣西、江西、山東、四川、江蘇、陝西、貴州、安徽、湖南等省或

是自治區，已提出具有各自特色的對臺政策措施。從發布的內容來看，數

量也日漸增多，似有競爭態勢。目前以廣西自治區發布對臺 80條，數量比

中央多出一倍以上，更是截至目前在已知一級行政區中排名第一。而就各

一級行政區所發布之對臺引才措施，大都涵蓋了就業環境優化、提供高額

薪水及優渥福利、給予就業者更好的發揮舞台等面向，藉以吸引台灣產業

人才前往發展。 

上述這些一級行政區所發布的對臺政策措施，乃是依其各自在地特色

或需求，而分別提出不同的優惠方案，以吸引不同領域的臺灣產業及專業

技術人才前往發展，探究其最終目的是讓臺灣民眾，特別是具有關鍵或核

心產業技術人才前往到中國大陸發展，以協助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調整以

及產業轉型發展。 

尤其現階段，中國大陸單方面對臺灣採取積極推動民間交流與多項對

臺政策措施，而這些能否進一步在各省市，甚至在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具

體落實，將是其「官民兩分」策略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否則，中國大陸

各地陸續推出看似「惠臺」，實則「惠中」的對臺政策措施，僅不過是為服

膺中國大陸中央對臺「統戰」的目的，所提出來的政策措施。而在下一節

中，將針對中國大陸重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對臺引才措施進行初步介紹及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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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陸重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引才政策措施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沿海港口城市，給予外商若干優惠待遇

以吸引外資投資，並鼓勵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同時在沿海地區也先

後設立經濟特區、開放 14個沿海城市35、開發上海浦東等重大政策，而臺

商、臺資企業也紛紛前往投資或尋找產業合作之機會。 

歷經 30 餘年的發展，中國大陸已發展出許多重要區域經濟中心城市，

同時也與臺灣密切往來。其中，深圳已成為全國重要的高科技研發和製造

基地、物流基地和區域金融中心，其 GDP 總量、每人平均 GDP、外貿出

口、集裝箱輸送量、預算內財政收入等重要指標均進入全國前列或名列全

國榜首。廈門則成為臺灣海峽大陸地區最重要的對外開放城市和經貿城市。

福州與廈門同為福建省經濟雙核心之一，在 2017年經濟產量達 7,104.02億

元人民幣，遠遠超過廈門的 4,351.18 億元人民幣。寧波是長江三角洲地區

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在杭州灣大橋建成以後，寧波作為該地區南部中

心城市的地位將進一步鞏固。至於南通，在 2017 年的生產總值達 7,750 億

元人民幣，其中高端紡織、船舶海工、電子資訊等産業已成為南通三大支

柱産業。平潭，近年來則在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下，推出「進一步深化中國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平潭片區改革開放實施方案」（簡稱「方案」），進

一步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廣州從

1984年首家臺資企業到廣州投資，包含富士康、臺灣銀行、中信銀等臺資

企業落戶廣州，截至 2018 年 6 月，累計投資總額 219.27 億美元，近來更

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千載難逢的重大發展機遇。崑山不僅是臺商

最推薦的大陸投資城市之一，近來更將推動兩岸產業深度融合，引導臺企

由資金密集型向智慧製造升級，由代工生產向研發、品牌、銷售、服務環

節延伸拓展，構建具有崑山特色的兩岸深度融合、體現高品質發展的現代

產業體系。淮安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政府積極輔導下，發展半導體產業，吸

                                                 

35 這些沿海城市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

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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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大量臺商前往發展。 

在過往 30餘年，這些城市因為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城市，與臺資企業

往來互動密切。期間隨著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臺資企業的投資也在若

干城市和區域中扮演促進其經濟成長的重要角色。 

再者，近年全球吹起環保風潮，身為全球高排碳的國家，中國大陸承

受不少國際壓力。為此，中國大陸政府公告包括水泥、玻璃、造紙、煉鐵

等 18 個行業中產能落後的企業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並以斷電方式予

以等重罰，迫使這些企業進行改革，轉型升級。中國大陸政府祭出鐵腕淘

汰高耗能、高汙染、高排放產業，轉而發展低汙染的科技產業、數位產業，

因而各城市也正處於產業轉型發展的階段，而且更迫切地需要高階的產業

技術人才，投入產業發展建設。 

可見，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紅利慢慢消退，正處在轉型升級邁向

高質量發展的中國大陸亟需吸引人才、推動創新，各地方政府在「搶人、

搶企業」方面更是不遺餘力，各地引才舉措日趨優厚。根據 2018 年 2月經

濟學人一篇名為〈中國城市爭相吸引海外創業者〉（Chinese cities are 

competing to woo overseas entrepreneurs）的報導表示，36中國大陸地方政府

提供海外創業者諸如辦公地點、資金、諮詢的設立流程一條龍服務，為了

就是要吸引海外新創及尖端科技人才進駐，為經濟注入活水。這些沿海城

市，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便與臺灣交流交往，現在依然是往來最頻

繁、交流最密切的地方。因此，為深化雙方的合作，吸引臺灣企業、人才、

資金，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陸續針對提出具在地特色的對臺政策措施。 

在前一節，本研究已經針對中國大陸一級行政區的引才政策以及對臺

引才政策措施進行介紹，瞭解到中國大陸各省市為了各自發展經濟，對於

人才的需求亦有所不同。中國大陸各地引才舉措也對臺灣造成磁吸效應。

                                                 

36 The Economist. 2018.“ Chinese cities are competing to woo overseas entrepreneurs”,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8/02/22/chinese-cities-are-competing-to-woo-overseas-

entrepreneurs?fsrc=rss (July 27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8/02/22/chinese-cities-are-competing-to-woo-overseas-entrepreneurs?fsrc=rss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8/02/22/chinese-cities-are-competing-to-woo-overseas-entrepreneurs?fsrc=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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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 2018 年 2月 28日推出的「對臺 31 項措施」，為臺胞提供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方面同等待遇，更是帶動中國大陸各地紛紛提出具在地特

色及需求的對臺引才政策措施。以下將分析中國大陸重要對臺工作城市現

行的引才政策措施，且將特別著重於產業以及高科技人才等相關政策上。 

一、中國大陸重要對臺工作城市的引才政策措施分析 

中國大陸為吸引臺灣產業界人才，所提出各種政策誘惑，如重金禮聘

產業或科技的高階人才。諸如廈門為引進並聚集優秀的臺灣高階人前往廈

門工作或創業，2015 年在「海納百川」人才計畫下啟動臺灣特聘專家申報

計畫。37廣東廣州設立每年 1,000 萬元人民幣的「臺資企業轉型升級與臺灣

青年創新創業」資金，對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技術改造和臺灣青年創業團

隊進駐予以支持，同時為吸引更多臺灣人才前往發展，亦支持臺灣專業人

才申領廣州市人才綠卡。38至於湖北武漢，則是在武漢大學的舉行「2018 年

實習實訓春季校園供需見面會」，向臺青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產業領域包

括了金融管理、電子資訊、醫藥生物、媒體娛樂等產業。39以上這些城市為

吸引產業人才投入發展，對臺的引才與搶才政策已從中央擴大到地方。 

再者，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快速崛起，除了對臺灣的面板、太陽能產

業造成影響外，中國大陸提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積極發

展半導體相關產業，並將設立初期規模達 1,200 億人民幣的國家產業投資

基金，這對於臺灣尚有優勢的半導體產業將是另一個重大影響。 

另外，中國大陸於 2015 年 5月 19日正式提出「中國製造 2025」方案，

希望於 2025 年達成製造業重點領域全面智慧化，同時推出十項重點領域。

                                                 

37 潘薇，劉凡凡，2015，〈「海納百川」計畫 吸引臺灣人才赴陸助攻〉，兩岸商情，

http://www.cstrade.tw/?p=2926， 查閱時間：2018/8/1。 
38 陳寂，2018，〈廣州每年將為臺灣大學生提供超個 1200 就業崗位〉，新華網，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11&docid=104661753，查閱時間：2018/9/2。 
39 戴慧瑀，2018，〈武漢向臺生招手 鋪路前進大陸〉，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20000151-260301，旺報，查閱時間：

2018/9/20。 

http://www.cstrade.tw/?p=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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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期隨著「中國製造 2025」的提出，除全面推動產業升級外，對於核

心關鍵零組件也將加強研發，提高國產化比率，大陸在地供應鏈將崛起，

對包括機械、資訊、通訊、網路、半導體、軟體與製造服務業等都將受到

全面的影響，40其中在臺灣產業人才方面的流失，更是關鍵所在。根據統

計，自中國大陸在 2014 年成立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以來，已經有超

過千名臺灣人才赴中國大陸工作，顯見中國大陸，除了將獵才目標，鎖定

韓國和日本的工程師外，與中國大陸語言與文化相通的臺灣，更是其招攬

人才最成功的地方，這歸功於中國大陸以各種誘因，如資源或金錢誘惑等，

吸引臺灣的晶片工程師到大陸工作，企圖藉以獲得臺灣晶片等高科技技術，

引發外界極大關注。 

如今，在圍繞半導體技術的科技爭奪戰中，臺灣正處於核心地帶。且

隨著越來越多臺灣專業人才投身大陸蓬勃發展的半導體行業，對大陸而言，

臺灣人才能讓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降低重要晶片對外商公司的依賴性，

因此不惜花重金向臺灣 IC 產業人才招手挖角。綜觀臺灣近幾年有關盜竊

技術的訴訟案件激增，但九成案件與中國大陸的企業有關。足見，高科技

產業人才外流嚴重，不僅間接促使商業機密流漏，也為臺灣的晶片等高科

技產業帶來威脅。 

其實中國大陸從「十一五」末期即針對海外人才祭出「千人計畫」方

案，給予機構專業職與創業資金、獎勵、賦稅優惠以及提供各項超優生活

待遇。推出後臺灣學研人才已有代表性學者專家入選，被延攬至大陸任教。

除了學界的腦袋，大陸搶產業界人才同樣大膽祭出「重金禮聘」，包括廈門

「海納百川」人才計畫、廣州 5年 35億的產業領軍人才計畫、武漢市城市

合夥人計畫等，吸引產業人才創新創業，引才與搶才政策已從中央擴大到

                                                 

40 陳金隆，2018，〈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問題與對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2/18308，查閱時間：2018/9/20。 

https://www.npf.org.tw/2/1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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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41以上這些政策作為，自從中國大陸提出「對臺 31項措施」後，不

僅深化到各省市以及城市，亦更廣化擴及到高科技產業以及高階管理人才。

而臺灣面臨中國大陸在人才方面全面吸納，不論是陸資企業，或是在中國

大陸經營的臺資企業，所造成的磁吸效應，人才稀缺、高階人才斷層的問

題，對長遠的經濟發展帶來危機。 

尤其，近來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規劃」以及「中國製造 2025」戰略性

考量下，中國大陸傾全力推動「中國製造 2025」，將引導外資投向新一代

資訊科技、機器人、節能汽車、新材料及生物醫藥等十大重點領域，並鼓

勵外商在中國大陸設立全球研發中心，加強促成陸資與外國企業技術合作；

涵蓋範圍與政策工具之廣，前所未有。其中「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中多

項與臺灣目前發展的半導體、智慧製造及生技醫藥等「5+2 創新產業計畫」

重疊，對臺灣形成很大的競爭壓力。42 

自 2018 年 2月 28日，中國大陸公佈「對臺 31項措施」後，陸續有廈

門市推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廈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60

條；莆田市推出《關於促進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共 35 條；

寧波市推出《關於進一步深化甬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80條；平潭綜合實驗區推出《平潭 20 條對臺特色措施》共 20條；杭州市

推出《關於進一步深化杭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共 60條；崑山

市推出《關於深化崑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68條；淮安

市推出《關於促進淮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施辦法》共 58條；廣州市推出

《關於進一步深化穗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60條；南京

市推出《關於深化來寧臺胞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的若干措施》共 75 條；

福州市推出《福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41 施俊宇，2016，〈大陸政策磁吸 臺灣人才出走警鐘長鳴〉，工商時報，

https://m.ctee.com.tw/album/4c8c65b0-5bd2-4ec7-8a6c-9447a11812bc/718471，查閱時間：

2018/10/1。 
42 2018，〈正視中國製造 2025 對臺灣的影響〉，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324794，查閱時間：2018/10/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32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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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意見》共 68條；湖州市推出《湖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辦法》共 60條；珠海市推出《關於促進珠臺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2 條；鹽城市推出《關於促進鹽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 50條。此外，深圳市，雖沒有推出一系列的對

臺政策措施，但亦就其先前或已推出的政策措施進行匯總，提出《深圳貫

徹〈31 條惠及臺胞措施〉政策彙編》共 99 項政策，而南通市並未將落實

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針對「對臺 31項措施」的內容分別提出了落實的

舉措。這些落實舉措，以財政扶持和政策獎勵為主，側重點在於臺資企業

設備技術改造，人才引進、臺胞在南通創業、臺胞子女在南通入學等方面

等。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各城市不僅爭相呼應中央「對臺 31 項措施」，同

時也各自融入在地特色提出具體實施辦法。藉以吸引符合其發展需求的臺

灣產業以及高科技人才前往該城市發展。 

圖 3 2018 年中國大陸重要對臺工作城市新的對臺政策措施發布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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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8 年中國大陸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所發布對臺政策措施 

發布城

市 

發布時間 對臺政策措

施 

主要內容 

廈門市 2018/4/10 《關於進一

步深化廈臺

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共 60條 

第一部分，「關於經濟交流合作方面」，共

有 23條； 

第二部分，「關於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

面」，共有 10條； 

第三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廈學習實習

方面」，共有 3條； 

第四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廈就業創業

方面」，共有 7條； 

第五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廈就業創業

方面」，共有 17條； 

莆田市 2018/4/17 《關於促進

莆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的實施意見》

共 35條 

第一部分，「深化莆臺經貿合作」，有 9條； 

第二部分，「促進莆臺文化交流」，有 4條； 

第三部分，「強化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人才支撐」，有 9條； 

第四部分，「其它配套政策」，有 13 條。 

南通市43 2018/6/19 《江蘇南通

助臺 44 條政

策落地見效》

共 44條 

第一部分，「在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方

面」，有 12條； 

第二部分，「在爲臺胞在南通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方面」，有 15 條； 

第三部分，「與措施相關聯」，有 17 條。 

寧波市 2018/6/19 《關於進一

步深化甬臺

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共 80條 

第一部分，「臺灣同胞來甬投資」，有36條； 

第二部分，「甬臺貿易」，有 7條； 

第三部分，「甬臺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有

11 條； 

第四部分，「臺灣同胞在甬學習實習就業

創業」，有 14條； 

第五部分，「臺灣同胞在甬居住生活」，有

12條。 

平 潭 綜 2018/7/3 《平潭 20 條 第一部分，包括積極吸引臺灣企業與人才

                                                 

43 江蘇省南通市的做法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針對 31 條措施的內容分別提出了

「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為臺胞在南通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與「其他相關

方面」等三個領域共 44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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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實 驗

區 

對臺特色措

施》共 20條 

到平潭經商、辦企業和創業、就業，加快

建設臺胞第二生活圈，有 10條； 

第二部分，包括進一步擴大對臺經貿、口

岸合作，推動人員、車輛往來便利，加快

建設對臺合作主平臺主通道，有 10 條。 

杭州市 2018/7/17 《關於進一

步深化杭臺

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

施意見》共

60條 

第一部分，「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貿合作

領域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本市其他企業

同等待遇」，有 22條； 

第二部分，「為臺灣同胞在杭州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提供與本市居民同等的待

遇」，有 36條； 

第三部分，「其他事項」，有 2條。 

崑山市 2018/7/18 《關於深化

崑臺經濟社

會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

措施》共 68

條 

第一部分，「關於投資經貿合作方面」，有

23條； 

第二部分，「關於金融創新合作方面」，有

9條； 

第三部分，「關於社會文化交流方面」，有

9條； 

第四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崑學習、實

習、工作、創業方面」，有 13條； 

第五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在崑居住生活

方面」，有 14條。 

淮安市 2018/7/23 《關於促進

淮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實施辦法》共

58條 

第一部分，「關於淮臺經貿合作」，有23條； 

第二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創業」，有 5條； 

第三部分，「關於臺灣人才引進」，有 7條； 

第四部分，「關於社會文化交流」，有 5條； 

第五部分，「關於臺灣同胞就業、學習、實

習及生活」，有 18條； 

深圳市 2018/7/24 《深圳貫徹

〈31 條惠及

臺胞措施〉政

策彙編》共

99項政策 

 

第一部分，「社會投資項目類」，有 8項政

策措施； 

第二部分，「產業扶持類」，有 8項政策措

施； 

第三部分，「總部企業類」，有 1項政策措

施。 

廣州市 2018/7/30 《關於進一

步深化穗臺

經濟社會文

第一部分，「深化穗臺經貿合作」，有32條； 

第二部分，「促進穗臺社會文化交流」，有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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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共 60條 

第三部分，「支持臺胞在穗就學就業創

業」，有 11條； 

第四部分，「便利臺胞在穗居住生活」，有

8條； 

南京市 2018/8/8 《關於深化

來寧臺胞宜

學宜業宜遊

宜居服務的

若干措施》共

75條 

第一部分，「宜學」，有 6條； 

第二部分，「宜業」，又分為五部分包括就

業服務，有 10 條、創業服務，有 4 條、

人才服務，有 6條、投資服務，有 13條、

平臺服務，有 8條，總共有 41條； 

第三部分，「宜遊」，有 8條； 

第四部分，「宜居」，有 20條。 

福州市 2018/8/12 《福州市貫

徹〈關於促進

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實施意見》共

68條 

第一部分，「擴大榕臺經貿合作」，有28條； 

第二部分，「支持臺灣同胞在榕實習就業

創」，有 23條； 

第三部分，「深化榕臺文化交流」，有 8條； 

第四部分，「方便臺胞在榕安居樂業」，有

9條。 

湖州市 2018/8/28 《湖州市貫

徹〈關於促進

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法》

共 60條 

第一部分，「投資和經貿合作方面」，有 28

條； 

第二部分，「就業創業方面」，有 14 條； 

第三部分，「文化交流方面」，有 5 條； 

第四部分，「生活待遇方面」，有 13 條。 

珠海市 2018/9/10 《關於促進

珠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共 52條 

第一部分，「深化珠臺經貿合作」，有19條； 

第二部分，「促進珠臺社會文化交流」，有

11 條； 

第三部分，「支持臺胞在珠就學實習就業

創業」，有 11條； 

第四部分，「便利臺胞在珠居住生活」，有

11 條。 

鹽城市 2018/9/12 《關於促進

鹽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

施》共 50條 

第一部分，「促進鹽臺經貿合作方面」，有

22條； 

第二部分，「增進鹽臺人文交流方面」，有

20條； 

第三部分，「營造臺胞便利生活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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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面對中國大陸各地對臺引才政策措施陸續推出，且具有地方特色或針

對特定產業或領域的落地措施，確實對臺灣產生磁吸效應。尤其過去中國

大陸吸引臺灣人才多側重在科技、金融等產業領域，本次將範圍擴大到人

文藝術、社會科學、傳媒娛樂、長照及社區服務及環保等領域。足見中國

大陸亟欲吸引臺灣產業人才之決心。從前一節中所介紹的中國大陸人才政

策以及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或是各省市乃至於地方政府所推出的對

臺政策措施中，所反映的即是中國大陸正為產業轉型做準備，亟需大量的

援引與結合外部人才以促其實現。中國大陸積極對包含臺灣在內的其他國

家招商引資、給予它國人民準國民的待遇，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鍵人才、

做好長期留才以及育才的措施，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44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經濟體質、結構，朝高質量

發展的方向轉型，無論是從重視數量到重視品質，抑或是從規模擴張到結

構升級，歸根究柢還是要從依賴生產要素轉向由創新來驅動。而要落實這

樣的結構性轉型，援引、結合外部人才，堪稱是一條「終南捷徑」，而臺灣

更成為其人才輸入的主要通道。探究其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與臺灣與

中國大陸在語言與文化方面，溝通上較鄰近的日、韓，更為容易且親近。

再者，是因為臺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時間早，規模也大，同時也與臺

灣產業的連結也深有關。 

  

                                                 

44 林瓊瀛，2018，〈中國惠臺措施 對臺灣人才的省思〉，《會計研究月刊》，391期：97-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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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8 年中國大陸各地欲吸納臺灣產業或領域的人才 

省市 對臺措施 各地所需之產業或領域人才 

福建

廈門 

關於進一步深化

廈臺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前瞻科技或科研人才、智財及專利人才、農業及觀

光旅遊人才、文化及文創人才、職訓專技人才、影

視及音樂人才、長照服務管理人才、律師及醫護等

專業人士、廈門市重點產業：包括平板顯示、光電、

計算機與通訊設備、積體電路、機械裝備、新材料、

生物醫藥與健康等 6大產業人才 

福建

莆田 

《關於促進莆臺

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實施意見》

共 35條 

醫療健康、電子資訊、精密製造、文化創意、傳

統鞋服等產業臺灣高階人才以及新農業青年 

江蘇

南通 

江蘇南通助臺 44

條政策45 

先進裝備製造、船舶修造、精細化工、電子資訊、

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服務業、現代農

業等領域中，具有現代管理理念和較強創新創業能

力，取得良好經營業績的各類高階創業領軍人才；

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從事研發工作或擁有自主知識

產權，實施創新成果轉化的各類工程技術關鍵人

才；技術精尖、技能嫻熟的高技能人才。 

浙江

寧波 

關於進一步深化

甬臺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先進製造業和智慧經濟領域創業團隊項目，主要包

括：新材料、高端裝備、新一代資訊科技等三大戰

略產業，包括綠色石化、清潔能源、汽車、紡織服

裝、家用電器等五大優勢產業，生物醫藥、海洋高

科技、節能環保等一批新興產業，稀土磁性材料、

高端金屬合金材料、石墨烯、專用裝備、關鍵基礎

件、光學電子、積體電路和工業物聯網等，以及電

子商務應用企業、平臺企業和服務企業三大領域，

引進並重點支持一批電子商務高階人才和高端創

業創新團隊。 

福建

平潭 

「影視產業發展

政策」和「對臺職

業資格採信政

策」46 

主要有影視產業人才，其他則包括教師、法律職業

資格、註冊建築師、醫生資格、導遊資格、電腦技

術與軟體專業技術資格、證券期貨業從業人員資格

等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

                                                 

45 江蘇南通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 
46 福建平潭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提出《平潭綜合實驗區關於促進兩岸影視產業

合作發展的實施意見》在福建省首推了 20條優惠政策。另外針對人才方面，則是提出《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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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業資格考試，涉及範圍相當廣泛，從銀行、消

防、醫療、物流、會計、房地產經紀等，甚至是資

訊通信網路運行管理人員、電子器件製造人員、家

畜繁殖員等 

浙江

杭州 

關於進一步深化

杭臺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意

見 

高端裝備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新一代資

訊科技人才；高階創業人才或海外優秀創業創新

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先進製造業、文化創意產

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等人才；具國際經驗

高階專業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關鍵技術或

新興學科等教育人才；其他包括觀光旅遊業的導

遊，會計師等人才 

江蘇

崑山 

關於深化崑臺經

濟社會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 

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環保等新興產業的創新

創業人才；新一代資訊科技、高端裝備製造、新材

料、軟體和積體電路、節能與新能源、醫療器械和

生物醫藥等先進製造業領域和金融服務、現代物

流、科技服務等產業人才 

江蘇

淮安 

關於促進淮臺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實施辦法 

農業、文化及文創人才；臺灣工程師、高階人才；

鹽化新材料、電子資訊、特鋼、食品、高端裝備製

造、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等「4＋2」優勢特色產業

人才 

廣東

深圳 

《深圳貫徹「31

條惠及臺胞措

施」政策彙編》共

99條 

高新技術、金融、商業服務、物流、文化等支柱產

業發展，培育新能源、互聯網、生物、新材料等戰

略性新興產業人才 

廣東

廣州 

關於進一步深化

穗臺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IAB」（新一代資訊科技、人工智慧、生物醫藥）

與「NEM」（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人才；廣

州未來將聚焦以下重點領域包括智慧裝備及機器

人、新一代資訊科技、生物醫藥與健康醫療、智慧

與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都市消費工業、生產性服

務業等產業人才 

江蘇

南京 

《關於深化來寧

臺胞宜學宜業宜

遊宜居服務的若

干措施》共 75

文藝人才；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產業

人才； 

                                                 

職業資格採信工作實施意見》，對臺職業資格採信工作計劃於 2018 年 7月全面試行，8 月全

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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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福建

福州 

福州貫徹〈關於

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實施意

見 

新一代資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新能源

汽車、智慧型機器、特色農機裝備、新材料等領域

人才；積體電路、新型顯示、新材料、生物製藥、

高端醫療器械、精密機械、石油化工、文化創意、

現代農業、現代物流企業以及重大旅遊產業或領域

人才 

浙江

湖州 

《湖州市貫徹

〈關於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法》共

60條 

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產業；鄉村建設、

休閒農業、高端民宿、旅遊、養老等產業；考古研

究、文物保護、傳統工藝等領域人才 

廣東

珠海 

《關於促進珠臺

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共 52條 

文藝人才；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科技、生物醫藥、

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航

空、海洋工程等產業人才 

江蘇

鹽城 

《關於促進鹽臺

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共 50條 

高端電子資訊製造業、先進裝備製造業、石油化工

產業、先進輕紡製造業、新材料製造業、生物醫藥

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產業人才；節能環保、新一代資

訊科技、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人才；金融、旅遊、文創等

產業人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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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所需臺灣人才產業類別彙總表 

主要對臺
工作城市 

中
國
製
造
二
〇
二
五
計
畫

相
關
產
業 

前
瞻
科
技
／
科
研
人
才 

智
財
及
專
利 

平
板
顯
示 

光
電
電
子 

現
代
資
訊
軟
體
、
電
腦
與

通
訊
設
備 

半
導
體 

先
進
機
械
設
備
及
精
密
製

造 

新
材
料 

現
代
及
新
農
業 

觀
光
旅
遊
業 

考
古
、
文
化
、
資
產
保
護

及
文
創
、
傳
統
工
藝 

職
訓
專
技 

醫
療
健
康
及
長
期
照
護 

生
物
醫
藥
及
新
醫
藥 

影
視
及
音
樂 

會
計
師
、
律
師
及
教
師
等

專
業
技
術 

傳
統
鞋
服
／
現
代
紡
織
產

業 

船
舶
修
造 

精
細
化
工 

現
代
服
務
業
及
專
業
經
營

管
理 

新
能
源
、
清
潔
能
源
／
環

保
節
能
產
業 

電
子
商
務
／
物
聯
網
應
用 

現
代
物
流
、
金
融
、
科
技

等
生
產
性
服
務
業 

智
慧
與
新
能
源
汽
車
及
零

組
件 

食
品
及
食
品
加
工
等
都
市

型
消
費
產
業 

特
鋼
人
才 

AI

、
智
慧
裝
備
及
機
器
人

等
產
業 

智
慧
製
造
／
綠
色
製
造 

農
業
機
械
設
備 

石
油
化
工
／
綠
色
石
化 

鄉
村
建
設
、
高
級
民
宿 

養
老 

航
空
及
海
洋
工
程 

福建廈門 ＊ ＊ ＊ ＊ ＊ ＊ ＊ ＊ ＊ ＊ ＊ ＊ ＊ ＊ ＊ ＊ ＊                  

福建莆田  ＊    ＊  ＊  ＊ ＊ ＊      ＊                 

江蘇南通 ＊ ＊      ＊ ＊ ＊    ＊ ＊    ＊ ＊ ＊              

浙江寧波 ＊ ＊ ＊  ＊ ＊  ＊ ＊ ＊     ＊   ＊ ＊   ＊ ＊  ＊      ＊    

福建平潭  ＊    ＊    ＊ ＊  ＊ ＊  ＊ ＊    ＊              

浙江杭州 ＊ ＊ ＊   ＊  ＊  ＊ ＊ ＊   ＊       ＊             

江蘇崑山 ＊ ＊   ＊  ＊ ＊ ＊ ＊ ＊    ＊       ＊  ＊           

江蘇淮安  ＊ ＊   ＊   ＊ ＊  ＊             ＊ ＊ ＊        

廣東深圳 ＊        ＊   ＊   ＊       ＊ ＊ ＊           

廣東廣州 ＊ ＊ ＊   ＊  ＊ ＊     ＊ ＊      ＊   ＊ ＊ ＊  ＊       

江蘇南京   ＊       ＊  ＊                 ＊      

福建福州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湖州  ＊ ＊   ＊  ＊  ＊ ＊ ＊                ＊ ＊   ＊ ＊  

廣東珠海 ＊ ＊    ＊  ＊ ＊ ＊  ＊   ＊       ＊   ＊         ＊ 

江蘇鹽城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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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表 7、表 8 以及表 10 看來，中國大陸各地確實因應各自在地產

業發展所需，並在中國大陸人才政策以及對臺政策措施的大架構下，提出

各自的產業人才需求，以吸引包括臺灣在內的全球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

根據上述各產業，多是集中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以及高端或先進製

造等產業，其中進一步說明，包括積體電路、資訊科技以及光學鏡頭等高

科技產業。這不僅和近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中國製造 2025」或是「十三

五規劃」中，包括新一代資訊科技、高級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太航空裝

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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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重

點發展領域相契合，也突顯中國大陸各地，透過各自的人才以及對臺政策

措施，吸取臺灣人才前往發展，以獲得中國大陸中央部會包括資金以及其

他政策支援的企圖，也形成中國大陸各地相互競爭，搶奪人才的態勢。以

下將針對中國大陸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對臺引才措施具體內容，進行分

析。 

 

表 11 2018 年中國大陸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對臺引才措施具體內容 

主要對臺

工作城市 

對臺引才措施內容 

廈門市

《關於進

一步深化

廈臺經濟

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

施》 

1. 受聘於在廈門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

爲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廈

門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7 條） 

2.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共同在廈門設立兩岸

合作研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前

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

才。（第 25條） 

3. 積極協助在廈門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項目。（第 27條） 

4.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鼓勵在

廈門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畫」。鼓勵

臺灣同胞參評廈門市的特聘專家或特聘專業人才。鼓勵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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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重點産業、重點項目、重點學科聘用急需緊缺的臺灣

專業人才。（第 39條） 

5. 鼓勵臺灣同胞在廈門報名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第 40條） 

6.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廈門的高校、職業院校

從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

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43條） 

莆田市

《關於促

進莆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

見》 

1. 加快莆臺人才交流基地（示範區）建設，探索設立海峽博

士後工作站，對獲准建站的給予建站一次性補助…柔性引

進的人才按在莆時間計算後給予補助，有關經費通過現有

人才專項資金統籌支持。（第 14條） 

2. 實施臺灣特聘人才專項計畫，納入人才「壺蘭計畫」、「壺

蘭英才」單列 10個名額。入選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和省「百人計畫」的，市級按 1:1 比例給予配套補助。

（第 15條） 

3. 對接產業人才需求，重點引進醫療健康、電子資訊、文化

創意、傳統鞋服等產業臺灣高階人才。（第 16條） 

4. 鼓勵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按程式聘用臺灣人才，設

立首席專家崗位。（第 17條） 

5. 對企業人才，按用人單位支付給新聘人才年薪達到所在我

市上一年度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 3倍以上的標準認

定；對技能人才，按技能人員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認定辦法

辦理；對農業人才，按邀請農協會等協力廠商機構推選評

估情況由市農業局認定。（第 18條） 

6. 鼓勵和支持臺灣同胞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具體執業辦法依照國

家規定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第 19條） 

南通市 

江蘇南通

助臺 44條

政策落地

見效》 

1. 已有高階人才入選「千人計畫」和南通「江海英才計畫」，

並享受財政補貼； 

2. 臺灣高階人才來通創業，最高可享受市財政 500萬元的創

業啟動資金或市級產業發展基金最高 5,000萬元股權投資 

3. 臺胞參加「註冊安全工程師」等職業資格考試等 

寧波市

《關於進

一步深化

甬臺經濟

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

1. 聘於在寧波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寧波

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3條） 

2. 鼓勵在甬高校引進臺灣專業相關科研、教學、專業技術人

員，共建高水準學科和專業。鼓勵臺灣教師來寧波高校任

教，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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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

施》 

（第 45條） 

3. 積極協助在寧波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項目。（第 46條） 

4. 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寧波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

或研學。（第 50條） 

5. 臺灣各類人才來甬就業創業同等享受寧波人才引進、培養

和服務保障政策待遇。（第 55 條） 

6. 積極協助推薦在寧波創業創新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

省「千人計畫」等重大人才工程，鼓勵臺灣同胞參評寧波

市「3315計畫」、「泛 3315計畫」和「資本引才計畫」。（第

58 條） 

7. 在寧波工作的臺灣同胞，納入寧波市各類人才培養計畫覆

蓋範圍。符合條件的可申報參評，入選後享受寧波居民同

等待遇。（第 63條） 

8. 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參加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和各類職稱評

審。（第 64條） 

9. 臺灣同胞符合寧波高階人才引進需求的，可參加事業單位

公開招聘。（第 67條） 

平潭綜合

實驗區

《平潭 20

條對臺特

色措施》 

1. 聘用臺灣專業人才在區內行政企事業單位、科研所等機構

任職。（第 9條） 

2. 推動臺灣建築、規劃等服務機構執業人員，持臺灣相關機

構頒發的證書，在區內已合作方式在批准的範圍內開展業

務。（第 10條） 

杭州市

《關於進

一步深化

杭臺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的實

施意見》 

1. 受聘於在杭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

作為負責人申報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省級科技

計畫項目或課題（含省級自然科學基金），與我市科研人員

享受同等政策。（第 7條） 

2.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省「千人計畫」、杭州市

全球引才「521」計畫等人才計畫，鼓勵在杭工作的臺灣專

業人才申報國家「萬人計畫」。臺灣青年來杭創業創新，符

合我市相關人才引進條件的，可享受相關優惠政策。相關

資格條件中對海外學習經歷、工作經歷有特別要求的，臺

灣地區學習、工作經歷可參照適用。（第 29條） 

3. 臺灣同胞可以參加本市職業技能培訓，符合條件的可享受

職業技能培訓鑑定補貼。鼓勵在杭臺資企業與在杭職業院

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第 30條） 

4. 積極協助在杭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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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

基金項目。（第 30條） 

5. 鼓勵臺灣導遊、領隊在杭參加全國導遊資格考試，持證執

業。（第 33條） 

6. 對在我市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

加相應系列、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第 35

條） 

7. 鼓勵臺灣專家、學者、教師在市屬高校從事專業學科教學

工作，其在臺灣地區高校的任職年限予以承認，在臺灣取

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等工作評價體系。

（第 37條） 

崑山市

《關於深

化崑臺經

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

措施》 

1. 鼓勵銀行加大對在崑臺資科技人才企業貸款力度，對放貸

銀行貸款所產生的損失進行補償，承擔有限補償責任。（第

6條） 

2. 積極協助在崑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

基金項目，參評梅花獎、群星獎等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社會

領域各類評獎項目。（第 33條） 

3. 推進建設崑山兩岸人才合作試驗區建設，加強兩岸人才合

作交流，鼓勵臺灣優質人力資源和職業培訓機構來崑落

戶。積極推進臺灣職業能力認証與大陸專技職稱比照認

定、臺灣職業能力認証引進和培訓等工作。（第 44條） 

4. 鼓勵在崑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江蘇省「雙創人才」、蘇州市「姑蘇人才」、

崑山市「雙創人才」等各項人才獎。（第 45條） 

淮安市

《關於促

進淮臺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實

施辦法》 

1. 受聘於在淮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淮安市科技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陸科

研人員同等政策。（第 17條） 

2. 鼓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在我市自主申報入選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

的，分別按創業類 50萬元、創新類 20萬元給予企業資金

資助。鼓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江蘇省「雙創計畫」和

「333 工程」，同等條件下優先推薦。（第 29條） 

3. 勵臺灣工程師、高階人才、高校畢業生來淮創業、就業、

兼職，並同等享受我市出臺的各類創業扶持、就業補貼等

優惠政策。鼓勵臺灣人才申報淮安市「淮上英才計畫」、創

新創業領軍人才（團隊）、「533 英才工程」，對符合條件

的，直接認定納入相應人才工程，享受相關資助待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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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條） 

4. 支持在淮就業的臺灣人才申報「蘇北計畫」暨「淮上英才

計畫」。（第 31條） 

5. …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在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策等方面享

受與淮安居民同等待遇。高階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直接

申報評審高級職稱。（第 32條） 

6. 鼓勵臺灣教師來駐淮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

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33 條） 

7. 符合條件的臺灣人才，同等享受《淮安市服務高層次人才

創新創業 15個暫行辦法（說明）》相關政策待遇。（第 34

條） 

8. 積極推薦、協助在淮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各類基金專案。（第 35條） 

9. 支持臺胞在淮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胞在臺灣地區已經取得專

業服務領域執業資格的，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的證

書，經批准可以在淮安開展執業服務。（第 48條） 

廣州市

《關於進

一步深化

穗臺經濟

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

施》 

1.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廣州市屬高校從

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

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40條） 

2. 推動穗臺兩地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

培訓，細化臺灣教師來穗任教細則及評價機制，落實臺灣

教育行業在穗認證專案。（第 41條） 

3.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完善本市技能人員職業資格管

理辦法及相關工作流程。（第 47條） 

4.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領廣州市人才綠卡。（第 51

條） 

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

「萬人計畫」、廣東省「珠江人才計畫」、「南粵突出貢獻

獎」、廣州市產業領軍人才「1+4」政策、「紅棉計畫」等。

入選上述人才計畫的臺灣專業人才，可按政策規定享受相

應的資金資助、生產辦公用房補貼等待遇。（第 52條） 

南京市

《關於深

化來寧臺

胞宜學宜

1.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南京的高校、職業院校

從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

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14條） 

2. 鼓勵和指導臺灣人才申報「創業南京」英才計畫。鼓勵和



 

 
83 

業宜遊宜

居服務的

若干措

施》 

指導臺灣高階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省

「雙創計畫」等國家、省級重點人才工程。（第 21條） 

3. 我市新型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企業中工作的臺灣相關人

才，以及在南京從事技術經理、人才經紀、天使投資的臺

灣人才，可申請科技產業高階人才經濟貢獻獎勵。（第 22

條） 

4. 在寧就業的臺胞可參加南京市各類高技能人才項目申報和

優秀高技能人才評選。在寧就業的臺灣專業技術人才，可

按規定參加職稱評審。對於南京急需緊缺人才，建立職稱

評審綠色通道。取得國外學歷的臺胞來寧符合條件的，可

申請我市「留學人員科技創新項目擇優資助」，入選後可享

受相關政策扶持。（第 25條） 

5. 積極協助在南京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項目。（第 26條） 

 福州市

《福州市

貫徹〈關

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

措施〉實

施意見》 

1. 擴大榕臺農業人才交流培訓。（第 20條） 

2. 進一步改進完善福州市已實施的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

試的管理辦法、工作流程。對接做好國家、省實施的 53 項

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服務工作。（第 30條） 

3. 中式烹調師、西式烹調師、美容師、美髮師、汽車維修工

等工種的職業資格考試中，對臺灣同胞簡化流程，直接採

認技能水準，只進行理論考試（可採取線上考試方式），合

格者頒發相應等級職業資格證書。在榕工作的臺灣文化藝

術專業人才，可按規定參加文化主管部門的系列職稱評

審。（第 33條） 

4. 在榕臺資企業、臺灣教師及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科技計畫

專案的，同等條件下優先推薦；申報市級科技計畫專案

的，同等條件下給予優先支持。支援臺灣科研機構、高等

院校、企業在榕註冊的獨立法人申報「促進海峽兩岸科技

合作聯合基金」，並支持其領導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

目申報。（第 38條） 

5. 受聘的臺灣教師、醫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

作評價體系，享受福州市相應引進人才政策，對引進臺灣

教師、醫師的用人單位由財政分級給予補助。（第 41條） 

6. 臺灣專業技術人員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會計、規

劃、建築、諮詢、金融、醫療、旅遊等執業證書，按其證

書許可範圍，可在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內按有關規定開展

相應業務。（第 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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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在榕臺灣優秀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和省引才「百人計畫」等人才專案。設立福州市臺灣

人才服務工作站，為高階臺灣人才提供服務。（第 47條） 

8. 對經認定納入福州市「引進培養千名博士」人才計畫的臺灣

博士研究生，與企事業單位簽訂三年以上勞動合同的，落地

後給予 30萬元獎勵，分三年等額發放，可申請入住酒店式人

才公寓。（第 48條） 

9. 鼓勵支持在榕臺灣同胞申報國家、福建省及福州市自然、社

會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第 58條） 

湖州市

《湖州市

貫徹〈關

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

措施〉的

實施辦

法》 

1. 支援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參與省科學技術獎評選。符合條件

的湖州註冊的臺資企業均可參與評獎；對於承擔重大科技攻

關任務的科研人員，給予獎勵。（第 8條） 

2. 對受聘於在中國大陸境內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

科研人員並符合申報指南要求的，可作為專案（課題）負責

人申報。（第 12條） 

3. 支持臺灣同胞在湖州市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

業資格考試目錄》中的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

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湖州市相關部門應當做

好考試的組織、服務工作。（第 29條） 

4. 對在湖州市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

加相應系列、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其在臺灣地

區參與的專案、取得的成果等可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臺灣

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可視為專業技術工作年限。允許臺

灣同胞根據相關規定和要求應聘湖州市事業單位。（第 30條） 

5. 臺灣同胞來湖州高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在職稱評聘、課題

專案申報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第 34條） 

6. 積極協助在湖州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

基金專案。（第 36條） 

7.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省「千人計畫」、南太湖精

英計畫等人才計畫，鼓勵在湖州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

家「萬人計畫」。（第 38條） 

8. 鼓勵通過簽約、項目合作、崗位聘任等多管道引進臺灣地區

高階文化人才。（第 46條） 

珠海市

《關於促

進珠臺經

濟文化交

1. 積極協助在珠海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

基金專案。（第 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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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的

若干措

施》 

2. 鼓勵支援臺灣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科學家和能夠推動重

大技術革新的科技領軍人才來珠海工作。支持來珠海工作的

臺灣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省「珠江人才

計畫」、「廣東特支計畫」和市「英才計畫」，並按規定享受相

關人才待遇。（第 35條） 

3. 鼓勵臺灣同胞在珠海報名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推動開展兩岸從業人員執業資格

互認。臺灣同胞在臺灣地區已經取得專業服務領域執業資格

的，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的證書，經批准可以在珠海開

展執業服務。（第 37條） 

4. 支持臺灣導遊領隊在珠海換證執業。（第 38條） 

5.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珠海的高校、職業院校從

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

工作評價體系。（第 41條） 

鹽城《關

於促進鹽

臺經濟文

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

措施》 

1. …受聘於在鹽城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科研人員，可作為國

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

人員同等政策。（第 4條） 

2. 鼓勵和支持臺灣高階人才以重大科技創新或科技成果轉化

專案來鹽投資創業。支持臺灣高階人才以專利技術投資入

股，享受與設備投資同等補助。（第 17條） 

3. 鼓勵和支持臺灣同胞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具體執業辦法依照國

家規定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第 23條） 

4. 支持在鹽臺灣優秀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

鼓勵在鹽臺灣同胞申報省、市「雙創計畫」等各類人才計畫。

在鹽工作的臺灣大學生、專門人才、領軍人才，同等享受鹽

城人才政策各項待遇。（第 26 條） 

5. 符合高階人才引進需求和招聘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參加我市

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第 27條） 

6. 鼓勵臺灣教師來鹽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

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28條） 

7. 支持重點產業、重點專案、重點學科聘用急需緊缺臺灣專門

人才，用人單位可採取「一事一議、量身定做」方式，提供

啟動資金、專家公寓、安家補貼等支援政策。（第 29條） 

8. 支持臺灣同胞依據相關規定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

基金專案。（第 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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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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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廈門作為與中共對臺工作的重要城市，乃積極推出對臺引才措施，

在 2018 年 4 月 28 日，由廈門市人社局啟動「廈門市 2018 年臺灣人才需

求登記」工作，其對臺灣人才主要需求的分為「技術合作專案的臺灣人才、

臺灣特聘專家專才、來廈就業臺灣人才、來廈實習見習在校臺灣學生」4個

類型，其中以生物醫藥、文化創意產業、旅遊會展酒店業、航空裝備產業、

體育健康休閒產業金融投資服務業、電腦與通訊設備工程建材、積體電路

（電子核心基礎）產業等，此次人才需求不僅與廈門市重點發展產業一致，

更是試圖控制臺灣優勢產業的人才；47至於江蘇崑山方面，在 2017 年推出

「人才新政 33 條」，對具有競爭力的人才，包含創新創業、產業人才、社

會事業人才、高技能專才等多個領域，推出對企業和個人的補助計畫。崑

山為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凝聚高階海內外人才，提出緊缺產業人才、高技

能人才、海外大學實習、突出產業人才等引才計畫，提供包含退稅、現金

補助和住房優惠等政策。其中「緊缺產業人才」包括新一代資訊科技、高

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與健康、總部經濟、

商務服務、文創動漫、現代金融、現代物流、輕工業以及現代牧業等產業

人才，48若申請通過者，將獲得補助。在蘇州，准許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

與國家「千人計畫」，在大陸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則可申請參與國家「萬人

計畫」、「千人計畫」以及蘇州「海鷗計畫」和「姑蘇人才計畫」，並獲獎勵。

49至於深圳，係臺商投資最早的大陸城市，且早已落實相關措施，其發表

「深圳貫徹 31 條惠及臺胞措施政策匯編」，包括 18 個面向、99 條涉及臺

灣民眾的政策，50基本涵蓋臺灣人民在深圳學習、創業、就業和生活的各項

同等待遇政策措施。至於在 9 月中旬最新推出的對臺政策措施的鹽城市，

這年與臺灣經貿合作緊密、人員交流頻繁，使在鹽居住生活的臺商、臺胞

                                                 

47 大陸中心，2018，向臺灣人才招手！廈門推出惠臺 60 條提供 2934職缺，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605/1184308.htm，查閱時間：2018/9/20。 
48 杜宗熹，2018，昆山招手臺青 退稅優惠誘人，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037/3356899，查閱時間：2018/9/20。 
49 江蘇省臺辦，2018，蘇州市現已實施「惠臺措施」17條、42個方面，

http://www.js.taiwan.cn/stkx/201807/t20180709_12033388.htm，查閱時間：2018/08/09。 
50 馮學知， 2018，深圳落實惠臺措施 99 項政策同等適用臺胞，人民網，

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18/0725/c123932-31855361.html，查閱時間：2018/08/29。 

http://www.js.taiwan.cn/stkx/201807/t20180709_12033388.htm
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18/0725/c123932-31855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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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來越多，為支持重點產業、重點專案、重點學科聘用急需緊缺臺灣專

門人才，鹽城市政府之相關措施乃包括用人單位可採取「一事一議、量身

定做」方式，以吸引臺灣人才前往發展。 

 

表 12 2018年中國大陸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對臺引才措施比較表 

主要對臺

工作城市 

臺灣專業人才可參與

重大人才工程 

臺灣同胞可報考

專業人員考試 

臺灣科研機構可參與國

家、省重點研發計畫 

廈門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重點産業、

重點項目、重點學科

聘用急需緊缺的臺灣

專業人才 

加大陸專利代理

人資格考試；53

項專業技術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

業資格考試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

（課題）；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

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

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

等各類基金項目。 

莆田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人才壺蘭

計、壺蘭英才；省級

百人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無述明 

南通市51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南通「江海

英才計畫」 

「註冊安全工程

師」等 53項專業

技術人員職業資

格考試和 81 項技

能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 

無述明 

寧波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寧波市

3315計畫、泛 3315

計畫和資本引才計畫

等寧波市各類人才培

養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

（課題）；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

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

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

等各類基金項目。 

杭州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杭州市全球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

（課題）、省級科技計

                                                 

51 江蘇省南通市的做法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針對 31 條措施的內容分別提出了

「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為臺胞在南通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與「其他相關

方面」等三個領域共 44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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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 521 計畫等人才

計畫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畫項目或課題（含省級

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

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

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崑山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雙創人

才；蘇州市姑蘇人

才，崑山市雙創人才 

無述明 申請國家、省和蘇州市

各類專項資金；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

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

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參評梅花獎、群星獎等

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社會

領域各類評獎項目 

淮安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雙創

計畫」和「333工

程」；淮安市服務高

階人才創新創業 15

個暫行辦法（說

明）；「蘇北計畫」暨

「淮上英才計畫」；

淮安市「淮上英才計

畫」、創新創業領軍

人才（團隊）、「533

英才工程」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省級、國家級科技計畫

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青年科學基

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

類基金專案 

廣州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珠江人

才計、南粵突出貢獻

獎；廣州市產業領軍

人才 1+4 政策、紅棉

計畫等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無述明 

南京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雙創計

畫；科技產業高階人

才經濟貢獻獎勵；創

業南京英才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

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

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

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

項目。 



 

 
90 

福州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引才百

人計畫；引進培養千

名博士人才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在中式烹調師、

西式烹調師、美

容師、美髮師、

汽車維修工等工

種的職業資格考

試中，對臺灣同

胞簡化流程 

省級科技計畫專案；市

級科技計畫專案；國

家、福建省及福州市自

然、社會科學、藝術等

方面的基金專案。 

湖州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千人計

畫、南太湖精英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重點研發計畫；省科學

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

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專案 

珠海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省級珠江人

才計畫、廣東特支計

畫和市級英才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

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

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

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

專案 

鹽城市 國家級千人計畫、萬

人計畫；重點產業、

重點專案、重點學科

聘用急需緊缺臺灣專

門人才；省、市「雙

創計畫」等各類人才

計畫 

53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 81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

目；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

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

各類基金專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即使各地與各單位陸續因地制宜地推出各項措施，某些措施看

來確實大大降低了臺灣人才在大陸發展的限制，使有意前往大陸發展的臺

灣民眾獲得更多的便利性，但相關措施在臺灣受關注的程度，似乎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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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慢慢衰退，不若國臺辦當初宣佈時那樣受人矚目，因此，真正因各項

對臺措施前往大陸就學、發展事業的人並未如當初想像得多。這主要因為，

這些對臺措施，是否真的如條文所述，能夠給予政策紅利陸續到位且實惠，

進而吸引我國人才前去發展，仍值得觀察。但就上述這些措施及其內容來

看，其發揮之效用及產生之影響，仍有待觀察。 

 

表 13 2018年中國大陸主要對臺工作城市較具特色之對臺引才措施 

發布城市 獨特項目或最具特色項目 對臺最具吸引力部分說明 

廈門市 鼓勵廈門市重點産業、重點項目、重

點學科聘用急需緊缺的臺灣專業人

才，年薪達到廈門市上一年度城鎮單

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 4倍以上的，按

用人單位所支付年薪的 25%、最高 12

萬元標准給予補助，同一人才補助累

計不超過 5年。（第 39條） 

透過高薪以及高額獎助金

藉以吸引臺灣專業人才前

往發展。 

莆田市 實施臺灣特聘人才專項計畫，納入人

才「壺蘭計畫」，「壺蘭英才」單列 10

個名額。入選「壺蘭英才」的，給予

兩年內每月 2,000元補助；入選市高階

創業創新人才團隊的給予 300萬元補

助，入選個人給予最高 150萬元補

助。（第 15條） 

透過高額獎助金，藉以吸

引臺灣產業/專業人才前往

發展。 

南通市 可申請南通「江海英才計畫」，並享受

財政補貼。 

透過高額獎助或補貼，藉

以吸引臺灣經營管理人

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

能人才等高階產業人才 

寧波市 積極協助推薦在寧波創業創新的臺灣

專業人才申報，鼓勵臺灣同胞參評寧

波市「3315 計畫」、「泛 3315計畫」和

「資本引才計畫」。（第 58條） 

透過高額獎助金，藉以吸

引臺灣高階產業人才。對

於入圍上述 3個計畫的人

才或團隊，都可以獲得 50

萬至 2,000萬人民幣，甚

至無上限的資金資助。 

杭州市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杭州市全

球引才「521」計畫等人才計畫。臺灣

1. 透過高額獎助金，藉

以吸引臺灣高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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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來杭創業創新，符合我市相關人

才引進條件的，可享受相關優惠政

策。相關資格條件中對海外學習經

歷、工作經歷有特別要求的，臺灣地

區學習、工作經歷可參照適用。（第 29

條） 

人才。 

2. 另外臺灣人可採用在

臺灣的學經歷。 

崑山市 1. 鼓勵銀行加大對在崑臺資科技人

才企業貸款力度，對放貸銀行貸

款所產生的損失進行補償，承擔

有限補償責任。（第 6條） 

2. 協助臺灣教師來崑山高校任教，

支持崑山高校將其在臺灣取得的

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第

49條） 

1. 將更吸引臺灣科技產

業或是科技人才前往

中國大陸發展。 

2. 採用臺灣教師在臺的

研究成果，將更吸引

臺灣高教人才，前往

發展。 

淮安市 1. 對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淮轉化

的，執行淮安市智慧財產權激勵政

策。（第 17條） 

2. 鼓勵臺灣人才申報淮安市「淮上英

才計畫」、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團

隊）、「533英才工程」。（第 30 條） 

1. 對於臺灣產業人才，

更願意將相關專利或

具智慧財產權的產品

或研究成果帶往淮安

發展。 

2. 透過高額獎助金，藉

以吸引臺灣高階產業

人才前往發展。 

廣州市 1.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

領廣州市人才綠卡。（第 51條） 

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

報廣州市產業領軍人才「1+4」政

策、「紅棉計畫」等。入選上述人

才計畫的臺灣專業人才，可按政

策規定享受相應的資金資助、生

產辦公用房補貼等待遇。（第 52

條） 

1. 讓臺灣人才可以在廣

州享受廣州市民相同

待遇。 

2. 透過高薪以及高額獎

助金藉以吸引臺灣專

業人才前往發展。 

南京市 1. 鼓勵和指導臺灣人才申報「創業

南京」英才計畫。入選科技頂尖

專家集聚計畫的，給予最高 1,000

萬元項目資助、最高 1億元跟進

投資等扶持。（第 21條） 

2. 臺灣人才，相關年收入達 50萬元

以上的，可申請科技產業高階人

1. 透過高薪以及高額獎

助金藉以吸引臺灣專

業人才前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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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經濟貢獻獎勵。本市新引進臺

灣人才年薪收入 50萬元以上的，

按實際支付人才應納稅收入的

30%，給予連續三年引才獎補，

每家企業每年最高 100萬元。（第

22條） 

福州市 1. 擴大榕臺農業人才交流培訓。（第

22條） 

2. 「引進培養千名博士」人才計畫的

臺灣博士研究生，與企事業單位簽

訂三年以上勞動合同的，落地後給

予 30 萬元獎勵，分三年等額發放，

可申請入住酒店式人才公寓。（第

48條） 

1. 有助吸引臺灣農業人

才前去發展 

2. 透過高薪、高額獎助

金以及其他住房福利

等，藉以吸引臺灣高

階人才前往發展。 

 

湖州市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南太湖精

英計畫等人才計畫。（第 38條） 

透過高薪以及高額獎助金

藉以吸引臺灣專業人才前

往發展。 

珠海市 1. 鼓勵支援臺灣有重大原始創新能

力的科學家和能夠推動重大技術

革新的科技領軍人才來珠海工

作。支持來珠海工作的臺灣人才

申報市「英才計畫」，並按規定享

受相關人才待遇。（第 35條） 

2.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

來珠海的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

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

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

體系。（第 41條） 

1. 透過高薪以及高額獎

助金藉以吸引臺灣專

業人才前往發展。 

2. 採用臺灣教師在臺的

研究成果，將更吸引

臺灣高教人才，前往

發展。 

鹽城市 1. 對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鹽城轉

化的，可參照執行相關智慧財產

權激勵政策。（第 4條） 

2. 鼓勵和支持臺灣高階人才以重大

科技創新或科技成果轉化專案來

鹽投資創業。支持臺灣高階人才

以專利技術投資入股，享受與設

備投資同等補助。（第 17條） 

3. 支持重點產業、重點專案、重點

學科聘用臺灣專門人才，用人單

1. 對於臺灣產業人才，

更願意將相關專利或

具智慧財產權的產品

或研究成果帶往鹽城

發展。 

2. 採取「一事一議、量

身定做」方式，將吸

引更多的臺灣高階人

才前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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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採取「一事一議、量身定

做」方式，提供啟動資金、專家

公寓、安家補貼等支援政策。（第

29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之，中國大陸各地基於自身的實際條件及需要，制定促進與臺灣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因此，體現出各地的差異與特色。畢竟，中

國大陸各地對臺政策措施，均依據該地的優勢與需求，提出不同的政策方

案吸引不同領域的臺灣人才與技術。這些地方僅是中共對臺政策的一小部

分，其餘各地在日後也會在這些政策措施的基礎上更加靈活的訂定適合該

地的對臺政策方案。從近期，中國大陸在各個臺商聚集所在地逐步推動提

供臺商、臺胞在陸經營、生活同等待遇，例如取消包含臺灣人民在內的臺

港澳居民，在中國大陸的就業許可，為讓臺資企業以及臺灣人在大陸學習、

創業、就業、生活創造了更多便利性的等作法，52確實對於臺灣在高科技相

關產業的留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中國大陸主要城市對臺引才政策措施之特點 

中國大陸國臺辦，自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對臺 31項措施」以來，

除了中央各部會以及一級行政區陸續推出相應的政策措施或是施行細則

外，中國大陸對臺重要城市，亦紛紛融合了各地特色，推出各自在地的落

實辦法。目前依序已有福建廈門、福建莆田、江蘇南通、浙江寧波、福建

平潭、浙江杭州、江蘇崑山、江蘇淮安、廣東深圳、廣東廣州、江蘇南京、

福建福州、浙江湖州、廣東珠海，及江蘇鹽城等重要對臺工作城市，基於

自身的實際條件及需要，制定促進與臺灣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這些政策措施，不僅體現出各地的差異與特色，也依照各自的產業發展及

需求，對臺灣人產業或專業技術人才，發出「求才若渴」的訊息。而其各

                                                 

52 王詩堯，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增進同胞福祉的誠意，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09/8594079.shtml，查閱時間：2018//8/9。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09/85940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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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對臺引才政策措施所展現的特點如下： 

（一）各城市對臺引才政策措施配合其地方產業發展需要 

以福建廈門為例，多以平板顯示、光電、資訊軟體以及半導體等高科

技產業為其主要發展產業，因此，提出「海納百川」等人才計畫，以高額

津貼補助，藉以吸納臺灣人才前往發展，進而推動廈門經濟發展。至於在

福州，同樣的也是積極吸引臺灣高科技人才前往發展外，福州更加關注臺

灣在電子商務、物流、金融以及科技或資訊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人才，

這主要因為福州將發展成與藍色經濟有關的海洋經濟試驗區，全面推動跨

境電子商務。最後則是平潭，其不僅是中國大陸對臺的第一個綜合實驗區，

也將建設為自由港和國際旅遊島，因此極力吸引臺灣觀光旅遊業的人才。 

另外，像是位於浙江省的湖州市，不僅是中國大陸長三角城市群成員

城市，也曾獲得全國文明城市獎，以及「中」歐綠色智慧城市獎，因此，

其對於文化及傳統工藝產業和智慧製造或綠色製造的產業人才，也是極力

推出相關政策措施，以吸引臺灣相關產業人才前往發展。至於浙江寧波，

則以製造業數位化轉型為目標，因此對於現代資訊與通訊設備、先進機械

設備及精密製造等產業的臺灣人才，較為關注。 

而江蘇崑山近年來積極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因此除了積極吸納半導

體產業、光電、先進機械及精密設備以及新材料等產業人才外，為促成半

導體產業能具有規模、形成產業聚落，以利跨域應用的推行，故對於具專

業科技管理技能、經營管理以及智慧與新能源汽車等產業人才也極為關注。 

最後，在廣東的深圳，為發展成為一個金融開放和創新的國際化城市，

因此對於臺灣在電子商務或物聯網應用、現代物流、金融以及資訊科技等

產業領域的人才，提出許多相關政策措施。其次，廣州不僅是「中國製造

2025」的示範城市，其重點產業領域，主要著重在新能源汽車、智慧裝備、

AI 人工智慧、互聯網以及生物醫藥等產業，對於臺灣人才的吸納亦是以這

幾項產業為主。而珠海則被設定為文化教育開放先島區和國際商務服務休

閒旅遊基地，因此其要關注臺灣的藝文及文創人才或航空、海洋工程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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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各城市對臺引才政策措施，仍本於自身發展的迫

切需求而提出，畢竟臺灣與中國大陸語言文化相近，在言語溝通上，相較

於鄰近如日、韓等國的產業人才更為容易，且能立即解決其人才匱乏，需

求不足的問題，在工作職場上提供「即戰力」。 

（二）各城市對臺引才吸納工作與其國家發展相配合 

在主要對臺工作城市所需臺灣人才產業類別中，可以發現多數與中國

大陸近幾年積極推動產業政策及策略具有極度關聯，例如「十三五規劃」、

「中國製造 2025」。以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不僅是資訊科技產業的核心，

是中國大陸國家重要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產業，也是高技術人才和

資金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四大產業聚落已

經形成，分別為長三角（含括上海、寧波、湖州以及南通等城市）、環渤海

（含括北京以及天津等城市）、華南沿海（含福建廈門、福州及珠三角地區

的廣州、深圳以及珠海等城市）及中西部地區。而在中國大陸更擴大「國

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規模，中國大陸從官方至民間都在加大對半

導體發展的力度，以積極吸引臺灣相關產業人才前去發展。 

如同前述，福建省的廈門為福建省主要半導體產業基地，在中國大陸

中央及省「十三五規劃」的引領下重點發展半導體產業，建設廈門、莆田

等半導體產業基地，已逐步形成沿海半導體產業帶，而吸納臺灣半導體產

業人才，將為其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而福州作為海峽西岸經濟

區先進製造業基地，且被定位為綜合性科技城，目前以電子資訊、機械製

造、石油化工、生物醫藥、新材料及新能源等為其重點發展產業。此外，

為強化福州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優勢，積極打造一個高端產業和高端人才聚

集地，也突顯急欲吸引臺灣高科技人才的企圖。 

此外，像是廣州作為「中國製造 2025」的示範城市，因此以建成中國

大陸重要的高端裝備製造業創新基地、國家智慧製造和智慧先進服務緊密

結合的示範區為目標，所以亟欲吸引新一代資訊技術、人工智慧、生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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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等 IAB 產業，具有「創新」能力的臺灣產業人才，以期能成為推動經濟

發展的戰略引擎。 

 

（三）科技產業人才是中國大陸對臺引才工作之重點 

從表 10 看出，除「中國製造 2025」計畫相關產業外，前瞻科技或科

研人才、資通訊產業、先進機械設備及精密製造以及新材料等產業人才是

中國大陸目前亟欲需求的重點。 

近年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創新發展，在其中央政府主導下，不僅在

2014 年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近幾年也陸續投資或參股諸

多公民營積體電路研發製造項目，因而帶動各地方積極投入積體電路產業。

諸如福建廈門，即是以積體電路產業為其重點發展產業鏈之一，希冀在

2025年成長至一定規模後，能夠建立半導體的技術自主性，也提高晶片的

自給率，進而可以帶動整體電子資訊技術產業的發展。 

這主要乃是因為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缺乏自身的產業供應鏈，且目前

面臨相關產業人才嚴重不足。因此，中國大陸各城市亟欲吸納臺灣人才及

產業資源，打造進而新的半導體甚至整體資通訊或前瞻科技產業的科研平

台。 

（四）除科技產業人才之外，許多城市重視對臺灣農業及觀光業人才之吸

納工作 

從表 10 中，除資訊科技產業或是新興戰略產業的人才是各個城市主

要吸引的人才之外，也看到「農業人才」以及「觀光旅遊人才」也是各個

城市亟欲吸取的產業人才，探究其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城市仍持續進

展當中，希冀透過海外含臺灣的產業人才投入，推動城市農村的改革以及

轉型。尤其農業一直是中國大陸現代化進程中較為薄弱的環節，糧食供給

總量不足，結構性短缺和過剩並存。因此，如何加快消化農產品庫存，走

向精深加工路線，成為中國大陸推動農改所必須正視的問題走向。臺灣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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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緻化程度高，農產業加工產業鏈長，且技術相對於中國大陸成熟，因

此具有高豐富經驗以及靈活思維的臺灣農業人才也成為中國大陸各城市

所看重及吸納的一部分。 

（五）各城市對臺引才措施，多重視臺灣生醫及醫護、長照人才之吸納，

顯見臺灣相關人才素質，仍優於中國大陸，甚至影響其發展 

自中國大陸提出「醫養結合」，整合醫療與長照，為拓展醫養市場，大

力挖掘及吸納包含臺灣在內的各國高階人才。近來隨著中國大陸隨消費升

級，對高端生醫及醫護人才需求增加與日俱增，因此各城市在符合國家相

關法規條件下，開放臺灣醫護人員可以在其境內從業廣，甚至有部分城市

開放具臺灣執業資格的醫護人員，進行短期執業從事醫療行為，藉以吸引

臺灣人才前往發展。 

探究其因，不僅是中國大陸民生消費需求提升，重點是臺灣醫護人員

的專業素質以及服務品質，更是吸引中國大陸人民的主要關鍵。尤其隨著

中國大陸進行醫改，開始實施基本醫療保險，醫療保險涵蓋面不斷的擴大，

不僅刺激了人民醫療需求，也促使醫療產業市場快速的擴大。再者，雖然

中國大陸投入大量資源，以增加基層醫療院所的硬體，但在醫療團隊或醫

護人才的嚴重不足以及服務品質欠佳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吸納優質的臺灣

醫療人才，前去執業服務，或許有助解決此問題 

（六）關注傳統文藝與文化創意產業，促使各城市積極吸引臺灣文藝及文

創人才前往發展，足見臺灣在文化與創意的「軟實力」 

中國大陸幅員廣闊，各城市發展不均，不僅地理環境差異甚大，南北

的政治、經濟、社會現況以及文化習俗差別很大，但隨著人民經濟消費能

力的提升、品味鑑賞能力的進步，以及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投入大量資源，

推動文創產業的發展，各省市也成立許多多功能的文創產業園區，但目前

也僅有硬體設施，軟體建設及相關文創人才是相當闕如。這對於蘊含豐富

文化資產的中國大陸而言，如何將文化概念商品化，並將之融入經濟體系

中，進而成為一種「有形資本」，是中國大陸政府當局急需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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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以多元、包容的風氣，經由創意思考或文化積累進而孕育堅強

的軟實力，臺灣文化或文創人才，以為「文化」作為主要素材，結合創造

力、技術和天賦，且有潛能利用智慧財產來增加其財富和就業機會，可說

是臺灣文創人才藉助這種多元且包容的「軟實力」。而這種「軟實力」正是

中國大陸這個極需改變的文化載體，所欠缺的組成要件。因此，臺灣的文

創人才亦成為中國大陸各城市爭相吸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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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陸引才政策措施執行情況及對臺人才磁吸之影響與衝擊 

本節將評估並研析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於對兩岸人才流動與相關產

業競合發展所造成之衝擊及影響。首先探討中國大陸各地引才政策的執行

情況，其次關注臺灣人才赴中國大陸的流動，相關領域包括資通訊產業、

高教、青年、創業及其他專業人才等，除了著重於分析上述領域人才流動

情況外，並結合中國大陸相關政策所產生之對臺引才效應，如「中國製造

2025」與「對臺 31 項措施」等，具體地探討其對於臺灣的人才外流所造成

的衝擊。 

一、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措施執行現況 

從 2017 年開始，尤其是自中共「十九大」報告以後，中國大陸各地相

繼推出引才政策，包括買房打折、租房補貼、「落戶降標」、專案資助、一

次性獎勵等政策，形成「搶人大戰」。53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已有至少 50

餘座城市，陸續推出相應的引才政策，並且已有一定的成果。54 

2018年中國大陸推出「對臺 31項措施」，內容涵蓋財稅、用地、金融、

就業、教育、文化、醫療、影視等多個領域，之後幾個月，中國大陸各省

市紛紛響應，先後推出了廈門 60條、上海 55 條、福建 66 條、寧波 80 條、

天津 52 條、湖北 62 條、崑山 68 條等地方細則，55隨著中國大陸各省市相

關配套政策的推出，對臺灣人才流動已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將討論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執行現況及效果，惟因中國大陸各地實施「對臺 31 項措

施」為時不久，許多政策之實效與影響目前尚未能得知也難以評估，因此

以下主要將聚焦在近年的臺灣人才赴陸情況及趨勢，特別是探討目前臺灣

                                                 

53 許峰，2017，〈引才聚才，不能只靠紅利〉，人民日報，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127/c1003-29668315.html，查閱時間:2017/11/27。 
54 秦龍， 2018，〈50 餘座城市出臺「引才政策」專家提醒避免落入拼資源「怪圈」〉，中國房地

產網， 

http://beijing.creb.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3&id=42855 ，

2018/6/16。 
55 王正，2018，〈增開兩岸廉航 吸引臺青赴陸〉，旺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20000221-260310 ，查閱時間:2018/7/20。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127/c1003-29668315.html
http://beijing.creb.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3&id=4285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20000221-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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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對臺 31項措施」發布之後，調查所呈現的轉變。 

首先必須探討的是，兩岸人力流動（尤其是臺灣人力流動至中國大陸）

發展現況，由於迄今兩岸政府皆未有詳細完整的統計，故而難以得知現有

關於在中國大陸定居及工作的臺灣人數量。惟以赴大陸就業人口而言，行

政院主計總處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佈 2016 年海外就業人口的估計，總

數為 72.8 萬人，較 104 年增加 4,000 人，與近年相較，具有高等教育程度

者的比率逐年上升，顯示碩博士在海外就業的人數正在增多。值得注意的

是，主計總處的估算方法，乃是將經常性或連續性停留海外達 90天以上人

口共 101.8 萬人，扣除海外求學與眷屬的估計人數 29.1萬人，而推算剩下

的 72.8 萬人為海外就業人口，再從中估算赴中國大陸就業人口為 40.7 萬

人，有低估之嫌。56 

此外，關於赴中國大陸就學的臺灣人數，以陸委會的統計，自 2011 至

2017 年，每年赴陸求學的學生人數分別為 1,433、1,858、2,314、2,259、

2,137、2,183、2,567 人，顯示 2011 年至 2013 年大幅增加近千人，而後在

2014年之後微幅滑落，然近兩年增加的趨勢明顯，尤其是前段高中不乏優

秀學生負笈中國大陸就讀。57 

關於就業、就學與居住在中國大陸的臺灣人口統計，雖然沒有完整的

官方統計，但仍有民間相關數據可供參考，據 2016 年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

所提出的統計數字，居住在大陸的臺灣民眾，包括臺商、臺幹、臺生、臺

眷等，共約為 200 萬人，將近佔臺灣地區總人口的 9%，以去年勞動人數

為 1,183.8 萬人對照，可說是等同臺灣流失勞動人口逾一成。58另據經濟日

報報導，一般相信至少有 150 萬臺灣人在中國大陸居住生活。59兩者的數

                                                 

56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105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結果〉，行政院主計總處官網，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426&ctNode=5624，查閱時間:2018/1/31。 
57 繆宗翰，2018，〈5 年臺生赴陸 陸委會：平均每年 2千多人〉，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6075006-1.aspx，查閱時間:2018/6/7。 
58 徐秀娥，2018，〈怵目驚心! 西進 200萬人 掏空臺灣勞動力〉，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3002327-260405，查閱時間:2018/8/3。 
59 經濟日報社論，2018，〈兩岸人才拔河 臺灣不能輸〉，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066649，查閱時間:2018/4/3。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2426&ctNode=5624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6075006-1.aspx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3002327-26040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06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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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皆與官方數據有相當大的落差。且自 2018 年 9 月起中國大陸開放臺灣

居民可申請「臺灣居民居住證」，未來可能使赴中國大陸求學、就業的臺灣

人長期居留於大陸，將信此一數字可能持續提高。 

臺灣民眾向中國大陸的流動情況，是否會因為中國大陸今年新推出的

相關政策而更加熱絡，其對於臺灣青年科技、產業人才外流的影響。此為

本研究欲為探討之主要議題。 

雖然沒有政府的正式統計可供參考，所幸民間媒體及人力資源銀行合

作進行了不少專業的調查，於今年陸續發布，使我們得以關注目前人力市

場的發展狀況。今年夏天的畢業季，是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推出

後，所面臨的第一次臺灣大區大學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的契機。根據 1111

人力銀行進行的就業意願調查，今年應屆畢業生當中，有 38%對前往海外

工作有意願，而「最想去的海外國家」調查，則以中國大陸以 62.53%高居

第一。60顯見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已然發酵，對大學畢業生有一定之吸引力。 

而就整體而言，據 2018 年 7 月 30日遠見雜誌發布的調查，臺灣人才

西進目前出現六大趨勢：(1)西進年輕化，23%畢業新鮮人登陸；(2)外派臺

幹減少，裸辭西進求職增加；(3)專業人才稀缺，臺灣精英大舉西進；(4)資

優臺生卡位，掀起赴陸求學熱；(5)製造業退燒，文創與互聯網變成臺灣人

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的熱門領域；(6)臺灣民眾赴中國大陸發展，未必執著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新一線城市漸崛起，吸引許多臺灣人才前往。

值得說明的是，此次調查乃係《遠見雜誌》和 104 資訊科技合作進行「2018

臺灣人才西進滿意度」大調查，並與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平臺 HRoot 協力發

布「大陸企業招聘臺籍員工偏好度」等調查，將結果彙整發布而成，有一

                                                 

60 Yahoo 奇摩即時新聞，〈惠臺 31 政策影響！ 4 成大學畢業生想出國工作大陸列首選〉，

YAHOO 奇摩新聞網，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

B1%E9%9F%BF%EF%BC%81-

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

%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

%88%97-025704882.html，查閱時間:2018/6/10。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B1%E9%9F%BF%EF%BC%81-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88%97-0257048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B1%E9%9F%BF%EF%BC%81-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88%97-0257048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B1%E9%9F%BF%EF%BC%81-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88%97-0257048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B1%E9%9F%BF%EF%BC%81-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88%97-0257048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3%A0%E5%8F%B031%E6%94%BF%E7%AD%96%E5%BD%B1%E9%9F%BF%EF%BC%81-4%E6%88%90%E5%A4%A7%E5%AD%B8%E7%95%A2%E6%A5%AD%E7%94%9F%E6%83%B3%E5%87%BA%E5%9C%8B%E5%B7%A5%E4%BD%9C%E5%A4%A7%E9%99%B8%E5%88%97-025704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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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參考價值。61 

同時，針對高科技產業人才，根據《商業週刊》於 2018 年 7 月的報

導，僅是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人才，恐怕即有將近 2,000 人在中國大陸企業

任職，另有約 1,000 人雖身在臺灣，卻是為中國大陸設於臺灣的子公司或

關係企業服務。且這 3,000 人多數是高階經理人或研發工程師，以全臺灣

半導體產業研發人員共約 4萬 3,300 人進行估算，約到 6%~7%。62 

綜上所述，可知目前已有約 150 至 200 萬臺灣人生活在中國大陸，且

在「對臺 31項措施」的吸引之下，大學畢業新鮮人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意

願與比率正在上升，今年臺灣民眾赴大陸很可能達到歷史上首次突破 400

萬人次大關，顯見臺灣人才至大陸的流動趨勢正在升溫。 

更可慮者，臺灣高科技產業關鍵技術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意味中國大

陸的半導體基數將會有跳躍性的成長，另一方面則代表臺灣自主研發的能

力下降。如中芯國際在挖角台積電資深研發長梁孟松後，只用短短 9 個月，

便能使其 14奈米製程的試產良率從 3%提升為 95%；同時，華力微電子更

直接挖角聯電 28奈米製程的研發團隊近 60 人。這些人才的出走，不但意

味著動輒數十億的產值可能為中國大陸瓜分，更將使臺灣在晶圓代工上，

領先大陸兩、三個製程世代的差距快速縮小。 

故此，掌握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的流動，以及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具

體措施，將有助於準確評估大陸引才政策對我國之影響，進而擬定相應的

策略建議予我政府參考。 

二、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策略分析 

前兩節雖然對於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的對臺引才措施進行詳細的梳

理，但尚未針對這些政策背後的策略及作法進行深入分析。中共政權在推

                                                 

61 邱莉燕，2018，〈我該不該去大陸？〉，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2，查閱時間:2018/7/30 
62 吳中傑，2018，〈美中新冷戰二部曲，三千台灣傭兵在中國：紅色半導體大追蹤〉，商業周

刊，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4，查閱時間:2018/7/3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2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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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策時，背後往往有整套完整的邏輯支撐，官方政策僅為最終呈現的表

象，屬於整體戰略布局中的一環，故需針對其政策進行整體分析，歸納研

究其政策之特殊性，從一系列政策措施中研析其背後的戰略目標與意圖，

才能進行針對性的回應。 

因此，在考察中國大陸各省市及重要對臺城市之引才政策措施後，中

國大陸對臺灣高科技人才的引才政策以及「中國製造 2025」帶來的磁吸效

應，其背後的策略大致具有幾點特色，以下將分別說明其內涵與影響： 

（一）過去引才政策的核心是「差別待遇」；如今引才政策的核心概念是「同

等待遇」原則 

在中共中央政府「對臺 31項措施」之下，各個重要城市紛紛提出自己

的引才政策，惟此次引才政策與過去明顯的不同。過去的引才政策其實核

心的概念是將臺灣人才視同外國人才管理，所有引才措施皆是透過給予種

種特權的方式進行，在中國大陸充滿人治色彩的管理下，東南沿海的臺商、

臺幹管理相當複雜，與地方政要關係好的可能因而享有「超國民待遇」；而

與當地政商關係不好的，或因為人事更替而失去政治庇蔭的，則可能受到

種種刁難。 

然而，近年來習近平逐漸掌握中共中央權力後，逐漸以「兩岸一家親」

為由，對臺灣人才採取「同等待遇」或「國民待遇」，其背後邏輯為「既然

兩岸是一家，那臺灣同胞就應享有與大陸居民一樣的待遇」，除了「對臺 31

項措施」之外，包括卡式臺胞證的推出、取消就業許可證、給予臺灣居民

居住證等，都是「同等待遇」原則的具體實現。且「同等待遇」原則是從

中央貫徹到地方，即便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些微更動，但核心概念是一致

的，顯示中共對臺工作更加系統化且更具針對性。 

（二）當前引才政策目標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包括高科技、金融、

生技醫療、文化創新之產業人才 

過去臺灣人才往中國大陸之移動，大致與臺商、臺幹為主，即企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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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國大陸投資，同時伴隨著中高層主管外派前往當地。這種情形並不會

造成真正的人才外流，因為在陸臺商在當地投資的結果，有助於促進兩岸

經貿往來，直接導致我國大量中間財出口中國大陸，賺取外匯，同時亦促

進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對臺灣經濟及兩岸經貿發展皆有正向助益。 

然而，近年來中國大陸之引才政策，則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

包括高科技、金融、生技醫療、文化創新之產業人才，故新一波的磁吸效

應，將帶來大量菁英人士與專業人才外移，且外移人口年輕化，青年前往

大陸求學、求職、創業，認為大陸有更好的發展。這將造成我國專業人才

稀缺，產業出現人力缺口，對臺灣本土產業發展不利。 

（三）以促進「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推動與落實為目標，吸納臺灣高階

及中高階人才 

「對臺 31項措施」中，針對臺資企業的有 12項，圍繞中國大陸重大

發展計畫和重點研發計畫項目，其中第 1 條便明確表示臺商參與「中國製

造 2025」計畫，享有與大陸企業同等之待遇。如果臺商參與高科技產業、

綠色產業或相關研發中心，更享有稅收、投資等種種優惠政策。故此，中

國大陸當前的引才政策，俾利「中國製造 2025」之政策落實，希望能吸引

高科技企業及人才前往中國大陸。 

然而，雖然中國大陸積極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沿海城市近年來多採取

「騰籠換鳥」策略，發展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並將勞力密

集的傳統產業逐步移往中西部。傳統勞力密集的臺商產業，已經逐漸西移，

在人力的需求上更在地化，經營方式也必須做出相應改變，因而逐漸融入

紅色供應鏈中；而沿海城市則逐漸轉向生醫科技、智慧機械、資通訊產業

等屬於「中國製造 2025」的領域進行發展，帶動第三波的臺灣人才西進。

第一波西進是 1990 年代初期的傳統中小企業；第二波西進是 21世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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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外移；第三波則是高階級中高階技術人才的出走。63值得注意的，是

前兩波的西進，都是產業基於「降低成本」的考量，前往大陸布局，對臺

灣本身並無損害；但第三波的西進，則會導致人才外流，降低臺灣本身創

新研發的能量。 

（四）中央推動、地方響應，因應地方特色適性發展，針對臺灣人才進行

「遍地開花」的全面吸納 

過去臺商與臺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由於內陸地區在薪資、福利、

生活條件、工作機會、未來發展等因素都不如沿海，因此臺灣人才很少往

內陸地區發展。即便有少數服務於大陸企業，亦以沿海為主，更多的是任

職於臺資、外資企業。然而，隨著沿海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過去許多傳

統產業臺商逐漸移往內陸地區，許多一線城市的薪資福利與未來發展甚至

高於臺灣本身，故吸引許多臺灣人才前往中國大陸沿海地區求職。 

但由於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競爭激烈，臺灣人才在當地勢將面對全球

人才的競爭，許多本來就相當優秀的高階人才，自然有能力在一線城市競

爭；然而，許多因為受到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吸引，才前往中國大陸求學或

就業，在能力上僅屬中高階的人才，可能缺乏足夠的競爭力，而這些中高

階人才在一線城市的職場碰壁後，可能有一部份會放棄或因不適應而回臺

求職，而另外一部份的人會前往大陸的二線城市，甚至是三線城市求職，

造成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的外溢效應。64如福建莆田、平潭、江蘇南通、淮安、

鹽城、浙江湖州等地，皆非一線城市，甚至算不上二線城市，但近期都響

應中央政策，提出相應的對臺措施，吸引能力不足以在一線城市競爭的臺

                                                 

63張家豪，〈第三波西進 進擊的台青〉，新新聞，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80627151023S6H，查閱時

間:2018/6/27。 
64 中國大陸各研究報告對於城市分級有不同的判定，一般而言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視為

一線城市，有些研究報告亦會將天津納入一線城市，而次一級的準一線城市（或稱二線發達

城市）包括：杭州、南京、濟南、重慶、青島、大連、寧波、廈門。再次一級的二線中等城

市包括：成都、武漢、哈爾濱、瀋陽、西安、長春、長沙、福州、鄭州、石家莊、蘇州、佛

山、東莞、無錫、煙臺、太原。二線發展較弱城市如：合肥、南昌、南寧、昆明、溫州、淄

博、唐山。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80627151023S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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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高階技術人才。而這些中高階的技術人才，在正常情況下，由於語言

能力或技術條件的限制，缺乏足夠的國際競爭力，一般而言是不會前往海

外謀職、創業、發展，如今卻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策吸引而前往當地發展，

對於臺灣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問題，我國宜及早因應。 

（五）從吸納臺灣人才取得臺灣產業先進技術，以助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發

展，趕超臺灣優勢產業 

中國大陸原先對於半導體產業人才的重視程度不足，連中國大陸優秀

的年輕人皆以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網路公司三大巨頭（Alibaba, Baidu, 

Tencent, 簡稱 ABT）為畢業後求職的首選，因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育不易，

且研發動輒投資上百億美元、每個研究時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加上半導

體產業的待遇還不如網路公司或金融業，因此被視為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晶片消費市場，中國大陸才

意識到其每年進口晶片金額已經超過原油，再加上中國大陸在推動「中國

製造 2025」時，與美國在關鍵技術的智慧財產權上時有紛爭，最終成為激

化美「中」貿易戰的主因之一，讓中國大陸意識到晶片的發展已經成為刻

不容緩的國安問題。因此，近年來積極挖角各國人才，其中又以臺灣人才

語言相通、文化接近，成為重金挖角的首選。故近年來臺灣高科技產業，

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人才流失，以及伴隨人才流失的技術外流，成為當前

中國大陸對臺進行引才政策的特色之一。中國大陸企圖從吸納臺灣人才取

得臺灣高科技產業的先進技術，進而協助推動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發展，趕

超臺灣的優勢產業，突破臺灣過去因為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 IC 產業鏈的

關鍵角色，因而受到各國努力維繫臺海安全的「矽屏障」。 

三、中國大陸針對臺灣高科技產業引才政策之具體作法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針對臺灣高科技人才的引才措施大致可以歸納為

以下七種管道，以下將分別討論之： 

（一）提供政策優惠措施公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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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面上的引才渠道是公開招募，如「對臺 31項措施」即為其中代表。

透過提供各種優惠措施，如提供利潤分紅、專利獎金，以及在「對臺 31項

措施」中提供符合發展「中國製造 2025」條件之臺商賦稅減免等，吸引高

科技人才前往大陸就業。這些公開招募措施，隨著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

臺灣薪資成長停滯，逐漸吸引到一批臺商或臺青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尤其

是針對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之高教教師，更是有明顯的吸引力，因為臺灣

高教教師的薪資結構偏低，透過產學合作的回饋機制也有相對較多的限制，

再加上流浪博士的問題，使得這些理工科的博士流入中國大陸高教市場。 

（二）提供「同等待遇」以吸引臺灣人才 

提供政策優惠措施是製造「吸力」，中國大陸亦努力降低臺灣人才前往

中國大陸的「阻力」，儘量免除各種基於臺灣身分而帶來的障礙，即給予臺

灣人才所謂「同等待遇」，如赴陸工作無需申請就業證、可以申請居住證、

開放職業資格考試、允許申請參與「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等多項基金。

可以想見這些措施未來將會逐步推行，目前在大陸工作的臺灣人仍無法完

全享受與大陸居民相等的福利，且要被課 25%的稅，這些降低了臺灣人留

在大陸工作的意願，未來這些都有可能在「同等待遇」原則下逐步廢除，

讓臺灣人的身分與權利愈加貼近大陸居民。 

（三）允許臺灣科技人才將研發成果商業化以謀取利益 

中國大陸正致力挖角臺灣大專院校理工科與產業技術科系教師和科

技研究機構之人才，除給予一定的薪資、福利外，這些來自臺灣的科技教

師除可在大陸學校授課外，中國大陸政府並鼓勵甚至補助其與臺灣或大陸

科技人才共組研發團隊或設計公司，將其成果商業化以取得報酬，甚至允

許渠等開辦企業以謀取自身利益。這種管道採取逐步深入的合作模式，首

先吸引臺灣的大學科技教師前往大陸講學、合作，繼而給予經費進行共同

技術研發，最終直接邀請其前往大陸任教並成立企業，這對具有研發技術

能力的教師及研究人員相當具有吸引力。值得我國注意。 

如前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系主任與電資學院副院長潘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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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延攬前往福建工程學院擔任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同時被選為第五

批「千人計畫」之特聘學者，地位尊崇。此外，由於潘正祥在 Guide2Research

全球電機領域科學家排名，位列大陸第 15 名，成為該校首次進入全國電腦

領域頂尖科學家排名前 20 強的教師，潘正祥因此得到校方的高額獎金獎

勵。據潘正祥透露，曾有一名被劃入「千人計畫」的臺灣學者，被青島的

大學以年薪 140 萬人民幣挖角，此外還包括安家費人民幣 280 萬、科研啟

動費人民幣 80 萬，就連其帶來的研究團隊，每人皆可拿到人民幣 40~60 萬

元。65 

（四）以重金挖角關鍵人物，再吸引周邊的人脈 

這種管道最為常見，亦可稱為「抓粽頭」，即中國大陸會先挖角臺灣重

要科技企業領導級人士到大陸同性質公司任職，隨後以關鍵人物為核心，

由其負責從臺灣挖角技術的整個研發團隊或其認識但分散不同公司的科

技人才、研發人才到中國大陸。 

近年來最有名的人才外流，即為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先後挖角華亞科前

董事長高啟全、前總經理梅國勳、聯電前執行長孫世偉、聯電新加坡廠高

階主管林振堂、前晨星創辦人楊偉毅等，大舉發展 DRAM（動態隨機存取

記憶體），以彌補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鏈的缺洞。66除紫光外，從華亞科退

休的資深副總經理劉大維等則是跳槽安徽省的合肥睿力。隨著高啟全、梅

國勳、劉大維等人出走，在中國大陸開出兩、三倍高薪的利誘下，上百位

華亞科工程師集體跳槽紫光集團所屬的長江存儲，以及安徽省的合肥睿力。

67此外，中國大陸最大的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於 2017 年 10 月延攬前台

積電營運長蔣尚義為獨立董事，接著前台積電資深研發處處長梁孟松從三

星跳槽出任中芯聯合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在不到一年內，中芯如期完

                                                 

65 李建興，2018，〈夾縫求生！1000個臺師變陸師〉，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查閱時間:2018/3/28。 
66 陳良榕、呂國禎，2015，〈DRAM 教父高啟全 投奔紫光的三個關鍵理由〉，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442，查閱時間:2018/3/28。 
67 林苑卿、林宏達，2017，〈年後百名工程師跳槽中國內幕祭出三倍高薪來台挖角美光警戒、

調查局徹查〉，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0131，查閱時間:2018/3/28。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442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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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開發 14 奈米技術的目標，可以想見臺灣人才對中國大陸晶圓研發的進

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68 

（五）以商招商、以人招人，透過企業購併直接取得人才與技術 

利用半導體產業上下游產業鏈的緊密關係，先以產業園區招商大型企

業前往當地投資，吸引上下游的中小企業前往，再透過企業併購取得人才

與技術。或透過企業合作要求技術移轉，如聯電接受福建晉華委託開發

DRAM相關製程技術，並由曾任力晶資深副總經理、瑞晶總經理的陳正坤，

加入聯電並出任與聯電策略合作的福建晉華 DRAM 廠總經理；69 

此外，中國大陸近來也開始在特定產業相關人士群體中建立微信群，

由中國大陸人士或在中國大陸的臺藉人士，為中國大陸公司透過徵信獵人

頭，即以發掘擁有技術的適當人選，試探其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的意願，或

了解其對臺灣發展環境不滿意者，然後再予挖角。不過，隨著中國大陸在

半導體產業的迅速發展，未來勢必將從挖角頂尖人才以取得關鍵技術，逐

漸轉向為直接吸納產業資源以交換先進技術，並以臺灣的工程師進行研發

工作。 

（六）以青年創業為名，吸引科技人才 

中國大陸興辦了許多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吸收許多臺灣青年組成團隊

前往、進駐這些青創基地發展，然而這些青創基地的臺藉負責人卻被要求

尋覓具有科技能量的臺灣青年人才和團隊，期待渠等能夠以科技方式研發

出可以解決民生問題的產路或商業模式而最終可以在市場上競爭、獲利者。

因此，許多大陸的青創基地，其目的不再是吸引服務業或文創團隊，而是

要吸引科技人才。 

（七）直接將觸手伸向臺灣，讓臺灣人才在臺灣為大陸服務 

                                                 

68 林宏達，2017，〈中國半導體幕後的台灣科技大將〉，財訊，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7579，查閱時間:2018/9/12。 
69 洪友芳，2017，〈搶人偷技術沒用 中試產 DRAM 全敗〉，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38322，查閱時間:2018/9/12。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7579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3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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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資金雄厚，加上了解許多臺灣人

不願意遠赴大陸求職，因此近年來亦出現大陸直接將滲透臺灣，可能是直

接併購臺灣科技產業的公司，一併買下人才技術；或是中國大陸企業在臺

灣設立公司，直接將臺灣科技或產業技術人才挖角，在其設於臺灣的公司

中上班研發，這些臺灣科技人才不用離鄉背井到中國大陸，卻能為中國大

陸的企業所用，為其研發新技術。 

另外一種模式是中國大陸企業透過臺灣的關係企業或代理商等中介

者尋找適當的臺灣科技人才，然後提供資金請這些臺灣科技人才為中國大

陸研發其所需要的產業技術。如紫光集團旗下的 IC設計公司展訊，其在臺

灣的代理商鑫澤數碼，就被爆出在位於新竹縣竹北的臺元科技園區設立辦

公室，大挖聯發科技的研發人才。70 

四、小結 

自中國大陸宣布「中國製造 2025」政策後，地方因應各自產業發展所

需，並在中國大陸人才政策以及對臺政策措施的大架構下，提出各自的產

業人才需求，以吸引臺灣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 

中國大陸的政策背後往往有完整的戰略布局，且官方政策與實際做法

中亦存在落差，因此，必須要了解中國大陸整體的戰略布局，掌握檯面上

的引才措施，以及私底下的挖角策略，才能針對中國大陸的對臺引才政策，

擬定完整的回應策略。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之戰略目標係以促進「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推動與落實為核心，吸納臺灣高階及中高階人才。當前的引

才政策目標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包括高科技、金融、文化創新人

才。在中央的策劃之下，因應地方特色適性發展，針對臺灣人才進行全面

性的吸納。此次中國大陸推動的對臺引才政策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引才

                                                 

70 財訊，〈美光、南亞科上百名工程師跳槽中國內幕〉，新頭殼，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22/83326，查閱時間:2018/9/12。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22/8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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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核心概念是「差別待遇」；如今引才政策的核心概念是「同等待遇」

原則。此外，中國大陸一直採取種種手段，或明或暗的吸納臺灣的高科技

人才以取得關鍵技術。事實上，中國大陸此種策略並非只有臺灣感受到壓

力，由於中國大陸在追求產業升級的同時，係以全球人才為引才之標的，

僅是對臺灣格外著力。許多國家亦對中國大陸存有戒心，故下一章將著重

於探究各國如何對中國大陸的引才政策進行回應，並從各國的留才政策與

相關法規措施中，思考臺灣可能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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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相關作為之比較分

析 

隨著資訊科技軟體環境的漸趨成熟，新材料與新技術的發展也以飛快

速度成長，全球產業模式已進入工業 4.0 時代，雲端科技、物聯網與人工

智慧的結合，為人類面臨的各項社會議題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使數位經

濟、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等成為世界各國近年來的重要發展政

策。各國間的競爭也從自然資源、商品貨物、銷售市場等，延伸到研發技

術、人才資源的競爭。 

因應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國際專業人才的磁吸效應，世界主要國家無

不積極規劃相關人才措施。前章主要討論中國大陸引才政策與相關對臺引

才措施，及其對臺灣造成的衝擊。本章第一節所述歐美重要國家主要聚焦

在美國、歐盟等明顯受到中國大陸產業創新升級影響，且有高科技人才外

流疑慮之主要經濟體進行梳理，連同歐盟裡同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製造

業大國德國，以及國土面積和臺灣相近、擁有優質創新創業環境的荷蘭，

作為我國之借鑑對象。 

亞洲地區特別是南韓、日本、臺灣等國，長期以來是科技人才輸出的

國家，相對從中也得到許多技術上的回饋。中國大陸經貿措施對亞洲國家

的影響較歐美國家更加明顯，尤其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在資通訊科

技、智慧機械、生技醫療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面對中國大陸崛起勢必會

有技術人才外流的風險，本章第二節即側重討論亞洲國家日本、韓國與新

加坡的留才政策。 

本章從推動創新產業的人才策略作法切入，檢視外國產業科技人才或

是高科技人才受到中國大陸引才措施影響之情勢，並分析各國因應此一問

題的策略與作法，並從不同國家政府、企業的相關經驗中汲取可供臺灣參

酌的對策。 

藝珂集團（The Adecco Group）、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titut Européen 

d'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s, INSEAD ）以及塔塔通訊公司（ 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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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於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年

會聯合發布《2018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報告》（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透過衡量一個國家在人才培養、吸引、留存等方面的表現，

進而評估全球各國的人才競爭力現狀，並為各國政府、企業提供提升人才

競爭力的建議。71從報告書的數據內容分析，歐洲國家幾乎占盡全球人才

競爭力指數排名半數以上，這些前段班國家的共同特點就是，都有完善成

熟的教育體系、監管與商業環境，兼具有靈活性與社會保障的就業政策，

有可以提供勞動力市場就業所需的社會和合作技能，不論對內或對外皆極

具開放性。 

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在 2012 年即針對 2021 年

全球人才趨勢做了預測，提出世界人才庫將從已開發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

家的觀點。特別是以往占據已開發國家低工資、低技術工作職位的開發中

國家群，像是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及中國大陸，未來將會透過提高

產業技術水準、以及擴張教育的質量，成為下一波的人才庫來源，尤其是

中國大陸將可能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人才庫的國家。反之，美國、加

拿大、法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及德國是目前人力資源豐沛的國家群，

透過增加民眾受教育機會、提高勞動力市場參與度維持國家競爭力，由於

未來發掘新的潛在人才供應空間較小，領先的局面將會滯後發展。72 

                                                 

71 INSEAD. 2018. 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8, Bruno Lanvin and Paul Evans, 

editors France. https://www.insead.edu/news/2018-gtci-talent-diversity-competitiveness-fuel-future-

of-work. (August 13 2018). 
72 Oxford economics. 2012. Global talent 2021: How the New Geography of Talent Will Transform 

Human Resource Strategies, p.8. 

https://www.oxfordeconomics.com/Media/Default/Thought%20Leadership/global-talent-2021.pdf. 

(August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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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8 GTCI各國人才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本研究整理 

 

近年中國大陸因新興高科技產業發展需要，積極爭取海外高科技人才

前往發展，因而世界主要國家或多或少皆受到中國大陸對外引才政策之影

響，然則各國是否針對中國大陸吸引人才措施有所防範與反制，並加強相

關的留才措施，將是本章關注的焦點。在本章中將分別討論歐美和亞洲重

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作為，並進一步探討臺灣可資借鑑各國

經驗之處，以作為臺灣因應大陸引才政策與磁吸效應之參考。 

 

第一節 歐美重要國家對中國大陸磁吸之相關作為 

造成一個國家人才的流動，實有其推力與拉力，世界各國的人才政策

會隨時間和社會需求變動，人才的流動也造成產業發展的變化，因而一個

國家未必能長期維持特定產業或經濟發展優勢。但一些城市區域總是和特

定類型的人才聯繫在一起，例如：華爾街與高階金融人才、矽谷與資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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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底特律與汽車工程師。73各式的人才集聚美國，因此美國被稱做是世

界智商磁鐵。74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研究，國際學生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感知能力，譬如

芬蘭的資通訊技術、瑞士的數學、德國的工程學等，而美國吸引全世界近

100 萬的國際大學生，其次是英國，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國內的教育水準極

高，也透過制定移民政策對外吸引高技能的人才。75從 2006 年至 2016 年

國際科學家的流動統計可以得知，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才聚集地，其次

是英國，再來則是中國大陸。76重視人才培育、改善科研環境等，為歐美各

國共同推動政策領域，也是大環境下對科技人才需求的回應。 

中國大陸在人才引進方面，著重在吸引海高階留學人才回國或以其他

方式為國服務，也積極延攬國外科技人才，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國科學院的

「百人計畫」、「西部之光人才培養計畫」；教育部和李嘉誠基金會的「長江

學者獎勵計畫」；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

「千人計畫」等。美國的人才磁吸地位正受到中國大陸衝擊，歐洲國家的

人才也陸續往中國大陸移動，因而歐美重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策略

之相關作為所採取的相關因應措施是值得關注與研議的課題。 

一、美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之相關因應作為 

美國媒體和政治菁英在本世紀初，即注意並關切中國大陸人才政策對

美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華盛頓郵報在 2005 年提出，許多發展中國家，特

別是亞洲的高等教育爆炸式增長，已經引起了全球人才庫的明顯轉變，而

                                                 

73 鍾惟東，2018，〈人才與城市發展人才爭奪戰的思考〉，《世界博覽》，2018（10）：30-31。 
74 United Press INT’L. 2005. Gates Laments Visa-Related Brain Drain. https://www.upi.com/Gates-

laments-visa-related-brain-drain/16081107184455/. (August 13 2018) 
75 OECD. 2017.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p.126. 
76 OECD. 2017.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p.128. 

https://www.upi.com/Gates-laments-visa-related-brain-drain/16081107184455/
https://www.upi.com/Gates-laments-visa-related-brain-drain/1608110718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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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和印度的工程師數量超過了所有工業國家的總和。77近期更報導，

數十年來美國在科學界的主導地位，因為中國大陸的急起直追吸引海歸科

學家，使得優秀的科學家離開美國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美國的議員擔心中

國大陸科研經費日增，吸引全球人才，美國科學發展將失去競爭優勢。78 

近年來，美國業界和川普政府報告，亦闡明中國大陸的「經濟侵略」

威脅美國及世界的技術和智慧財產權，強調每年有超過 30 萬的中國大陸

居民到美國大學就讀或是在美國國家實驗室、創新中心、孵化器和智庫中

工作，美國的國際留學生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大陸，其中的 25%專門從事

科學、技術、工程或數學的研究工作。來自業界和政府的報告並指出，中

國大陸為發展新興高科技產業，而致力推動政府計畫與成立產業發展基金，

並提供科研人才財務和物質利益，如優惠的稅收政策，免費住房、保險，

提供家庭安置資金，補助研究經費，享有聲望的任命和政府獎勵措施等。

其中亦詳盡列舉中國大陸政府為保護和促進其國內產業，並使競爭對手居

於劣勢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利用政府補貼、網路間諜活動，迫使美國和其

他外國公司向中國大陸企業轉讓智慧財產權。79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有賴社會制度、文化、市場的運作，透過接軌國際

與接洽優質人力，可有效提升產業價值與國際競爭力。美國自由風氣下營

造出的優質教育體制是美國人才培育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特別在

STEM 方面的人才培育，促進美國科技產業的發展，造就美國在全球的領

先地位；STEM 是指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ematics），既是領域也是學科。80美國擁有世界一等一的研究

型大學，在州立大學和社區大學體系也十分完整。 

                                                 

77 Devesh Kapur and John Mchale. 2005. Are We Losing the Global Race for Talent? Wall Street 

Journal. U.S. https://www.cgdev.org/doc/Book%20Reviews/WSJ_Best%20and%20Brightest.pdf. 

(September 17 2018) 
78 馮克芸，2018，〈華郵：中國科研經費日增吸引全球人才 美擔心喪失優勢〉，《聯合報》，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178828，查閱時間：2018/9/17。 
79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p.14. 
80 劉郁昇、徐健進、楊君琦、鄒幼涵、鄭宇庭，2008，〈專業人才之培養、延攬與流動：華人地

區跨國比較研究〉，《數據分析》3（6）：132-133。 

https://www.cgdev.org/doc/Book%20Reviews/WSJ_Best%20and%20Brighte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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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歐巴馬政府在 2009年即簽署《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目的為刺激經濟發展、創造工作

機會與資助關鍵領域發展，尤其是推動中學生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相關學門，建立從幼稚園到研究所皆一貫的學習體系。到了 2011年通過

的《美國就業法》（American Job Act）當中也有許多與人才培育的相關提

案，包含：資助公立中小學校進行校舍整修與軟硬體設備更新，改善校園

環境與教學設備，也提供建築相關產業的工作機會；資助社區大學進行軟

硬體設備更新，提供技職教育學生實作機會，培養具專業知識的專業人才；

補助各級公立學校聘任教師所需費用，提升學生素質等。 

美國聯邦政府設立專項的基金獎勵高科技人才，在青年研究員的資助

項目相當多，更多的是民間自發計畫項目，如各種學會、基金會、企業的

學會，較為著名者包括：哈佛大學年輕學者獎學金（Society of Fellows 

Harvard University）、考夫曼基金會獎學金計畫（Kauffman Foundation 

Scholarship Program）等。 

美國的大學透過獎助學金和貸款政策吸引各國學生及專家學者赴美

學習，希冀不僅止於培育國內的科技人才，海外留學生在畢業後續留美國

也是擴充人才庫的來源。美國也透過簽署國際間科技合作協議爭取國際人

才的加入，強調優越的科研氛圍與生活環境，以提供資助、合作、講座等

方式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到美國從事研究。 

美國於 2012 年由國會通過《科技人才就業法案》（STEM Jobs Act of 

2012），以吸引和保留關鍵高科技人才。另經過長達四年的立法過程，於

2017年通過《創新及競爭法案》（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增加贊助各州獲取聯邦補助較低的研究計畫以擴大研究機會，允許

聯邦科學機構利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執行研究計畫以擴大公共參

與的機會，支持研究計畫技術移轉商業化，以及加強政府與民間的合作等。 

從近年來美國的人力資源規劃的相關法案，皆是由聯邦政府主導並以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9%ab%98%e7%a7%91%e6%8a%80%e4%ba%ba%e6%89%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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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協商方式推動科技或產業人才的培育，81在 2018 年 6月美國國防及

情報官在第 226屆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中國大陸 2008年

啟動「千人計畫」吸引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透過移轉、複製

美國的軍事和商業技術，利用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將美國技術、智慧財產權

和知識轉移至中國大陸。因為美國的學術機構提供了公開運作與開發技術

的合作環境，為阻止智慧財產權被剽竊，美國採取了反制行動把敏感研究

領域學習的中國大陸研究生簽證時效縮短，中國大陸留美的研究生也需每

年重新申請簽證，實施留學簽證緊縮政策是美國政府因應中國大陸人才磁

吸政策強力介入之作為，主要針對正在學習「中國製造 2025」計劃中重要

產業者著手，而原本已長期留美工作或是美籍華裔等人，尚未出現具體明

顯之排華政策或計畫。 

二、歐盟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之相關因應作為 

21世紀的歐洲國家才開始正式加入全球人才競賽，而先前歐洲各國已

重視科技研究之合作發展。歐盟「科技框架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s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官方綜合性科研開發

計畫，主要以研究國際科技前沿主題和競爭性科技為宗旨，也是歐盟經費

投入最多、內容最豐富的全球性科研與技術開發計畫。2000年推出「里斯

本策略」（The Lisbon Strategy）目標讓歐洲成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知識經

濟體，也促進了歐洲研究與創新的變革，發展了歐洲研究區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使研究者、技術與知識能夠自由流通，希望藉此達

到歐洲國家層級與區域階層的研究能有效合作，落實並補助歐洲層級推動

的各項計畫、政策與倡議。 

在全球高度競爭的激烈環境下，國家政策制定者必須設計多層次的政

策，來參與全球的人才競爭，同時也必須要切合國內利益團體的需要，使

其有能力面對國際同業競爭激烈的壓力。美國學者將全球人才競爭的現象

                                                 

81 Michael Brown and Pavneet Singh. 2018. “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y: How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Enable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Access the Crown Jewels of 

U.S. Innovation.” Washington D.C.: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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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做人才公民交易所（The Talent-for-Citizenship Exchange），主要人才招募

國所面對的競爭對手或標的國家是美國，並沒有提到中國大陸在其中的角

色，歐洲國家在面對美國的競爭下，才各自提出不同招募人才的方式。82歐

盟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的看法，從法國 2016 年由 François 

Reinhardt 拍攝的紀錄片《Red Spies Theory》其中的受訪者談話，指出確實

注意到中國大陸透過「千人計畫」，正在透過某些方式鼓勵許多在海外的學

者、專家通過竊取海外公司成果，直接帶到中國大陸應用，但歐洲各國政

府並未能有相應的行動。 

體認到大學對於歐洲知識傳佈的重要角色，在第七期「歐盟科技框架

計畫」（2007-2013）開始資助人才領域，也力推學歷文憑認可制度，提倡

雙博士或聯合博士，並培養具跨科際學門的研究者。2014 年起第八期的框

架計畫改稱作「地平線 2020」，是全球最大的研究和創新計畫，83將人才培

育、就業技能與創新設定為歐盟重點發展，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開放式創

新科技平臺，歐盟執委會集資 786億歐元，作為多邊國際合作的科研架構

資金，從 2014 年到 2020 年申請計畫至少包含 2至 3個歐盟成員國，並且

鼓勵第三方國的參與，冀望將全世界偉大想法與創意，從研究實驗室連結

至市場，帶來更多突破與創新，提升歐盟區域整體競爭力。 

歐盟策略性的推動卓越科研人才培育（Excellent Science），以「居禮夫

人人才培育計畫」（Marie Skłodowska-Curie Action, MSCA）落實歐洲研究

區域強調人才優先的目標，鼓勵匯集跨國的大學、研究中心和產業的能量，

以培養新生代的研究人員，諸如：歐洲培訓網絡（European Training 

Networks, ETN）、歐洲產業博士學位（European Industrial Doctorates, EID）、

歐洲聯合博士學位（European Joint Doctorates, EJD）皆是其中的執行方案。

除了培育不同階段及各領域的研究人員與研究生，也強調與產業界鏈結互

動，促進學術及業界之間的合作交流機會。其有四大計畫，包括：研究創

                                                 

82 Ayelet, Shachar. 2006. “The Race For Talent: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Competitive Immigration 

Regim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Legal Studies Series, p.p.106-108、120. 
83 王怡婷，2017，〈科技研發人才策略研析-以歐美日科技人才政策措施為借鏡〉，《科技法律透

析》29（9）：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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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員交流計畫（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aff Exchange, RISE）、創新培育

網絡計畫（ Innovative Training Networks, ITN）、學者計畫（ Individual 

Fellowship, IF）與學人計畫（Co-Funding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OFUND）84 ，目的在加強職業教育與訓練與職場之連結，力求

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促進歐盟各國人才互相流通。 

而在推動數位經濟產業人才方面主要以「歐洲數位職能架構標準」

（European e-Competence Framework）為基礎，最初針對 Airbus、Michelin

等歐洲大企業所需 ICT 專業人才制定之職能標準，目前已發展至 3.0 版，

詳列各類型數位職能基準專案，並附完整操作指南，成為歐盟推動數位經

濟產業人才職能標準，並衍生後續歐盟大規模推動之 e-Skills 計畫。e-Skills

計畫由歐盟數位工作聯盟（European Commission’s Grand Coalition for 

Digital Jobs）所推動，成立的宗旨就是為了解決歐洲數位人才及技能缺口，

同時鼓勵人們可在數位經濟中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並確保婦女能平等參

與數位經濟之各種工作機會。從中小學教育、大學、在職培訓、就業、終

身學習，規劃了完整的政策規劃、職能體系、生涯輔導等機制，也同步在

歐盟各國推動。 

三、德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之相關因應作為 

早在 2007 年德國的《明鏡雜誌》也曾提到中國大陸的工業間諜活動對

德國的威脅，85不論政治界或是經濟界普遍認為高素質的人才是維持德國

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德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的因應則較為

強調人才循環的概念，譬如德國國際合作基金會（Senior Experten Service, 

SES）即與中國大陸在人才交流方向進行合作，藉由提供技術資源、專業

人才交流，促進德國與中國大陸兩國的經濟技術進步，並提高當地人民的

生活水平。因為經濟和技術發展引發的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全球化、歐盟

                                                 

84 張于紳，2017，〈國際流動相關補助機制對年輕科研人才的培育：從歐盟科研計畫之經驗〉，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01 ，查閱時間:2018/8/13。 
85 Der Spiegel. 2007. “Die gelben Spione”, Spiegel, no.35(August 27 2018).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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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整合的步調也持續推進。 

德國是歐盟當中最大的經濟體，2000 年在「里斯本策略」下，意識到

欲維持競爭力，必須要吸納世界各國的人才，同時也針對國內人口老化和

低出生率的趨勢影響，德國在人才政策上做了許多與時俱進的修正。Study 

EU在「2018年度歐洲最佳留學國家排行榜」（The Study EU Country Ranking 

2018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就教學質量、學費和生活成本、就業前景

三方面評價歐洲 30 個國家。86德國是世界頂尖大學的集中地，透過完善的

高等教育，提倡終身學習，注重科研發展，教授也採取流動制，透過專業

化評定給予用人單位提供參照的依據，奠定規範性人才市場基礎，利於人

才流動也確保各大學的均衡發展。德國對於國內人才的培養特別突出在重

視職業教育模式，透過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在課程的設計符合市場需求導

向，培養學生就業、創業的能力。 

為了強化德國國際競爭優勢，德國在歐盟人才政策之下，也有本身獨

到的策略。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於 2001 年推行「國際質量網」策略，資助留學生在德國留學的獎

學金或是外國教授在德國講學與從事科學研究的報酬，重點項目多集中在

科技專業。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T）不僅是德國產業創新的驅

動引擎，亦會是決定其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因此德國資訊科技產業需

要可以推動創新及主導相關科技知識移轉至產業的專業引領人才。2005 年

德國聯邦與州政府批准「頂尖研究資助項目」與「研究與創新協定」，為德

國科學和研究奠定發展基礎，透過大學與研究機構培養青年科學家。透過

主動創新策略，結合經濟界和科學界的力量，在研發領域締結創新夥伴，

開發出更多的高新技術產品。自 2011 年起啟動的產學研共育德國未來 IT

專業經理人的「育成中心」計畫－Software Campus，由聯邦總理梅克爾親

                                                 

86 Study EU. 2018. The Study.EU Country Ranking 2018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ttps://www.study.eu/article/the-study-eu-country-ranking-2018-for-international-students. (August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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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布，啟動由產學研及聯邦政府共同提出獎助方案，其目的在鼓勵新生

代人才的潛力，並培育具有卓越 IT 專業背景知識的新生代產業引領人才。 

德國特別強調教育與產業界、科技界的互相交流，鼓勵創新方式的科

技產業聯盟。在大學的科研項目多為科研界、工業界的聯合項目，以產學

研聯合組成的聯盟較容易申請通過，不僅激發創新的活力，也加速科學研

究成果的商轉速度。 

德國亦致力培養本土科研人才，並鼓勵產學合作。德國政府鼓勵博士

生參與競賽提案、落實自己提出創新想法的 IT 微型研究計畫，計畫執行期

間將由來自學界的研究學者及 IT 業界的經驗豐富實作者共同給予個別指

導，計畫所需之研究落實經費由聯邦教育研究部出資。德國的大型研究機

構像是Max Planck Institute，每年投入 5,000 萬歐元，提供資淺的研究人員

支援與指導監管機制；研究型大學如慕尼黑大學、海德堡大學等透過推動

卓越計畫彈性提高教授的薪資。87 

近年來，全球勞動力市場需要更多技職體系專業人才，是故德國創立

此國際新鏈結策略模式，欲統合國際職業教育資源，並提供自身相關經驗

與資訊，增加跨國合作的職業教育培訓工作。對內強化各教育機制的互補，

促進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打造多元的教育體制，促進人才全面發

展，縮短學用間的落差。對外則積極建立國際技職合作管道，藉著與企業

和職業學校建立具體的培訓網絡，提供財務合作計畫予發展中或新興市場

國家，促成跨國合作模式，增加職業教育培訓人才的流動性，最終目的乃

為符合歐盟勞動力市場的人才需求。 

四、荷蘭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之相關因應作為 

荷蘭是歐洲的門戶，有便捷的陸、海、空交通網可連結英國、東歐、

西歐、南歐、北歐各個國家。荷蘭的國土面積和臺灣略同，只比臺灣大 5,329

                                                 

87 陳曉郁，2018，〈英德荷國際攬才策略的觀察與省思〉，科技政策觀點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403，查閱時間: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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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荷蘭是歐洲第六大經濟體，也是歐盟的成員國之一，受到中國

大陸磁吸政策的學者，主要在特殊學術研究項目，例如水資源管理，其態

度也與歐盟、德國相同偏向人才循環的概念，透過人才循環可以激發出更

多創新的思維。就人數而言，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主要還是針對美國人

才的引進，佔 65%左右，其次才是德國大約是美國的十分之一（約 6.5%），

其他諸如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等緊接在後。 

荷蘭政府認為知識經濟體系十分重要，國內相關人才政策的發展須能

因應科技人才和產業技術人才結構性的短缺，透過教育、市場體系的結合

不斷培養創新人才。由荷蘭首項主導的國家創新平臺，也特別重視培養年

輕人研讀科技系所並從事科技相關工作。荷蘭國際化程度極高，在國際合

作政策上多為短期交流，大學院校也積極延聘外國的客座教授，以補充國

內師資的專業度與國際化視野。88 

荷蘭 2007 年時提出《最高的利益：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學政策議程》，

指出荷蘭科學政策的宗旨在於營造優越的研究環境，一方面激勵有創新能

力的研究人員取得科學突破，一方面強化獨立和純科學研究，也通過國家

政策機制關心、培養和留住人才。89就荷蘭整體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荷蘭的

政府單位、科研組織、教育機構有著極大的共識，唯有透過公私合力提供

的教育及科研環境才能夠因應知識社會的發展。2014年荷蘭因應社會需要

提出「2025 科學願景」，其一希望招募到頂尖的科學家，其二則是希望強

化知識傳播與國際合作。90在《2025 荷蘭科學展望》報告中，分析了荷蘭

科學現狀及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了未來 10 年間荷蘭科學、產業及人才培

養的戰略目標及相關配套措施。 

而荷蘭創新政策的目的是為培養人才，維持政府、研究單位與企業互

                                                 

88 Scholten, W., Koier, E. & E. Horlings. 2017. “Frontier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researchers and 

the Dutch position in the global battle for talent.” Netherlands: Rathenau Institute. 
89 全博，2011，〈荷蘭科技發展的現狀及特點〉，《全球科技經濟暸望》，26(2)：18-22。 
90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2014. 2025-vision for science- choice for 

the future. https://www.government.nl/documents/reports/2014/12/08/2025-vision-for-science-

choices-for-the-future. (September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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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溝通，促進公私合作與研發，相關科學與創新政策由教育文化與科學部、

經濟部、農業與創新部制訂，在立法中對科研人員的權益提出許多相關法

律規定，荷蘭科研組織、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荷蘭應用技術研究組織

是荷蘭三大科研機構，分別就科研經費的撥付、科技政策諮詢評估、科研

創新分別負責，是國家科學與創新政策的實施機構，各自以研究所與大學

共同承擔公共研發計畫和項目。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荷蘭應用科技大學是歐洲科技大學發展的典型，

91主要培養適應知識經濟發展且具有技術創新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也因此

形成與德國相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雙元的機制，為荷蘭的經濟發展提供

有力的人力支援。相關的應用型研究也從大學中積極展開，注重與產業界

良性的互動關係，也增進國際合作與交流，培養學生國際化的視野。例如：

荷蘭的海牙大學每年招收海外大量留學生，課程國際化多有全英文授課，

教師也吸納國際元素。 

荷蘭高等教育分為雙軌系統，學位來自大學或科技大學，同樣包括學

士、碩士和博士，而荷蘭的學位也可以由大學與研究機構共同頒發。92為了

因應全球化，在荷蘭的國際學生數量逐年攀升，因為荷蘭透過國際協議的

方式承認跨國學分，讓學生更順暢地進行國際交流，從而使人才能在國際

間自由流動。 

荷蘭科技人才政策在於營造良善的研究氛圍，以激發研究人員的自主

研究，為此國家設立有傑出人才獎、創新研究激勵計畫等研究基金，目的

是為了支持科學研究人員建立和增強團隊力量，針對青年博士、博士後和

資深的研究員分別設立不同獎項。荷蘭在歐洲國家中，從科研人員、研究

經費到相關設施，其資源有限必須透過國際合作達到發展目標，因此與歐

                                                 

91 王雲兒，2014，〈荷蘭應用科技大學發展特徵探析〉，《江蘇高教》，2014(1)：150。 
92 林乃絹，2018，〈荷蘭教育哪裡不一樣？臺灣高教望突破瓶頸〉，荷事生非，

https://www.oranjeexpress.com/2018/04/24/%E8%8D%B7%E8%98%AD%E6%95%99%E8%82%

B2%E5%93%AA%E8%A3%A1%E4%B8%8D%E4%B8%80%E6%A8%A3%EF%BC%9F-

%E5%8F%B0%E7%81%A3%E9%AB%98%E6%95%99%E6%9C%9B%E7%AA%81%E7%A0%

B4%E7%93%B6%E9%A0%B8/ ，查閱時間:2018/08/23。 

https://www.oranjeexpress.com/2018/04/24/%E8%8D%B7%E8%98%AD%E6%95%99%E8%82%B2%E5%93%AA%E8%A3%A1%E4%B8%8D%E4%B8%80%E6%A8%A3%EF%BC%9F-%E5%8F%B0%E7%81%A3%E9%AB%98%E6%95%99%E6%9C%9B%E7%AA%81%E7%A0%B4%E7%93%B6%E9%A0%B8/
https://www.oranjeexpress.com/2018/04/24/%E8%8D%B7%E8%98%AD%E6%95%99%E8%82%B2%E5%93%AA%E8%A3%A1%E4%B8%8D%E4%B8%80%E6%A8%A3%EF%BC%9F-%E5%8F%B0%E7%81%A3%E9%AB%98%E6%95%99%E6%9C%9B%E7%AA%81%E7%A0%B4%E7%93%B6%E9%A0%B8/
https://www.oranjeexpress.com/2018/04/24/%E8%8D%B7%E8%98%AD%E6%95%99%E8%82%B2%E5%93%AA%E8%A3%A1%E4%B8%8D%E4%B8%80%E6%A8%A3%EF%BC%9F-%E5%8F%B0%E7%81%A3%E9%AB%98%E6%95%99%E6%9C%9B%E7%AA%81%E7%A0%B4%E7%93%B6%E9%A0%B8/
https://www.oranjeexpress.com/2018/04/24/%E8%8D%B7%E8%98%AD%E6%95%99%E8%82%B2%E5%93%AA%E8%A3%A1%E4%B8%8D%E4%B8%80%E6%A8%A3%EF%BC%9F-%E5%8F%B0%E7%81%A3%E9%AB%98%E6%95%99%E6%9C%9B%E7%AA%81%E7%A0%B4%E7%93%B6%E9%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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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保持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在「中」荷兩國的科技合作上，目前也

仍在進行「中」荷科學合作戰略聯盟計畫（China-Netherlands Program of 

Strategic Scientific Alliances），中國大陸與荷蘭在農業水利、醫療衛生、交

通運輸、水環境建設等多有雙邊合作計畫，實難嚴格區分究竟是磁吸政策

的影響，還是雙方合作的關係。 

五、小結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日漸壯大，並致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且又從世

界各國招募吸納科技人才、產業技術人才。歐美先進國家均感受到中國大

陸對外引才政策等措施的影響，並體認到必須採取必要的因應對策，諸如：

歐盟推動卓越科研人才培育計畫，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鏈結互動，積極

培育數位經濟產業及 ICT產業人才；而德國則強化高等教育，注重科研發

展及科技人才培育，並採取雙元的職業教育模式，使教育體系培養之人才

能夠符合市場需要，復鼓勵 IT 科技產業的人才培養，促進教育、產業、科

技界的人才合作交流；荷蘭則重視知識經濟及其相關人才之發展，推動國

際合作交流，以培養校園青年與科技人才的國際觀，並鼓勵大學與科研機

構共同頒發學位，以加強培育科技人才。如下表所示，歐美重要國家的人

才政策一方面是因應中國大陸對外引才政策，另一方面則注重國內的人才

培育、留用及延攬關鍵人才等需求，分別從法制、環境、教育或產業面向

之人才政策著手。在育才面的共通點為配合國家重點政策與國際趨勢，培

育科技或產業關鍵人才；在留才面則建構友善留才環境，加強營造關鍵人

才的誘因；而攬才面透過獎勵計畫、交流計畫，延攬優秀人才、提升國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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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歐美重要國家人才政策相關措施彙整 

 育才 留才 攬才 

法

制

面 

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美

國） 

居禮夫人人才培育計畫（歐

盟） 

最高的利益：高等教育、研究

和科學政策議程（荷蘭） 

科技人才就

業法案（美

國） 

學者計畫（歐盟） 

學人計畫（歐盟） 

環

境

面 

歐盟科技框架計畫（歐盟） 

2025科學願景（荷蘭） 

創新及競爭

法案（美

國） 

地平線

2020（歐

盟） 

設立專項的基金獎勵高科

技人才（美國） 

簽署國際間科技合作協議

（美國） 

創新培育網絡計畫（歐

盟） 

「國際質量網」策略（德

國） 

教

育

面 

STEM人才培育（美國） 

頂尖研究資助項目（德國） 

研究與創新協定（德國） 

雙軌高等教育（荷蘭） 

Software 

Campus

（德國） 

教學卓越計畫（德國） 

研究創新人員交流計畫

（歐盟） 

產

業

面 

美國就業法（美國） 

以「歐洲數位職能架構標準」

推動數位經濟產業人才（歐

盟） 

重視職業教育（德國） 

eSkills 計畫

（歐盟） 

中荷科學合作戰略聯盟計

畫（荷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美國是歐美先進國家中最為關注中國大陸對外吸引科技人才的措

施，並提出各式相關法令政策，防止其科技人才外流，諸如：《美國復興與

再投資法案》、《美國就業法》、《科技人才就業法案》、《創新及競爭法案》

等。以上各國正視中國大陸對外引才政策的態度與立場，及其所採取之因

應措施與作為，均值得臺灣借鑑，亦是未來訂定相關政策可資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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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洲重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作為 

與歐美重要國家不同，亞洲重要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緊密，地

理位置接近，中國大陸的經貿措施對於亞洲國家的影響較為明顯。中國大

陸為日本、韓國、新加坡的最大貿易夥伴，而東協、日本、韓國則分別為

中國大陸第三、第四、第五大貿易夥伴。因此，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東

亞各國感受更為直接。尤其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由於在資通訊科技、

智慧機械、生技醫療等高科技產業技術領先中國大陸，因此更應擔心技術

人才外流的風險。以下將分別探討日本、韓國、新加坡三國針對中國大陸

積極挖角高科技人才的因應措施，尤其側重於這三國的留才政策，以供我

國參考。 

一、日本人才政策 

相較於東亞各國，日本的勞動市場較少需要應對人才外流的情形，除

了日本本身市場較大，可以容納較多的求職機會與需求外，其社會制度與

僱用制度的特殊性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下針對日本的勞動僱用與社會

福利制度進行介紹與分析，並聚焦在近年面對全球化衝擊下，有關「頭腦

流出」議題的應對方案，以供我國參考。 

（一）日本重視「頭腦流出」議題：對專業技術人才流失的危機意識 

「頭腦流出（Brain Drain）」係指受到高等教育或是持高等技術能力的

人力資源移動到他國發揮能力的現象。對於流出國來說，這種狀況等於是

失去高階生產力，也代表在技能培訓與教育上的投資血本無歸。93在 21世

紀初期，日本是「頭腦流入國」，根據 2006 年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的資

料，以「教授」、「研究」、「技術開發」等名義在日本取得在留資格的外國

人高達 4 萬人。94 

                                                 

93 村上由起子，2008，〈日本の頭脳流出 在米日本人研究者に関する分析から〉，《日本労働研

究雑誌》，http://www.jil.go.jp/institute/zassi/backnumber/2008/08/pdf/098-115.pdf 
94 法務省入国管理局編，2006，《平成 18 年版出入国管理》，

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hou/nyukan_nyukan42.html  

http://www.jil.go.jp/institute/zassi/backnumber/2008/08/pdf/098-115.pdf
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hou/nyukan_nyukan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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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來，日本也為著專業技術人才的外流感到憂慮。在流動性日

漸增加的國際就業市場中，理工、醫療等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成為聚焦點。

2017 年 11 月，日本雜誌《週刊 SPA》指出，中國大陸手機大廠華為日本

分公司提出起薪 40 萬日幣的高薪條件招攬日本人才，待遇是日本大廠的

兩倍，而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金融證券業、光學開發與食品業品管等職務

上95。相較於世界各國其他市場，在各行各業上日本的起薪大致相同，而日

本經濟産業省 2016 年實施的調查顯示，日本 IT 人才 20 多歲時的平均年

薪為 413 萬日元，大幅低於美國的 1,023 萬日元。96由於近年來人工智慧

（AI）與物聯網（IoT）等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使跨國人力市場邁向更激烈

的競爭，這種齊頭式平等的薪酬制度使得專業人才出現跳槽的誘因。為此，

不少公司已對這種「頭腦流出」現象抱持危機意識，例如索尼（Sony）時

隔 15年，在 2018 春季再次調高基本工資、一次性獎金等待遇，員工的年

收入將提高 5%。97而政府對於這種現象也積極因應，2017 年 10月透過修

訂《外匯法》管制安全保障相關企業的技術外流、避免外國透過企業併購

等方式取得關鍵技術。但於此同時，經濟産業省官員也承認「有時並不能

完全掌握外流人員動向」98，顯示出政府在進行相關管制時仍然常陷於被

動的角色。 

（二）日本的「留才」策略 

1. 特有的僱用制度帶來的低流動性 

由於日本在勞動上的制度與淵源，日本勞動市場的流動性相較於東亞

各國一向較低，在國內各公司之間跳槽的狀況以往並不多見，更不用說跨

國尋覓職位。以下從僱用制度的角度剖析日本特殊的僱用制度。 

                                                 

95週刊 SPA！編集部，2017，〈中国企業が「日本の人材」を爆買い!?…転職して年収が 2倍に

なった日本人たち〉，《週刊 SPA！》， https://nikkan-spa.jp/1431851 
96経済産業省商務情報政策局情報処理振興課，2016，〈IT 人材に関する各国比較調査〉，

http://www.meti.go.jp/press/2016/06/20160610002/20160610002-8.pdf 
97日經中文網，2018，〈華為 40 萬起薪讓日本掀起工資革命〉， 

https://zh.cn.nikkei.com/career/humanresource/30628-2018-05-25-05-00-00.html?limitstart=0 
98日經中文網，2017，〈日本 1000名頂級技術人員流向中韓企業〉，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27348-2017-12-20-04-51-00.html?start=1 

https://nikkan-spa.jp/1431851
http://www.meti.go.jp/press/2016/06/20160610002/20160610002-8.pdf
https://zh.cn.nikkei.com/career/humanresource/30628-2018-05-25-05-00-00.html?limitstart=0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27348-2017-12-20-04-51-00.html?st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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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日本在社會新鮮人準備進入職場時就已安排好一條明確的路線

供社會新鮮人參考。「新卒一括採用」制度為日本企業團體「日本經濟團體

連合會（簡稱經團連）」主導，在大學生四年級上學期（約為每年 4 月）聯

合各家大型企業同時進行大規模的人事招聘與面試，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大

正時期，為了應付日本景氣大好帶來的人力需求增加而產生的合作制度。

因此對於日本大學應屆畢業生而言，尋找在日本的職位相對簡單而明確，

只要在大學最後一年將心力投注在求職上，同時面試多家公司並在錄取後

選擇自己最滿意者即可。這制度也讓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相較其他國

家顯得更高。99此外，由於「新卒一括採用」制度不僅只著眼於社會新鮮人

的能力，更注重其成長潛力，先確保有發展潛能的新人再透過企業人事訓

練制度增加新進員工的生產力，因此也有出現不少文組學生錄取 IT 產業

後在職培訓後成為 IT 專業人才的情況。在這樣的制度下，「新卒一括採用」

制度提升了新進員工的人力資本，也強化了新人對企業本身的忠誠度。 

此外，日本的「年功序列」等制度也在避免企業人才外流上扮演顯著

的作用。「年功序列」即指員工的序列依照進入企業的年限排列，並隨著年

資增加而進行調整，員工可以確實透過不斷累積年資來獲得調薪與升職，

不必透過不斷跳槽來提升待遇。雖然因為泡沫經濟帶來的制度檢討，與

2003年通過《派遣法》帶來的非正規僱用增加，讓「年功序列」制度的適

用減少，但現今仍有不少企業保留「年功序列」的精神。當前日本企業在

導入以工作表現作為薪資給付依據的「職能給」外，仍同時支付具有「年

功序列」精神的「年齡給」，在保障資深員工的同時獎勵績效表現優良的員

工，形成獨特的「日本型經營模式」。100 

「日本型經營模式」有一套完整的錄用、銓敘、升遷、獎勵制度，既

強化了新人的忠誠度、保障了資深員工的薪資，又獎勵了表現優良的員工，

故相較於韓國、臺灣，日本的高科技產業相對不擔憂中國大陸高薪挖角的

                                                 

992018，〈年功序列と終身雇用・なぜ日本企業は実力主義を導入しないのか？〉，

https://venture-finance.jp/archives/3260 
100 笠谷和比古，2007，〈「年功序列制か、能力主義か」 ― この言説の陥穽 ―〉，《政策・経

営研究》，http://www.murc.jp/thinktank/rc/quarterly/quarterly_detail/200703_103.pdf 

https://venture-finance.jp/archives/3260
http://www.murc.jp/thinktank/rc/quarterly/quarterly_detail/200703_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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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為了確保高階技術人才能夠留在我國就業，必須從最根本的勞動待

遇著手。不僅單純提高薪資與福利水平，更透過在職訓練等方式增強在臺

工作的展望性，除了可以減少不斷跳槽的狀況，更可以改善員工本身的生

產力。此外，為了確保在外國攻讀博士學位、學習專業技能的人才回流，

若能在大學與公立研究機構方面，進行科學研究費用的提升與彈性化，或

可以增加海外學子回國進行研究服務的誘因。 

2. 政策推廣與社會保障：政府的相關配套 

企業本身的僱用制度外，政府在協助求職與穩定就業率上也推出許多

配套方案。安倍內閣在 2016 年推出「日本一億總活躍計畫」，在達成經濟

成長表現的同時企圖達成勞動參加率上升與產業創新等，使經濟狀況從根

本上進行。而在勞動領域上，聚焦於改善長時間工作問題、正職與派遣問

題、勞動人口縮減、男女差別待遇等的「工作模式改革（働き方改革）」，

並在 2018 年 6 月於參議院通過相關法案。然而，相關法案中針對高階專

業人才的定義、制度鬆綁與裁量皆未置一詞，引發媒體關注與批評。101 

除了政策推廣外，社會保障也是日本政府確保人才續留的一大方針。

透過建構有前景的公共年金制度與完善的醫療保險，可以讓企業人才在經

濟活動上維持活躍，更可以確保人民不會「用腳投票」、移居到他國的同時

讓國家失去勞動活力。 

另外，易於使用且清晰的求職資訊平臺也對企業人才而言十分重要。

許多時候並非國人僅願赴外就業，而是未能充分掌握到所有臺灣的就業資

訊。政府應思考如何強化資訊溝通管道讓求職者能充分把握到在臺就業的

訊息。透過資訊公開可以強化企業之間的待遇競爭，長期而言可望對薪資

水平帶來提升的作用。此外，求職資訊也常與政府其他政策搭配實施，例

如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經濟復育的地方創生計畫中，促進地方經濟體的就業

是重要的一環，因此也會舉辦針對學生、青年就業的相關說明會與就業體

                                                 

101 2018年 6月 29 日中日新聞朝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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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確保人才留在地方繼續紮根。102 

二、韓國人才政策 

韓國在東亞各國中，相對明顯感受到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尤其在高

科技產業的人才外流方面。尤其是韓國的全球化程度不如新加坡，且產業

技術水準亦不如日本，使得中國大陸在許多高科技產業上直接對韓國形成

追趕的壓力。故此，韓國針對中國大陸挖角高科技人才的留才、育才政策，

相當值得我國借鑑。以下將分別討論韓國的留才與育才政策 

（一）韓國面臨中國大陸挖角高科技人才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17 年世界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eport 2017）顯示，韓國人才在全球競爭力排名第 39名，較去年退步 1名，

中國大陸則緊追在後排名第 40名，因此，除了貿易上的依賴，面對「中國

製造 2025」，韓國要加速產業升級避免技術被中國大陸追上之外，也必須

要建立完善的制度留住技術人才。 

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挖角韓國高科技人才，針對三星電子及 SK 海力士

部長級以上的員工提出「1-3-5」合約，一年薪水是在韓國的三倍且同時享

有五年的工作保障，甚至對少數重點核心人員祭出「1-9-5」合約，即一年

九倍年薪、保障五年聘僱任期，同時在中國大陸的所有花費如房租、子女

學費等一律由中國大陸企業負擔。如此優渥的工作機會也讓韓國政府不得

不因應業者要求召開臨時會議討論避免人才過度外流的解決方法，因為一

旦技術人才出走，韓國企業獨有的 Knowhow 也將隨之外流，佔據韓國總

體 GDP 3%的半導體產業恐將喪失全球競爭力103，韓國經濟也會連帶受到

影響。 

事實上，目前已有不少韓國科技人才幫助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崛起，

                                                 

102 2017，内閣官房まち・ひと・しこ ゙と創生本部事務局，〈地方創生インターンシッフ ゙推進

に向けた 自治体・大学等の連携事例集〉，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pdf/internship-jirei_honpen.pdf 
103 2016，〈中國九倍年薪搶韓國半導體人才〉，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101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sousei/pdf/internship-jirei_honpen.pdf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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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長江存儲、福建晉華、合肥睿力都有許多韓國技術工程師，這讓韓國政

府和企業高度緊張。甚至在韓國已出現所謂「半導體諮詢公司」，實際上就

是人力資源仲介公司，專門從韓國企業挖人才前往中國大陸。104 

根據南韓《每日經濟》報導，南韓半導體、面板等領域的技術人才，

目前大批出走中國。三星顯示器就有 3名部長級首席研究員跳槽到中國大

陸面板廠北京東方電子（Beijing Oriental Electronics）。京東方有 100 多名

南韓技術人才，半數來自三星電子、LG 電子。報導亦指出中國大陸對這些

南韓技術人員待遇優厚，如果是三星電子部長級技術人員，在中國大陸的

年薪將達 5億韓圜（約新臺幣 1,470 萬元），次長級是 3億到 4 億韓圜（約

新臺幣 880 萬到 1,175 萬元），是在南韓企業薪水的 3到 4 倍。據韓國國家

情報院透露，半導體、顯示器和智慧手機等科技產業，南韓技術人才流向

中國大陸企業的現象日益嚴重。105 

面對中國大陸的挖角，三星、LG 等大企業也紛紛求助法律途徑，如三

星顯示器便以保護敏感技術為由，依照韓國《防止産業技術外流及保護法》，

起訴某位偷偷離職前往京東方企業工作的研究人員。2018 年 7 月，韓國水

原地方法院判決禁止這名前員工在中國大陸公司任職，兩年內不得跳槽到

三星的競爭對手公司或分包商，若不履行義務，必須每天賠償三星顯示器

1,000 萬韓圜（約 9,000 美元）。106此外，韓國京畿道地方法院、大邱地方

法院亦於 2018 年的 5月及 9 月，針對 LG 顯示器前員工跳槽至中國大陸企

業做出兩起判決。107然而，這種個案的判例，仍難阻擋中國大陸挖角韓國

高科技人才的趨勢。 

（二）韓國政府留才政策 

                                                 

104 Atlinson，2017，〈不只台灣，南韓面對中國企業人才挖角一樣苦無對策〉，財經新報，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7/06/09/south-korea-semiconductor-human-resources/ 
105 Atkinson，2018，〈中國企業挖角南韓高科技人才，平均年薪高出 3到 4倍〉，財訊，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8/06/29/china-headhunt-korea-hightech-employee/  
106 許禎祺，2018，〈保護技術 韓國法院禁前三星員工跳槽中企〉，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7/5/n10540048.htm 
107 驅動中國，2018，〈韓國被逼急！採取法律手段禁止 OLED 技術人員跳槽中國〉，尋夢新

聞，https://ek21.com/news/1/87956/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7/06/09/south-korea-semiconductor-human-resources/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8/06/29/china-headhunt-korea-hightech-employee/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7/5/n10540048.htm
https://ek21.com/news/1/87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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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雖將中國大陸挖角高科技人才視為威脅，但目前尚未有明顯的針

對性限制措施，用以對抗中國大陸的挖角。面對高科技人才外流的危機，

韓國政府似乎更傾向將留住人才的責任交給三星（Samsung）和海力士（SK 

Hynix）等半導體大廠。關鍵在於，韓國的財閥具有相當強大的影響力。根

據 CEO Score，2017 年包括三星電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在內

的 10家大型公司銷售額加總達 6,778 億美元，占南韓 1.53 兆美元 GDP 的

44.2%。且僅三星電子公司的銷售額幾乎就占 GDP 的 14.6%。108韓國前 30

大財閥營業額佔 GDP 比例，在 2012 年已高達 82%，但每年只貢獻了 5%

的就業率。在韓國扭曲的薪資結構下，一個人在大企業或是在中小企業上

班，薪資通常可以相差 3倍以上。舉例而言，根據 2015 年的最新統計，三

星電子的新人起薪約為 250 萬韓圜（約新臺幣 7 萬元），而屬於中小型企

業的樂泰化工（Loctite），起薪則只有 100 萬韓圜（約新臺幣 2.5萬元），在

某種程度上，韓國貧富差距的根源，其實來自大財閥與中小企業的薪資差

距。109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在寅上臺後更著重於透過調整最低薪資、縮短工

時等措施來改善整體就業環境。將最低時薪從 6,470 韓元調漲到 7,530 韓

元（約 210 元新臺幣），其中 7.4%由政府補貼；工時方面，韓國國會於 2018

年 2月以壓倒性通過每週工時由 68 個小時縮短為 52個小時的法案，為了

避免驟減工時重創企業生產，此項新規定將按企業規模由大到小漸進實施，

韓國政府希望透過新版《勞動基準法》改善國民生活水準。110此外，針對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薪資落差，韓國財政部於 2018 年 4 月提出 37億美元

的追加預算案，凡是進入中小企業的新進正職員工，每人每年可直接獲得

                                                 

108 綜合報導，2018，〈韓國 10 大企業銷售額佔 GDP 逾 40% 三星電子居冠〉，自由時報，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41610 
109 陳一姍、辜樹仁，2014，〈韓國啟示錄：自由貿易的美麗與殘酷〉，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7703 
110 即時國際，2018，〈南韓國會壓倒性票數通過縮短每周工時法案〉，星島日報，

https://www.singtao.com.au/172-

%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

%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

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

%E6%A1%88/?fromG=1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41610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7703
https://www.singtao.com.au/172-%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E6%A1%88/?fromG=1
https://www.singtao.com.au/172-%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E6%A1%88/?fromG=1
https://www.singtao.com.au/172-%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E6%A1%88/?fromG=1
https://www.singtao.com.au/172-%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E6%A1%88/?fromG=1
https://www.singtao.com.au/172-%E5%8D%B3%E6%99%82/315713%E5%8D%97%E9%9F%93%E5%9C%8B%E6%9C%83%E5%A3%93%E5%80%92%E6%80%A7%E7%A5%A8%E6%95%B8%E9%80%9A%E9%81%8E%E7%B8%AE%E7%9F%AD%E6%AF%8F%E5%91%A8%E5%B7%A5%E6%99%82%E6%B3%95%E6%A1%88/?fro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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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萬韓元的薪資補助，僱用正職新進勞工的中小企業也可享有租稅獎勵。

111 

換言之，從文在寅政府近幾年的政策方向，可以看出當前韓國政府推

出的官方留才政策更多體現在對於中小企業人才的扶助，以及對於青年創

業、就業的輔導。當然，韓國政府對於高科技人才流往大陸亦是深感憂慮，

對於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挖角高科技人才，韓國政府雖然透過調查單位積

極介入，嚴防半導體尖端技術外流，但仍未能阻止已退休的技術人員前往

中國大陸就業。112同時，面對中國大陸以高薪挖角，韓國政府只能期待各

大企業自行透過員工福利制度挽留人才。 

（三）韓國政府人才培育計畫 

韓國近年來基於少子化、薪資落差大、就業環境不佳等因素，在半導

體等高科技產業方面的人才培育逐漸浮現窘況。根據首爾大學半導體共同

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05 年，首爾大學一年就能培養 100 多位碩、博士的

專業人數，但於 2014 年，一年僅培養不到 50 人。人才缺乏窘境，已讓韓

國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受挫。113 

故此，韓國政府除了改善基礎就業環境與中小企業薪資結構外，其也

透過相關政策培育國內人才以成為跨國的移動人才。「K-Move」指 Korean 

Move（韓國人移動計畫），政府將青年送到國際上實習、當志工或者工作，

培養年輕人國際生活和歷練的能力，並設有「生活導師制度」，以補助講師

費的方式，聘請其返鄉傳授國內青年海外經驗，使年輕人不用出國也能了

解國外的文化及經驗，而政府也透過此計畫建立資料庫共享系統，學生赴

海外實習後會將海外經驗彙整至資料系統，韓國勞動部可進一步掌握企業

                                                 

111 任中原，2018，〈韓要砸 37 億美元助青年就業〉，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071597 
112 楊日興，2018，〈中國頻挖角 三星凍未條〉，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07000054-260203 
113 Hana，2016，〈中國『九倍年薪』搶韓國半導體人才〉，國家實踐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10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071597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07000054-260203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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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媒合韓國國內企業和畢業生，減緩青年人口繼續外流。114 

因應數位時代的發展，針對欲在韓國創業之青年，韓國政府也推動「三

年經濟革新－培育創業生態」計畫，鼓勵青年到以色列、美國矽谷、倫敦、

新加坡的企業進行短期學習，讓青年可以了解每一個國家的強項，經由海

外學習經驗改變思考與行為的慣性，讓青年在回國後能夠做出更具國際性

的創業規劃，強化韓國之全球化青創人才能量。115 

事實上，韓國薪資結構具有相當明顯的階層性。對於高等教育人才仍

有一定的保障，以韓國一般大學畢業生而言，薪水平均大約在 200 萬至 270

萬韓元之間（約新臺幣 6 萬到 8 萬），碩士以上則落在 250 萬至 300 萬韓

元（約 7 萬 5 至 9 萬），但若是知名大學畢業起薪最少可從 300 萬韓元起

跳。116換言之，韓國的薪資結構對於留住高等教育人才，仍有相當的競爭

力。因此，韓國政府並不相當擔心青年人才外流的問題，甚至鼓勵青年人

才「將世界當作遊戲場」，並更傾向這些青年人才在經過海外經驗歷練後，

再回國就職，認為這有助於韓國的國際化。 

三、新加坡人才政策 

新加坡早年為半導體產業重鎮，從 IC設計、晶圓代工到封裝測試，形

成完整的產業聚落，然而近年來因為半導體產業競爭激烈，再加上晶圓代

工產業毛利低，新加坡政府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支持力度大不如前，放手讓

半導體產業外移，目前新加坡主要的製造業為石化產業，半導體產業已經

不再是新加坡的重要產業。故此，新加坡對於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半導體產

業是樂觀其成，並不擔心人才外流的問題。事實上，新加坡不但不擔心人

才外流，反而因為新加坡優渥的留才政策與引才政策，導致各國的人才不

斷流向新加坡，尤其是鄰國馬來西亞，更明顯感受到人才外流新加坡的威

                                                 

114 蘇怡文，2016，〈韓國 K-Move 計畫推動青年海外就業〉，經濟部人才快訊電子報，

http://itriexpress.blogspot.com/2016/01/k-move.html 
115 高仁山，2017，〈同樣面臨青年人口外流韓國這樣留人才那臺灣呢？〉，信傳媒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609 
116 2018，〈淺談臺灣韓國勞工休假與基本薪資比較〉，韓國觀察自白書，

https://www.bluechiou.com/blog/post/taiwan_korea_labor_rights 

http://itriexpress.blogspot.com/2016/01/k-move.html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609
https://www.bluechiou.com/blog/post/taiwan_korea_labor_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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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由於並不擔心中國大陸針對高科技人才的磁吸效應，新加坡並未對中

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採取具體的反制措施，僅是不斷的強化其留

才政策。以下將分別探討新加坡人才環境及相關之人才政策，藉此說明新

加坡如何在人才爭奪戰中維持自己的競爭力。 

（一）新加坡人才環境現況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7 年世界人才報告》，新加坡在 63 個

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13；2018 年 IMD 公布另一項《世界競爭力報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新加坡則擠進前三名；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於 2018 年公布的《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GTCI），新加坡在 119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2。以

上引述的兩間學院、三項指標，是評估一國的人才投資與發展、吸引、環

境等最具權威性的參考。足見新加坡雖然與臺灣一樣地狹人稠、缺乏天然

資源，但其人才政策頗有值得我國借鑒之處。 

首先，IMD《世界人才報告》，以「人才投資與發展」、「人才吸引力」、

「人才準備度」三個分類共 30個細項做為評估指標。其中，「人才吸引力」

值得深入分析，雖然新加坡的表現還不算頂尖國家，在 63國中排名第 17，

但這是近五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年。其中新加坡優勢在於商業環境對外國人

才的吸引力排名第 3、管理層及服務業薪酬達 261,509 美元，排名第 6、人

身財產安全保障排名第 6、吸引與留住人才的能力排名第 16。缺點則是生

活成本極高，在受評的 63 個國家中排倒數第 5 位；另外從人均收入與人

均 GDP 的差距來判斷，新加坡的稅負還是有一定壓力，排名第 45；最後

是勞動力增長明顯不足，僅 0.67%。 

其次，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採用更多的總體經濟數據、政府效率、

商業效率、基礎建設等去評價一國的競爭力表現，這些指標的選擇放大了

新加坡的競爭力。政府效率是新加坡的強項，官僚體系完全不阻礙商業活

動、有利公司設立的法律環境、政策變化跟得上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業與

失業政策非常完備等；商業效率則包含新加坡的整體形象、法規明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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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體系完善、投資風險與金融風險低等；以上所提之項目，新加坡都位於

全球前三。新加坡表現不佳的部分在於，基本生活成本高昂、吉尼係數偏

高、高齡化社會問題、勞動力增長不足、以及移民法規嚴格等，這些表現

多落在中間水準。因此新加坡競爭力雖然名列前茅，但以本文所聚焦的留

才政策方面，新加坡的推力在這份報告中有很大不足之處。 

INSEAD《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則從增進（Enable）、吸引（Attract）、

培育（Grow）、留才（Retain）、中階技能（VT Skills）、高階技能（GK Skills）

六大領域評價一國的人才競爭力程度。新加坡整體排名第 2，在六大領域

中的三項領域排名第一。然而，留才方面同樣顯現出新加坡的弱點，僅排

名第 25 位。細部觀察留才能力領域下的的七項標準，拉低整體分數的是退

休金制度（41名）、社會保障（36名）、以及醫療密度（59名）。 

綜合上述兩個機構的三份報告，可得出以下觀察：即便是人才評比在

亞洲第一的新加坡，其人才保留方面的表現在前 25%的受評比國家當中敬

陪末座。第一個原因是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生

活成本調查 2018》也指出，新加坡連續 5年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另一個原因是新加坡政府要加強對本地人才的保障。因此造成人才保留評

價的落後。 

新加坡本地人才的就業情勢則越來越好。勞動力報告指出本地人的就

業數字在 2017 年增加了 2萬 1,300 人，成長一倍。而本地居民的失業率從

前年的 3.2%下滑到了去年的 3.0%。然而如先前 IMD 以及 ISEAD 的評比

所說的，新加坡勞動力人口增長幾乎停滯，人口老化程度越來越高，若將

外籍人才的大門關上，勢必形成龐大的勞動力缺口。2017 年《新加坡職位

空缺報告》就指出了這個問題，截至 2017 年 9月，新加坡勞動市場職位空

缺共計 5 萬 3,000 多個，白領工作 PMET（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及

技師）與藍領工作各占一半。 

總結新加坡的人才環境現況，即在本身非常優異的表現之下所遇到的

勞動力空缺問題，是人才與就業市場不相匹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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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介紹目前新加坡整體人才政策以及如何解決他們所遭遇的勞動力

缺口挑戰。 

（二）負責人才政策之機構 

首先，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MOM）是掌管新加坡人

力政策的主要核心部門，負責執行各項就業計畫。人力部之下的新加坡勞

動力局（Workforce Singapore, WSG）也是另一個主要機構，專門負責人力

轉型計畫，勞動力局同時與教育部旗下的新加坡未來技能局（Skills Future 

Singapore, SSG）合作，銜接政府、大學與企業三方，推動培訓計畫、建立

產學相關且終身學習的教育系統。另一個主要組織為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

（NTUC），1970 年以來全國職工總會和產業、政府共同建立三方合作機

制，旗下與人才政策緊密配合的機構為就業與職能培訓中心（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 e2i），負責為各行各業規劃培訓及媒合計畫。 

（三）主要人才政策內容 

新加坡的人才政策主要由新加坡人力部來推動，包括「精益企業發展

計畫」（Lean Enterprise Developement Scheme, LEDs）與「應變與提升計畫」

（Adapt and Grow）兩大項目，以下將分別敘述計畫內容： 

1. 精益企業發展計畫（Lean Enterprise Developement Scheme, LEDs） 

2015 年 10 月由人力部為主力進行之計畫，目標是推動企業運用科技

減少對人力的依賴。精益企業發展計畫同時受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SPRING）、媒體發展管理局（IMDA）、建設局（BCA）、旅遊局（STB）、

經濟發展局（EDB）、以及勞動力局、就業與職能培訓中心的合力支持，進

行產業創新與轉型，減少人力並提升薪資待遇，各部門須提出屬於該部門

的人力計畫（SMP）進展情況以及他們如何推動各自的產業轉型地圖（ITM）。

117目前精益企業發展計畫經協助 23種行業、超過 6,700 家中小企業獲得幫

                                                 

117 2017，Main speech by Mr Lim Swee Say, Minister for Manpower at Committee of Supply 2017，

新加坡人力部，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0306-main-speech-by-min-

lim-at-cos-2017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0306-main-speech-by-min-lim-at-cos-2017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0306-main-speech-by-min-lim-at-co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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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18 

2. 應變與提升計畫（Adapt and Grow） 

2016年 4 月由人力部負責執行，目標是因應企業加速轉型過程中的所

產生的裁員與新興人力需求問題，主要針對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

技師（PMET）中高階人才這個群體。應變與提升計畫包含四大面向，包含： 

(1) 職業支援計畫（Career Support Programme，CSP）：不滿 40歲的失

業白領，6個月求職無果的話，就可以獲得計畫援助；對於年滿 40歲的失

業白領則可以立即獲得計畫援助，無需等 6個月，並且提供資方薪資補貼。 

(2) 專業人士轉業計畫（Professional Conversion Programme，PCP）：自

2007年就開始執行，由勞動力局負責協助白領在專業領域內或不同領域之

間轉換跑道，推動企業提供給予申請專業人士轉業計畫的中高階人才職缺

與培訓計畫，政府給予薪資補貼。歷年來不斷擴大專業人士轉業計畫的行

業領域，並鼓勵提升職缺層級以及接納 50 歲以上高齡轉業者。2017 年上

半年已協助超過 600 人為僱主，超過 1,500 人完成專業人士轉業計畫。119 

(3) 強化生產力培訓計畫（Productivity-Max Programme，P-Max）：強

化生產力培訓計畫由標準檢驗局（SPRING）與企業發展局（ESG）執行，

負責幫助中小企業招聘、培訓、管理和留住中高階人才。企業發展局類似

的計畫還有加強中小企業員工培訓計畫（Enhanced Training Support for 

SMEs，ETSS）。120 

(4) 入職培訓計畫（Place and Train）：主要針對非中高階人才的員工所

提供的就業培訓計畫，參與計畫的員工會給予培訓津貼，而僱主也可獲得

政府的薪資補助至少三個月，2017 年已經協助了超過 2,000 名員工就業。

                                                 

118 2018，〈精益企業發展計畫下約 6700家企業已受惠〉，聯合早報， 

https://www.sgsme.sg/cn/news/story20180306-10180  
119 何惜薇，2017，〈楊莉明：上半年助 1500名 PMET 轉入新興領域專業人士轉業計畫取得大

躍進〉，聯合早報，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letter/story20171019-803972  
120 新加坡標新局，2018，〈入職培訓計畫 P-Max〉， 

https://www.smeportal.sg/content/smeportal/zh/moneymatters/grants/productivity-max--p-max--

programme.html  

https://www.sgsme.sg/cn/news/story20180306-10180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letter/story20171019-803972
https://www.smeportal.sg/content/smeportal/zh/moneymatters/grants/productivity-max--p-max--programme.html
https://www.smeportal.sg/content/smeportal/zh/moneymatters/grants/productivity-max--p-max--programme.html


 

 
142 

與之配套的還有工作試用計畫（Career Trial），由政府提供部分薪資補助；

實習與培訓計畫（Attach and Train）則是以較市場行情低的薪資水準聘用

員工作為培訓目的。121 

實施至今整體應變與提升計畫成效卓越，2016 至 2017 年已經協助超

過 45,000 人找到合適的工作，其中超過一半是中高階人才，30%年齡超過

50歲，也有一半的人是已經失業超過 6個月以上的長期失業者（LTU）。 

3. 其他確保就業市場公平性之人才政策 

「精益企業發展計畫」與「應變與提升計畫」主要以培育人才、協助

人才就業為主，除了兩大計畫之外，新加坡人力部尚有其他配套的措施，

以確保就業市場的公平性，以下將簡要說明： 

(1) 重返工作崗位計畫（Return To Work，RTW）：由人力部整合醫療

單位與企業，協助受職災或受傷無法工作之人士回到就業市場。122 

(2) 公平考量框架（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由勞動力局負責，

對企業實施特定規範與限制，鼓勵增加聘僱新加坡本籍人才。123 

(3) 公平與良好僱傭聯盟（TAFEP）：目標在於推動企業員工的多元化

組成，只要具備相同技能，不因性別、宗教、年齡、家庭狀況、婚姻與殘

障等理由做為招聘標準，讓所有新加坡本籍人才享有公平就業機會。124 

(4) 人力資本夥伴計畫（HCP）：由勞資政三方聯合推動，讓符合條件

的企業（積極僱用本地、年長、女性等員工）能優先獲得聘用外籍人才准

                                                 

121 2017，新加坡：長期失業者將獲政府重點幫助，字媒體，

https://zi.media/@yidianzixun/post/VPoZB9  
122 2017，Speech at Launch of Return to Work Programme，新加坡人力部，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1101-speech-by-mos-tan-at-launch-of-return-to-

work-programme  
123 2017，〈本地 250家企業被列入「公平考量框架」觀察名單〉，新傳媒 8頻道

https://www.channel8news.sg/news8/archives/20170306-sg-mom-fcf/3571610.html  
124 2017，勞資政公平雇傭守則，TAFEP，

https://www.tafep.sg/sites/default/files/Tripartite%20Guidelines%20on%20Fair%20Employment%2

0Practices%20Chinese%20July%202017.pdf  

https://zi.media/@yidianzixun/post/VPoZB9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1101-speech-by-mos-tan-at-launch-of-return-to-work-programme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7/1101-speech-by-mos-tan-at-launch-of-return-to-work-programme
https://www.channel8news.sg/news8/archives/20170306-sg-mom-fcf/3571610.html
https://www.tafep.sg/sites/default/files/Tripartite%20Guidelines%20on%20Fair%20Employment%20Practices%20Chinese%20July%202017.pdf
https://www.tafep.sg/sites/default/files/Tripartite%20Guidelines%20on%20Fair%20Employment%20Practices%20Chinese%20July%202017.pdf


 

 
143 

證的機會。125 

(5) 高齡問題：包含向企業推廣「再就業概念」，鼓勵僱用高齡員工；

延長特殊就業信貸計畫（SEC），提供薪資補助；推出 WorkPro 計畫，協助

企業改善工作內容，使其更適合高齡員工；殘障者計畫（Open Door 

Programme）126供殘疾人士新資補助、培訓計畫。 

(6) 低薪問題：主要包含薪資補貼計畫（WIS）、就業培訓計畫（WTS）、

WorkRight 倡議、以及漸進式薪資模型（PWM）等四項計畫，保障員工薪

資。127 

(7) 健康與工作環境問題：主要是 WSH（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計畫。此計畫已經推行 10年，旨在降低職業災害的發生率、工作場所的死

亡率。128 

(8) 爭端解決：以勞資政糾紛調解聯盟（TADM）以及僱傭糾紛索償庭

（ECT）兩者作為新加坡就業市場的後盾，負責調解勞資糾紛，而且是快

速、有效的解決。129 

四、小結 

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亞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崛起的壓力明顯較強，

尤其是在資通訊產業佔據優勢地位的日本、韓國，更與我國一般，是中國

                                                 

125 黃偉曼，2017，〈超過 70家公司加入人力資本夥伴計畫〉，聯合早報，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217-725913  
126 NUMABUKURO，2014，〈推出 3,000 萬元計畫 政府加強殘障者就業機會〉，聯合早報，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2014/04/25/%E6%8E%A8%E5%87%BA3000%E4%B8%87%E5

%85%83%E8%AE%A1%E5%88%92-

%E6%94%BF%E5%BA%9C%E5%8A%A0%E5%BC%BA%E6%AE%8B%E9%9A%9C%E8%80

%85%E5%B0%B1%E4%B8%9A%E6%9C%BA%E4%BC%9A/  
127 2018，Speech by Mr Sam Tan, Minister of State for Manpower, at Committee of Supply 2018，新

加坡人力部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am-tan-

minister-of-state-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128 2018，Speech by Mrs Josephine Teo, Second Minister for Manpower, at Committee of Supply 

2018，新加坡人力部，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

josephine-teo-second-minister-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129 何惜薇，2016，〈法案三讀通過 明年 4 月起 雇員索償庭討薪將更快更便宜〉，聯合早報，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60817-654923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217-725913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2014/04/25/%E6%8E%A8%E5%87%BA3000%E4%B8%87%E5%85%83%E8%AE%A1%E5%88%92-%E6%94%BF%E5%BA%9C%E5%8A%A0%E5%BC%BA%E6%AE%8B%E9%9A%9C%E8%80%85%E5%B0%B1%E4%B8%9A%E6%9C%BA%E4%BC%9A/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2014/04/25/%E6%8E%A8%E5%87%BA3000%E4%B8%87%E5%85%83%E8%AE%A1%E5%88%92-%E6%94%BF%E5%BA%9C%E5%8A%A0%E5%BC%BA%E6%AE%8B%E9%9A%9C%E8%80%85%E5%B0%B1%E4%B8%9A%E6%9C%BA%E4%BC%9A/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2014/04/25/%E6%8E%A8%E5%87%BA3000%E4%B8%87%E5%85%83%E8%AE%A1%E5%88%92-%E6%94%BF%E5%BA%9C%E5%8A%A0%E5%BC%BA%E6%AE%8B%E9%9A%9C%E8%80%85%E5%B0%B1%E4%B8%9A%E6%9C%BA%E4%BC%9A/
https://sgfactblog.wordpress.com/2014/04/25/%E6%8E%A8%E5%87%BA3000%E4%B8%87%E5%85%83%E8%AE%A1%E5%88%92-%E6%94%BF%E5%BA%9C%E5%8A%A0%E5%BC%BA%E6%AE%8B%E9%9A%9C%E8%80%85%E5%B0%B1%E4%B8%9A%E6%9C%BA%E4%BC%9A/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am-tan-minister-of-state-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am-tan-minister-of-state-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josephine-teo-second-minister-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https://www.mom.gov.sg/newsroom/speeches/2018/0305-speech-by-mrs-josephine-teo-second-minister-for-manpower-at-committee-of-supply-2018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60817-65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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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主要挖角的目標。 

面對中國大陸以國家力量贊助高科技產業，並以三至九倍的高薪挖角

掌握關鍵技術的高科技人才，日本與韓國政府不約而同的透過改善勞動環

境與提高薪資結構來進行因應，包括降低工時、提高薪資等。此外，日本

企業具有獨特的企業文化，透過「新卒一括採用」、「年功序列」等制度，

養成具有忠誠度的員工，形成獨特的「日本型經營模式」；韓國大企業則由

於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故有足夠的實力與中國大陸進行人才的爭奪。

換言之，日本與韓國政府將留才政策的重心放在營造友善的就業環境與完

整的社會福利，而面對中國大陸以高薪挖角的威脅，則透過法律途徑或由

企業自行透過獎金、分紅、配股等方式留住人才。 

相較於日本與韓國，新加坡政府的人才政策相當不同。關鍵在於新加

坡的政府與企業關係緊密，而人才對於缺乏天然資源的新加坡而言是國安

問題，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視育才、留才、引才、攬才等政策。不過，新加

坡本身即是亞洲與全球人才的聚集地，擁有人才競爭力全球排名前三的經

濟環境，故新加坡不但不擔心人才外流，反而因為新加坡優渥的留才政策

與引才政策，導致各國的人才不斷流向新加坡。 

總而言之，日本的企業文化有其文化脈絡，我國仿效的可能性不高；

而我國與韓國無論是在當前優勢產業或重點發展產業上有許多重疊之處，

對於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進行人才挖角的威脅感也同樣強烈，

故韓國為可供我國參考之案例。惟韓國的產業型態以大型財閥為主，我國

則以中小企業為主，故需因應我國情況而有所調整。此外，新加坡與臺灣

同樣屬於地狹人稠、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然其卻以開放的人才政策，吸

引全球人才前往當地就業，同時在育才、留才上，亦有完整的政策措施，

這點相當值得我國學習參考。有關日本、韓國、新加坡的育才、留才、攬

才制度，可依法制、環境、教育與產業四個面向，分別彙整如下表 15。 

表 15 亞洲重要國家人才政策相關措施彙整 

 育才 留才 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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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面 

「新卒一括採

用」制度（日

本） 

「精益企業發展

計畫」（新加

坡）與「應變與

提升計畫」（新

加坡） 

「年功序列」制度

（日本） 

《防止産業技術外

流及保護法》（韓

國） 

重返工作崗位計畫

（新加坡） 

人力資本夥伴計畫（新加坡） 

《中小企業人力支援特別法》支持中

小企業找外籍人員從事研發工作（韓

國） 

環

境

面 

檢討《派遣法》

（日本） 

修改《勞動基準

法》，降低工

時、提高薪資

（韓國） 

薪資補貼計畫（新

加坡） 

公平考量框架計畫

（新加坡） 

公平與良好僱傭聯

盟（新加坡） 

放寬高度專業人才取得永久居留權的

標準（日本） 

給予外籍教師 2年免所得稅、外籍工

程師 5年免稅期、放寬居留條件（韓

國） 

「全球化計畫」放寬外國人在韓工作

的法規限制（韓國） 

寬鬆的專業人士移民政策（新加坡） 

教

育

面 

「K-Move」韓

國人移動計畫

（韓國） 

 

「三年經濟革新－

培育創業生態」計

畫（韓國） 

透過獎學金、實習與進修制度吸引留

學生（日本） 

「世界級大學計畫」延攬知名外國學

者從事研發工作（韓國） 

「生活導師制度」聘請海外青年回國

傳授經驗（韓國） 

「體驗新加坡計畫」吸引外籍專業人

士及海外學生（新加坡） 

產

業

面 

「日本一億總活

躍計畫」（日

本） 

就業培訓計畫

（新加坡） 

《工作模式改革》

法案（日本） 

修訂《外匯法》管

制重要企業技術人

才外流（日本） 

認可其他東亞國家的 IT技術認證（日

本） 

「吸引海外優秀人才計畫」（韓國） 

個人化就業許可證，提高就業許可證

之靈活性（新加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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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因應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之相關作為 

前述章節已提及中國大陸對外引才策略與各國因應方式。其中頗有值

得我國關注與借鏡之處。尤其自 2018 年 2 月中共國務院國臺辦發布「對

臺 31項措施」以來，已引起國內輿論媒體相當之關注。以下將先盤點我國

目前施行的各項攬才、留才政策，並參照各國攬才、留才措施，尋找可供

我國借鑑之處。 

一、我國各部會現行各項攬才、留才政策措施 

近幾年來，我國面臨國際人才競逐及國內人才流失等挑戰，尤其面對

中國大陸積極引才作為，提出許多政策資源，吸引臺灣掌握關鍵技術的高

科技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導致我國高科技人才流失，致使產業空洞化

危機加大。我國政府為解決如此困境，早於中國大陸提出「對臺 31 項措

施」前，即積極透過改善勞動環境與提高外人來臺工作的薪資結構以為因

應。換言之，我國政府將留才政策的重心放在營造友善的就業環境與完整

的社會福利，以對抗中國大陸優渥福利薪資的利誘與威脅，藉此方式不僅

要留住臺灣在地人才也為吸引更多優秀外人來臺或留臺。 

然而，我國資源有限，不若中國大陸或是日韓等鄰國可以投入大量資

源進行攬才、留才。因此，我國各部會針對其業務的差別性，各自提出不

同的政策計劃，甚至由行政院出面統籌進行跨部會的資源整合，藉以健全

臺灣科研環境及強化留才、攬才政策，以維護臺灣科研優勢及產業競爭力。

在 2015 年 9 月 8 日核定「全球競才方案」，全面啟動我國全球攬才工作。

其中，針對建立友善留臺環境部分，國發會在調查彙整並全面盤點分析外

籍人才來臺及留臺所遭遇問題與困難後，研提「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

並於 2016 年 9 月 1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130 

總之，人才是國家和產業發展的基石，為「讓人才走進來、讓人才留

                                                 

130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6，〈強化留才攬才 提升國家競爭力〉，行政院網站，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4a875db6-d607-41fd-b2a5-c7d4ae3d76e3 ，查閱

時間: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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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我國政府提出許多政策措施如表 16，藉以吸引、留用優秀外籍及

本國籍高階人才，協助我國經濟轉型及產業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

國家永續發展。畢竟，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國際間人才移動成為全球技

術與知識交流的常態，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莫不為延攬高階專業人才而投

入資源，以徵得優秀且合適的人才，可見對於「人才」的競爭亦日趨激烈。

我國唯有建構更友善之工作及居留環境，始能攬才及留才，也才能因應未

來環境變遷與產業科技提升之需求。 

 

表 16 我國各部會現行各項攬才、留才政策措施 

部

會 
政策/計畫 重點內容 

科

技

部 

科技部「補助

延攬客座科技

人才作業要

點」 

提供延攬人才教學研究費、來回機票及保險費之補

助。 

候鳥計畫 補助海外第二代青年（18-30 歲）返國學習與服

務，與國內人士交流。 

海外人才歸國

橋接方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 

號召臺灣赴海外留學的人才，返國貢獻所學，將其

國際視野、科技研發新知、前瞻應用趨勢帶回臺

灣，與國內的產學研界進行深度交流，以激勵產業

創新，刺激技術躍昇。 

經

濟

部 

經濟部則辦理

延攬海外科技

人才專案計畫 

協助企業自海外延攬人才回臺工作，提供網站媒介

服務平臺。 

開辦「創業家

簽證」131 

給予在臺停、居留期間及出入境之便利與優惠，加

速引進國外人士及團隊來臺創新創業。 

協助國內企業

延攬海外科技

人才計畫 

設立攬才網站 Hi Recruit 和 Contact Taiwan 兩個平

臺。積極辦理僑外生與國內企業媒合商談會、延攬

海外人才訪問團以及參加國際就業博覽會，針對國

                                                 

131 資格條件之相關業務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負責；申請遞件窗口，針對外籍創業家方面由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負責，而港澳創業家方面，則內政部移民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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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企業提供職缺，吸引海外人才來臺就業。 

教

育

部 

優秀外國青年

來臺蹲點計畫 

提供獎學金吸引外國青年來臺體驗我國，透過技職

訓練、短期課程、研究、或專業實習，並輔以華語

研習及文化活動。 

鬆綁大學法相

關法規 

放寬大學行政主管僅能本國人擔任的規定，可由外

籍人士擔任；放寬國外及大陸學歷的採認，使大學

聘任國際人才較具彈性。 

玉山計畫 包括「玉山學者」、「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教

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 10%」等 3大方案  

國

發

會 

強化優秀僑外

生留臺工作行

動計畫 

凡從台灣大學以上畢業的僑外生若欲留台工作，將

改以學歷、薪資、工作經驗、職務資格、華語及外

語能力、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等

8個項目進行評點。 

擴大全球競才

方案：Contact 

Taiwan 

強化部會間的整合，強調計畫串連協助關鍵產業延

攬人才，以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強化產業競

爭力。 

完善我國留才

環境方案 

為吸引國際專業人才留臺，行政院施政方針提出施

政策略，將加速產業體質升級，推動專案性攬才計

畫，針對調查、整理各研究及調查報告等方式，從

簽證、工作、居留、金融、稅務、保險及國際生活

等七大面向，彙整問題並研擬解決對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現階段我國針對中國大陸引才政策之作為 

我行政院為因應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於 2018 年 3 月公布「壯大

臺灣 無畏挑戰：『對臺 31項措施』之因應策略」132，提出四大方向與八大

策略；其中四大方向包括：優化就學就業、強化留才攬才，維持臺灣在全

球供應鏈的優勢，深化資本市場，強化文化影視產業等四大方向。在四大

方向下，與預防人才外流中國大陸較相關策略與措施，有包括策略一：提

升學研人才獎勵、策略二：強化員工獎酬工具，以及策略三：優化醫事人

                                                 

132 行政院，2018，〈壯大台灣 無畏挑戰-「對台 31項措施」之因應策略〉，行政院陸委會，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05B73310C5C3A632&sms=1A40B00E4C745211

&s=5839BAB83BD7F56D ，查閱時間:2018/10/5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05B73310C5C3A632&sms=1A40B00E4C745211&s=5839BAB83BD7F56D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05B73310C5C3A632&sms=1A40B00E4C745211&s=5839BAB83BD7F5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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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作環境。其內容如下： 

（一）策略一：提升學研人才獎勵 

1. 推動「高教深耕計畫」133 

(1)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補助期間預計自 2018

年至 2022 年，預計每年投入約 5億元經費，自教育部補助的大學「特色領

域研究中心」中，擇優補助以解答科學上、社會上或產業上的重要待解議

題為研究主題之研究中心，期望可創造臺灣相關科技領域的國際優勢地位

與影響力，並進一步突破重點產業的技術困境，將研究成果落實於民生福

祉與產業技術並聯結到國際。補助經費研究主題包括：A.生醫、半導體、

能源、循環、紡織、高熵等領域的創新與關鍵材料研發、B.智慧製造、C.

智慧半導體與晶片、D.量子科技、E.腦科學、F.精準醫學、G.新興病毒感染

等生醫領域研究與產品開發、H.蝦養殖及動物製劑等漁牧領域研發、I.運用

大數據分析與評估國家整體發展、群體建康及永續環境的社會科學研究。 

(2) 各校執行擴大「彈性薪資」方案：為使大專校院教研人員及經營管

理人才的實質薪資差別化，能具延攬優秀學術與管理人材條件，補助彈性

薪資執行成效較佳之學校，鼓勵學校拉大校內學研人才之薪資級距，以留

住國內優秀人才。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動，教育部編列之公務

預算補助款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款、科技部學術發展基金補助款

等經費，將用於獎勵國內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以及編制外經

營管理人才，鼓勵學校拉大校內學研人才之薪資級距，以留住國內優秀人

才。134 

2. 推動「玉山計畫」 

由於我國高等教育教師薪資水準則相對較低，以致優秀師資遭挖角流

                                                 

133 科技部，2018，科技部資訊公開，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f481a38d-08e6-44f0-9d10-

a12a7a9e1a6a&l=ch，查閱時間:2018/10/05 
134 教育部，2018，〈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f481a38d-08e6-44f0-9d10-a12a7a9e1a6a&l=ch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f481a38d-08e6-44f0-9d10-a12a7a9e1a6a&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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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情形日趨嚴重。為突破我國教研人員薪資不利競逐國際優秀科研人才的

困境，自 2018 年起推動「玉山計畫」協助各大學留住國內優秀人才，期透

過待遇制度之鬆綁，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的目標，以構築優質學術環境及

提供足夠的相應資源，進而達到延攬並留任優秀人才的目的。135除每月薪

資外，另可支領最高 500 萬元，並一次核可 3 年。初估 3 年約 1,000 人次

受益，3 年預算約 30 億元。 

3. 年輕學者計畫 

年輕學者計畫共有兩個核心計畫。其一為「愛因斯坦計畫」：鼓勵年輕

研究學者多方面大膽嘗試、勇於創新，並跨越科學領域的疆界，不受既定

框架的限制，以培植科研新世代。原則為 32 歲以下且具博士學位或博士畢

業 3 年內且未逾 35 歲者得申請計畫。執行計畫約 3 至 5 年，申請計畫規

模最大為 500萬元；另一個核心計畫為哥倫布計畫，特色為鼓勵年輕研究

學者長期投入有潛力的重大創新構想，同時到國外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與

交流，建立國際合作團隊，以拓展國際視野及影響力。原則以 38歲以下且

具博士學位得申請計畫。執行計畫約 3至 5年，申請計畫規模最大為 1,000

萬元。136 

4. 提高教授學術加給 

為鼓勵大專院校專任教授得以留任服務，教育部調增「教授」級學術

研究加給 10%，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由現行 54,450 元調整為 59,895 元；

公立大學校院教授之每月實質所得由 107,525 元調整為 112,970 元，每月

增加 5,445 元，調整幅度約 5%，擴大教授與其他職級教師間之學術研究加

給差距，藉此留任大專校院教授。至於私立大專校院部分，經查具有教授

職級教師約有 4,500 名；因此，教育部自 2018 年 8 月起同步調高私校獎補

助款，共計增加 5.5 億元，屆時各校得運用該筆獎補助款調增教授職級之

                                                 

135 行政院，2018，〈強化延攬及留任優秀教研人才—玉山計畫、提高研究計畫主持費〉，行政院

重要政策，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9d851d3a-009b-4dfe-8e3e-

f58da25db81e ，查閱時間:2018/10/12 
136 科技部 108 年度「年輕學者養成計畫」計畫徵求說明會說明簡報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9d851d3a-009b-4dfe-8e3e-f58da25db81e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9d851d3a-009b-4dfe-8e3e-f58da25db8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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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加給。137行政院業核定「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提

高國立大學教授學術研究加給 10%，並溯自 2018 年 1月 1日施行。 

5.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為引導博士級人才就業，避免其過度集中於大專院校，並適度導引至

產業界，以強化研發能力與產業競爭力，科技部擬定「重點產業高階人才

培訓與就業計畫」自 2017年至 2021年起將培訓 1,000位博士進入產業界。

初期博士培訓期間，補助每人薪酬約 65,000 元。除了補助款之外，博士時

在業界實習期間，培訓中心及業界應當在實習期間依照博士的工作表現，

並顧及該領域薪資行情追加博士薪水，以及提供年終或績效獎金，符合產

業行情標準。138 

6. 提升研究獎勵 

(1) 為鼓勵更多優秀科研人才全心專注投入研究，使一般專題研究計

畫及新進人員研究計畫主持人擁有更多資源，科技部自 2018 年 1 月起全

面調增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額度，由每月 1萬調高至 1萬 5,000 元。 

(2) 為鼓勵科研人員積極投入新創事業，並將新創研究成果收入優先

獎勵科研人員，以利科研人員得到應有報酬，並更積極持續投入後續研發，

科技部修訂「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及「科技

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鬆綁公立學研機構行政教職

員可兼任新創公司職務、放寬持股上限，明定技轉收入應分配技轉人員。 

（二）策略二：強化員工獎酬工具 

1. 放寬「員工獎酬股票」課稅規定 

                                                 

137 教育部，2018，〈教育部規劃「玉山計畫」強化延攬及留任國內外頂尖人才〉，教育部即時新

聞，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DB45CD165AA0A45，查

閱時間:2018/10/05 
138 科技部，2018，〈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核定本)〉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DB45CD165AA0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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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獎勵公司員工持續貢獻服務並獲得應有之回報，經濟部已於 2018年

6 月 20 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第 19 條之 1，公司員工取得獎酬股

票在每人每年 500 萬元限額內，持股且繼續服務 2 年以上者，得於股票實

際轉讓時按「取得時市價」或「轉讓時市價」孰低之價格課稅。 

2.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之發放對象 

為打造友善經商與創新企業環境，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設立

公司，並賦予中小企業較大之經營彈性，以利臺灣中小企業得以因應全球

與中國大陸挑戰。公司法於 2018 年 7 月 6 日三讀通過，將員工獎酬工具

（庫藏股、新股、認股權憑證）的發放對象擴及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員工。 

3. 放寬租稅措施 

為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兼顧租稅公平、

經濟效率、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四大面向，有助營造「投資臺灣優先」及

「有利留才攬才」之租稅環境，使全民共享稅制優化效益。139所得稅法於

2018年 2 月 7日修正公布，調降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為 40%，並大幅

調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三）策略三：優化醫事人員工作環境 

1. 改善執業環境 

檢討急重症科別人力配置，並逐年檢討健保支付標準，推動分級醫療，

強化醫療體系服務量能，改善執業環境。 

2. 推動「醫療法」修正 

為給予醫師、護理人員合理之薪酬，使醫護人員得以持續在工作崗位

上服務，推動「醫療法」修正草案之方向，係要求醫療財團法人應以其當

                                                 

139 財政部新聞稿，2018，〈所得稅制優化方案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總統公布〉，財政

部賦稅署，

https://www.dot.gov.tw/ch/home.jsp?id=26&parentpath=0,9&mcustomize=taxnews_view.jsp&datas

erno=201802070002&t=TaxNews&mserno=201707120002，查閱日期:2018/10/12 

https://www.dot.gov.tw/ch/home.jsp?id=26&parentpath=0,9&mcustomize=tax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02070002&t=TaxNews&mserno=201707120002
https://www.dot.gov.tw/ch/home.jsp?id=26&parentpath=0,9&mcustomize=tax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02070002&t=TaxNews&mserno=2017071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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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未受限之稅後盈餘百分之五，用以改善醫師及護理人員薪資給付及福

利。 

3. 完善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減輕醫療執業風險 

為增進醫療品質，保障病患權利，並降低醫師職業風險與專業醫師外

流，衛生福利部持續推行相關改革及立法，包括推行醫病共享政策機制，

強化事前溝通，輔導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與法務部共同辦理

「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以提升調處成效等，同時推動「醫療事故

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之立法，該法案已於立法院審議中。 

（四）我國實施策略與措施小結 

總結上述各項策略與措施，我國在預防人才外流大抵以在既有人事預

算制度下，以專案或計畫型補助形式給予專業人才高於現有制度與市場下

所能給予之薪資或福利，乃至於未來發展方向；再者則是透過租稅優惠與

員工獎酬工具以給予員工實質的物質激勵，更為對員工有利，使員工對既

有職場向心力；最後為由於新世代人才除對職場之期待，對於工作後之生

活品質也相當重視，故另一種方式則為減少專業人才在職場上明顯過勞情

形，透過人力配置調整，藉此改善專業人才生活品質。透過上述三種方式

以使員工能在薪酬、專業貢獻與生活品質能得到滿足，以使員工人才與企

業根留臺灣。惟臺灣目前對於高度專業或敏感性高的技術與人才外流，政

府與企業仍缺乏敏感性，亦缺少具體有效的技術與人才管制法令與措施，

導致人才與技術外流；另外臺灣學用差距過大，原有大學畢業人才難以在

職場上直接立即發揮，若有國外廠商許以高薪資誘惑或直接能發揮專才，

亦有外流之可能。 

 

三、各國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措施之因應作為 

前兩節已指出各國對於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措施的因應作為，各國之因

應做法本節將予以整理，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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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 

冷戰時期蘇聯為迎頭趕上與美國爭霸，透過中立國引進關鍵技術或設

備甚、派出科研人員以學術交流之名，剽竊關鍵技術或是透過國家安全委

員會（KGB）假扮商人與西方商人交易重要機具或技術，使蘇聯向美國等

西方國家取得先進技術的方法引起美國政府得關注與防備等。美國意識到

蘇聯致力取得西方關鍵技術，除原有「巴黎統籌委員會」透過多邊機制實

施禁運外，美國於 1976 年《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1979 年的《出口

管理法》，授予美國政府有權力管制軍事、敏感性技術與服務出口，並禁止

被制裁國透過第三國再出口以及轉運。140 

冷戰結束後，美國拋開所有國家為世界最強國家，高科技、醫療、經

濟、人文社會等領域均屬世界尖端。美國各大學透過獎助學金和貸款政策

吸引各國學生及專家學者赴美學習，除國內人才，亦有吸納海外留學生於

畢業後持續留在美國服務，意即美國本身即為人才流入國。然而，面對近

年中國大陸對外引才策略，除人才流入中國大陸，更讓美國疑懼的是中國

大陸透過不法或不當方式取得現階段最尖端的技術與智慧財產，故美國在

因應措施上，以透過重要法律，如：《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美國就業

法》、《科技人才就業法案》、《創新及競爭法案》等阻止人才與重要智慧財

產外流中國大陸。 

2. 歐盟 

過往歐盟主要與美國競爭人才，近年來中國大陸亦踏進競爭人才的戰

場。「科技框架計畫」除研究國際科技前沿主題和競爭性科技外，開始資助

人才領域，也力推學歷文憑認可制度，提倡雙博士或聯合博士，並培養具

跨科際學門的研究者。歐盟也透過「居禮夫人人才培育計畫」等計畫，透

過職業教育與訓練與職場之連結，力求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促進

                                                 

140 2012，〈美国出口管制制度介绍〉，中設通訊，http://newspaper.cmec.com/content.asp?id=549，

查閱日期: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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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人才互相流通，以作為穩固人才的因應措施。 

3. 德國 

德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政策的因應則較為強調人才循環的概念，如

德國國際合作基金會（Senior Experten Service, SES）即與中國大陸在人才

交流方向進行合作，藉由提供技術資源、專業人才交流，促進德國與中國

大陸兩國的經濟技術進步，並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為經濟和技術

發展引發的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全球化、歐盟各國整合的步調也持續推進。

德國本身除重視科研外，傳統技職亦不偏廢，使教育體系培養之人才能夠

符合市場需要，以使當地人才持續在德國就業。 

4. 荷蘭 

荷蘭面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因應思考邏輯與德國類似，透過人才循環

可以激發出更多創新的思維。另外透過教育、市場體系的結合不斷培養創

新人才。由荷蘭首項主導的國家創新平臺，也特別重視培養年輕人研讀科

技系所並從事科技相關工作。荷蘭國際化程度極高，在國際合作政策上多

為短期交流，大學院校也積極延聘外國的客座教授，以補充國內師資的專

業度與國際化視野。 

5. 日本 

日本就業市場較為特殊，「新卒一括採用」制度與「年功序列」，讓日

本勞工擁有較穩定的環境，且皆可按照年資升等與調薪。此特性讓日本的

勞工對公司忠誠度相當高，若無裁員在國內不同公司跳槽亦屬罕見，故日

本就業市場較發生人才外流之現象。 

6. 韓國 

韓國政府對於中國大陸採才仍未有針對性措施。但主要為透過三星、

現代、起亞等大型企業以明顯高於中小企業的薪酬、晉升管道與社會地位

穩固專業或高階人才。另外是韓國大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存在明顯薪資落差，



 

 
156 

文在寅上臺後，開始扶助中小企業，期望透過補助中小企業與培育中小企

業員工，讓中小企業能逐步跟上大企業水平，意即藉由高薪創造韓國就業

市場穩定性，以避免人才外流。 

7. 新加坡 

新加坡為東南亞重要門戶，當地薪資優渥，對外國人才也採取較開放

之態度。目前最大的人才可能外流因素為當地稅負重且物價水準較高。職

前培訓方面，新加坡未來技能局（Skills Future Singapore, SSG）合作，銜

接政府、大學與企業三方，推動培訓計畫、建立產學相關且終身學習的教

育系統。在職培訓方面，另亦有精益企業發展計畫與應變與提升計畫協助

中小企業培育人才，以使員工持續得到新知與技能。 

表 17 世界主要國家對大陸人才磁吸應對要點 

國家 要點 

日本 「新卒一括採用」與「年功序列」確保員工忠誠度、薪酬調整與升遷 

韓國 大企業或頂尖大學已有高薪及前途保障，但未有其他更積極作為 

德國 
強調人才循環與交流概念，且強化高等教育，採取雙元的職業教育模

式，使教育體系培養之人才能夠符合市場需要 

美國 
透過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美國就業法、科技人才就業法案、創新

及競爭法案等阻止人才外流 

新加坡 
產官學三方推動培訓計畫、建立產學相關且終身學習的教育系統。且

透過精益企業發展計畫與應變與提升計畫協助企業培育人才 

荷蘭 
強調人才循環改念，透過傑出人才獎、創新研究激勵計畫等研究基金，

支持科學研究人員建立和增強團隊力量 

歐盟 

第七期「歐盟科技框架計畫」（2007-2013）開始資助人才領域，培養

具跨科際學門的研究者，並強職業教育與訓練與職場之連結，力求建

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促進歐盟各國人才互相流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上以上所述，我國目前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措施，主要作法乃透過彈

性薪資、強化員工獎酬工具與改善勞動條件防止人才外流。而揆諸歐美及

其他主要亞洲國家因應做法，各國的留才、育才、攬才各有特色，各國經

驗啟示或值得我國借鏡，然而，許多人才政策或制度有其國情，我國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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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國外案例時，宜根據我國之經濟結構與產業特性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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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之影響評估與策略建議 

前文已分析中國大陸的引才措施，探討其引才措施整體的戰略目標與

布局，並掌握其檯面上的引才措施與私底下的挖角策略。復根據美國、歐

盟、德國、荷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經驗，思索臺灣的因應之道。

在本章中，將著重於探討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措施之整體影響，並提出完整

的因應建議，包括其對臺灣人才磁吸效應的針對性回應措施，以及伴隨磁

吸效應而來，對兩岸產業競合與人才流動的整體戰略布局建議。 

第一節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磁吸效應之影響與因應建議 

在探討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措施之影響時，首先將著重其對臺灣高科技

產業之影響，因為高科技產業係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而高科技人才

的出走更攸關我國既有關鍵重點產業，及推動「5+2 創新產業」轉型升級

之動能流失的問題。故此，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臺灣高科技產業影響甚鉅，

近年來除了積極挖角關鍵技術人才外，亦逐漸透過產業吸納，與臺灣企業

交換關鍵技術，進而逐漸改變兩岸資通訊產業鏈的型態。以下將先分析臺

灣人才赴陸工作之原因及帶來的影響，其次討論我國現階段留才政策不足

之處以及可供借鑑之外國經驗，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一、臺灣高科技人才赴陸工作之原因與影響 

整體而言，「對臺 31 項措施」與「中國製造 2025」互為表裡，對臺灣

高科技產業造成相當的影響。然而，自從中國大陸發布「對臺 31項措施」

之後，臺灣各界對此項政策的評估，意見頗為不一，例如中華港澳之友協

會舉行「中國大陸推動 31項對臺措施與兩岸關係座談會」，多位與會學者

認為，這些措施多是中國大陸為吸納人才與企業早已在進行的方法，短期

可能對臺灣年輕人與中小企業有吸引力，但實質影響有限；141不過，與學

者們的判斷不同，企業界對於資通訊產業人才進一步外流，頗為憂心，表

                                                 

141 楊昇儒，2018，〈陸對臺措施影響有限 學者籲強化吸引人才企業〉，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803160154-1.aspx，查閱日期:2018/3/06。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803160154-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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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業界目前也很積極調升薪水，試圖挽回人才外流趨勢；142至於實際到

中國大陸從事資通訊產業的臺灣人與臺企，則表示中國大陸「市場大，政

策好，優惠多」，相對優渥的投資環境給予企業極大的便利。143三種不同的

看法，除了顯示出產業界與學界意見的分歧，也明確顯示出我國政府宜嚴

肅面對的重要議題。 

中國大陸的引才政策對臺灣資通訊產業的實際影響，尤其是「中國製

造 2025」以及「對臺 31項措施」，由於實施時間尚短，加上目前兩岸官方

皆沒有完整詳盡的統計，我們很難得知其確切的效用與影響，但可藉由其

他面向進行分析。總體而言，臺灣高科技人才赴陸工作之原因，以及其所

造成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分析： 

（一）中國大陸在高科技產業所提供的薪資條件優於臺灣企業，對臺灣產

業人才具吸引力 

根據美國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ManpowerGroup）公布〈2018 人力短

缺調查〉，臺灣人力短缺程度在全球排名第 3、亞太地區排名第 2，僅次於

日本，是自 2006 年臺灣列入調查以來最嚴重的狀況。144再者，根據行政院

主計處統計，自 2009 年起，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由 2009 年全年 66 萬

2,000人，至 2016 年已緩步攀升至 72萬 8,000 人，而海外工作地以中國大

陸最多。145由於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沒有語言障礙，加上中國大陸市場廣

大，故近年來已成為臺灣民眾前往海外工作的首選。 

從薪資水準而論，2017 年中國大陸非私營 IT 企業年平均薪資達 13萬

                                                 

142 陳政偉，2018，〈中國大陸端惠臺措施 工商界憂人才被吸走〉，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3010306-1.aspx。 
143 謝星星、葉欣童，2018，〈臺灣 IT 企業負責人：惠臺好政策堅定我們的創業信心〉，福州新

聞網，http://news.fznews.com.cn/dsxw/20180725/5b57b28b7c03f.shtml。 
144 中國時報主筆室，2018，〈解決人才外流危機 只有拚經濟〉，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16000634-260109。 
145 周志豪，2018，〈磁吸效應 立院報告：人才外流難逆轉〉，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037/3341202?from=popin。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3010306-1.aspx
http://news.fznews.com.cn/dsxw/20180725/5b57b28b7c03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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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以上，146並且據報相同等級的 IT、AI 領域職缺，中國大陸企業開出

的薪資條件，較臺灣本地企業高出一倍。似乎對臺灣企業而言，薪資待遇

的優勢已然不再。由於中國大陸近年來挖角許多高科技企業的領導階層，

故對臺灣高科技產業的薪資結構相當了解。以華亞科為例，長江存儲與合

肥睿力挖角的薪水至少是兩倍，看情況可能調整到將近三倍，同時，除了

月薪、獎金外，還可能有分紅。這種高薪資挖角策略導致上百名的華亞科

員工出走。147 

（二）中國大陸積極釋出政策優惠挖角臺灣人才，試圖取得臺灣核心技術 

在技術流出方面，近年紛紛傳出臺灣資通訊產業人才盜取原公司核心

技術轉赴中國大陸企業任職等事件，凸顯技術外流的強況相當嚴重，148僅

過去 1、2年期間，臺灣半導體高階技術人員遭中國大陸企業挖角即時有耳

聞。據統計光是臺塑旗下南亞科就流失 48 名高階技術人員，美光子公司

DRAM 廠華亞科則是被中國大陸挖角 400 人，使得我政府宣示要強化產業

秘密保護法令以及留才等措施。149而已到中國大陸設廠的臺灣資通訊企業，

也面臨中國大陸採取高額稅率優惠，換取企業核心技術的「成果轉化」要

求，使得相關技術與研發成果可能流入中國大陸。150 

（三）「對臺 31項措施」提供臺灣人優於外資的待遇，吸引臺灣高科技人

才或企業 

中國大陸透過官方力量積極扶植陸企在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故對外資

設下種種限制，引發歐美等國不滿，雖然習近平在 2018 年 4 月博鰲論壇

                                                 

146 李金磊，2018，〈2017 年平均工資出爐 IT 業超 13萬元居首〉，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05-16/8514656.shtml。 
147 財訊，2017，〈美光、南亞科上百名工程師跳槽中國內幕〉，新頭殼，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22/83326 。 
148 林修民，2018，〈美中貿易戰的核心——影響未來國力的科技爭霸〉，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026。 
149 賴瑩綺，2018，〈高科技人才集體赴陸 邱垂正：強化產業秘密保護令〉，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0000286-260203。 
150 楊芙宜，2018，〈31項「惠臺措施」》磁吸臺灣人才資金 圓「中國製造 2025」〉，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80104。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05-16/8514656.shtml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22/83326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02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0000286-260203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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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要放寬市場准入，但陸企與外資之間仍是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與此

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對於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所以更傾向直接外國與臺

灣吸納研發與創新能量，故此中國大陸推出「對臺 31項措施」，一方面係

從中國大陸之角度，企圖吸納臺灣知研發與創新能量；另一方面，從臺灣

的角度而言，由於中國大陸提供具有統戰意涵之「同等待遇」，臺灣的新創

企業或高科技人才，便得以優於外資的條件掌握「中國製造 2025」之商機，

這無疑會吸引許多高科技人才與新創企業外流，而中國大陸亦企圖藉由此

種磁吸效應，在強化其研發與創新能量之同時，亦降低我國之能量。 

（四）中國大陸針對大專院校理工科與產業技術科系教師之挖角，將導致

我國高科技人才的培育出現斷層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國內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的育才處於供不應求的情

況，優秀的年輕人皆以升遷迅速、回報率高的網路公司與金融業為畢業後

求職的首選。相對地，由於半導體產業研發經費高、研究時程長，加上半

導體產業的待遇不如網路公司或金融業，故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育相當不易。

而我國由於產學合作推動成功，加上半導體、精密機械、電子產業屬於我

國優勢產業，薪資相對較高，故吸引許多優秀理工人才進入。 

故此，中國大陸不但積極吸納我國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人才，更從源

頭開始挖角我國的大專院校理工科與產業技術科系教師，企圖強化其育才

體系的缺憾。不但以高薪、福利挖角我國優秀教師，更鼓勵臺灣教師組成

研發團隊或成立設計公司，將其成果商業化以取得報酬。這不但會影響我

國高科技人才之培育，更會吸納我國具有研發創新能量的優秀教師，對我

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相當不利。 

二、我國現階段留才政策不足之處及外國經驗之啟示 

從前述分析可知，目前中國大陸主要透過優渥的薪資以及政策優惠吸

引臺灣高科技人才，此乃針對臺灣當前普遍低薪的工作環境所提出之對策。

有鑒於此，我國政府近年來亦已制定彈性薪資方案、放寬員工獎酬股票課

稅規定、擴大全球競才方案、鬆綁相關法規等作法，以強化我國留才、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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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誘因機制。 

只是，綜觀當前各項方案可以發現，我國主要是在既有的人事預算制

度之下，透過專案或計畫補助形式提供國內高階專業人才相較於現行辦法

更加優渥的薪資或福利，抑或在全球尋找優秀人才來臺。但與中國大陸相

比，我國資源有限，不若中國大陸可以投入大量資金、以補助方式進行攬

才、留才，故以專案提供高額獎勵吸引人才的做法，短期之內或可以舒緩

我國高階人才外流的壓力，長期而言，我國政府應從改善整體大環境著手，

加強國內產學連結以避免學用差距過大導致人才專業無法發揮而外流，並

應對於高度專業或敏感性高的技術與人才制定有效的管制措施，以避免人

才與技術外流。 

針對上述各點，我國政府可以從主要先進國家汲取相關經驗： 

（一）美國 

美國主要以各種法案，如：美國就業法、科技人才就業法案、創新及

競爭法案等除防止人才外流與智慧財產轉移外，亦透過獎學金、就學貸款、

自由學風與優越的科學研究環境等更是吸引外國優秀人才服務。由於兩岸

關係特殊性，各種資金或人才登陸大抵仍以管制大於開放，故若須要更嚴

格之法制管制，可透過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

法規進行補正。 

（二）歐盟 

歐盟自第七期「歐盟科技框架計畫」（2007-2013）除原先研究國際科

技前沿主題和競爭性科技，近年對於人才領域培育亦開始重視，培養具跨

科際學門的研究者，並強化職業教育訓練與職場之連結，力求建立歐洲高

等教育區域發展，促進歐盟各國人才互相流通。臺灣可思考借鏡如何培育

跨學科學門研究者，並強化教育與產業的連結，使研究與國際前沿課題接

軌，產業與國際市場連結，以利人才留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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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 

德國對於技職實務教育相當重視。臺灣近年教育人才逐步與產業界需

求脫離，可參考德國模式，以「國際新鏈結策略模式」統合國際職業教育

資源，讓技職教育培訓不僅與國內市場連結，更利於接軌國際市場需求，

使學生所學學以致用。在研究大學與研究機構方面，提供資淺研究人員較

優渥之研究資源，並對優秀學者提供較優渥彈性薪資。若臺灣彈性薪資財

源基礎能較為固定，將較易留住優秀學者。 

（四）荷蘭 

荷蘭模式以透過教育、市場體系的結合不斷培養創新人才。透過創新

平臺，培養年輕人研讀科技系所並從事科技相關工作。大學院校也積極延

聘外國客座教授，補充國內師資的專業度與國際化視野。從荷蘭經驗中，

可思考創新平臺設置，以培養年輕專家從事相關高科技工作；另外，目前

國外短期客座教授授課制度，可朝向常態聘請，以使學生於就學時與國際

接軌，以利後續職場生涯能創造更大專業貢獻。 

（五）日本 

日本求職資訊常與政府政策相互搭配宣傳，例如：地方創生計畫即針

對學生、青年就業的相關說明會與就業體驗等，確保人才留在地方繼續紮

根。賴清德院長於 2018 年 5 月宣示推動「均衡臺灣」，並將 2019 年訂為

地方創生元年，若未來各地方實施地方創生計畫有提供相關就業計畫，應

可與勞動單位合作，宣傳各地方就業機會以將人才留在地方。 

（六）韓國 

目前韓國政府是透過租稅與預算撥補中小企業，以促使中小企業競爭

力能與大財團齊平。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臺灣地區所有企業中，

中小企業家數占 97.7%，就業人數占所有企業就業人數 78.44%。故中小企

業為支撐臺灣就業市場之重要根本，相關租稅優惠與預算撥補予中小企業

應值得臺灣參考，以加強中小企業生存進而穩固人才根留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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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加坡 

新加坡未來技能局（Skills Future Singapore, SSG）銜接政府、大學與

企業三方，推動培訓計畫、建立產學相關且終身學習的教育系統。若臺灣

能有產官學三方之協調機制，透過此機制了解現實產業需求，以利學術或

技職體系人才能快速與市場接軌。 

另外，新加坡另一項由人力部所執行的「應變與提升計畫」，其中子計

畫針對中小企業之強化生產力培訓計畫（Productivity-Max Programme，P-

Max），藉由該計畫強化中小企業之招聘、培訓與管理等方式；如前所述，

中小企業為撐起臺灣就業市場最重要支柱，應可借鏡新加坡生產力培訓計

畫，協助中小企業招聘及培育人才，使中小企業體質更易於在市場上競爭，

若中小企業體質健全，也有利於臺灣人才更踴躍並對中小企業更有信心及

忠誠度。 

三、我國科技人才發展之因應建議 

面對中國大陸政府提出一系列引才政策的各種誘因，可能進一步吸引

臺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加速臺灣人才外流。因此，針對目前中國大

陸對臺引才政策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下述策略建議。 

（一）穩定經濟成長，提高國內薪資水準競爭力 

綜觀近年被挖角或是主動選擇赴中國大陸的臺灣民眾，薪資皆是其考

量的重要因素。根據西班牙研究機構 FocusEconomics 的臺灣經濟研究專家

Christopher Thomas 指出，相較於如新加坡、南韓、香港等其他亞洲工業先

進國家，過去十年來，臺灣實質工資的成長速度明顯落後，造成當前工資

水平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2011 至 2016 年臺灣平均經濟年成長為

2.38%、人均國民生產毛額（GDP）年平均成長 2.69%，但臺灣民眾實質薪

資在同一時期的年平均成長率卻不到 0.5%。因此，隨著中國大陸薪資成長，

兩岸之間薪資差距逐漸縮小，薪資即成為臺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重

要推力，亦是中國大陸企業挖角臺灣人才的重要拉力。例如，2015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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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月間，中國嘉石公司曾提出簽約金新臺幣 200 萬元、月薪 25萬元及

30 到 35 萬元顧問費的條件，挖角臺灣穩懋和聯穎工程師到中國嘉石公司

任職主管。151部分公司甚至直接將臺灣高科技人才薪資以人民幣計價，薪

水直接成長四至五倍亦大有人在。再以 AI 產業人才為例，由於臺灣這幾

年薪資停滯，企業提供給 AI 人才的薪水並不高，但中國大陸的百度、阿里

巴巴卻能提供如臺大資工所剛畢業的職場新鮮人約一年 60至 70萬元人民

幣的薪資，152兩岸之間薪資差距相當明顯。 

全球化之後，隨著技術改變、金融科技的發展，全球勞動市場普遍發

生勞動市場失靈，勞動生產力成長率高於薪資成長率，出現薪資成長停滯

的情況。當前臺灣勞動生產力與實質薪資成長已經明顯脫鉤，勞動報酬佔

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不斷下降。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宜介入市場，透過提

供誘因或是採取強制性手段促使企業提高薪資，提高勞動報酬佔比，藉以

提高國內薪資水準競爭力。 

（二）放寬外國人士來臺相關政策，積極引進外籍專業人才 

觀察先進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運用全球人才促進發展是一項十分

關鍵的政策。這些來自全世界的人才，能夠適時補充各國高階產業轉型發

展過程中人才不足的問題，相關作法值得我國參考借鏡，只是，我國目前

對於國際人才的運用政策仍然不足，看不出明確的政策方向，這對臺灣在

國際上的產業競爭相當不利。 

就臺灣現況而言，近年來，隨著臺灣人才不斷出走，我國對於人才的

需求變得更加迫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7 年發布之「104 年國人赴海外

工作人數統計結果」顯示，臺灣民眾赴海外工作者，72.52%具有大專以上

之學歷，所佔比例最高的年齡層落在 25~29 歲，佔了其中的 13.56%，而

30~34 歲亦佔了 13.36%，至於其他年齡層亦都佔比超過 11%，顯示我國青

                                                 

151 楊喻斐、蕭文康、陳俐妏，2018，〈【搶救競爭力-人才外流篇 4】對岸 5 倍薪挖角科技人才 

台灣陷空洞化〉，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711/1380027/。 
152 與談人於 2018 年 10月 17日座談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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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高階人才外流情況相當嚴重。因此，為促進臺灣經濟永續發展，除設

法留任國內人才之外，政府亦宜積極延攬外籍優秀人才來臺，俾為我國注

入新的活力與創意。 

目前我國政府推動的主要外籍人士攬才措施，包括： 

1、 行政院籌集各部會並邀請國內數十家廠商，辦理延攬海外人才訪問團

相關活動。 

2、 仿效美國「綠卡」、歐盟「藍卡」，針對來臺的國際重量級人士、高階

專業人才及投資的企業家等，核發「學術及商務旅遊卡」、「就業 PASS」

及「永久居留卡」（梅花卡）等外人三卡。 

3、 實施「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改變齊

頭式給薪方式，強化留才攬才誘因。 

4、 修正公布《科學技術基本法》，研擬新訂《從事科學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草案）》，以放寬優秀科學技術人才技術作

價投資及兼職規定。 

5、 鬆綁外籍人士聘僱幫傭限制，2012 年放寬外籍白領專業人士申請外傭

資格。外籍白領專業人士月薪新臺幣 15 萬元或年薪 200 萬元以上，並

在國外曾僱用外籍幫傭達 1年以上者，可在臺申請外籍幫傭；2014 年

3 月進一步放寬外籍白領專業人士可以引進原來僱用的外傭，不受必

須僱用滿 1年之限制。 

6、 實施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配額機制，針對已取得我國高等教育（大

學或以上）學位之僑外生（含港澳生），不限應屆畢業生，改採計學經

歷、薪資水準、語言能力、特殊專長及配合政府產業政策等「多元審

查」標準，由擬聘僱企業代為向勞動部申請「評點配額」方式，只要

評點分數達 70 分即可留臺工作，取代以往單一薪資限制。 

7、 開辦「創業家簽證」，給予在臺停、居留期間及出入境之便利與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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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引進國外人士及團隊來臺創新創業。 

除了目前已經實施的攬才措施之外，為了更加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攬

才競爭力，政府宜致力於提升臺灣外語環境和民眾外國語文能力，從食、

衣、住、行、休閒娛樂、觀光旅遊等相關行業著手，建置雙語硬體設施、

培育英語接待人員，營造英語友善（English Friendly）環境。 

再者，以往研究亦證明，除了薪資之外，法治公平、政策鬆散程度、

國家穩定性都是影響技術人才的移動因素，因此，政府可以從外籍人士之

工作、居住、稅務、健保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著手，簡便外籍人士來臺工作

居留程序、協助解決外籍人才來臺居住，免除外籍新生兒納保等待期，加

強殊勳於我國者或高級專業外籍人才退休保障等，提高我國吸引外籍人士

來臺的誘因。 

另一方面，為了能夠統整規劃海外攬才行動，系統性的追蹤海外人才

資訊、掌握我國海外留學生、僑民、僑外生及外籍專業人才等資料，並與

海外人才建立聯繫網絡十分重要。故政府宜建立國家層級全球攬才單一平

臺，整合建立海外人才網絡資料庫，鼓勵海外留學生回國就業，促進各項

攬才資訊之交流合作。 

（三）透過員工報酬激勵措施，加大力度留住「關鍵人才」 

知識經濟時代，世界各國皆致力於發展具備高附加價值、創新性之產

業，傳統生產要素不再是產業發展的唯一重要動力，「關鍵人才」取而代之

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致勝要點。所謂「關鍵人才」並非一般性的勞動力供

給或是白領階級，而是指在企業、機構或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研發

製造、引導創新、提升企業機構附加價值等能力的人才。中國大陸之「中

國製造 2025」發展戰略，其強化高科技產業研發、管理等關鍵人才的培養

與引進工作能否落實，亦是攸關其能否達成目標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國大陸為配合「中國製造 2025」戰略計畫需要，正加大力度

採取吸引臺灣科技人才的策略，而對於臺灣企業而言，如何留住「關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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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為一大重要課題。對於許多臺灣高科技人才而言，除了基本薪資之

外，企業給予的各式獎金及股票分紅十分具有吸引力。然而，自臺灣開始

實施員工分紅費用化之後，因為分紅配股按市價課稅等規定，員工取得分

紅配股收入，併入一般個人綜合所得，按累進稅率繳稅，致使員工獎酬誘

因縮減。目前經濟部已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第

19條之 1，公司員工取得獎酬股票在每人每年 500 萬元限額內，持股且繼

續服務 2 年以上者，得於股票實際轉讓時按「取得時市價」或「轉讓時市

價」孰低之價格課稅，作為獎勵公司員工持續貢獻服務並獲得應有之回報。

而除了調薪之外，臺灣宜利用各式激勵方案如員工認股權證，降低員工離

職意向。 

面對中國大陸企業的「銀彈攻勢」，短期而言，政府可以透過如企業加

薪四法，提供企業一年一次的短期補助政策，優惠企業當年度的稅額，提

高企業調薪的誘因。長期而言，臺灣企業應結合組織中長期發展目標，規

劃設計激勵性的薪資制度，提供國內外旅遊補助、尾牙聚餐、教育訓練、

公司貸款與優惠存款計畫、眷屬補助及子女獎學金等福利措施，藉此留住

人才。 

（四）打造適合科研人才的薪資環境，避免臺灣科技教師出走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引才政策涵蓋範圍愈發廣泛，透過提供高薪與優渥

福利，以招募海外知名技術、專利博士或學術研究博士至中國大陸從事研

究與教學工作，許多臺灣科研人才與教師紛紛選擇到中國大陸發展。對臺

灣而言，我國當前推動各項產業創新政策，亟需培育在人工智慧、綠色能

源、生技醫療、新農業與循環經濟等相關高端人才，仰賴相關領域的學研

創新與能量，隨著青年學子與專業人才的出走，將直接衝擊我國創新能量

與研究技術發展。 

對此，建議政府可鼓勵各校與民間相互合作資助教授待遇，另也可把

大學分類，如教學研究中心、地區大學、一般大學等，將留才重擔交給教

學中心。對於具備研發能力的人才，政府可以提出創新研發計畫、產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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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創新輔導計畫等，補助企業新聘博碩士級人才費用，提升延攬高階研發

人才的條件。 

此外，對理工科系人才而言，臺灣歷經多年發展，科學園區發展已然

成熟，另有同步輻射中心、國家實驗室等研究環境，產學合作在臺灣行之

有年，政府宜橫向整合各部會現有產學合作資源，並積極與公協會合作，

培育及留用重點產業關鍵技術研發人才，科研人才亦可透過技術轉移取得

回饋金。這些適當的產業環境與產業優勢，都是吸引科研人才留在臺灣的

因素之一，政府宜加以強化。 

（五）多方客觀提供中國大陸生活環境、文化等相關訊息，讓國人準確認

知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機會與風險 

即使兩岸之間擁有共同語言，但在政治體制、文化、生活環境等各方

面差異甚大，許多臺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工作時，並不一定對於中國大陸

的工作環境、民俗風情有所瞭解，也未必準確認知到中國大陸工作所必須

承擔的一些風險。 

因此，我國政府宜多方提供中國大陸當地市場特性、兩岸文化與價值

觀等相關訊息，讓臺灣民眾知道到中國大陸工作一方面或許可以獲得很好

的待遇，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很多在職發展和社會保障的風險。目前兩

岸社會保險制度上並沒有交互承認，一旦到中國大陸工作後，未來可能會

失去一些臺灣的社會保障福利等，此都是前往中國大陸就業的臺灣民眾所

要承擔的風險。 

其次，政府無須擔心民眾與中國大陸交流互動可能產生認同方面的負

作用。接觸交往並不一定會產生對對岸的認同，接觸交往越了解對方之後，

反而可能會讓臺灣民眾更不願意更不喜歡到對岸去，了解對方越多之後才

有辦法讓人才做出更謹慎正確的決定。153另外，中國大陸的企業文化與臺

灣大不相同，以華為為例，華為的企業文化就是「狼文化」，經理準備取代

                                                 

153 與談人於 2018 年 6月 27日座談會發言。 



 

 
171 

處長，處長準備取代副總，副總準備取代總經理，老闆則鼓勵員工競爭助

長這種「狼文化」。臺灣的企業文化則受到日本影響較深，訓練員工要禮讓

前輩、尊敬主管。154因此，許多臺灣人才到中國大陸企業工作後，難以適

應當地企業文化，幾年之後即選擇回到臺灣。故政府宜透過媒體、教育等

方式多方宣導，讓臺灣民眾確切瞭解中國大陸發展情況與兩岸差異，方能

作出正確的決定。 

此外，如果有高科技人才因為在中國大陸適應不良，或在接觸後因為

不喜歡中國大陸的整體環境，而萌生退意，我國亦可鼓勵引導其返臺貢獻

所長，故不宜對這些短期赴陸工作的高科技人才進行針對性的制裁措施，

如因其申請當地居住證而剝奪其臺灣之戶籍等。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大陸主要透過政策、高薪的方式挖角我國高科技

產業技術人才，我國政府短期之內雖然可以透過專案計畫提高高階人才薪

資，但長期而言，還是需要改善國內整體環境、提高我國薪資水平、提升

我國產學鏈結讓人才專業有所發揮，從根本改變方能解決人才外流問題。 

                                                 

154 與談人於 2018 年 10月 17日座談會發言。 



 

 
172 

第二節 兩岸產業競合與人才流動之戰略布局與因應建議 

歷經多年發展，兩岸之間的產業結構已從垂直分工轉變為水平競合的

階段，是以在此情況下，當臺灣人才西進至中國大陸發展時，對於臺灣的

經濟與產業發展都會造成衝擊，遑論關鍵人才的流失對於臺灣的優勢產業，

如 IC設計產業、光電產業等，會造成重大威脅。以下將先分析「中國製造

2025」對於我國人才吸納及產業發展的影響，再探討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措

施對臺灣高科技產業，以及青創、高教、專業人才等領域之影響，最後提

出因應建議。 

一、中國大陸產業政策對於我國人才吸納及產業發展的影響 

為邁向製造強國，中國大陸於 2015 年提出大陸版工業 4.0 計劃，即是

「中國製造 2025」。該計畫以創新驅動、品質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

人才為本等為基本方針，透過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發展，規劃以三

個十年的時程分階段完成設定目標，預計 2025 年進入製造強國行列；2035

年中國大陸製造業達到世界製造強國中等水準；2049年則將進入世界製造

強國前列。 

為達成目標，中國大陸積極在世界各國挖角人才，臺灣因為在半導體、

資訊科技產業具備領先優勢，加上兩岸語言、文化、距離相近，導致我國

高科技產業技術人才成為中國大陸企業挖角對象，亦對我國產業發展造成

重大影響： 

（一）「中國製造 2025」與「對臺 31 項措施」將可能吸納我國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之動能 

「中國製造 2025」與我國「5+2 產業創新」有相當高度的重疊，以「中

國製造 2025」的十大重點領域對照，「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屬於「智

慧機械」，「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屬於「亞洲．矽谷」，「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電力裝備」屬於「綠能科技」，「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屬於

「生技醫療」，「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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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國防科技」，「農機裝備」屬於「新農業」，除了「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由於我國並未試圖輸出相關鐵公路建設而無特別發展外，其他皆與我國產

業發展方向高度重疊（見下表 15）。由於「對臺 31 項措施」明顯針對我國

參與「中國製造 2025」之臺商與企業人才給予相當多的優惠措施，故在此

一磁吸效應下，勢將削弱我國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之動能。 

表 18 「中國製造 2025」與我國「5+2產業創新」領域對照表 

「中國製造 2025」之十大重點領域 我國「5+2 產業創新」 

1.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 亞洲．矽谷 

2.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智慧機械 

3.航空航天裝備 國防科技 

4.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 國防科技 

5.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6.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綠能科技 

7.電力裝備 綠能科技 

8.農機裝備 新農業 

9.新材料 國防科技 

10.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生技醫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中國大陸對臺灣高科技人才的磁吸效應可能造成我國產業人力缺口，

削弱我國之研發與創新之能量 

就人才流動的實際現況而言，臺灣資通訊產業重鎮乃是位於新竹市的

新竹科學園區，據新竹市議長謝文進表示，園區全盛時期有 15 萬人，今年

只剩下 14萬人，「好人才都跑去大陸」，是竹科的一大隱憂。155臺灣區電機

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也刊文表示，中國大陸相關政策磁吸臺灣人才，對於本

土產業缺人問題，可能造成更大的缺口。1562018 年 6 月 26 日萬寶華公佈

〈2018全球人才短缺調查〉結果，顯示 78%臺灣僱主面臨徵才困難，是自

                                                 

155 徐秀娥，2018，〈年輕人放棄竹科 ！新竹議長：好人才多跑到大陸了〉，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2001300-260405。 
156 劉家瑜，2018，〈2 層面吸引臺商與人才西進 - 中國大陸國臺辦 發表 31 項惠臺措施〉，電

電時代， http://www.teema.org.tw/report-detail.aspx?infoid=24157。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2001300-260405
http://www.teema.org.tw/report-detail.aspx?infoid=2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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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加入調查以來最高點，位居全球第 3；臺灣僱主急需網羅的前 3 大

職缺分別為業務代表、工程師、資訊科技人員，多數僱主開始加強投資人

才訓練及提高薪資以解決困境。157顯見臺灣資通訊產業人才外流的情況嚴

重，對產業有相當大的衝擊。 

展望未來，由於中國大陸工信部早在 2016 年 3 月已啟動開展「中國

製造 2025」城市（城市群）試點示範工作，目前已批復寧波、泉州、瀋陽、

長春、武漢、吳忠、青島、成都、贛州、廣州、合肥、湖州等 12個城市和

蘇南五市、珠江西岸六市一區、長株潭衡、鄭洛新等 4個城市群。158再加

上「中國製造 2025」首批示範區也即將確定，159以及已有 15 個對臺工作

重點城市發度對臺交流合作優惠措施辦法，未來這些重點城市示範區的引

才力道（即地方「惠臺」措施）勢必加強，或將使得臺灣資通訊產業人才、

技術外流的情勢更加惡化。 

（三）針對中國大陸挖角我國高科技人才而出現之技術流失，將影響我國

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 

中國大陸如今由於企圖在技術上快速追趕歐美等先進國家，無法等待

從基礎研發人才進行長期培育，故透過挖角我國高科技人才，協助其在短

期內進行技術突破，如中芯國際在梁孟松團隊的協助下，只用短短九個月，

便將 14 奈米製程的試產良率從 3%提升為 95%，未來若能進行量產，勢必

瓜分我國 14奈米製程市場。因此，若中國大陸真的透過挖角我國高科技人

才，帶來幾項關鍵技術的突破，則我國與中國大陸勢必在高科技領域展開

新的一輪競爭關係。尤其是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中設立自給

率目標，加速進口替代，如在 2020 年積體電路自給率達 49%，2030 積體

電路自給率達 75%，若能夠實現，對臺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勢必造成巨大的

                                                 

157 洪凱音，2018，〈臺灣徵才排名全球第三難 萬寶華：業務、IT 最缺人〉，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26003723-260410。 
158 夏旭田、鐘華、李祺祺，2017，〈「中國製造 2025」試點示範升至國家級 將探索市場准入負

面清單〉，21 世紀經濟報導，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7-07/20/content_66763.htm。 
159 李書良，2018，〈中國製造 2025首批示範區 目標 6月確定〉，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1000249-260203。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26003723-260410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7-07/20/content_66763.htm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21000249-2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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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進而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 

（四）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範圍將會持續加深加廣，全面吸納臺灣人才，

並運用臺灣人才之技術與管理能力促其產業發展 

從近來的發展觀察，未來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範圍將會加深加廣，包

括「四個增加，三個擴大」，即：針對臺灣引才的地方縣市據點增加，吸引

臺灣人才的優惠措施增加，引進臺灣人才投入的產業類型增加，允許臺灣

人才申請的計畫或投入的領域增加；引才範圍則會從一線城市開始逐漸往

沿海二、三線城市擴大，且依照大陸「基層一線，年輕一代」的路線，引

才目標將從高階技術人才往中高階技術人才擴大，從 30~40 歲的青年族群

往 18~25 歲的年輕族群擴大。 

這種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全面性的吸納臺灣人才，

可能出現的轉折點包括兩種情境：一是在關鍵技術上大陸得以趕超臺灣，

不再需要透過挖角人才以取得關鍵技術；二是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勞工素質

已可取代臺灣工程師自行研發。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具有優勢的高科技

產業人才可能便會從一線城市退到二、三線城市，協助二、三線城市發展，

最終在喪失利用價值後退休返臺，或是在中國大陸企業中持續工作，但已

不復享有如今的優渥待遇。 

此外，過去許多前往大陸經商失敗的臺商，由於種種因素成為臺流，

無論是在大陸當地或回臺安置，皆成為政府的問題。關鍵在於這些前往大

陸經商的臺商，本來其能力不足以進行跨國投資，係因兩岸語言、文化相

近，加上政策吸引，才赴陸投資。同樣的，如今中國大陸透過政策吸引臺

灣的高科技產業人才或年輕人才前往大陸，未來這些人才的利用價值衰退

後，這些臺灣人才回流臺灣的就業問題或需政府持續關注。 

（五）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的背後考量因素是其產業發展政策，二者之間是

連動關係，故對臺引才造成的磁吸效應，可能會影響我國產業發展

及兩岸產業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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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推動「對臺 31 項措施」此一引才政策的背後是「中國製造

2025」的產業政策需求，期待吸納臺灣人才的研發創新能量以協助「中國

製造 2025」的推動。換言之，若中國大陸透過對臺引才，成功進行產業轉

型，則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產業發展及兩岸產業鏈關係。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目前大陸在晶圓代工上，台積電至少領先中芯國

際 5年以上，即領先 2至 3個製程時代，但聯電可能在 1 年內被中芯國際

追上；封測的部分，臺灣在技術上領先大陸約 3至 5年，但在產能上多數

臺灣封測廠與中國大陸差距不大，僅在良率上具有競爭力；在上游的矽晶

圓領域，雖然中國大陸刻意扶植本土廠商，但臺灣的環球晶圓仍領先約 2

至 3年；在記憶體部分，臺灣的力晶、南亞科、華邦等廠改以追求獲利為

主，技術上在 1 年內可能會被長江存儲、合肥睿力等廠趕超；至於 IC 設計

領域，兩岸基本上已經無甚差距，關鍵在於中國大陸要求本土廠商必須使

用大陸公司設計的 IC 驅動，且中國大陸近年來在 AI、互聯網領域開始主

打「共築生態系」，強調貼近客戶需求，使得臺灣過去強調 OEM 的供應鏈

模式離終端市場過遠，顯得缺乏競爭力。160 

長期而言，中國大陸產業將更加朝向智慧化生產之方向發展，對我國

產業佈局造成嚴重競爭壓力。其中，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面板、智慧

手機可能受到衝擊。當前我國政府提出「5+2 產業創新計畫」與「臺灣 AI

行動計畫」，所發展的項目如人工智慧、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

生技醫療與亞洲．矽谷，除國防產業外，皆與大陸發展之重點產業重疊，

而面臨競爭壓力。隨著臺灣軟硬體人才面臨大陸企業以優渥條件挖角，若

我國研發創新的動能流失，未來臺灣的產業發展勢將面臨對岸強大的挑戰。 

二、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青創、高教、專業人才等領域之影響 

除了資通訊產業外，目前受到社會重視的還有青創、高教、專業人才

等領域之影響。關於青創的部分，據統計，目前臺灣出身的新創人才（即

                                                 

160 吳中傑，2018，〈中國生態系打法猛追 兩岸半導體實力全解析〉，商業週刊，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3。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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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在中國大陸人數已突破 9,000 人，他們在初期辦公室免租金、待

遇等同中國大陸人民以及創業氛圍較佳等因素的影響下，在對岸找到利基。

161《遠見雜誌》並且針對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創業的臺人發放百餘份問卷調

查，發現在創業者年齡方面，以 30至 39 歲最大宗，占 51.8%。20至 29 歲

占 13.4%；學歷則是碩士占 43.8%，博士占 7.1%，加總逾五成。162此一情

勢顯示近年確實至少有一定比例的臺灣青壯世代的專業精英以及創新人

才，外流至中國大陸，其中具高等教育者比例甚高。 

關於高教人才的外流，近年成為臺灣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2016

年《報導者》刊出〈被臺灣拋棄的博士－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一文，是

國內首度較為深入報導赴中國大陸任教的臺灣博士在當地生活、教學、研

究情況的文章，引起廣大迴響。163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對臺灣高教人才的

引才更有成果，據業內人士的保守估計，中國大陸共 2,300 多所高校，若

臺灣博士只在其中 100 所學校任職，以每所學校 10 人推算，至少有逾千

名臺灣老師已在中國大陸的大學任教。164 

臺灣高教人才被吸引至中國大陸任職，相當重要的原因即在於臺灣高

教環境的惡化，包含師資老化以及補助侷限在頂尖人才，各校為了降低經

營成本，首先就從年輕師資下手，包含一年一聘、各種評鑑、升等、學術

及行政服務等等，往往使得年輕師資面臨極大工作壓力。165而減聘專任教

師、增聘兼任教師的手法，則使兼任教師每年扣掉寒暑假，實領薪水只有

9 個月，生活難以為繼。166另一個重要且根本的原因是，臺灣博士產量實

                                                 

161 陳育晟，2018，〈臺灣創客遍地開花 西進創業逾 9000 人次〉，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1。 
162 陳育晟，2018，〈臺青赴大陸創業現況調查 30至 39歲躍升西進主力 逾五成是碩博士〉，遠

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57。 
163 李雪麗，2016，〈被臺灣拋棄的博士─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ese-phd-teach-in-china。 
164 李建興，2018，〈夾縫求生！1000個臺師變陸師〉，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 
165 李佳穎、張家豪，2018，〈【封面故事】高教體質惡化 把人才趕到對岸〉，新新聞， 

https://www.new7.com.tw/coverStory/CoverView.aspx?NUM=1634&i=TXT20180627162625YFQ 
166 蘭流，2016，〈流浪博士的悲哀〉，觀策站，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mmentary/%E6%B5%81%E6%B5%AA%E5%8D%9A%E5%A

3%AB%E7%9A%84%E6%82%B2%E5%93%8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57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ese-phd-teach-in-china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
https://www.new7.com.tw/coverStory/CoverView.aspx?NUM=1634&i=TXT20180627162625YFQ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mmentary/%E6%B5%81%E6%B5%AA%E5%8D%9A%E5%A3%AB%E7%9A%84%E6%82%B2%E5%93%80/
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mmentary/%E6%B5%81%E6%B5%AA%E5%8D%9A%E5%A3%AB%E7%9A%84%E6%82%B2%E5%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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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過於求。據統計，臺灣各大學每年產出大約 4,000 位博士畢業生，其

中約 2,000 位是已經有工作的在職生，剩下的 2,000 人，大學和部分企業

接受的任職人數大約在 1,300人，亦即每年都會製造出 700名的流浪博士。

這些流浪博士往往在畢業多年以後仍找不到臺灣的正職工作，許多待業博

士乃轉往尋求海外教職，其中又以前往中國大陸任教居多數。167 

由於臺灣人文社會學科的學風自由，此為中國大陸之威權政體所無法

企及，但臺灣的理工科卻沒有類似的軟實力優勢，尤其理工科教師的流失，

往往意味著高科技產業人才在人才培育面的弱化。如被中國大陸稱為「中

國半導體教父」的張汝京，本身就是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中國大陸

發展 DRAM 技術的關鍵公司合肥睿力的前執行長王寧國是中原大學化工

系畢業，二人皆是臺灣理工科培養出來，而後前往美國深造的高材生。 

故此，在前往中國大陸高教任職的老師中，又以理工科教師的外移更

值得關注。根據《遠見》雜誌實際訪談報導，前往福建工程學院擔任信息

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的潘正祥正是理工科人才外流的代表。潘正祥是英國

愛丁堡大學電機系博士，先前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系主任和電

資學院副院長，在電子工程學術圈內頗有成就。而潘正祥之所以成為中國

大陸相當重視且重金挖角的原因是因其成為福建工程學院信息學院院長

院長之後，大力引進數十位臺灣大專院校教師到中國大陸任職，單是福工

信息學院便有 11位來自臺灣。168這種以臺灣人招聘臺灣人的策略，將會造

成前輩提攜後輩、學長介紹學弟的情況，使得理工科之高科技師資流失從

單獨個案變成「集體出走」，嚴重影響我國在高科技產業的人才培育。 

除了大專院校教師赴中國大陸求職的意願與人數皆上升，西進的臺灣

人當中，產業精英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他們主要是青壯年，尤其集中在

建築師、會計師、律師、機師、醫師、大學教師所構成的「六師」群體，

                                                 

167曾奕慈，2017，〈臺灣年產 700 名流浪博士 年輕學者找出路〉，TVBS 新聞網，

https://news.tvbs.com.tw/life/799832。 
168 李建興，2018，〈夾縫求生！1000個臺師變陸師〉，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 

https://news.tvbs.com.tw/life/799832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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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專業領域的臺灣薪資水準不及中國大陸、職缺僧多粥少、案源有

限且不足等因素，而大舉出走。169 

這些專業人才的外流，現階段對於臺灣相關產業雖無立即的負面影響，

但長此以往，則或許會因為人才外流，使留在臺灣的人才平均素質下降，

甚或是無法跟上該產業的全球市場脈動。例如全球航空業在亞洲巨幅成長，

但臺灣航空業人才卻呈現人才外流的情況，目前在中國大陸航空公司執飛

的臺灣機師約為 200 人，佔臺灣總機師人數的六分之一。170此一人才外流

的趨勢自將不利於臺灣發展航空業或在長期規劃上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

目標。 

三、我國面對兩岸產業競合與人才流動之因應建議 

2015年 5 月中國大陸推出「中國製造 2025」計畫，規劃其未來十年的

重點產業發展方向。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將努力從「製造大國」朝向「製

造強國」發展，將會在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

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

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

面向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研究與開發。然而，如前所述，雖然中國大陸積極

研發高科技技術，但整體國家研發重心仍是在應用研究與技術發展，而未

按部就班的從基礎研究工作開始紮根。這是中國大陸在高科技人才培育上

先天性不足之處。 

此外，於 2017 年年底持續至今的美「中」貿易摩擦，目前看來有持續

擴大、長期化的趨勢，且自 2018 年 3 月美國正式公布依照 301 條款所進

行之《對中國大陸侵犯智慧財產權調查報告》，正式就中國大陸侵犯美國智

慧財產權提出針對性的詰問與因應手段，在美「中」雙方磋商無效後，最

終於 7月 6日正式針對「中國製造 2025」部分產品實施高額關稅。中國大

                                                 

169 陳承璋，2018，〈六師大舉西進 臺灣精英留不住？〉，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3。 
170 邱莉燕，2018，〈200個機師登陸求生 空姐飛三年就升座艙長〉，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75。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43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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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與美國正式進入關稅戰，顯示美國將強硬的反制中國大陸以各種手段取

得美國的先進技術與人才。如先前中國大陸以「千人計畫」所招聘在美的

華裔學者，便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間諜罪進行調查。171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於 2018 年 2月正式對外公布「對臺 31項措施」，

吸納臺灣新創企業與優秀人才。隨後，在中央授權與鼓勵之下，地方紛紛

依照其發展重點提出各自的對臺措施。此次對臺措施鎖定青年、新創、白

領、高科技與專業技術人才，並以「同等待遇」原則為手段，與其過去招

商引資的立場不同，而引起我國政府與媒體之憂心。 

綜而言之，中國大陸本身培育高科技人才的根基不穩，在國際上又面

臨美國積極壓制其「中國製造 2025」政策的不利環境。在先天不足，後天

又無法取得先進國家科技的情況下，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又在關鍵技術

上領先中國大陸的臺灣，成為中國大陸亟欲推動「中國製造 2025」但又欠

缺高科技技術人才的挖角首選。可以想見，未來中國大陸在內部的人才培

育尚未系統化且供不應求、外部受到歐美先進國家的嚴密防範下，勢必會

以臺灣作為取得先進技術的跳板。而臺灣的高科技人才，尤其是掌握關鍵

技術，或是擁有研發能量的技術團隊，將成為中國大陸鎖定為優先拉攏、

吸收對象，以遂行其取得先進技術的目標。未來中國大陸對臺灣引才的力

道勢必會更強、領域會更加全面，對臺灣的影響也會更大。因此，針對目

前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下述策略建議。 

（一）制定國家戰略發展產業，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人才外流 

兩岸之間因為多年的經濟交流，在產業發展階段目前存在許多同質性，

因此，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人才便成為中國大陸的目標，為了避免因為人才

流失對於臺灣經濟和產業發展造成影響，我國政府宜加強對於重點產業技

術與關鍵人才的管理。 

                                                 

171 羊正鈺，2018，〈美國 FBI已盯上中國「千人計畫」，台灣傳出有 33位專家在內〉，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605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6055


 

 
181 

目前我國設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臺灣地區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等條文，限制特定人士前往中

國大陸工作，對於曾經接受我國政府經費補助或享有租稅優惠的科研人員，

有意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或是就業時，都必須依法向臺灣相關主管機關申報

或申請許可。預期短期之內，面對中國大陸的人才挖角暫時不會出現太大

的外流風險。 

長期來看，我國政府宜強化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保護相關法規的訂

定跟執行。隨著時代變遷，目前資訊安全的威脅最讓人憂心且衝擊最大的，

是企業機密資訊被盜取或外洩。由於商業競爭白熱化，許多企業不僅高薪

挖角，更希望敵營人才帶槍投靠。 

因此，我國政府宜持續強化營業秘密之法律保護，建立偵查中之「秘

密保持令」制度與增訂「違反秘密保持令罪」，確保案件關係人不得洩漏偵

辦過程得知的技術機密內容，甚至挪用他途，避免營業秘密的二度外洩，

加速營業秘密案件之偵查與審理時程，協助企業對抗經濟間諜行為，防範

科技人才及技術外流。 

（二）協助企業加強技術安全、營業秘密管理，避免我國優勢產業技術機

密隨企業人才被挖角而外流 

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扶植高科技產業，與「中國製造 2025」相關產業，

如面板、太陽光電、半導體、工具機、高階電子零組件等重點關鍵技術人

才成為主要挖角對象。高科技產業人才外流涉及產業競爭，包括關鍵技術、

企業營業秘密流出等問題。 

目前在法規限制下，包括現階段《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部分條文、《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在

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在大陸地區投資晶圓鑄造廠積

體電路設計積體電路封裝積體電路測試與液晶顯示器面板廠關鍵技術審

查及監督作業要點》，以及《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6 條的規定，若企業或

研究機構在中國大陸地區從事產業合作，或在中國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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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合作，都必須依法向臺灣相關主管機關申報或申請許可。也就是說，對

於曾經接受我國政府經費補助或享有租稅優惠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民

間企業以及科研人員，因我國法令規範限制，暫時不會出現太大的外流風

險，故面對中國大陸的人才挖角，預期短期內臺灣受影響的層面與效果有

限。但對於未曾接受我國政府補助或未曾享受政策優惠的民間企業機構及

專業人才而言，因不受現行臺灣的法令規範限制，故較有誘因前進中國大

陸。 

先前我國已經修正《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責任，提供營業秘密有效

之保護，避免企業惡性競爭或商業間諜行為。目前政府亦正研擬營業秘密

相關規定，研議《敏感科技保護法草案》，包括加強競業禁止認定、營業秘

密訴訟案件保密措施等等，建立司法偵訊或訴訟中的「秘密保持令」等制

度，以嚇阻此類妨害秘密罪的犯罪行為，以提升國內高科技人才的待遇、

防止產業人才跟技術外流。除此之外，政府或可透過國家力量建立產業安

全檢查，推動類似 ISO 的產業安全認證，針對國家制定的戰略性重點產業，

明定那些工作崗位、涉及哪些關鍵技術或機密，都需要進行管制與申報，

藉此保護企業機密外洩。此外，政府宜加強企業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密安

全意識，從根本上讓公司了解建立安全防範措施的重要性。 

再者，當企業面臨侵權時，政府宜協助企業採取法律措施進行反制。

當面對因人才被挖角導致企業營業機密流失時，目前臺灣企業中，有能力

提出反制者並不多。以台積電為例，2004 年 6月台積電在美國州立法院對

中芯國際提出竊取營業秘密的控告，2004 年 8 月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TC）對中芯國際提起專利侵害及剽竊營業秘密的訴訟。台積電與中芯國

際的訴訟官司，最終雙方達成和解，中芯國際分年分期賠償台積電兩億美

元，並且無償授予台積電 8%的中芯股權。除了台積電之外，臺灣目前尚無

其他案例，一方面因為訴訟金額十分高昂，另一方面臺灣的智慧財產權相

關律師十分有限。因此，政府宜界定好的智慧財產權措施，幫助臺灣企業

面對侵權時能夠嚴厲懲罰侵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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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或可成立營業秘密或敏感科技保護委員會，整合各方資源，

在跨部會之間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由委員會統籌企業營業秘密防範

保護、公司機密流失認證等相關事宜，強化法律的機制，包括有強力的檢

調單位，專門處理智慧財產權外洩，提升營業秘密保護水平。同時，政府

可以透過委員會整理、提供明確案例，建立個案資料庫，一方面做為修改

現行法令不周之處的參考，另一方面企業也能透過審視既往案例，掌握潛

在的問題威脅，彌補科技機密的保護缺口。 

此外，政府有關部門宜妥善約束陸資來臺設立公司相關行為，避免陸

資來臺後，透過企業經營之名大量蒐集臺灣高階人才相關資訊，或是大幅

聘任臺灣高科技人才為中國大陸產業進行研發，藉以取得我國優勢產業技

術，威脅我國核心競爭力。 

（三）引導科技學術人才與產業界相結合 

展望未來的科技發展，高科技仍奠基於基礎科學研究，為避免高科技

與基礎科學發展間的落差，除加強基礎科學的建設外，政府亦宜鼓勵科技

人才與產業相結合。目前我國博士級人才約僅有 18%進入產業就業，其餘

81%是進入學研單位從事學術研究，其比例遠高於先進國家 2 倍。 

面對科技學術人才與產業界之間的落差，臺灣產業界轉型高階人才的

供需斷層，先前已經有企業與大專院校共同成立臺灣半導體研發聯盟，與

科技部合作「產學桂冠計劃」，每年挹注 10 億臺幣，由產官學共同培育博

士級人才。教育部亦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劃」，分別以碩博士五

年一貫與博士四年研發培育模式，第一到三年在學校修課，後面兩年進入

媒合成功的企業界實習並完成論文，每年提供 20 萬獎學金。 

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選擇重點發展產業，透過各大學、研究機構、國

內外企業、和其他來自不同國家、其他社會經濟行為者的合作，將學術知

識轉換為產業創新研發能力。以 AI 為例，在推動 AI 發展策略上，鏈結國

際夥伴是加速臺灣 AI 創新驅動力重要一環，當我國政府開始推動 AI 產業

發展後，NVIDIA、谷歌（Google）、微軟公司（Microsoft）、新思科技（Synop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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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許多國際科技大廠都以實際行動響應，亞馬遜（Amazon）、谷歌、微軟

等國際大廠，亦宣布將在臺灣設置 AI 研發中心、或培育 AI 人才。 

因此，臺灣應該在自身的優勢基礎上，引導產官學界與國內外企業合

作，將學術研發能量直接引入企業，臺灣人才亦能透過企業工作過程強化

就業能力，增加市場價值，強化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流通，藉以增強我國

科研創新能量，以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四）修改稅則，提高企業創新與留才誘因 

《2018 資誠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發現，46%臺灣 CEO 認為企業

吸引數位化人才相對或極度困難，在臺灣目前薪資水準普遍偏低及產業發

展受限現象中，人才流失一直是企業首要面對的困境。企業祭出各種員工

獎酬方案期能留住人才，除了企業主的努力外，政府的支持也是協助企業

達成留才策略的重要助力之一。 

為協助高成長性企業可透過股利分紅留住優秀人才，並鼓勵員工參與

公司經營，分享營運成果，《產業創新條例》新增第 19 條之 1，有關公司

員工取得獎酬股票在 500萬元總額內轉讓價格之擇定及母子公司間彈性運

用員工輪調獎酬之規定，俾引導公司有效運用留才工具。 

然除了《產業創新條例》之外，稅法對於企業留才亦有重大影響。一

般認為，兩稅合一後因為降低企業營所稅，並未調降個人綜合所得稅，使

得企業選擇以保留盈餘不分配來達到大股東個人稅賦降低的效果，為企業

提高保留盈餘的重要誘因。未分配盈餘比例增加，可分配給員工的利潤總

額自然就減少，企業股息分配也將減少。政府宜針對兩稅合一等稅改政策

進行討論與修正，並探討是否尚有導致企業增加保留盈餘的財稅制度，鼓

勵企業將保留盈餘用於投資或員工加薪。 

（五）打造適合新創產業創新創業的環境，與國際鏈結，擴大科技人才在

臺發展空間 

隨著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迅猛發展，未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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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產業模式都將可能遭到顛覆並更加仰賴科技，全球各大企業莫不在追

求新技術，並企圖在市場上建立商業模式。在企業之外，許多個人也有機

會運用技術創業，形成一個全世界同步的創業風潮。截至 2017 年末，全球

新創仍持續成長，全球創業投資在 2017 年投入了 1,400 億美元，創下 20

年來的新高。 

近年來中國大陸之引才政策，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以青年創

業為例，中國大陸從 2015 年開始對臺灣青年創業推出「海峽兩岸青年創業

基地」等措施。目前許多臺灣年輕人選擇到中國大陸工作或創業，除了中

國大陸提供創業專案融資服務、創投基金與優惠政策作為誘因之外，亦因

為臺灣年輕人認為臺灣的發展空間比較有限。 

臺灣過去長期以代工為主，礙於規模加上較低毛利模式無法承擔失敗

風險，即使有轉型需求，亦沒有發展出產業與新創共生的風氣。盤點過往

全球各大創業研究機構的相關評比，「市場腹地」與「國際化程度」向來都

是臺灣評比分數較低的項目，面對國際創投給與整合式的創業資金，從創

意篩選、評估、投資到市場開發，臺灣當前欠缺的是全球市場的創新創業。

日前我國政府已經提出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其中針對「新創

進軍國際市場」提出引入國際加速器來臺設點、邀請國外新創領域人士及

海外僑臺商來臺，打造國際創業聚落等政策措施。 

除此之外，政府宜加強創新創業領域的資源投入，結合產官學研的資

源平臺，共同輔導培訓新創團隊，提供更大的舞臺與空間給與年輕人。透

過挹注資金、建立育成中心或創業場域、優惠政策等，打造良善循環的投

資環境，並藉由大型專案執行的方式，與先進國家研發和產業化大型科研

機構合作，利用國際合作資源結合各項創業活動，培植青年與新創，為臺

灣新創領域開拓更多創業機會與市場商機。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內部有基礎研究人才訓練不足，外部則有美國針

對「中國製造 2025」進行抵制的美「中」貿易戰，以及各先進國家積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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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中國大陸透過種種手段取得關鍵技術，以上內外形勢導致中國大陸決定

加大力道針對臺灣進行引才，期待透過磁吸效應，吸引臺灣人才前往中國

大陸。 

隨著兩岸之間產業結構從垂直分工走向水平競合，面對中國大陸的追

趕，以及企業間人才挖角情形，政府宜從法制規範、企業環境等層面，加

強留才、引才以及機密安全保護措施，避免我國人才、核心技術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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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兩岸政經與國安影響與因應建議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不僅對我國人才帶來磁吸效應，造成兩岸產業

競合的問題，由於中國大陸引才政策背後是其整體的政經布局，企圖透過

人才磁吸，削弱我國新南向能量與研發創新能量；同時積極促進兩岸經濟

社會融合、強化對臺統戰；此外，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大背景下，吸納

臺灣高科技人才不但有助於其發展「中國製造 2025」，更藉由吸納我國關

鍵技術人才，造成我國國安資訊外流的問題。 

故此，針對中國大陸引才政策之研究，不能局限於人才面與產業面，

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國安層次的討論。本節將先深入分析中國大陸針對臺灣

高科技產業進行引才，其背後之策略目標；再根據中國大陸當前關注的四

大面向，指出中國大陸於當前美、「中」、臺三角戰略下，其引才政策隱含

的政經布局；最後從兩岸政經互動層面及國安層面，提出針對中國大陸對

臺引才之因應建議。 

一、「中國製造 2025」與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對臺人才磁吸之影響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發展趨勢顯示，科技乃強國之本。中國大陸積

極吸納臺灣人才的目的之一，在於解決中國大陸本身的人才培訓機制未能

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以至於出現產業人才不足的問題。就目前而言，中

國大陸推動的「中國製造 2025」仍然是採取「抄近路」的「進口替代」模

式。雖然中國大陸一直強調基礎研究對中國大陸邁向製造強國之路的重要

性，整體投入經費也亦持續成長，但中國大陸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整體研究

經費之比重，一直維持在約 5%的水準，約為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四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如美國在 2015 年即為 16.9%）。若以基礎研究經費佔 GDP

比重而言，中國大陸近年來比例皆約為 0.1%，遠遠落後於先進工業國家。

以 2015 年為基準，美國約 0.48%，日本約 0.39%，韓國約 0.73%，臺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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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172 

換言之，雖然中國大陸積極研發高科技技術，但整體國家研發重心仍

是在應用研究與技術發展，而未按部就班的從基礎研究工作開始紮根。因

此，中國大陸欲推動「中國製造 2025」並取得成效，除了以財政補貼、金

融支持、政府採購限制等方式扶植重點企業外，只能透過兩大途徑：一是

對外資企業要求以技術移轉換取市場准入，或者直接對國外企業進行大舉

投資或併購，藉此取得核心技術；二是透過吸納各國優秀人才、鼓勵創新

企業前往大陸來取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動力，其中，又以臺灣人才基礎訓

練紮實、語言文化差異小，故受到企業青睞；同時，吸納臺灣人才又具有

此強彼弱的戰略價值，故成為中國大陸的重點目標，以「對臺 31項措施」

磁吸臺灣創新創業、高科技人才，為推動「中國製造 2025」服務。 

以資通訊產業為例，中國大陸針對臺灣資通訊專業者的引才政策早有

佈署，如 2010 年中國大陸福建省即徵求其省內資通訊企業職缺約 150 名，

與臺灣仲介公司進行人才媒合。173在 2015 年「中國製造 2025」發布以後，

臺灣資通訊產業指標企業台積電，即耗資上千億臺幣於南京設廠，準備製

造 16 奈米的產品。174這些大型投資案或針對臺灣人才的引才措施可能帶

動新一波的臺灣人才外流，雖然具體的數字仍有待評估，但可以確定的是，

這種因為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而使得在高科技產業對臺灣人才、

資金、技術等方面的磁吸效應，隨著 2018 年公布「對臺 31 項措施」進入

一個新的階段。 

而值得注意的是，「對臺 31 項措施」提出的背景，正為美「中」貿易

摩擦正逐步升溫的時期。美「中」貿易摩擦自 2017 年年底至 2018 年 4 月

為第一段升溫時期，雙方相互威脅針對部分商品提高關稅，而後在 2018 年

                                                 

172 盧俊偉，2018，〈中國製造 2025實施後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美、「中」經貿關係之展望〉，

臺灣經濟研究院，「中國製造 2025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研討會會議論文。 
173 張羽，2010，〈投資海西資訊產業 福建省重點引進臺灣 IT 人才〉，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gzdt/2010-09/07/content_1697344.htm。 
174 張達智，2017，〈台積電同步投資兩岸 3千億南科南京設廠〉，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16001767-260410。 

http://www.gov.cn/gzdt/2010-09/07/content_1697344.htm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16001767-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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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時暫時休兵，旋即在 2018 年 6月再度重啟戰火，且快速升溫，美「中」

雙方分別在 7 月 6 日與 8 月 23 日正式針對對方進口的部分商品進行先後

兩波的提高關稅。 

雖然在第一段時期時，許多論者仍將美「中」鉅額貿易逆差以及雙方

在北韓問題的歧異與矛盾，視為是美「中」貿易摩擦的主因；但在進入第

二段時期後，由於美國提出的清單明顯針對「中國製造 2025」，故多數人

皆認為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造成的威脅方是導致美「中」貿易摩擦的主因。

就此而論，中國大陸亦早就了解到，中國大陸崛起將導致美「中」摩擦加

劇，此即習近平於 2014 年即提出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故此，當美「中」貿易摩擦初現端倪時，北京便意識到美國將藉由 301 條

款，限制並懲罰中國大陸從美國取得先進產業技術或吸引美國人才。 

2015年 5 月發佈的「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揭示 10 年內中國大

陸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的政策藍圖，亦代表中國大陸製造業

的發展路徑。「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包括九大任務、十大重點領域、

五項重點工程，175以智慧製造為主要方向，採取創新驅動發展方式，強化

工業基礎能力，並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空間，優化現代產業體系，加

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速度，帶動大陸製造升級為自動化，資訊科技、高端

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產業發展也得以拓展。其中，半導體、工具機

等產業，目前臺灣尚具備領先優勢。由於兩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故成

為中國大陸挖角人才的首選。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國臺辦提出「對臺 31 項措施」，其中，第

一條即為「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將對臺商至大陸投資設立高端

                                                 

175 九大任務：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強化工業基礎能力、

加強品質品牌建設、全面推行綠色製造、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

調整、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準。十大重點領域：

新一代資訊科技（積體電路及專用裝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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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裝備及高科技船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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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項重大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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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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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給予稅收、投資方面之支持。透過磁吸

臺灣人才與資金，除有助於其在高科技產業之發展與製造業升級外，更會

對臺灣之高科技產業產生排擠效應，造成臺灣人才外流、產業升級轉型動

能不足的問題。 

中國大陸對臺商與專業人士提供「國民待遇」，並透過促使「兩岸經濟

社會融合發展」之政策，加強人與人交流、吸引臺灣企業投資與臺灣年輕

人積極融入大陸經濟，隱含其由社會面著手，欲爭取臺灣民意轉向有利中

國大陸方向演變。此外，「中國製造 2025」若成功達其目的，中國大陸之

政經實力勢將更為提升，將使兩岸經濟差距擴大，臺灣之外交空間將更為

縮小。 

尤其在美「中」貿易衝突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從美國等地取得技術與

人才相對困難，故「對臺 31 項措施」的意義，在於中國大陸決定轉從臺灣

挖角先進的產業技術與優秀人才，藉此緩解歐美等先進國家針對中國大陸

的限制措施所造成的影響，讓中國大陸得以持續推動「中國製造 2025」計

畫。故此，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將會對我國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等各

個面向造成影響，進而威脅到我國之國家安全，我國必須從中國大陸的政

經布局著手，研究對臺引才政策背後的政經意涵，才能提出相應的因應建

議。 

二、從中國大陸當前關注重點解析其對臺引才政策背後之政經意涵 

中國大陸當前國內外的關注重點包括四大面向，而這四大面向皆與美、

「中」、臺三角關係息息相關，欲了解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的政經意涵，

須從整體架構中進行剖析，才能掌握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對我國在國安

層次上造成的影響。以下便從美「中」關係、「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

及兩岸關係四個面向進行討論： 

（一）美中衝突長期化下，中國大陸積極統戰臺灣，企圖推動兩岸融合 

中國大陸當前最關注的面向是美「中」貿易衝突長期化下，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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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的關係。由於美「中」衝突並不僅限於貿易，更擴展到科技戰、人

才戰，是屬於崛起強權對既有霸權的挑戰，以及既有霸權對崛起強權的壓

制。在美「中」結構性衝突中，臺灣基於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成為雙方極

力爭取的關鍵角色。由於我國長期而言，在軍事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經濟

發展上依賴中國大陸，故雙方對我國爭取的模式亦不相同。美國強化臺美

關係將會著重在政治面向，而中國大陸改善兩岸關係則著重在經濟面向。 

由於在美、「中」、臺三角結構中，中國大陸對我國一直存在領土野心，

美國則透過《臺灣關係法》提供安全承諾，故在美「中」衝突長期化的趨

勢下，如果雙方衝突層面升級，亞太各國被迫要「選邊站」，我國基於生存

安全與獨立自主的核心利益，勢必會站在美國一側。而中國大陸對此深感

焦慮，深恐美「中」全面性衝突將會使兩岸關係進行漸遠，故此，「對臺 31

項措施」明顯就是想要透過人才吸納，強化兩岸連結，並透過「同等待遇」

原則，促成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完成經濟統戰的目標。 

（二）「一帶一路」在戰略上與新南向政策矛盾，故企圖削弱新南向能量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的另一個關注面向。基於「一帶一路」政策

的原意，其對內目的在於去化國內過剩產能，對外目的在擴張中國大陸對

外的影響力。同時，亦不無避開美國在海上「第一島鏈」的圍堵，轉往歐

亞非大陸發展的戰略意圖。然而，近年來隨著美「中」衝突的升高，「一帶

一路」成為分散風險的重要工具，如中國大陸近年來推進停滯已久的《亞

太貿易協定》176，於 2017 年 1 月正式簽署《亞太貿易協定第二修正案》在

2018年 7 月 1日正式生效。此次《第二修正案》降低印度大豆進口至中國

大陸之關稅，亦可視為是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為分散風險的替代性

                                                 

176 《亞洲－太平洋貿易協定》（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 APTA）的前身為 1975年簽訂的

《曼谷協定》（Bangkok Agreement），是在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主持下所簽訂，為亞太

地區發展中國家最早的區域貿易協議之一，以相互的貿易自由化措施推動區域內的貿易擴張

和經濟合作。《亞太貿易協定》成立以來，共舉行四輪關稅減讓談判，有力地推動了各成員間

經貿關係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間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良好合作範式。《亞

太貿易協定》現有成員包含孟加拉、中國大陸、印度、寮國、韓國和斯里蘭卡，而蒙古現正

進行國內審批程式，待通過後即可正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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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由於「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的對外大戰略，故中國大陸在推進「一

帶一路」的同時，自然與我國新南向政策產生矛盾。中國大陸對我國新南

向政策採取敵視的態度，故積極引導臺商參與「一帶一路」，企圖削弱我國

新南向能量。「對臺 31 項措施」允許並鼓勵臺商參與中國大陸之政府計畫，

其中劍鋒所指，即為吸納我國在陸臺商的投資能量，避免我國臺商基於美

「中」貿易衝突的情勢而外移避險，或響應新南向政策而撤資轉赴東南亞、

南亞投資。 

（三）「中國製造 2025」企圖成為製造強國，改變兩岸產業結構，使臺灣

之主體性與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中國大陸對內最關注的項目，即為「中國製造 2025」。「中國製造 2025」

是中國大陸推動中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政策措施，也是中國大陸政府

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首個十年綱領，目標是預計到 2025 年，中國大陸

將從「製造大國」成為「製造強國」。「中國製造 2025」採重點突破的發展

原則，選擇十大優勢和戰略產業實現重點突破，力爭 2025 年處於國際領先

地位或國際先進水準。 

隨著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中國大陸製造業將具有掌握原

物料與亞洲工廠生產鏈中心等優勢，隨著深入實施《中國製造 2025》的製

造強國發展戰略，一旦中國大陸製造業技術水準提升，自主創新體系發展

成熟，形成完整自主供應的相關產業鏈，臺商若未能再升級，利用優勢領

域持續擴大並成為大陸供應鏈的重要角色，將可能逐步失去議價籌碼與發

展空間。以電腦零組件為例，此項中間財一直是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重

要產品，倘若未來中國大陸有能力自行製造不再需要仰賴臺灣輸出，則將

直接影響臺灣出口與就業。 

「對臺 31項措施」中，第一條即為「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

顯見中國大陸企圖吸納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人才，助其推動相關產業發展。

兩岸經濟依存度升高本身便會減少臺灣在兩岸談判之籌碼，雙方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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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更將可能造成資金磁吸效應。技術優勢向來為臺灣於兩岸關係維持

主體性之依據，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之優勢產品係以領先中國大陸技術水

準為基礎。鑑於技術優勢為維持臺灣於兩岸互動爭主體性與經濟安全之重

要依據，「中國製造 2025」之成功將不只帶來兩岸產業結構的改變，更可

能使臺灣之主體性與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涉及到我國之國安問題。 

（四）中國大陸瞄準「青年一代、基層一線」進行統戰，企圖削弱我國創

新創業之能量；藉由吸納關鍵技術人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 

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進入冷和狀態，中國大陸檢討過去「對臺讓利」

政策，認為「讓利」只有少部分的人獲取利益，未能有效統戰臺灣基層民

眾，故改變策略，轉而強調「同等待遇」原則，直接吸納臺灣民眾前往中

國大陸，並將過去的統戰工作重點從「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低收入、

中南部，及青年）集中為「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基層一線）。更重要的

是，中國大陸近年來對臺策略採取「軟得更軟、硬得更硬」，針對臺灣意識

較為薄弱、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有不當憧憬的青年族群軟土深掘，透過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吸納我國優秀青年人才前往大陸，事實上是替大陸從事

相關科研應用工作，從根本上掏空臺灣年輕一代的科研創新能量。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亦有系統的挖掘我國高科技人才，除了半導體產

業大廠的高管人員或技術研發人員等產業界優秀人才外，更包括大專院校

電子產業相關科系的學術界人才，有些人員甚至長期執行與我國國土資訊、

國家安全相關之研究計畫。這些人棄職投共，赴中國大陸科學研究單位或

是國家重點實驗室任職，此即中國大陸「千人計畫」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威

脅，值得我國高度重視。 

三、針對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我國政經與國安影響之因應建議 

（一）利用美「中」貿易衝突，提高我國關鍵技術人才赴陸求職的成本 

中國大陸利用龐大的市場作為基礎，以國家補助作為手段，扶植國內

企業，使得半導體、資通訊、數位產業等高科技產業快速崛起，成為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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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集團，具有雄厚的資本，進而吸引我國優秀人才前往就職。尤其是

近年來許多年輕人對大陸都有不當之憧憬幻想，認為赴陸就職有助於提升

其經驗履歷，或認為於中國大陸求職有較好之發展前景，對於回臺求職或

前往外商企業有所助益；許多高科技技術人才或理工科教授則是認為前往

中國大陸工作能夠提高薪資報酬，透過技術知識的轉換，取得較高的職位

或待遇。 

然而，美「中」貿易衝突持續深化與長期化的發展趨勢，將使得原本

有意前往中國大陸尋求發展的高科技人才或青年人才重新思考赴陸求職

的代價。尤其是過去看中中國大陸發展性好的人才，未來在美「中」衝突

的背景下，反而可能因為曾經在中國大陸工作，而無法前往美國或具敏感

性之外商企業工作，大幅提高人才西進的成本。 

美國已於 10 月提出因應中國大陸竊取技術的五大策略，包括出口管

制與許可、安全意識、簽證審查、投資審查，及與合作夥伴建立多邊聯盟。

此外，2018 年 11 月 2 日，美國司法部宣布以經濟間諜罪起訴臺灣的聯電

與中國大陸的福建晉華兩家公司，繼中興通訊之後，再對福建晉華實施禁

售令，認為其竊取美光公司的半導體技術。類似案件隨著美「中」衝突白

熱化，勢必會引發更多擁有關鍵技術的人才要前往中國大陸就職時，思考

可能伴隨而來的成本。故我國宜與美國採取同一立場，協助美國處理相關

智慧財產權外流的司法起訴案件，提高關鍵技術人才前往中國大陸求職的

成本，進而達到嚇阻的效果，避免我國關鍵技術持續外流中國大陸。 

（二）聯合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結合我國在東南亞的既有臺商與在陸

臺商，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避免「一帶一路」吸納我國在陸臺商

之投資能量 

近年來美國提出「印太戰略」，試圖重建印太地區的區域平衡；日本除

了持續推動「南進計畫」，持續深耕其經營已久的東南亞地區之外，亦提出

「自由走廊」與印度合作；韓國則積極推動「新南方政策」，針對越南、印

尼等國大舉投資布局。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大背景下，我國許多在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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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紛紛思考撤資外移的可能性，以分散風險。我國政府宜加以引導，除了

返臺設立研發中心、育成中心之外，亦可將在陸臺商的投資能量轉向東南

亞及南亞地區。 

再加上臺商在新南向地區其實有龐大的潛在產業合作資源，可以透過

既有的臺商網絡，擴大聯結各國華商企業、華人社群，並透過強化與美、

日、韓等國家之企業合作，形成新南向地區具持久性的商貿網絡合作聯盟，

透過新南向政策的落實，促成我國與新南向各國的緊密連結，以化解來自

中國大陸的競爭壓力，避免我國在陸臺商與優秀人才被「一帶一路」吸納。 

（三）將人才外流問題提高到國安層面，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人

才外流，並設定國家戰略發展產業，積極管理關鍵技術人才 

人才外流主要在三個面向上造成我國的國安問題：第一是外流的人才

本身掌握國安資訊，外流將導致重要情報外洩；第二是外流之人才掌握關

鍵技術，人才外流導致的技術外流將使我國失去技術優勢，進而喪失國家

核心產業競爭力，威脅到我國之經濟安全；第三是大量的優秀人才外流，

將削弱我國的創新研發能量，對於我國當前推動之 5+2 產業創新計畫、新

南向政策等均為不利，長期而言會削弱我國之經濟實力。 

故此，為防範人才外流導致之國安問題，我國宜強化相關法規規範之

效力與罰則，並積極執行，如限制特定人士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尤其是某

些掌握國家國安資訊的專業人士或技術人員，更應限制其出境前往中國大

陸，避免如陳錕山等棄職投共的行為再次發生。 

此外，我國政府宜先制定「國家未來戰略產業發展藍圖」，將戰略產業

列入管制。屬於戰略產業的高階科技人才或高階經濟人才，以及涉及研發

技術、創新製造或高端科技服務，將進行管制。例如農業研發單位、農業

技術單位或虛擬科技、智慧服務，以及製造業中生產或部分的製造能力與

創新能力做到 ODM 和具有全球生產或先進製造業技術，就目前臺灣產業

發展階段來看，需要列入臺灣目前要保護的重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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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戰略產業後，政府可以透過給予計畫經費支持進行研發，產業或

計畫中一定層級以上的相關產業人才，應簽署競業條款或者是愛國者條款。

按照《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某些特定的戰略性產業或國防工業某些特定

人才，應當在合法性上接受類似的管制，但同時政府也應提供這些特定人

才相應的補貼或津貼。此種作法不僅可以避免關鍵人才外流，同時也能避

免核心技術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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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針對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並分析其政

策特色及具體作法；其次，參考歐美及亞洲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

之相關作為與回應措施，並思考臺灣如何從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借鑒；再者，

針對中國大陸引才措施對臺灣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尤其側重於對臺

灣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同時展望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最後，本文針對中

國大陸引才政策的磁吸效應之因應，以及兩岸產業競合與人才流動之戰略

布局，分別提供兩個層次的因應建議。以下，將總結本文之研究發現，並

提出短期與中長期的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總體而言，歸納本文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中央推動、地方響應，因應地方特色適性發展，針對臺灣人才進行「遍

地開花」的全面吸納，這些政策誘因可能加速我國產業的中高階人才

外流至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 

自 2018 年 2月 28日，中國大陸國臺辦發布「對臺 31項措施」以來，

中國大陸中央各部會以及一級行政區紛紛依照各自在地特色或需求，而有

所不同地提出優惠方案，以吸引不同領域的臺灣產業及專業技術人才前往

發展。探究其最終目的是讓臺灣民眾，特別是具有關鍵或核心產業技術人

才前往到中國大陸發展，以協助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產業轉型發

展。尤其現階段，中國大陸單方面對臺灣採取積極推動民間交流與多項對

臺政策措施，而這些能否進一步在各省市，甚至在各主要對臺工作城市具

體落實，將是其「官民兩分」策略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然而，過去臺商與臺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由於內陸地區在薪資、

福利、生活條件、工作機會、未來發展等因素都不如沿海，因此臺灣人才

很少往內陸地區發展。可是，隨著中國大陸各地皆推出「惠臺」政策，由

於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競爭激烈，臺灣人才在當地勢將面對全球人才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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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許多因為受到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吸引，才前往中國大陸求學或就業，

在能力上僅屬中高階的人才，可能缺乏足夠的競爭力，因而前往大陸的二

線城市，甚至是三線城市求職，造成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的外溢效應。這些

中高階的技術人才，在正常情況下，由於語言能力或技術條件的限制，缺

乏足夠的國際競爭力，一般而言是不會前往海外謀職、創業、發展，如今

卻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策吸引而前往當地發展，對於臺灣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問題。 

二、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係以促進「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推動與落實

為目標，吸納臺灣高階及中高階人才以取得臺灣產業先進技術或協助

中國大陸研發先進技術，當前引才之對象集中在青年學生與白領人才，

包括高科技、金融、生技醫療、文化創新之產業人才，其中又以高科

技產業人才為主。 

從中國大陸各一級行政區及主要對臺工作城市提出其所需臺灣人才

產業類別，可以發現多數與中國大陸近幾年積極推動產業政策及策略具有

高度相關，例如「十三五規劃」、「中國製造 2025」。顯示中國大陸推動「對

臺 31項措施」，其背後的目的即在促進「中國製造 2025」計畫的推動與落

實。其吸納臺灣人才的具體作法可分為以下七種： 

（一）提供政策優惠措施公開招募，透過提供各種優惠措施，如提供利潤

分紅、專利獎金，或提供賦稅減免等，吸引高科技人才前往大陸就

業或創業。 

（二）提供「同等待遇」以吸引臺灣人才，儘量免除各種基於臺灣身分而

帶來的障礙，降低臺灣人才前往中國大陸的「阻力」，提高臺灣人才

留在大陸工作的意願。 

（三）允許臺灣科技人才將研發成果商業化以謀取利益，尤其針對臺灣大

專院校理工科與產業技術科系教師和科技研究機構之人才，鼓勵甚

至補助其與臺灣或大陸科技人才共組研發團隊或設計公司，將其成

果商業化以取得報酬，甚至允許渠等開辦企業以謀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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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以重金挖角臺灣重要科技企業領導級人士到大陸同性質公司任職，

隨後以關鍵人物為核心，由其負責從臺灣挖角技術的整個研發團隊

或其認識但分散不同公司的科技人才、研發人才到中國大陸。 

（五）以商招商、以人招人，利用半導體產業上下游產業鏈的緊密關係，

先以產業園區招商大型企業前往當地投資，吸引上下游的中小企業

前往，再透過企業併購取得人才與技術。 

（六）興辦了兩岸青年創業基地，以青年創業為名，吸引臺灣青年組成團

隊前往、進駐這些青創基地發展，實際上卻要求青創基地的臺藉負

責人尋覓具有科技能量的臺灣青年人才和團隊，期待渠等能以科技

方式研發出可以解決民生問題的產路或商業模式而最終可以在市

場上競爭、獲利者。 

（七）直接將觸手伸向臺灣，讓臺灣人才在臺灣為大陸服務，如直接併購

臺灣科技產業的公司，一併買下人才技術；或中國大陸企業在臺灣

設立公司，直接讓臺灣科技人才在其設於臺灣的公司中為其研發新

技術；或中國大陸企業透過臺灣的關係企業或代理商等中介者尋找

適當的臺灣科技人才，然後提供資金請這些臺灣科技人才為中國大

陸研發其所需要的產業技術。 

三、參考美、歐、德、荷、日、韓、星等國針對中國大陸對外引才之因應

策略，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產業型態與企業文化亦有所差異，歸納其

中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為以下五點： 

（一）可以參考美國的作法，以法律規範專業人才與技術外流。 

美國重視法律面來規範人才與技術外流，美國近年透過《美國就業法》、

《科技人才就業法案》、《創新及競爭法案》等防止人才外流與不當智慧財

產轉移。臺灣本身雖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但在具體管

制人才與技術外流尚缺乏更細部的法令、實施辦法或措施等，且臺灣國內

廠商對於技術與智慧財產之保護或防護基本流程。故美國以專門法案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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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業人才外流與不當智慧財產轉移，應可作為我國參考。 

（二）德國重視技職教育與學用合一的育才政策，值得我國學習。 

德國重視教育與人才培育工作，除重視科學研究，傳統上更是相當重

視技職教育以利培養技術與人才培育，且德國的「國際新鏈結策略模式」

能有效統合國際職業教育資源，讓技職教育培訓不僅與國內市場連結，更

利於接軌國際市場之需求。我國近年將技職教育機構轉為普通大學，被認

為造成大專院校畢業升學用落差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應可思考逐步恢

復過往臺灣基層技職教育體系，除展現招生區隔外，更可減少學用落差，

讓學生畢業後可穩定與立即發揮所長，以利於穩定臺灣就業環境，並有助

於產業發展。 

（三）借鏡歐盟、荷蘭、新加坡、韓國等國的創新育成政策培養人才。 

歐盟對於人才領域培育相當重視，注重培養具跨科際學門的研究者；

荷蘭透過創新平臺，培養年輕人研讀科技系所並從事科技相關工作；韓國

則有「K-Move」移動計畫，培養年輕人的國際視野與海外經驗；新加坡更

由人力部勞動力局與教育部未來技能局主導，銜接政府、大學與企業三方，

推動培訓計畫、建立產學相關且終身學習的教育系統。臺灣可思考借鏡如

何培育跨學科學門研究者，並強化教育與產業的連結，使研究與國際前沿

課題接軌，產業與國際市場連結，以利人才留在臺灣。 

（四）新加坡與韓國注重改善整體工作環境，強化中小企業人才培訓。 

新加坡與韓國重視改善生活環境與工作條件的留才措施，透過租稅優

惠、預算撥補與培訓中小企業員工，使中小企業體質更為健全，以促進中

小企業發展，進而有利企業留住人才。由於我國大部分從業人員以中小企

業為主，故我國可參考新加坡與韓國部分模式，協助中小企業招募科技人

才，並強化中小企業人才培訓，以使中小企業人力價值得以提升，改善中

小企業體質，期透過中小企業吸納更多技術人才。 

（五）日本強調穩定的就業環境與升遷模式，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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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業市場重視穩定的就職環境與升遷模式，以使員工對公司產生

情感與忠誠度，讓人才得以持續替公司服務。事實上，我國的企業文化與

日本「年功序列」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樣禮讓前輩、尊敬主管，

而不像大陸企業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狼文化」。我國若能借鏡其友善之職場

環境，亦可使員工選擇留在臺灣企業，而不會選擇前往大陸求職。 

四、中國大陸對臺引才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國安問題，因為高科技

人才往往掌握先進技術，甚至是敏感科技。此外，人才、技術的磁吸

效應亦可能加速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同時削弱我國研發創新的動能，

進而使中國大陸趕超我國優勢產業。故人才流失，以及因人才流失而

來的技術流失，將可能引發我國國家安全疑慮。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對臺灣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可以概

括為以下七點： 

（一）中國大陸在高科技產業所提供的薪資條件優於臺灣企業，對臺灣產

業人才具吸引力。 

（二）中國大陸積極透過挖角臺灣人才及釋出政策優惠等方式，試圖取得

臺灣核心技術。 

（三）中國大陸對臺灣高科技人才的磁吸效應可能造成我國產業人力缺口。 

（四）「對臺 31 項措施」提供臺灣人優於外資的待遇，可能削弱我國之研

發與創新之能量。 

（五）「中國製造 2025」與「對臺 31 項措施」將可能吸納我國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之動能。 

（六）中國大陸針對大專院校理工科與產業技術科系教師之挖角，將導致

我國高科技人才的培育出現斷層。 

（七）針對中國大陸挖角我國高科技人才而出現之技術流失，將影響我國

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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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大陸當前國內外的關注重點包括四大面向，而這四大面向皆與美、

「中」、臺三角關係息息相關，欲了解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的政經意

涵，須從整體架構中進行剖析，才能掌握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對我

國在國安層次上造成的影響。 

以下便從美「中」關係、「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及兩岸關係

四個面向進行討論： 

（一）美「中」衝突並不僅限於貿易，更擴展到科技戰、人才戰，在美「中」

結構性衝突中，中國大陸深恐美「中」全面性衝突將會使兩岸關係

進行漸遠，故「對臺 31 項措施」明顯就是想要透過人才吸納，強化

兩岸連結，並透過「同等待遇」原則，促成兩岸經濟、社會融合，

完成經濟統戰的目標。 

（二）中國大陸對我國新南向政策採取敵視的態度，故積極引導臺商參與

「一帶一路」，企圖削弱我國新南向能量。「對臺 31 項措施」允許並

鼓勵臺商參與中國大陸之政府計畫，其目的即為吸納我國在陸臺商

的投資能量，避免我國臺商基於美「中」貿易衝突的情勢而外移避

險，或響應新南向政策而撤資轉赴東南亞、南亞投資。 

（三）「中國製造 2025」企圖成為製造強國，故中國大陸企圖吸納臺灣的

高科技產業人才，助其推動相關產業發展，不只帶來兩岸產業結構

的改變，更可能使臺灣之主體性與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四）中國大陸瞄準「青年一代、基層一線」進行統戰，企圖削弱我國創

新創業之能量；同時藉由吸納關鍵技術人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 

六、當前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與過去已有明顯之區別，而此一區別象徵

著中共對臺政策的改變，故釐清中國大陸現在與過去對臺引才政策的

差異，有助於掌握中共當前之對臺政策，以及未來可能的走向。 

就長遠而言，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政策的未來走向及對臺灣的影響可以

總結為三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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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引才政策的手段是「差別待遇」；如今中國大陸採取「同等待遇」

原則為手段，對臺引才政策力道不斷加強，將使其「兩岸融合」之

統戰目標加速實行。 

這次以「對臺 31 項措施」為代表的引才政策與過去有一明顯的不同：

過去的引才政策其實核心的概念是將臺灣人才視同外國人才管理，所有引

才措施皆是透過給予種種特權的方式進行；然而，中國大陸在習近平上臺

後，將「兩岸融合」的統戰目標落實於引才政策層面，即以「同等待遇」

原則，給予臺灣人等同於中國大陸居民相同待遇的地位。 

雖然目前臺灣人的待遇仍未能完全比照大陸居民。但未來隨著引才政

策的力道加劇，可能會再進一步推動臺灣人的稅制、福利皆與大陸居民相

同，提高臺灣人前往大陸工作或求學的誘因；抑或是推動「二代卡式臺胞

證」，將目前臺胞證號的 8 位數，改為與中國大陸身分證相同的 18 位數，

並提高卡片內晶片的功能，在提高北京對臺灣人掌控的同時，也促使臺灣

人才進一步融入當地生活，減少臺灣人才返臺工作的可能。 

（二）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範圍將會持續加深加廣，全面吸納臺灣人才，

並運用臺灣人才之技術與管理能力促其產業發展，直至臺灣人才喪

失最後的利用價值。 

未來中國大陸對臺引才的範圍將會加深加廣，包括「四個增加，三個

擴大」，即：針對臺灣引才的地方縣市據點增加，吸引臺灣人才的優惠措施

增加，引進臺灣人才投入的產業類型增加，允許臺灣人才申請的計畫或投

入的領域增加；引才範圍則會從一線城市開始逐漸往沿海二、三線城市擴

大，且依照大陸「基層一線，年輕一代」的路線，引才目標將從高階技術

人才往中高階技術人才擴大，從 30~40 歲的青年族群往 18~25 歲的年輕族

群擴大。 

這種全面性的吸納臺灣人才，利用臺灣人才促其產業發展，將會持續

到臺灣人才已經不具有利用價值。當臺灣人才失去利用價值後，一種可能

是從一線城市退到二、三線城市，協助大陸二、三線城市發展；另一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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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則是回到臺灣，這些回流的臺灣人才可能會帶來安置與就業問題。 

（三）中國大陸引才政策的背後考量因素是其產業發展政策，二者之間是

連動關係，故對臺引才造成的磁吸效應，可能會影響我國產業發展

及兩岸產業鏈關係，甚至使臺灣失去給臺海安全帶來「矽屏障」的

半導體產業優勢。 

中國大陸推動「對臺 31 項措施」此一引才政策的背後是「中國製造

2025」的產業政策需求，期待吸納臺灣人才的研發創新能量以協助「中國

製造 2025」的推動。換言之，若中國大陸透過對臺引才，成功進行產業轉

型，則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產業發展及兩岸產業鏈關係。由於中國大陸產業

將朝向智慧化生產之方向發展，對我國產業佈局會造成嚴重競爭壓力。其

中，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面板、智慧手機最可能受到衝擊。隨著臺灣

軟硬體人才面臨大陸企業以優渥條件挖角，若我國研發創新的動能流失，

未來臺灣的產業發展勢將面臨對岸強大的挑戰。 

此外，中國大陸企圖從吸納臺灣人才取得臺灣高科技產業的先進技術，

進而協助推動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發展，趕超臺灣的優勢產業，突破臺灣過

去因為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 IC 產業鏈的關鍵角色，因而受到各國努力維

繫臺海安全的「矽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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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總體而言，本研究之政策建議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就「育才」面

而言，宜加強教育訓練，培育科技人才；就「引才」而言，則宜放寬外國

人士來臺相關政策，促進產業發展，引進科技人才；就最為關鍵的「留才」

面而言，則包括三點：一、強化法制規範，提高員工報酬激勵措施，避免

關鍵技術人才外流；二、改善整體就業環境，營造適合新創企業的發展空

間，積極留住人才；三、利用國際資源創造留才環境，透過稅制改革提高

企業創新與留才誘因。 

根據政府執行的規劃時程，本文的建議可以從環境面、法制面、產業

面與教育面四個面向進行歸納，並分為短期政策建議與中長期政策建議，

以下將先簡單論述本研究之短期及中長期政策建議，最後彙整於表 19。 

一、短期政策建議 

短期政策建議主要集中在處理掌握關鍵技術的產業人才及科技教師

的外流問題上，以及如何緩解近期臺灣中高階人才因「對臺 31 項措施」等

政策誘因而前往大陸就學、求職的問題。其中，環境面、法制面、產業面

各有兩個建議，教育面則有一個建議，以下將依序進行說明： 

（一）打造適合科研人才的薪資環境，避免臺灣科技教師出走 

近年來中國大陸透過提供高薪與優渥福利，以招募海外知名技術、專

利博士或學術研究博士至中國大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許多臺灣科研人

才與教師紛紛選擇到中國大陸發展。隨著這些科研人才與科技教師的出走，

將直接衝擊我國創新能量與研究技術發展。 

故政府宜鼓勵各校與民間相互合作資助教授待遇，對於具備研發能力

的人才，政府可以提出創新研發計畫、產業升級創新輔導計畫等，補助企

業新聘博碩士級人才費用，提升延攬高階研發人才的條件。此外，對理工

科系人才而言，產學合作在臺灣行之有年，政府宜橫向整合各部會現有產

學合作資源，並積極與公協會合作，培育及留用重點產業關鍵技術研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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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科研人才亦可透過技術轉移取得回饋金。適當的產業環境與產業優勢，

將會吸引這些科研人才留在臺灣。 

（二）利用美「中」貿易衝突，提高我國關鍵技術人才赴陸求職的成本 

美「中」貿易衝突持續深化與長期化的發展趨勢，將使得原本有意前

往中國大陸尋求發展的高科技人才或青年人才重新思考赴陸求職的代價。

尤其是過去看中中國大陸發展性好的人才，未來在美「中」衝突的背景下，

反而可能因為曾經在中國大陸工作，而無法前往美國或具敏感性之外商企

業工作，大幅提高人才西進的成本。 

此外，美「中」之間因為竊取智慧財產權爭議而起訴之似案件隨著美

「中」衝突白熱化，勢必會引發更多擁有關鍵技術的人才要前往中國大陸

就職時，思考可能伴隨而來的成本。故我國宜與美國採取同一立場，協助

美國處理相關智慧財產權外流的司法起訴案件，提高關鍵技術人才前往中

國大陸求職的成本，進而達到嚇阻的效果，避免我國關鍵技術持續外流中

國大陸。 

（三）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人才外流 

目前我國設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臺灣地區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等條文，限制特定人士前往中

國大陸工作，對於曾經接受我國政府經費補助或享有租稅優惠的科研人員，

有意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或是就業時，都必須依法向臺灣相關主管機關申報

或申請許可。預期短期之內，面對中國大陸的人才挖角暫時不會出現太大

的外流風險。長期來看，我國政府宜強化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保護相關

法規的訂定跟執行。隨著時代變遷，目前資訊安全的威脅最讓人憂心且衝

擊最大的，是企業機密資訊被盜取或外洩。由於商業競爭白熱化，許多企

業不僅高薪挖角，更希望敵營人才帶槍投靠。 

我國政府宜強化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保護相關法規的訂定跟執行。

建立偵查中之「秘密保持令」制度與增訂「違反秘密保持令罪」，確保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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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不得洩漏偵辦過程得知的技術機密內容，甚至挪用他途，避免營業

秘密的二度外洩，加速營業秘密案件之偵查與審理時程，協助企業對抗經

濟間諜行為，防範科技人才及技術外流。 

（四）放寬外國人士來臺相關政策，積極引進外籍專業人才 

參考美國、歐盟、德國、荷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先進國家案例，

運用全球人才促進發展是一項十分關鍵的政策。這些來自全世界的人才，

能夠適時補充各國高階產業轉型發展過程中人才不足的問題，相關作法值

得我國參考借鏡。我國當前對於國際人才的運用政策仍然不足，缺乏明確

的政策方向，這對臺灣在國際上的產業競爭相當不利。因此，為促進臺灣

經濟永續發展，除設法留任國內人才之外，政府亦宜積極延攬外籍優秀人

才來臺，俾為我國注入新的活力與創意。故政府宜建立國家層級全球攬才

單一平臺，整合建立海外人才網絡資料庫，鼓勵海外留學生回國就業，促

進各項攬才資訊之交流合作。 

（五）透過員工報酬激勵措施，加大力度留住「關鍵人才」 

「關鍵人才」係指在企業、機構或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研發製

造、引導創新、提升企業機構附加價值等能力的人才。 

自 2007 年臺灣開始實施員工分紅費用化之後，因為分紅配股按市價

課稅等規定，員工取得分紅配股收入，併入一般個人綜合所得，按累進稅

率繳稅，致使員工獎酬誘因縮減。 

面對中國大陸企業的「銀彈攻勢」，政府可以透過如企業加薪四法，提

供企業一年一次的短期補助政策，優惠企業當年度的稅額，提高企業調薪

的誘因。除了基本薪資之外，企業給予的各式獎金及股票分紅十分具有吸

引力，臺灣應該利用各式激勵方案如員工認股權證，設計激勵性的薪資制

度，提供福利措施，降低員工離職意向。 

（六）協助企業加強技術安全、營業秘密管理，避免我國優勢產業技術機

密隨企業人才被挖角而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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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法規限制下，對於曾經接受我國政府經費補助或享有租稅優惠

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民間企業以及科研人員，因我國法令規範限制，

暫時不會出現太大的外流風險。 

目前政府已修正《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責任，並研議《敏感科技保

護法草案》，加強競業禁止認定、營業秘密訴訟案件保密措施等，以嚇阻此

類妨害秘密罪的犯罪行為、防止產業人才跟技術外流。政府未來或可透過

國家力量建立產業安全檢查，推動類似 ISO 的產業安全認證，針對國家制

定的戰略性重點產業，明定那些工作崗位、涉及哪些關鍵技術或機密，都

需要進行管制與申報，藉此保護企業機密外洩。此外，政府宜加強企業智

慧財產權、保護機密安全意識，從根本上讓公司了解建立安全防範措施的

重要性。當企業面臨侵權時，政府宜協助企業採取法律措施進行反制。由

於專利侵害及剽竊營業秘密的相關訴訟金額十分高昂，而臺灣的智慧財產

權相關律師十分有限。因此，政府宜界定好的智慧財產權措施，幫助臺灣

企業面對侵權時能夠嚴厲懲罰侵權企業。 

再者，政府或可成立營業秘密或敏感科技保護委員會，整合各方資源，

在跨部會之間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由委員會統籌企業營業秘密防範

保護、公司機密流失認證等相關事宜，強化法律的機制，包括有強力的檢

調單位，專門處理智慧財產權外洩，提升營業秘密保護水平。同時，政府

可以透過委員會整理、提供明確案例，建立個案資料庫，一方面做為修改

現行法令不周之處的參考，另一方面企業也能透過審視既往案例，掌握潛

在的問題威脅，彌補科技機密的保護缺口。 

此外，政府有關部門宜妥善約束陸資來臺設立公司相關行為，避免陸

資來臺後，透過企業經營之名大量蒐集臺灣高階人才相關資訊，或是大幅

聘任臺灣高科技人才為中國大陸產業進行研發，藉以取得我國優勢產業技

術，威脅我國核心競爭力。 

（七）多方客觀提供中國大陸生活環境、文化等相關訊息，讓國人準確認

知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機會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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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宜多方提供中國大陸當地市場特性、兩岸文化與價值觀等相

關訊息，讓臺灣民眾知道到中國大陸工作一方面或許可以獲得很好的待遇，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很多在職發展和社會保障的風險。如目前兩岸社會

保險制度上並沒有交互承認，一旦到中國大陸工作後，未來可能會失去一

些臺灣的社會保障福利等。另外，中國大陸的企業文化與臺灣大不相同，

許多臺灣人才到中國大陸企業工作後，難以適應當地企業文化，幾年之後

即選擇回到臺灣。故政府宜透過媒體、教育等方式多方宣導，讓臺灣民眾

確切瞭解中國大陸發展情況與兩岸差異，方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二、中長期政策建議 

中長期政策建議係針對我國整體經濟與科研發展環境的調整與發展

進行建議，思考如何打造一個有利於育才、留才、引才、攬才的環境。其

中，環境面有兩個建議，法制面則有一個建議、產業面與教育面就長期而

言是一體兩面，故共有三個建議，以下將依序進行說明： 

（一）穩定經濟成長，提高國內薪資水準競爭力 

全球化之後，隨著技術改變、金融科技的發展，全球勞動市場普遍發

生勞動市場失靈，勞動生產力成長率高於薪資成長率，出現薪資成長停滯

的情況。當前臺灣勞動生產力與實質薪資成長已經明顯脫鉤，勞動報酬佔

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不斷下降。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宜介入市場，透過提

供誘因或是採取強制性手段促使企業提高薪資，提高勞動報酬佔比，藉以

提高國內薪資水準競爭力。 

（二）打造適合新創產業創新創業的環境，與國際鏈結，擴大科技人才在

臺發展空間 

日前我國政府已經提出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其中針對

「新創進軍國際市場」提出引入國際加速器來臺設點、邀請國外新創領域

人士及海外僑臺商來臺，打造國際創業聚落等政策措施。 

此外，政府宜加強創新創業領域的資源投入，結合產官學研的資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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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共同輔導培訓新創團隊，透過挹注資金、建立育成中心或創業場域、

優惠政策等，打造良善循環的投資環境，並藉由大型專案執行的方式，與

先進國家研發和產業化大型科研機構合作，利用國際合作資源結合各項創

業活動培植青年與新創，為臺灣新創領域開拓更多創業機會與市場商機。 

（三）修改稅則，提高企業創新與留才誘因 

除了政府已增修的《產業創新條例》之外，稅法對於企業留才亦有重

大影響。一般認為，兩稅合一後因為降低企業營所稅，並未調降個人綜合

所得稅，使得企業選擇以保留盈餘不分配來達到大股東個人稅賦降低的效

果，為企業提高保留盈餘的重要誘因。政府宜針對兩稅合一等稅改政策進

行討論與修正，並探討是否尚有導致企業增加保留盈餘的財稅制度，鼓勵

企業將保留盈餘用於投資或員工加薪。 

（四）引導科技學術人才與產業界相結合 

目前我國已有科技部之「產學桂冠計劃」，與企業及大專院校共同成立

臺灣半導體研發聯盟合作，教育部亦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劃」。

未來政府可以選擇重點發展產業，透過各大學、研究機構、國內外企業、

和其他來自不同國家、其他社會經濟行為者的合作，將學術知識轉換為產

業創新研發能力。 

臺灣應該在自身的優勢基礎上，引導產官學界與國內外企業合作，將

學術研發能量直接引入企業，臺灣人才亦能透過企業工作過程強化就業能

力，增加市場價值，強化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流通，藉以增強我國科研創

新能量，以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五）將人才外流問題提高到國安層面，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業人

才外流，並設定國家戰略發展產業，積極管理關鍵技術人才 

人才外流主要在三個面向上造成我國的國安問題：第一是外流的人才

本身掌握國安資訊，外流將導致重要情報外洩；第二是外流之人才掌握關

鍵技術，人才外流導致的技術外流將使我國失去技術優勢，進而喪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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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產業競爭力，威脅到我國之經濟安全；第三是大量的優秀人才外流，

將削弱我國的創新研發能量，對於我國當前推動之 5+2 產業創新計畫、新

南向政策等均為不利，長期而言會削弱我國之經濟實力。 

故此，為防範人才外流導致之國安問題，我國宜強化相關法規規範之

效力與罰則，並積極執行，如限制特定人士前往中國大陸工作。此外政府

宜先制定「國家未來戰略產業發展藍圖」，先將當前臺灣產業依照技術含量

高低進行分類，涉及研發技術、創新製造或高端科技服務，需要列入臺灣

目前要保護的重點產業。設定戰略產業後，政府可以透過給予計畫經費支

持進行研發，產業或計畫中一定層級以上的相關產業人才，應簽署競業條

款或者是愛國者條款。按照《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某些特定的戰略性產

業或國防工業某些特定人才，應當在合法性上接受類似的管制，但同時政

府也應提供這些特定人才相應的補貼或津貼。此種作法不僅可以避免關鍵

人才外流，同時也能避免核心技術流出。 

（六）聯合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結合我國在東南亞的既有臺商與在陸

臺商，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避免「一帶一路」吸納我國在陸臺商

之投資能量 

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大背景下，我國許多在陸臺商紛紛思考撤資外

移的可能性，以分散風險。我國政府宜加以引導，除了返臺設立研發中心、

育成中心之外，亦可將在陸臺商的投資能量轉向東南亞及南亞地區。 

再加上臺商在新南向地區其實有龐大的潛在產業合作資源，可以透過

既有的臺商網絡，擴大聯結各國華商企業、華人社群，並透過強化與美、

日、韓等國家之企業合作，形成新南向地區具持久性的商貿網絡合作聯盟，

透過新南向政策的落實，促成我國與新南向各國的緊密連結，以化解來自

中國大陸的競爭壓力，避免我國在陸臺商與優秀人才被「一帶一路」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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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節之建議事項，本文之政策建議依其性質可以分為環境面、法

制面、產業面及教育面四大面向，而依其執行時程又可分為短期建議與中

長期建議，以下彙整各建議事項如表 19： 

 

表 19 從四大面向歸納本研究短期及中長期政策建議 

 短期建議 中長期建議 

環

境

面 

⚫ 打造適合科研人才的薪資環

境，避免臺灣科技教師出走。 

⚫ 利用美「中」貿易衝突，提高

我國關鍵技術人才赴陸求職

的成本。 

⚫ 穩定經濟成長，提高國內薪資水

準競爭力。 

⚫ 打造適合新創產業創新創業的

環境，與國際鏈結，擴大科技人

才在臺發展空間。 

法

制

面 

⚫ 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

業人才外流。 

⚫ 放寬外國人士來臺相關政

策，積極引進外籍專業人才。 

⚫ 修改稅則，提高企業創新與留才

誘因。 

產

業

面 

⚫ 透過員工報酬激勵措施，加

大力度留住「關鍵人才」。 

⚫ 協助企業加強技術安全、營

業秘密管理，避免我國優勢

產業技術機密隨企業人才被

挖角而外流。 

⚫ 引導科技學術人才與產業界相

結合。 

⚫ 將人才外流問題提高到國安層

面，強化法制規範，避免戰略產

業人才外流，並設定國家戰略發

展產業，積極管理關鍵技術人

才。 

⚫ 聯合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結

合我國在東南亞的既有臺商與

在陸臺商，全力推動新南向政

策，避免「一帶一路」吸納我國

在陸臺商之投資能量。 

教

育

面 

⚫ 多方客觀提供中國大陸生活

環境、文化等相關訊息，讓國

人準確認知前往中國大陸工

作的機會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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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評審 

委員 

評審意見 修改及回覆說明 

辛委

員炳

隆 

1、頁 99「過去引才政策核心係『給予

特權』；如今引才政策核心概念是『同

等待遇』原則」，這樣的文字說明涵義

似有降格的意味，但實際上內容卻是更

有吸引力，建議考量相關文字說明是否

修正調整。 

已根據審查委員意見，將

「給予特權」修正為「差別

待遇」，並調整相關文字。

相關內容請見報告第 104

頁。 

辛委

員炳

隆 

2、頁 114「美國採取反制行動把敏感研

究領域學習的中國大陸研究生簽證時效

縮短，中國大陸留美的研究生也需每年

重新申請簽證」，是美國採取強力介入

之限制作為，但對於留美工作、美籍華

裔等人有無限制，建議研究團隊可再予

瞭解。 

已補充說明美國對於美籍華

裔人士的處理情況，請見報

告第 116頁至第 119頁。 

辛委

員炳

隆 

3、頁 141第三章第三節臺灣因應部分

已在第四章多所著墨，另本節臺灣與各

國經驗之啟示，建議是否應先以臺灣因

應作為作論述，再提及各國作法，請研

究團隊考量調整節次。 

已將第三章第三節修正為

「我國因應中國大陸人才磁

吸之相關作為」，並修正相

關內容，先論述臺灣因應作

為，再提及各國作法，請見

報告第 146頁至第 158 頁。 

辛委

員炳

隆 

4、頁 155第四章前言「本章著重探討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措施之整體影響，並

提出完整因應建議」似仍以影響評估為

主，建議「因應」二字可予刪除。 

第四章已全章改寫，除分析

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對於我國

人才、產業、國家安全的影

響，且提出因應建議並進行

論述，故維持第四章標題。 

辛委

員炳

隆 

5、本研究已提出許多現有的因應措

施，但較少有相關檢討，建議研究團隊

應加強盤點政府部門相關措施，在建議

事項可分項為對政府政策建議及對企業

建議。 

我國目前既有相關措施，已

於第三章第三節補充說明，

請見報告第 146頁至第 158

頁。由於許多建議同時涉及

政府與企業兩方，難以分

割，故研究團隊採取從「環

境面、法制面、產業面、教

育面」四個層面及政府在短

中長期可採取之政策建議進

行分析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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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委

員炳

隆 

6、短期政策建議部分，由於國人到大

陸工作的差異性極大，有些是有助於去

化國內多餘人力，未必不好。因此，建

議要有差異化因應分析，選定對我國影

響較大之關鍵人才，提出因應措施；頁

195「政府宜妥善約束陸資來臺設立公

司相關行為」，建議應提出具體做法。 

本研究已建議政府宜針對國

家戰略關鍵人才採取留才政

策作為，其餘產業則未加以

限制，請見報告第 179 頁至

第 184頁、第 195頁至第

196頁。 

辛委

員炳

隆 

7、頁 196「打造適合科研人才薪資環

境，避免科技教師出走」，實際上教育

部與科技部已有大學教師彈薪計畫及玉

山計畫等方案，但現有作法為何留不住

人才，看不出效果？如需提出本節建

議，宜有較好的分析說明。 

因教育部彈薪計畫、玉山計

畫都非體制內常規性措施，

本研究建議可鼓勵學校與民

間合作資助教授待遇，降低

國家財政負擔，請見報告第

169頁至第 170頁。 

辛委

員炳

隆 

8、頁 197有關「推動『最低工資法』」

一節，主要是針對低技術勞工部分，與

專業人才無關，建議可予刪除。 

已依審查委員意見刪除此部

分內容。 

辛委

員炳

隆 

9、另國人赴陸工作主要是基於相同語

言與文化適應較容易。我們能否透過強

化國人外語能力、異國文化適應等方

式，使國人具備赴其他國家工作的資格

條件，而讓赴陸工作只是多項選擇之

一，不再具太多吸引力？請研究團隊可

以就此提出政策建議。 

本研究主旨是聚焦在中國大

陸引才政策對於臺灣高科技

產業技術人才的影響與因

應。如何強化國人至其他國

家工作的能力並非本研究關

注重點，故未對此方面提出

建議。 

辛委

員炳

隆 

10、據了解，有許多赴陸工作的專業人

才後來都有回臺意願，針對這一部分，

政府能否建立有效媒合機制，協助其順

利回台工作？這也是研究團隊在政策建

議中可以著墨之處。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政府角色

應是如何避免國家戰略關鍵

人才外流，尚不宜特別針對

自大陸回臺工作者建立媒合

機制；故針對中國大陸回臺

工作之媒合機制，似非本計

畫研究重點，惟可列為未來

持續關注之課題。 

蔡委

員明

芳 

1、頁 14已提研究架構圖，但全文分析

缺少主軸與層次，雖每個部分都有談

到，但本計畫要在哪個基礎上來看並無

具體交代。陸委會主要希望了解中國對

臺引才政策對於臺灣人才外流之影響，

計畫本身應該可從具體的產業角度或從

對於高、國中以下的學生培育角度，檢

本計畫主旨主要聚焦在中國

大陸引才政策對於臺灣高科

技產業技術人才的影響與因

應，故並未對於國、高中以

下學生培育多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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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對臺灣可能產生之衝擊做具體評估或

分析，但這部分未在計畫內容出現。 

蔡委

員明

芳 

2、就資料分析與蒐集部分，本研究認

真整理各省市引才策略，但由於內容既

多且廣，在未有進一步整理與分析情況

下，報告內容之參考價值會大幅降低，

建議研究團隊進行調整，否則辛苦蒐集

的資料未做加值，相當可惜。 

本研究已針對各省市引才策

略進行進一步整理與分析，

相關整理請見報告第 100 頁

至第 112頁。 

蔡委

員明

芳 

3、在資料內容引述上，以頁 5為例，

不宜片段式地將找到的資料附在段落

間，建議內容宜進一步精進，且後續內

文也存在相同問題，宜重新檢視與撰

寫。 

原頁五內容，乃是研究團隊

針對中國大陸目前各項人才

政策相關文獻的整理，並非

片段式引述資料，詳請參見

註釋 6-11。 

蔡委

員明

芳 

4、在各國研究比較上，陸委會雖希望

可以研究歐、美、亞洲國家對中國大陸

引才政策之因應措施，但本文在討論先

進國家引才措施時，建議仍宜尋找與臺

灣產業結構相近或經濟規模相近的國家

分析說明，而非僅列出各國人才策略，

卻未說明值得臺灣借鏡處。此節問題與

前述整理中國引才策略有相似情形，即

僅蒐集而未有分析或討論。 

已補充說明本研究選取歐、

美、亞洲等國之理由，請見

報告第 113頁至第 114 頁。 

蔡委

員明

芳 

5、第四章與第五章(頁 155-199)內容多

有重疊或重複，建議結論可以具體簡

潔。此外，對政府之政策建議，宜說明

何項為政府目前執行中的(此節研究內文

已有交代)，及如何引用外國做法是可改

善的，或過去政策有做，但做不好的，

此類政策建議較易讓委託單位(陸委會)

知道問題所在並找到解決方式。此外，

引進外籍專業人才是政府一直在做的，

但效果並不是特別好，研究團隊有何進

一步建議? 

第五章總結前文之結論與建

議，故有所重疊係正常情

形。有關政府當前執行中之

政策建議，已於報告修正版

第 146頁至第 157頁進行回

顧，並在最後建議中指出需

修改之處，請見報告第 162

頁至第 168頁。 

蔡委

員明

芳 

6、長期政策建議部分，請研究團隊重

新思考政策建議之可行性，如最低工資

法設置，實看不出與中國對臺引才措施

之相關性；修改稅則所牽涉層面甚廣，

團隊在做此建議，則對於相關配套措施

最低工資法相關內容已刪

除。修改稅則方面，已於報

告第 184頁增補內容敘明當

前問題所在，並建議政府應

針對目前兩稅合一、企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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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較完整的說明。 留盈餘相關制度進行研議。 

蔡委

員明

芳 

7、在區域智庫方面，目前既有智庫應

要先可提具體政策建議的能量後再擴

大，而非增加更多區域型智庫，這對政

府沒有幫助，同時，地方政府也受到預

算限制，未必有能力可委請智庫提出建

議，或委辦經費不高，智庫也無能力做

出有效建議。最後，政策建議應避免口

號式卻無較具體的執行說明。例如「打

造適合科研人才的薪資環境，避免臺灣

科技教師出走」等看不出可行性之建

議。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刪除增

設區域型智庫之建議，並提

出具可行性之建議，請見報

告第 165頁至第 171頁、第

179頁至第 186頁、第 193

頁至第 196頁。 

蔡委

員明

芳 

8、建議研究團隊應列有一個章節，清

楚說明過去文獻討論中國大陸或其他國

家引才策略之異同，或是既有文獻對於

引才策略之討論，而非將一般性新聞資

料當作文獻處理，以避免文章內容不通

順，也較無可參考或延伸之政策價值。 

已補充相關文獻回顧，請見

期末報告修正版第 9頁至第

11頁。 

蔡委

員明

芳 

9、最後，並非所有政府的現行政策需

按照部會建議放入本研究中，特別是與

本研究相關性極低的政策，以避免本政

策研究失焦。但是，跨國比較的部分必

須說明清楚。有關專家訪談的部分，與

本研究無關或較無可行性的建議也不應

該放入，若認為有放入的必要性，就必

須要有能力說明其政策邏輯。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盤點政

府現行政策，請見報告第

146頁至第 158頁。同時檢

視專家意見，刪除不適宜之

政策建議，並補強具可行性

之建議的政策邏輯論述，請

見報告第 165頁至第 171

頁、第 179頁至第 186 頁、

第 193頁至第 196頁 

黃委

員一

峯 

1、本報告的資料蒐整完整詳實，也大

致符合陸委會的相關規範。 

感謝審查委員的意見。 

黃委

員一

峯 

2、中國大陸對臺政策遍地開花，據觀

察，高科技人才是陸方需求重點，宜有

更多著墨。目前報告中參考資料多是陸

方官方檯面上的資料，研究團隊能否蒐

集到內參資料？另外，陸方「惠臺政

策」其實就是心理戰，即使沒有真的產

生磁吸效應，對我方仍有不利；建議研

究團隊將我方的因應對策依重要性排列

研究團隊執行計畫期間曾赴

中國大陸與相關單位進行訪

談，取得第一手訪談資料，

並非單純引述二手資料。因

應建議部分，研究團隊已重

新整理撰寫，詳請參見報告

第 205頁至第 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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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次序。 

黃委

員一

峯 

3、能否就曾赴陸工作發展，但選擇返

臺的臺人案例進行返臺原因或想法之研

析？在中美貿易大戰開打後，有產業及

臺商有回臺需求，但回臺後面臨之土地

成本高、環評要求、缺工等問題，能否

替陸委會提出相關因應建議，以協調有

關部會協助臺商回臺。中國大陸「千人

計畫」、「萬人計畫」以重金吸引人才，

臺灣恐無法比拼，但臺灣能否透過工作

環境、團隊合作、熱愛臺灣的優勢，吸

引人才回(來)臺，亦請研究團隊納入建

議。 

本研究主旨著重在如何減緩

中國大陸對臺引才之磁吸效

應，故強調在留才面之建

議，吸引赴陸人才返臺並非

本研究重點。 

黃委

員一

峯 

4、本研究前段篇幅內容與後段結論分

析之關聯性，建議研究團隊可再整理以

相呼應；另外，在國際化全球化趨勢

下，臺灣不必畏懼人才外流或赴其他地

方工作，但仍應有個國家整體人才競爭

策略考量，鼓勵人才留臺。 

本文已重寫第四章，強化相

關影響與因應建議之連結，

請見報告第 159頁至 196

頁。 

黃委

員一

峯 

5、頁 14研究架構圖中藍色圖框部分，

應非互為因果關係，建議不宜以雙箭頭

表示；頁 109 第三章標題部分，其他章

節都以名詞為起頭，建議此節標題修正

為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人才磁吸作為之

比較分析，第三節有關臺灣相關內容建

議移至其他章節。 

研究架構圖中的箭頭，並非

代表因果關係，而是指此三

者會互相影響。另，第三章

標題以及其第三節內容已根

據審查委員建議進行修改。 

經濟

部 

1、本研究章節架構建議再予整合或移

至適當章節。(如第二章第二節探討大陸

重要對臺工作城市之引才政策措施，該

節「三、小結」(頁 93)的前一段提到我

國「八大強臺策略」部分，請移至適當

章節；第三章第三節「一、現階段我國

針對中國大陸引方政策之作為」，建議

與第四章第二節「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政

策磁吸效應之策略建議」整合；第三章

第三節「二、各國因應中國大陸引才措

施之因應作為」建議與第三章前二節整

合。) 

已依照委員意見刪除第二章

第二節有關我國「八大強臺

策略」部分內容。同時，已

依審查委員之意見重新整合

並改寫第三章第三節與第四

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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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部 

2. 短期政策建議部分，多為當前政府各

部會刻正推動之政策措施，建議研究團

隊應補充目前政府未推動或可改進當前

政策措施之具體建議。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盤點政

府現行政策，請見報告第

146頁至第 158頁。 

經濟

部 

3. 中長期政策建議部分，亦多為政府各

相關單位持續關注、研究與努力之方

向；至於設立區域型智庫部分，透過智

庫成立分院模式亦可提供參考(日前商研

院已設南部院區)。 

透過智庫成立分院模式相當

符合當前現況，本院亦已成

立南臺灣專案辦公室，惟蔡

委員明芳認為此一建議不

宜，故已刪除增設區域型智

庫之建議。 

經濟

部 

4、訪談紀錄涉及個人資料部分，建議

採取適法處理。 

已根據審查委員意見，將座

談會及訪談紀錄另外呈交陸

委會。 

教育

部 

1、頁 142「各校執行擴大『彈性薪資』

方案」，有關大專院校申請「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已結束，建議研究

團隊參考註釋 125教育部正推動的「延

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

性薪資方案」內容。 

已修正相關內容，請見報告

第 146頁至第 151頁。 

教育

部 

2. 有關中國大陸磁吸人才類型、分布省

市及產業等，如有進一步具體成效會更

好；對於政府政策建議部分，建議思考

提供翻轉性的策略作法。 

當前中國大陸相關引才政策

仍在執行初期，具體成效尚

不明顯，本研究前往中國大

陸訪問時，當地產、官、學

界亦未有相關研究，故目前

尚難以評估。研究建議部

分，已根據審查委員意見修

改，請見期末報告修正版第

165頁至第 171頁、第 179

頁至第 186頁、第 193 頁至

第 196頁。 

國發

會 

1、本研究架構完整，內容豐富，針對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措施進行詳細的

研究分析，包含產業及地區，極具參考

價值，值得肯定。 

感謝審查委員的意見。 

國發

會 

2、頁 14研究架構圖中，「中國大陸中

央、地方、重要對臺城市之引才政策與

措施」與「各國對大陸人才磁吸作為及

中國大陸除對臺灣有特別出

臺政策吸納臺灣人才之外，

對於其他世界各國人才磁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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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我國借鏡之處」分別對應至本研究

的第二、三章，請問「中國大陸對世界

各國人才磁吸之趨勢分析」主要在何處

呈現？請加以說明。 

並未有特別政策，故「中國

大陸對世界各國人才磁吸之

趨勢分析」主要是分散在第

二章第一節內容中。 

國發

會 

3. 在研究發現與建議事項部分(頁 187-

194)，可從政府角度出發，列入目前政

府刻正執行之計畫內容，加以著墨與評

估。例如：我國近年已陸續提出許多留

才攬才政策，包含「創業家簽證」、甫

於今年 2月實施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及規劃中之「新經濟移民

法」，以及擬將外國人居留證修正與國

民身分證證數相同等，本研究或可進一

步提出未來強化及尚未納入之政策建

議。 

已補充相關內容，請見期末

報告修正版第 146頁至第

158頁。 

國發

會 

4. 本研究偏重高科技產業人才之磁吸效

應，對於青年人才外流的部分著墨較

少，建議可於適當章節加以補充。 

依委託單位所示，本計畫主

旨主要聚焦在中國大陸引才

政策對於臺灣高科技產業技

術人才的影響與因應，關於

青年人才外流問題並非本計

畫研究重點，故未多做著

墨。 

國發

會 

5. 針對以往發生之大陸挖角案例進行分

析，並提出未來強化及預防建議。 

本計畫已在內文多處針對中

國大陸挖角案例進行分析，

請見報告第 103頁至第 107

頁、第 159頁至第 162 頁、

第 172頁至第 179頁、第

187頁至第 190頁；相關強

化與預防建議，請見報告第

165頁至第 171頁、第 179

頁至第 186頁、第 193 頁至

第 196頁。 

國發

會 

6. 針對我國可借鑑之大陸引才政策，提

出可供我國參考之政策建議。 

請見報告第 165頁至第 171

頁、第 179頁至第 186 頁、

第 193頁至第 196頁。 

國發

會 

7、本研究「內地」之用詞建議修正為

「內陸地區」，以與研究中之「沿海地

區」相互對應。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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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

會 

8、本研究未於起始處撰寫摘要及參考

文獻，建議增補。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增補摘

要與參考文獻。 

陸委

會 

1、本研究以中國大陸「對臺 31項措

施」為分析基礎，且蒐整各省市制頒之

相關措施，並提出因應措施，建議可再

予強化大陸「對臺 31項措施」對我相

關產業及經濟發展之衝擊影響評估。 

已強化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對我國產業及經濟

發展之衝擊影響評估，並提

出相關因應建議。相關內容

請見報告第 159頁至第 196

頁。 

陸委

會 

 2、人才資本在國際間本具有其流動

性，其中人才淨流出入統計更屬動態統

計，須進行長期性分析，才能了解對我

經濟及產業發展之影響，研究單位是否

有建議其他參考指標或數據來佐證我人

才流出流入對經濟及產業發展之影響？ 

目前學界及產業界皆無相關

數字與指標，關鍵在於「人

才」本身難以界定，且人才流

動亦無相關統計資料。再加

上基於該人才本身掌握的關

鍵技術不同，每個人才流出

造成的影響亦不相同。故此，

試圖用指標或數據證明人才

流出對產業發展之影響，在

學術上具有一定困難。 

陸委

會 

3、本研究主要蒐整中國大陸引才政策

及對臺引才措施，報告頁 62雖提及中

國大陸從「十一五」末期即針對海外人

才祭出「千人計畫」，但報告內文僅針

對「對臺 31項」進行研析，請研究單

位說明為何未就其他引才措施進行研

析，以及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對臺引才

措施之策略或思維轉變及相關影響。 

有關中國大陸對臺引才除

「對臺 31項」之外的相關

政策，請見報告第 22頁至

第 24頁，並以表 2整理

之；有關中國大陸對臺引才

之諸般具體做法，本研究已

於報告第 103頁至第 112 頁

進行總體性的研析；此外，

有關中國大陸引才政策及對

臺引才措施之策略或思維轉

變及相關影響，請見報告第

103頁至第 107頁。 

陸委

會 

4、頁 96提及主計總處估算 105年國人

赴中國大陸就業人口為 40.7萬人，有低

估之嫌；另引用 2016年兩岸和平發展

論壇所提居住在大陸的臺灣民眾共約

200萬人(包括臺商、臺幹、臺生、臺

眷)，以及 107 年 4月經濟日報報導，一

般相信至少有 150萬臺灣人在大陸居住

生活，並綜整得知，目前約有 150至

由於「人才」的定義難以確

定，很難確定前往大陸就業

的人是否是「人才」，即便可

以種種指標界定，目前各統

計數據亦僅有總體資料，缺

乏個體資料去將這些「人才」

從總體數字中抽離出來。因

此，幾乎不可能精確指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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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臺灣人生活在大陸，且在「對臺

31項」措施的吸引下，今年臺灣民眾赴

陸可能突破 400 萬人次，顯見臺灣人才

至大陸的流動趨勢正在升溫，惟相關數

據並非全部都是本研究所稱的人才或赴

陸就業，請研究單位進一步說明之間的

關聯性及推論的理由。 

多少人才外流至中國大陸。 

故此，本研究在此提出總體

數據，指出赴陸工作的人數，

及其提升趨勢，藉此說明可

能的人才外流趨勢，請見報

告第 101頁至第 103頁。 

陸委

會 

5、頁 141所列現階段我國針對中國大

陸引才政策之作為，共提四項策略，分

別為一、提升學研人才獎勵、三、強化

員工獎酬工具、四、強化醫事人員工作

環境，其中策略二漏列相關措施，請研

究團隊補列；另建議應強化論述中國大

陸對臺灣人才磁吸問題與策略之相關

性。 

已修改相關內容，請見報告

第 148頁至第 153頁。 

陸委

會 

6、本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議，主要是為

解決中國大陸引才政策之相關影響及政

府面臨的問題，並利用不同研究方法綜

整研析，對於透過座談會或訪談中所獲

得的個別專家學者想法與談話，或與本

研究探討議題無直接相關之建議，請研

究團隊再斟酌納為政策建言之必要性與

可行性。 

已檢視專家意見，刪除不適

宜或與本研究無直接相關之

政策建議。 

陸委

會 

7. 本研究有系統地整理中國大陸「對臺

31項措施」，殊值肯定，惟較少蒐整臺

灣人或相關產業對該 31項措施看法，

建議未來如有擴充性研究計畫，可增加

該篇幅，將更臻完整。 

本研究僅簡單述及臺灣人或

相關產業對 31項措施之看

法，未來如有擴充性研究計

畫，將會依照委辦單位需求

增加此一部分之篇幅。 

陸委

會 

8. 本案委託研究經費應為新臺幣 78萬

2千元，請修正研究報告首頁經費欄

位。 

已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陸委

會 

9. 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及立法院建議，

本會委託研究報告倘未涉及機敏內容，

多已上網公開供民眾參閱。本研究資料

蒐集成果豐富，料將吸引關注此議題

者，建議報告內文與附錄七至八可予公

開，但請研究團隊再次檢視內文有無涉

及不宜對外公開處(如：獲中國大陸攬才

已依照審查意見辦理，將座

談會及訪談紀錄另外呈交陸

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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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延攬或企業挖角之學者或業界人士

個資)；報告附錄一至六所摘錄的兩岸專

家學者意見，頗具參考價值，惟相關會

議屬閉門會議，個人論述意見尚不適宜

對外公開，建議由研究團隊另編列成冊

作為研究成果之一部分，但不對外公

開，僅供本會(含資研中心)與相關部會

作為政策規劃研擬之參考。 

陸委

會 

10. 本報告文字誤繕或漏字處，請再予

詳加檢視修正。(如頁 128，「在韓國已

經所謂」、「京東方」；頁 134，「主要組

織為的新加坡」；頁 136，「給予賠訓津

貼」；頁 155，「探討國大陸對臺引才」；

頁 234，「環保要求可以被檢察」；頁

236，「釜底抽薪之際」。) 

已依照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

改，惟「北京東方電子」之

上市名稱即為「京東方」，

故未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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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8年中國大陸主要一級行政區對臺政策措施全文 

 

發布時間 省市 對臺措施 

直轄市 

2018/5/31 上海市 《關於促進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 

2018/7/3 天津市 
《關於進一步深化津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2018/8/21 重慶市 《關於促進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10/23 北京市 《關於深化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省及自治區 

2018/6/6 福建省 《進一步促進閩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66 條措施》 

2018/6/27 雲南省 
《關於促進臺灣企業落戶雲南滇中新區招商引資工

作的意見》 

2018/7/11 湖北省 
《湖北省臺辦、省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7/8 浙江省 
《浙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的實施意見》 

2018/7/26 廣東省 《關於促進粵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8/2 
廣西 

自治區 
《關於促進桂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8/8 江西省 
《江西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法》 

2018/8/15 山東省 《關於促進魯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9/3 四川省 《關於促進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9/12 江蘇省 
《關於深化蘇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實施意

見》 

2018/9/17 陝西省 《關於促進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9/29 貴州省 《關於促進黔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10/16 安徽省 《關於促進皖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10/19 湖南省 《關於深化湘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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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關於促進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辦法》 

2018/5/31 

爲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上海發展機遇，逐步爲臺灣同

胞在上海投資、就業、創業、就學、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促進

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制訂的《關於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號），結合本

市實際，制訂本實施辦法。 

一、努力爲臺資企業在上海投資及經濟合作領域給予與本市企業同等待遇 

1.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從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參與「上海服務、上

海製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設。（市發展改革委、市

商務委、市經濟資訊化委、市文廣影視局、市金融辦負責） 

2. 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2025」行動計畫，在本市投資先進製造業、

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生産性服務業等重點領域享受與本市企業同等待遇。

支援臺資企業實施産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市經濟資訊化委負責） 

3. 支持臺灣地區企業在本市設立總部、金融機構、營運中心、採購中心、

物流中心。（市商務委、市金融辦、各區政府負責） 

4. 註冊在本市的臺資企業，按照有關規定適用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優

惠政策。對經認定的本市臺資高新技術企業，按照15%的稅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按照研發機構採購設備稅收政策，經認定符合條件的本市

臺資研發中心進口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

費稅，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市科委、市地稅局、市商務

委、市財政局、上海海關、市國稅局負責） 

5. 支持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在本市從事科技、文創等産業研發活動，鼓

勵臺灣地區知識産權在本市轉化。臺資企業可在本市設立開放式聯合

創新平臺，參與本市研發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及與本市單位聯合開展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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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核心技術攻關，其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技術成果可進入本市技術交

易等平臺進行交易。（市商務委、市科委、市知識産權局負責） 

6.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研發中心和升級爲全球

研發中心，對研發人員超過100人的全球研發中心和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的研發中心，給予開辦資助和租房資助。對經認定的市級企業技術中

心，符合條件的按規定給予專項資金支持。（市商務委、市經濟資訊

化委、市財政局、各區政府負責） 

7.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參與戰略性新興産業領域的重大研發類項目，按

照規定適用專項資金支持政策。（市發展改革委、市財政局、市科委、

市經濟資訊化委負責） 

8.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依法保護其專利、商標等知識産權。臺資企

業在本市申請、授權專利等費用資助和申報上海市專利工作試點示範

單位等方面，享受與本市企業同等待遇。支持臺資研發中心申請PCT

國際專利和國內發明專利，對通過PCT途徑獲得授權的發明專利，每

項給予最高不超過25萬元人民幣的資助；對獲得授權的高質量國內專

利，每項給予最高不超過1.5萬元人民幣的資助。（市知識産權局、市

財政局負責） 

9.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符合相應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在

本市可參與建設項目的總包和分包。（市發展改革委、市財政局、市

住房城鄉建設管理委、市水務局等負責） 

10. 支持符合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在本市公平參與政府採購的招投標。（市

財政局負責） 

11.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

與本市經批准的國企改制重組並獲得合法權益。（市國資委負責） 

12. 支持符合産業導向的臺資企業在本市按照規劃開展技術改造，存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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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研發用地按照規劃提高容積率的，各區政府可以根據産業類型和

土地利用績效等情況，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土地出讓價款。對集約用

地的鼓勵類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與本市企業

適用同等政策。（市規劃國土資源局、各區政府負責） 

13. 支持註冊在本市的臺資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參與本市服務「一帶

一路」倡議，以及服務中西部、東北等重點地區建設，在考察、對接、

項目落地等方面，給予優先協調和專業輔導。（市發展改革委、市政

府合作交流辦、市臺辦、各區政府負責） 

14. 註冊在本市的臺資農業企業可享受本市同等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市

農委負責） 

15. 加強國臺辦和農業部授牌的上海臺灣農産品交易中心和商務部授牌的

海峽兩岸（上海）臺灣農産品交易物流中心建設，提供臺灣地區農産

品進入上述中心的便利，支持臺灣農業企業參加上海組織的境內外農

産品展示和銷售活動。（市農委負責） 

16.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農業創業示範園建設，支持臺資農業企業申報本市

産業化龍頭企業和國家級産業化龍頭企業。（市農委負責） 

17.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戶等與在滬清算機構及上海市非銀行支付機構

依法開展合作，爲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人民銀行上

海總部、上海銀監局、市金融辦負責） 

18. 支持臺灣金融機構在本市設立總部及分支機構。臺資金融機構分支機

構改制成法人金融機構後註冊或者遷入本市的，以及在本市新註冊設

立或者新遷入的金融機構總部的，適用相關扶持政策。（市金融辦、

市財政局負責） 

19. 支持本市相關徵信機構按照規定與臺灣徵信機構開展業務合作，優先

給予業務對接、商議管道、資質認定和合作目錄。（人民銀行上海總

部、市發展改革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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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支持臺資銀行在本市利用本地市場和跨境管道，擴大人民幣資金來源；

支援各類金融機構爲本市中小微臺資企業、臺灣同胞提供金融服務。

支援臺資銀行及其大陸分支機構在本市開展各類同業業務交流，分享

本市金融機構資訊。（上海銀監局、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市金融辦負

責） 

21. 支持註冊在本市的優質臺資企業在大陸上市融資。加強對本市擬上市

臺資企業專業輔導。臺資企業註冊所在地的區政府按照政策給予財政

補貼。（各區政府負責） 

22. 支持註冊在本市的臺資企業通過股權託管交易機構進行融資。（市金

融辦負責） 

23. 支持註冊在本市的臺資企業發行集合債券和集合票據，産生的相關仲

介服務費用，可向本市中小企業的主管部門申請資金補助。（市經濟

資訊化委負責） 

24. 優化臺資企業工商註冊登記審批手續。簡化從事連鎖經營的臺資企業

分支機構經營範圍審核和臺資企業中自然人股東身份認證材料，對需

要開具合規證明的臺資企業實行網上申請、網上下載。（市工商局負

責） 

25. 支持臺資企業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展示、銷售和採購。（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局、國家會展中心（上海）、市商務委、市臺辦負責） 

26. 支持臺資企業參加中國（上海）自貿實驗區臺灣商品中心産品展示和

銷售。（兩岸企業家峰會、浦東新區政府、上海自貿實驗區管委會、

市臺辦負責） 

27.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中國（上海）自貿實驗區對外開放領域的産業項目

投資建設。（浦東新區政府、上海自貿實驗區管委會負責） 

28. 支持上海中小微企業政策性融資擔保基金與本市金融機構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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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本市符合政府産業導向的中小微臺資企業、符合條件的臺灣創業青

年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市臺辦、市財政局、市金融辦、市臺協會負

責） 

二、逐步爲臺灣同胞在上海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

的待遇 

29.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本市專業技術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灣同胞

可報名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做好在本市就業的臺灣同胞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報名組織工作。

（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教委、市司法局、市衛生計生委等負責） 

30.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萬人計畫」、

上海「千人計畫」、上海領軍人才以及青年英才計畫等人才計畫。（市

委組織部、市委宣傳部、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科委負責） 

31. 支持臺灣專業技術人員來滬就業。在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策等方面

享有與本市居民同等待遇。對高層次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通過「直

通車」，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稱。對業績突出、貢獻重大的臺灣專業

技術人員，可通過「綠色通道」破格申報評審高級職稱。（市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32. 支持在滬臺灣同胞申請科研項目。依託上海高校、科研機構聯合開展

科學研究、技術轉化，參與上海研發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市科委、

市教委負責） 

33. 支持臺灣同胞在本市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等文化項目。支持臺灣同

胞參與在滬舉辦的各類文化遺産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領域交流

活動。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本市在海外舉辦的中國文

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支持在本市就讀的臺灣學生

參與學校組織的各類文化活動項目。（市文廣影視局、市教委負責） 

34. 支持臺灣同胞參與本市有關專門獎項及榮譽稱號的評選。支持臺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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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參與本市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青年

科技英才等榮譽稱號和技術能手的評選。（市總工會、市婦聯、市科

協負責） 

35. 支持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本市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

視劇製作。（市文廣影視局負責） 

36. 支持本市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根據

國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産的電影、電視劇。（市文廣影視局負責） 

37. 支持滬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做好審批工作。

（市文廣影視局負責） 

38. 爲臺灣圖書進口業務提供便利。在本市建立綠色通道，簡化臺灣圖書

進口審批流程。優先審核本市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申報的臺灣地區進

口圖書的備案申請，對一般的進口圖書申請在5個工作日內完成備案手

續。（市新聞出版局負責） 

39.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本市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市臺辦、市經濟資訊化委、市文廣影視

局、市民政局、市科協等負責） 

40. 支持本市高校與臺灣地區高校建立機制化交流平臺，開展學術研究、

學術論壇、學生交流、學校互訪等方面的交流。（市教委負責） 

41. 支持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申請兩岸交

流基金項目。（市臺辦、市金融辦負責） 

42.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本市組織的公益活動和基層社區服務。

（市民政局負責） 

43.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本市醫師資格考試。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參加本

市醫師資格考試，考試方式、考試內容、分數線、收費標準等均與報

考同類別的大陸考生相同。（市衛生計生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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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支持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或認定方式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

同胞在本市申請執業註冊。（市衛生計生委負責） 

4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在本市申請《臺灣醫師短期行醫執業證書》。

（市衛生計生委負責） 

46. 支持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在本市申請

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上海證監局負責） 

47. 支持臺灣同胞在本市取得護士執業資格和參加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

取得執業資格後，可按照規定申請在本市執業。（市衛生計生委負責） 

48. 支持臺灣教師來本市高校任教，結合所任教的本市高校實際，其在臺

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市教委負責） 

49.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推動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爲臺灣同胞在本市

應聘工作提供便利。（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50. 支援本市各區向符合準入條件的臺灣同胞提供公共租賃住房。（市房

屋管理局、各區政府負責） 

51. 支持本市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爲臺灣青年提供實習、就業崗位。支持

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滬申領海外人才居住證。支持臺灣青年來滬創

新創業，按照規定給予初創期創業場地房租補貼、創業擔保貸款貼息

等政策扶持。（各區政府、市國資委、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科

委、市臺協會負責） 

52. 支持臺灣專業人士參與本市涉臺商事案件的調解。本市法院可在立案

前或者審理中，將涉臺商事糾紛委託市臺辦進行調解。市臺辦聘請臺

灣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調解員，調解協議經法院審查確認後，具有法律

效力。（市高法院負責） 

53. 支持本市仲裁機構聘請臺灣專業人士擔任仲裁員，擴大聘請臺灣專業

人士擔任仲裁員的範圍，開展對口專業交流合作。（市司法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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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積極開展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本市設立代表機構、臺灣地區律師事

務所與本市律師事務所聯營、臺灣執業律師受聘於本市律師事務所擔

任法律顧問三項試點工作。支持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臺灣居民擔

任本市各類企業法律顧問，符合條件的，可申請頒發公司律師證書。

（市司法局負責） 

55. 設立聯系視窗，爲在滬臺灣同胞提供緊急救助服務。（市臺辦、市民

政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衛生計生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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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關於進一步深化津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7/3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

進一步深化津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促進臺資企業在天津更好更快發

展，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天津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

的待遇，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號）精神，結合本市實際，提出以下

措施。 

一、關於津臺經濟交流合作方面 

1. 在津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參與「中國製造2025」行動計畫，並按

規定申請享受政策支持。 

2. 在津投資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天津市關於加快推進智慧

科技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津政辦發〔2018〕9號），可申請市工業

和資訊化委專項資金。 

3.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

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對首次獲批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臺資

企業，按照規模大小給予30萬元至50萬元獎勵，其中區財政對於申請

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先按上述標準50%的比例給予補助，待認

定後，市財政再按上述標準50%的比例給予獎勵。對完成股份制改造

的臺資科技型企業，經審核認定後，市財政按照股份制改造實際發生

費用的50%給予最高不超過30萬元的補貼，區財政按市財政補貼額給

予1︰1比例配套補貼。 

4. 符合條件的在津註冊的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等獨立法人機

構，可牽頭或參與國家和本市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大陸科

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大陸註冊的具有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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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格的機構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本市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

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 

5. 臺資企業在津設立區域總部和功能性機構、研發中心，符合條件的享

受有關鼓勵政策。 

6. 推進津臺冷鏈物流試點，對臺資冷鏈項目與大陸企業給予同等政策支

持。 

7. 支援臺資企業在本市以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8. 臺資農業企業可申報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發展休閒農業與鄉村旅

遊、農產品加工、農機購置補貼等方面與本市農業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9. 臺資企業可以採取長期租賃、租讓結合、先租後讓、彈性年期出讓等

方式取得工業用地。 

10. 臺資工業企業在符合規劃、不改變用途的前提下，現有工業生產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積率的，不再增收土地出讓價款。 

11. 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土地行政主管

部門根據確認的評估結果和其他相關因素，擬定土地使用權出讓底價，

出讓底價可按國家和本市規定的最低價標準執行。 

12. 支援臺資工業企業退出節餘工業用地，土地收購價格協商確定，可在

原出讓價格基礎上，增加適當的財務成本和管理費用，原則上不得高

於上一年度區域內工業用地平均價格。 

13. 臺資工業企業轉型為先進製造業企業，以及利用存量房產進行製造業

與文化創意、科技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可實行繼續按原用途和土地權

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 

14. 支持臺資中小企業培育「專、精、特、新」產品，加強小微企業創業

創新基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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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臺資的科技領軍企業和領軍培育企業實施重大創新項目、創新平臺

建設，分別給予最高500萬元和300萬元財政科技資金補助；對開發「殺

手鐧」產品的臺資企業，給予不超過100萬元資助；對在本市註冊的臺

資企業建設的重點實驗室，經認定驗收通過後給予100萬元支援。 

16.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17. 協助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津申請大陸證券、期貨、基

金從業資格。 

18. 推動符合條件的在津臺資企業在大陸資本市場上市掛牌。 

19. 支持臺資銀行與大陸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

金融服務。 

20. 鼓勵在津臺資銀行依法合規與母行集團開展境內外業務協作，發揮全

球服務優勢，為客戶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

金融服務，投資入股陸資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開展承銷政

府債券業務。 

21. 臺資銀行同等享受《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自由貿易試驗區銀行業監

管有關事項的通知》（銀監辦發〔2015〕62號）有關政策。 

22. 允許貨物貿易外匯管理分類等級為A類的臺資企業貿易外匯收入（不

含退匯業務及離岸轉手買賣業務）暫不進入出口收入待核查帳戶，可

直接進入經常項目外匯帳戶或結匯。 

23. 在津臺資企業可以辦理人民幣結算業務；中國銀聯天津分公司、非銀

行支付機構可以為符合資質的在津臺資企業提供收單服務和線上支付

服務。 

24. 推動本市徵信機構與臺灣徵信機構開展合作，擴充徵信產品種類，拓

寬徵信服務管道，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 

二、關於津臺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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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正式受聘於在本市註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機構的臺灣同胞，可申

報天津市自然科學基金，包括重點基金項目、面上基金項目、青年科

學基金專案和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專案。 

26.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津轉化，可以按照本市智慧財產權專項資金管

理的相關規定，執行本市智慧財產權激勵政策。 

27. 臺資企業可以在津投資養老服務業，養老機構用電、用水、用氣、用

熱按居民生活類價格執行，同等享有稅收等優惠政策。 

28. 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可以按照本市推行政府購買服務加強基層社會救

助經辦服務能力的相關規定參與政府購買社會救助服務工作。 

29. 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可以加入涉及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

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可以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等工作。 

30. 在津工作的臺灣同胞可以參加天津市勞動模範、天津市五一勞動獎章

評選。 

31. 在津工作的女性臺灣同胞可以參加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評選。 

32. 將天津、臺灣影視製作機構合拍電影、電視劇、電視動畫片、紀錄片，

納入《天津市促進影視劇繁榮發展扶持獎勵辦法》申報範圍，同等條

件下優先入選。 

33. 臺灣同胞可以參與本市廣播電視節目及在津創作電影、電視劇、電視

動畫片、紀錄片等；鼓勵天津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引進臺灣地區生

產的電影、電視劇、電視動畫片、紀錄片等。 

34. 天津博物館、天津美術館、天津自然博物館、平津戰役紀念館、周恩

來鄧穎超紀念館、元明清天妃宮遺址博物館、天津鼓樓博物館、李叔

同故居紀念館可繼續憑臺胞證免費領票參觀。支持兩岸教育文化科研

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 

35. 對臺灣進口圖書開設綠色通道，並標注「臺灣圖書進口」，簡化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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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流程。推動天津市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等機構館配臺灣進口

圖書。 

三、關於臺灣同胞在津學習實習就業創業方面 

36. 臺灣專業人才可以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可以申報天津市「千人計

畫」、「特支計畫」。在大陸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可以申請參與國

家「萬人計畫」。 

37. 臺灣同胞在津創辦的企業可以申報天津市「千企萬人」企業，入選企

業研發平臺升級為國家級的，給予50萬元至100萬元專項資金資助。 

38. 對小微企業吸納本市高校畢業2年內的臺灣學生並與其簽訂1年以上勞

動合同的，按照本市當年社會保險最低繳費基數給予1年社會保險補貼。

對初創期科技型中小企業吸納本市高校畢業2年內的臺灣學生並與其

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同的，給予1年崗位補貼和社會保險補貼。對大學

生創業企業吸納本市高校畢業2年內的臺灣學生並與其簽訂1年以上勞

動合同的，給予1年崗位補貼和3年社會保險補貼。 

39. 在本市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就讀的臺灣學生取得大陸全日制普通高等

學校本科及以上學歷後，可以按照面向社會公開的招聘方案和招聘條

件，自主應聘本市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

一經聘用，與大陸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在工資福利、社會保險等方面

享有同等待遇。 

40. 高校畢業的臺灣學生來津創業，可享受本地高校畢業生同等優惠政策。

符合規定條件的，可申請最高3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對已成功創業

且帶動就業5人以上、經營穩定的創業者，可給予最高50萬元貸款再扶

持。 

41. 高校畢業的臺灣學生在津創辦企業，給予1年崗位補貼和3年社會保險

補貼。高校畢業的臺灣學生在津領取工商營業執照，且租賃房屋正常

生產經營的，按照每月1800元的標準，給予最長24個月的房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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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本市各類企業工作的臺灣同胞、在本市本科高等學校學習的臺灣大

學生，可同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取得職業資格證書並符合條件的可

享受相應培訓補貼。 

43. 在津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

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詳見國臺發〔2018〕1號檔附件《向臺灣居民開放

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 

44. 臺灣專家、學者、教師可在本市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業學科教學工

作，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45. 臺灣學生可以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

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參加研究生學習一年後可按規定參加考試。 

46.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有關規定可在津申請執業註

冊，與大陸醫師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

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在津申請註冊短期

行醫，有效期3年。 

四、關於臺灣同胞在津生活方面 

47. 臺灣同胞與本市用人單位形成勞動（聘用）關係的，在協商一致的基

礎上，可按有關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與本市繳存職工同等享有提取

住房公積金和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等權利。 

48. 臺灣同胞個人按照本市規定的繳費比例和標準實際繳付的住房公積金

允許在個人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其支付的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息

可從每月個人工資、薪金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中減除；領取原提存的

住房公積金及其利息，免交個人所得稅。 

49. 為在津臺灣同胞就醫提供便捷服務，對急危重症等就醫臺灣同胞，各

級醫院開闢綠色通道，協調好就醫有關事項。 

50. 臺商社會力量可以在津舉辦醫療機構，消除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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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障礙，鼓勵有資質人員依法開辦個體診所。 

51. 臺灣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享受本市市民待遇。 

52. 在津居住滿1年的臺灣同胞在本市購買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

住房），在購房資格、按揭貸款等方面享受與本市戶籍居民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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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關於促進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8/21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作的重要論

述，積極給予臺資企業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與重慶企業同等待遇，逐步

為臺灣同胞在渝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重慶居民同等待遇，按照

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國臺發〔2018〕1號）要求，依據《重慶市臺灣

同胞投資保護條例》等規定，結合重慶實際，制定如下措施。 

一、關於經濟交流合作方面 

1. 臺灣同胞在重慶投資的企業（以下簡稱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2025」

行動計畫適用與重慶企業同等政策。支援臺灣同胞來重慶投資設立高

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並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

在投資、稅收等方面與重慶企業享受同等支持政策。（牽頭單位：市

經濟資訊委；配合單位：市發展改革委、市商務委、市科委、市稅務

局） 

2.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和西部大開發稅收優

惠政策，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臺資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

經認定後，免繳科研與生產建設用房城市建設配套費。設在重慶的臺

資研發中心採購國產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牽

頭單位：市科委；配合單位：市稅務局） 

3.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重慶登記註冊的獨立法人，根據相

關規定，可牽頭或參與申報國家和重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享受與重

慶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重慶註冊的獨立法

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根據相關規定，可作為國家和重慶重點研發

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重慶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對臺灣

地區智慧財產權在重慶轉化的，可參照執行大陸智慧財產權激勵政策。

（牽頭單位：市科委；配合單位：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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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重慶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

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簡化審批流

程，提高服務效率，降低臺資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牽頭單位：市

發展改革委；配合單位：市經濟資訊委、市城鄉建委、市交委、市城

管委、市水利局、市環保局） 

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支持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新三板掛牌，利用發行公司債劵進行融資。支

持註冊地在重慶的臺資企業依法到重慶區域性股權市場掛牌。支持重

慶股份轉讓中心為臺資企業非公開發行、轉讓企業股票和發行可轉換

為股票的公司債券等相關活動提供服務。（牽頭單位：市金融辦；配

合單位：重慶證監局） 

6. 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政府採購，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可以按照相關規

定參與政府購買社會救助服務工作。（牽頭單位：市財政局、市民政

局；配合單位：市經濟資訊委） 

7. 支援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

制改革，有關登記機關派專人對其進行跟蹤指導服務，優化登記手續，

自受理申請材料後3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責任單位：市國資委、市

工商局） 

8. 臺資企業與重慶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

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

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重慶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70%執行。對

符合城市規劃和不改變用途的存量工業用地，經批准在原用地範圍內

進行技術改造、建設多層廠房、實施廠房改造加層或開發利用地下空

間而提高容積率的，不再增收土地價款。臺資工業企業利用存量房產、

土地興辦先進製造業、生產性及高科技服務業、創業創新平臺等國家

支持的新產業、新業態建設項目的，經批准可在5年過渡期內繼續按原

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過渡期滿後，依法按新用途辦理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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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根據國家和我市的產業政策、產業生命週期和降低企業初始用

地成本等情況，可靈活設定10-50年的工業用地出讓年期，對符合規劃

的堆場、倉儲等專案以及不適宜以出讓方式供地的專案，可以租賃方

式供地，根據專案具體情況實行短期租賃、長期租賃和先租後讓、租

讓結合等供地模式。（牽頭單位：市國土房管局；配合單位：市規劃

局） 

9. 積極推進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設立工作，鼓勵臺資企業向重慶轉移並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鼓勵臺資企業參與重慶「三

大攻堅戰」和「八項行動計畫」，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同等享

受重慶在開拓市場、境外投資等方面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牽頭單

位：市臺辦；配合單位：市發展改革委、市商務委） 

10.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農業企業申報市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經認定

為市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臺資企業，同等享受農業企業貸款貼息、

項目資金補助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支持重慶臺資農業企業同

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積極支持重慶臺灣農民創業園建設。（牽頭單

位：市農委；配合單位：市臺辦、市財政局） 

11. 經有關金融監管部門批准，臺灣金融機構可以在重慶設立銀行或者非

銀行金融機構。臺灣徵信機構可與重慶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

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支持臺資銀行重慶機構接入金融信用資訊基

礎資料庫，滿足徵信需求。直接向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提供金融信用

資訊基礎數據庫資訊查詢服務。（牽頭單位：市金融辦；配合單位：

人行重慶營管部、重慶銀監局、重慶證監局） 

12.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重慶設立企業時以人民幣作為資本註冊金。

支持臺灣同胞將在重慶就業獲取的以人民幣結算工資匯出。（牽頭單

位：市金融辦；配合單位：人行重慶營管部） 

13. 支援各類金融機構為本市中小微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提供金融服務。

臺資銀行可與重慶有關銀行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重慶實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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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提供金融服務。（牽頭單位：市金融辦；配合單位：人行重慶營管

部、重慶銀監局） 

14. 將臺資企業納入《重慶市公安局關於服務民營經濟發展30條》服務範

疇，積極為因緊急商務活動需辦理出入境證件的臺資企業人員開通「綠

色通道」，提供24小時急事急辦服務。對臺資企業較集中地區定期開

展上門走訪服務。（責任單位：市公安局） 

15. 取得臺灣地區資質（資格）證書的臺灣建築業企業，根據相關規定可

以在重慶從事相關建築活動。（牽頭單位：市城鄉建委；配合單位：

市國土房管局、市環保局） 

16. 鼓勵、支持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提供幫扶資金和政策支持，與重慶企

業享受同等待遇。（牽頭單位：市經濟資訊委；配合單位：市財政局、

市科委） 

17. 本著平等互惠原則，加強渝臺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及植物新品種

權等兩岸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合作，依法保護臺灣

同胞及其投資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責任單位：市知識產權局） 

二、關於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面 

18. 積極協助在重慶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與重慶

科研人員、文藝工作者享受同等政策。有關部門向其提供政策諮詢和

業務指導服務。（牽頭單位：市科委；配合單位：市文化委、市社科

聯） 

19.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援臺灣同

胞在重慶依法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活動，與重慶市民享受同等政

策。支持在重慶的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個人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

感知中國、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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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走出去」計畫。積極協助符合條件的渝臺文化項目納入海外中國文

化中心項目資源庫。鼓勵臺灣同胞結合重慶抗戰遺址、大足石刻等優

秀文化遺產開展文化交流活動。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武陵山區（渝東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的保

護傳承工作。（牽頭單位：市文化委；配合單位：市教委） 

20. 積極協助在重慶的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國家

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獎勵項目。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和臺資企

業可以參加同行業的評定、評比活動，作出突出貢獻的可以獲得勞動

模範、「五一」勞動獎章、青年「五四」獎章、青年崗位能手、「三

八」紅旗手、傑出青年企業家等重慶各級政府及有關團體頒發的榮譽

稱號和獎勵。支持臺灣同胞參與重慶市內各級文化類獎項的評選。（牽

頭單位：市臺辦；配合單位：市民政局、市文化委、市總工會、市婦

聯、團市委、市文聯） 

21.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重慶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臺灣同胞參與重慶廣播

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可不受數量限制。（責任單位：市文化

委） 

22. 鼓勵重慶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更多臺灣生產的電

影、電視劇，鼓勵合拍劇在黃金時段播出，推動電影發行機構對引進

臺灣生產的電影不作數量限制。（責任單位：市文化委） 

23. 放寬渝臺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

方面的限制，積極協助臺灣同胞辦理在重慶製作電影、電視劇相關手

續。落實取消兩岸電影合拍立項申報收費。協助縮短渝臺電視劇合拍

立項階段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責任單位：市文化委） 

24. 建立臺灣圖書進口業務綠色通道，支援簡化進口審批流程。支持同時

段進口的臺灣圖書優先辦理相關手續。（牽頭單位：市文化委；配合

單位：重慶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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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重慶經濟、文化、科技、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鼓勵涉及渝臺交流的社會組織充分發揮作

用，促進渝臺經濟、文化、科技、藝術等交流合作。（牽頭單位：市

臺辦；配合單位：市民政局） 

26. 支援臺灣地區基金會、社會團體、智庫機構等非營利、非政府的社會

組織按相關法律、法規和程式來重慶設立辦事機構和開展活動。（責

任單位：市公安局） 

27. 支持鼓勵渝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合作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科

學技術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責任單位：市教委、市科委、市文

化委） 

28. 創新渝臺合作辦學模式，支援重慶高校與臺灣高校開展校際交流與合

作，聯合開展中華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的研究和學術交流。（責

任單位：市教委） 

29.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申請

兩岸交流基金專案。繼續辦好「重慶．臺灣週」等品牌活動，對臺灣

地區參與活動的相關機構給予優先支持。（責任單位：市臺辦） 

30. 支援臺灣同胞同等享受重慶公共文化服務，鼓勵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

參與重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臺灣同胞在重慶創辦各類文化企業，

和重慶文化企業同等享受文化產業政策。（牽頭單位：市文化委；配

合單位：市發展改革委） 

31.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重慶設立兩岸合作研發機構，

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聯合培養研發團隊和

技術人才。（責任單位：市教委、市科委） 

三、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學習實習方面 

32. 積極協助在重慶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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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學習1年後，按照相關規定申請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牽頭

單位：市衛生計生委；配合單位：市人力社保局） 

33. 建立渝臺人才培訓合作機制，鼓勵臺灣優質職業院校與重慶職業院校、

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人才聯合培養。（責任單位：

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 

34. 鼓勵企業提供更多崗位供臺灣學生實習見習，將臺灣高校畢業生納入

就業見習人員範圍，並參照重慶生源畢業生給予同等待遇，按規定落

實就業見習補貼。（牽頭單位：市人力社保局；配合單位：市財政局） 

35. 在重慶生活、工作、學習的臺灣同胞的子女可在本市按就近原則申請

就讀中小學，與重慶居民子女同等交費並享受中考降分錄取政策；可

按照國家規定報考大陸高等學校。（牽頭單位：市教委；配合單位：

市財政局） 

四、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就業創業方面 

36. 在重慶的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

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在重慶企業工作的臺灣同胞由企業統一組織

實施崗位技能提升培訓，並按規定給予培訓補貼。對吸納實名登記離

校2年內未就業臺灣高校畢業生就業並組織開展定向就業培訓的企業，

在其與聘用的臺灣高校畢業生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同且繳納社會保險

後，按規定給予定向就業培訓補貼。（責任單位：市人力社保局） 

37. 積極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和重慶市重點人才項目。（牽頭單位：市委組織部；配合單位：

市委宣傳部、市經濟資訊委、市教委、市科委、市人力社保局、市衛

生計生委、市國資委、市金融辦、市工商聯） 

38. 加快推動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系統升級服務工作，支援

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牽頭單位：市人力社保局；配合單位：市工

商聯） 



 

 
262 

39. 鼓勵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重慶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

層工作並為其提供相應支持。（牽頭單位：市臺辦；配合單位：市民

政局、市扶貧辦、團市委） 

40. 在重慶就讀的臺灣學生可參加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

「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可成為註冊志願者參加相關的志願服務活

動，可申請參加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畫。（責任單位：團市委） 

41.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申請執業註冊。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在重慶獲得大陸醫師資格，也

可在重慶辦理短期行醫資格，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支持臺灣

同胞在重慶取得護士執業資格和參加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取得執

業資格後，可按照規定申請在重慶執業。（責任單位：市衛生計生委） 

42. 鼓勵支持臺灣同胞來重慶投資設置醫療機構，鼓勵有資質人員依法開

辦個體診所。（責任單位：市衛生計生委） 

43. 鼓勵臺灣青年來重慶創業就業，可申請「青創培訓」等幫扶專案，參

加青年創新創業賽事。支援臺灣青年創辦的企業入駐重慶各類青創空

間，掛牌重慶青年創新創業板。（責任單位：團市委） 

44.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重慶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

資格時，只需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牽

頭單位：市金融辦；配合單位：市人力社保局、重慶證監局） 

45. 鼓勵重慶高校積極引進臺灣高水準專家從事專業學科教學或開展科研

合作。鼓勵取得資質的臺灣教師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期雙向交流

等方式來重慶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

系，在重慶任教或從事科研期間享受重慶高校教學科研人員同等待遇。

（責任單位：市教委） 

46. 鼓勵和支援臺灣同胞在重慶創辦養老服務機構。（責任單位：市民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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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臺灣同胞來重慶創業，以其擁有的可用貨幣估價並能依法轉讓的高新

科技成果、智慧財產權等出資入股的，其作價金額占註冊資本的比例

不受限制。（牽頭單位：市工商局；配合單位：市財政局） 

48. 取得國家承認學歷的臺灣高校畢業生畢業5年內來重慶創業，可申請個

人最高10萬元（人民幣，下同）、合夥經營實體最高75萬元、小微企

業最高20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重慶高校在校臺灣大學生可參加

GYB（創業意識培訓），並按規定享受補貼。（責任單位：市人力社

保局） 

五、關於臺灣同胞在渝居住生活方面 

49. 鼓勵臺灣金融機構、商戶與中國銀聯及重慶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依規

開展合作，督導重慶有關非銀行支付機構根據業務許可範圍加強與臺

灣商戶業務合作，多措並舉滿足臺灣同胞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移動支付

服務需求。（牽頭單位：市金融辦；配合單位：人行重慶營管部） 

50. 支持在重慶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重慶社區建設、社區服務。凡涉

及臺灣同胞利益相關的社區事務，邀請臺灣同胞參與協商。（牽頭單

位：市民政局；配合單位：市臺辦） 

51. 在重慶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可參與社會管理，列席重慶各級政協會議，

受邀擔任警風監督員，加入重慶市青年企業家協會、重慶市青年商會、

重慶市青年志願者協會、重慶市青年創新創業促進會等社團組織。（牽

頭單位：市臺辦；配合單位：市委統戰部、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團

市委） 

52. 臺灣同胞在重慶申請公租房享有重慶居民同等待遇。（責任單位：市

國土房管局） 

53. 逐步實現臺灣居民居住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在重慶享有同等法律效用，

並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件資訊的系統設備限期進行完善升級。（責

任單位：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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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臺灣同胞在重慶與用人單位依法建立勞動關係後，用人單位依法為其

辦理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

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享受與重慶居民同等保險待遇；在協商一致的

基礎上，可按有關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與本市職工同等享有提取住

房公積金和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等權利。因取得臺灣地區戶籍而放棄

大陸戶籍的臺胞配偶，回重慶再就業時，可將其以前不同時段在重慶

繳納的社保按規定進行轉移合併。（牽頭單位：市人力社保局、市國

土房管局；配合單位：市財政局） 

55. 在重慶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憑藉臺胞證可享受重慶居民同等醫療服務，

市衛生計生委指定全市10家三甲醫院為對臺灣同胞醫療服務定點醫院

（特需門診）。醫療機構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為就診的臺灣同胞

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醫療文書。（責任單位：

市人力社保局、市衛生計生委） 

56. 臺灣同胞可在重慶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民宿登記住宿。

（責任單位：市公安局） 

57. 年滿60周歲的臺灣同胞，在重慶公園、旅遊景區可半價購買門票，年

滿65周歲的臺灣同胞在重慶公園、旅遊景區可免門票遊覽。在重慶居

住1年以上的年滿70周歲以上臺灣同胞可享受乘坐市內公共交通工具

相關優惠。（牽頭單位：市物價局；配合單位：市財政局、市交委） 

58. 在市臺辦設立聯繫視窗，為在重慶的臺灣同胞提供緊急救助服務，在

定點醫院開設緊急救助「綠色通道」。（牽頭單位：市臺辦；配合單

位：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衛生計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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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關於深化京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10/23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兩岸一家親」理念，率

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

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增進

臺灣同胞福祉，根據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號）的

精神，結合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際，以及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和首都

城市戰略定位，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經商市委組織部、市委宣傳部、市委教工委、市教委、市科委、市經濟

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財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規劃國土委、市住房城鄉建設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農委、

市水務局、市商務委、市文化局、衛生計生委、市社會辦、市國資委、國

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市文資辦、市新聞出版廣電局、市知識產權局、

中關村管委會、市農業局、市中醫局、市投資促進局、市住房公積金管理

中心、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證監局、北京銀監局、市總工會、

團市委、市婦聯、市文聯等單位同意，研究出臺《關於深化京臺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已經市政府同意，具體措施如下： 

一、積極為臺資企業在京投資和經濟合作提供同等待遇 

1. 臺灣同胞在大陸投資的企業（以下簡稱「臺資企業」）按照市委市政

府《關於印發加快科技創新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系列文件的通知》要

求，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醫藥健康、智能裝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智

能汽車、新材料等領域，可以通過人才、資金、技術等形式，參與投

資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發展要求的高端、智能、綠色製造企

業，與在京註冊的大陸企業享受同等政策。（市經濟信息化委、市投

資促進局） 

2. 運用京臺科技論壇品牌活動，加強京臺兩地工商團體聯繫，聚焦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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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產業和創新發展，促進項目洽談對接，深化兩地經貿科技交流合

作。（市臺辦、市商務委） 

3. 臺資企業在京設立總部，符合總部經濟政策條件要求的，可以享受資

金獎勵和補助。（市商務委、市財政局） 

4. 在京註冊的臺資企業，按照《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及相關規

定，被認定為本市高新技術企業的，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企

業符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規定條件的，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

除。設在本市的研發中心經審核認定採購大陸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

值稅，並可享受企業所在區或科技園區所給予的支持政策。（市科委、

市商務委、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各區政府） 

5. 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鼓勵臺商投資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高精尖產業，土地出讓底價與大陸企業執行統一標準。（市

規劃國土委） 

6. 在京註冊臺資企業可以通過投標、競爭性談判等競爭方式參與本市在

能源、交通、水利、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的特許經營項目，

依法與特許經營實施機構簽訂特許經營協議，按照協議約定履行義務，

其合法權利受法律保護。（市發展改革委、市財政局、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委、市水務局） 

7. 支持在京註冊臺資企業公平參與本市政府採購，與大陸供應商享受同

等政策，按照法律規定的採購方式、採購程序參與政府採購，與採購

人依法簽訂採購合同。（市財政局） 

8. 臺資企業可以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本市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製改革。（市國資委、市發展改革委） 

9. 在京註冊臺資農業企業與大陸農業企業同等條件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等

農業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同等條件申報北京市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

（市農委、市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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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依法保護其知識產權。在京註冊臺資企業在

申請專利試點、示範單位，辦理專利優先審查推薦，參與北京市發明

專利獎評選，申報海外知識產權預警、專利商用化項目，享受與本市

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市知識產權局） 

11. 鼓勵中關村示範區臺資企業以知識產權質押方式向銀行貸款，通過評

審的項目，按照當年所需支付利息的50%給予最高不超過20萬元的補

貼。（市知識產權局） 

12. 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生物醫藥產業領域在京註

冊的臺資企業，申請中國（北京）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和中國（中關村）

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相關服務，享受同

本市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市知識產權局） 

13. 支持在京註冊的臺灣金融機構、商家與中國銀聯北京分公司及在京註

冊的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

支付服務。（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 

14. 臺灣徵信機構可與在京企業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企業提供徵信

服務。（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 

15. 在大陸地區註冊且經營貸款業務的臺資銀行可與在京同業協作，通過

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

部、北京銀監局） 

二、鼓勵京臺兩地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16. 鼓勵臺灣各界人士和機構，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法律、青年、

婦女、社區、旅遊、養老等領域參與北京文化週、北京文博會、北京

特色週、京臺社區發展論壇、京臺美麗鄉村文化論壇、女性論壇、體

育交流會、養老交流會等各類旨在促進京臺兩地融合發展，弘揚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的交流活動。（市臺辦、市農委、市社會辦、市婦聯等

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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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京註冊的獨立法人，可被推薦牽頭

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亦可參與北京市科技計畫項目申

報，享受與在京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市科委） 

18. 受聘於在京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被推薦作為國家

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亦可參與北京市科技計畫項

目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市科委） 

19. 在京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臺灣同胞，依照申請條件和程序，可以申

報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市科委） 

20. 臺灣教師通過聘用方式在京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

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 

21. 鼓勵臺灣基礎教育機構、臺灣中小學校長參加京臺基礎教育校長峰會，

建立京臺基礎教育學校交流合作機制，促進京臺兩地基礎教育共同發

展。（市臺辦、市教委） 

22. 支持臺灣青年參加兩岸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會、京臺青年交流週、兩

岸大學生系列交流營、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等京臺兩地青年交流

活動。（市臺辦、市教工委、市教委、團市委） 

23. 在京註冊從事文藝創作、文化交流的臺資企業，可依照申請條件和程

序，申報北京市文化藝術基金項目。（市文化局） 

24. 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北京市在海外舉辦的各類中華文

化交流活動。（市委宣傳部、市臺辦、市文化局、市文資辦、市文聯） 

25. 在北京市文化創意大賽中單獨設立臺灣賽區，設立單獨獎項。（市委

宣傳部、市文資辦、市文促中心） 

26. 鼓勵臺灣同胞來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興辦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開辦

文化創意企業，給予同等的政策扶植。（市委宣傳部、市文資辦） 

27. 臺灣同胞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申請加入北京市經濟、科技、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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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市民政局） 

28. 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在京參與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

作，可不受數量限制。（市新聞出版廣電局） 

29. 北京市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根據國

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制。（市新聞

出版廣電局） 

30. 支持京臺兩地開展電影、電視劇等方面的合作，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做

好審批工作。（市新聞出版廣電局） 

31. 對北京市圖書進出口經營單位申報的臺灣地區進口圖書建立綠色通道，

簡化審批、備案流程。同時段申請的臺灣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市新聞出版廣電局） 

三、逐步為在京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臺灣同胞提供同等待遇 

3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和「萬人計

畫」、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和「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支持計

畫」、中關村「高聚工程」等。入選市、區或園區優秀人才計畫（項

目）的臺灣專業人才，在住房支持、子女教育、醫療服務等方面可享

受相應政策。（市委組織部、市科委、市人力社保局、中關村管委會） 

33. 在京高校就讀的臺灣學生，在教學管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方

面，享受與大陸學生同等待遇。（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 

34. 在臺灣高校就讀學生或已畢業的創業青年可參加京臺青年創新創業大

賽，入圍決賽團隊可按規定申請入駐北京高校大學生創業園、京臺青

年創業基地等在京創業孵化機構，享受創業企業支持政策。（市臺辦、

市教委） 

35. 在京高校就讀的臺灣學生作為工商註冊法人或項目負責人組建的創業

企業或創業團隊，可按規定申請入駐北京高校大學生創業園，在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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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孵化服務、宣傳推廣等方面與大陸學生享受同等待遇。（市臺

辦、市教委） 

36. 北京市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可以通過公開招

聘、人才引進等方式聘用符合條件的臺灣居民就業，聘用單位與臺灣

居民應當簽訂聘用合同，明確聘用期限、雙方權利義務等事項。在北

京市事業單位就業臺灣居民與在北京市事業單位就業大陸居民同等待

遇。（市人力社保局） 

37. 在北京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加北京市「三八」紅旗手、勞動模範、「五

一」勞動獎章、「北京青年五四獎章」、北京市有突出貢獻的高技能

人才、享受市政府技師特殊津貼人員等榮譽稱號的評選。（市臺辦、

市人力社保局、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 

38. 臺灣同胞可以報名參加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由北京市相關主

管單位及國家相關行業主管部門組織實施的53項專業技術人員和81項

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經考試合格的頒發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市

人力社保局、相關行業主管部門） 

39. 在京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籍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實

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醫師資格考

試。（市衛生計生委） 

40. 通過醫師執業資格考試並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

按照相關規定在北京市申請執業註冊。（市衛生計生委） 

41. 已經在臺灣地區取得醫師執業資格的臺灣醫師，可按照有關規定申請

在京短期行醫職業註冊或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

（市衛生計生委） 

42. 臺灣同胞在北京市以師承方式學習中醫的，可在本市申請參加中醫醫

術確有專長醫師資格考核。（市中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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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大陸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

資格時，只需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合格，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

可在京從事相關領域工作。（北京證監局） 

44. 建立臺灣青年來京實習、就業、創業服務平臺和微信公眾號，為在京

臺灣青年提供實習、就業、創業信息服務，進一步推動做好臺灣同胞

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支持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市臺辦、

市人力社保局） 

45. 建立在京臺生臺師政策信息溝通機制，每季度面向在京臺生臺師發布

實習、就業崗位信息，進行政策信息解讀。（市臺辦、市教委） 

46. 設立北京涉臺商事糾紛調解中心，聘請臺籍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調解員，

從事涉臺商事糾紛調解工作。（市臺辦） 

47. 鼓勵在京執業的臺籍律師參與北京市法律援助諮詢服務工作。（市司

法局、市臺辦） 

48.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北京市扶貧、支教等基層工作。（市扶

貧辦、市民政局） 

49. 鼓勵在京居住臺灣同胞參加公益活動和基層社區服務活動。（市民政

局、市社會辦） 

50. 在京合法穩定就業的臺灣同胞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申請參加社會保險，

繳納社會保險費，並享受有關社會保險待遇。（市人力社保局） 

51. 在京合法穩定就業臺灣同胞可以按照相關政策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

在繳存和使用等方面與本市職工享受同等待遇。（市住房公積金管理

中心） 

53. 在京工作居住臺灣同胞的臺籍未成年子女，持有區教委開具的《臺胞

子女就讀批准書》的適齡兒童，在義務入學中按本市戶籍學生對待。

（市教委、市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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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京創業、就業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公共租賃住房。

（市住房城鄉建設委） 

55. 在京工作、居住臺灣同胞依照《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

可以到居住地派出所申領臺灣居民居住證。（市公安局） 

56. 取得臺灣居民居住證的臺灣同胞，在京可以享受勞動就業、社會保險、

繳存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3項權利及6項基本公共服務、9項便利措施，

與北京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市人力社保局、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

心等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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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進一步促進閩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66條措施》 

2018/6/6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

落實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充分發揮我省獨特優勢，先行先試，為在閩臺灣同胞學

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省臺辦、發改委經商省

委組織部、宣傳部，省法院，省經信委、衛計委、旅發委、國資委，教育

廳、科技廳、民族宗教廳、公安廳、民政廳、司法廳、財政廳、人社廳、

國土廳、環保廳、住建廳、交通運輸廳、農業廳、林業廳、水利廳、海洋

漁業廳、商務廳、文化廳，省國稅局、地稅局、工商局、新聞出版廣電局、

食品藥品監管局、物價局、智慧財產權局，省金融辦、醫保辦，省總工會、

團省委、婦聯、科協、社科聯、文聯、工商聯，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州

海關、廈門海關、民航福建監管局、福建銀監局、福建證監局、福建保監

局、民航廈門監管局、廈門銀監局、廈門證監局、廈門保監局，出臺若干

措施如下。 

一、擴大閩臺經貿合作 

1. 臺資企業參與實施《福建省實施〈中國製造2025〉行動計畫》，適用

與大陸企業同等政策。鼓勵在閩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支援參與新一代

資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智慧型機器、特色

農機裝備、新材料等領域重大關鍵技術研發創新，符合條件的同等享

受企業技術改造專案和科技重大專項補助政策。 

2. 新設立的在閩臺資企業自營業執照頒發之日起兩年內到資的給予獎勵。 

3. 符合條件的在閩臺資企業按規定享受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

關稅收優惠政策。 

4. 臺資企業在閩設立研發平臺，符合我省科技創新平臺引進和建設資助

辦法規定條件的，按重大研發機構新增研發儀器設備實際投資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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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予以補助，獨立法人資格的研發機構最高補助2,000萬元，非獨立

法人資格的研發機構最高補助1,000萬元。在閩臺資企業可申報科技小

巨人領軍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經認定後享受相關優惠政策。 

5. 在閩臺資企業經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按規定享受減按15%稅率徵

收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優惠政策。

臺資企業設在我省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

收優惠政策。 

6. 對我省臺灣農民創業園內臺資農業企業、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繼續實

施生產用電優惠電價、土地流轉合同到期後優先續租等政策。推動新

設一批臺灣農民創業園，加強臺灣農民創業園基礎設施建設。 

7. 推進閩臺農業合作示範縣建設。示範推廣臺灣優良品種、適用技術，

建設完善農民技術培訓及市場服務平臺，擴大閩臺農業技術人才交流

培訓，推進閩臺電商合作。 

8. 在閩從事農業生產的臺資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在閩臺資企

業生產的農機產品符合條件的列入農機購置補貼產品目錄。在閩臺資

農機企業開發生產畜禽有機廢棄物處理機、農產品產後處理機械、山

地運輸機械、海洋漁業捕撈和水產養殖加工設備等，對列入省級累加

補貼品目的設備，給予購機補貼省級累加。 

9. 在閩臺資企業與我省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支持在閩臺資企業

中的製造業企業在符合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前提下，通過提高工業用地

容積率、增加建築面積的，不再加收地價。對納入「三舊」（舊城鎮、

舊廠房、舊村莊）改造規劃的臺資企業用地享受與當地企業同等「三

舊」改造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

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工

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准的70%執行。 

10. 臺資企業可參與我省高速公路、軌道交通、港口運輸、城市內河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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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汙水處理、公共停車場、燃氣供應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特許經營項

目。 

11. 在我省自貿試驗區新設立的臺資企業可按大陸企業申請註冊，可用臺

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以下簡稱臺胞證）作為身份證明，註冊資本

以人民幣表示，可選擇人民幣、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註冊，可按

規定自主選擇經營範圍。 

12. 鼓勵臺資企業持續擴大在我省投資，其在大陸獲得的人民幣利潤再投

資我省鼓勵類項目時，按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13. 臺灣地區投資者在我省設立積體電路、高端醫療器械、精密機械、石

油化工、文化創意、生物科技、現代農業、現代物流企業，在產業佈

局、註冊登記、經營許可、資金扶持等方面，採取「一事一議、個案

處理」的辦法，給予積極支持。 

14. 支援臺資企業與我省國有企業協作發展，拓展海內外市場，共同開展

國際市場並購重組。鼓勵臺資企業參與我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符合條件的可享受我省對企業兼併重組重大專案前期經費、並購貸款

利息等補助政策，以及相關股權激勵政策。 

15. 鼓勵支援臺灣地區投資者在閩獨資設立醫院或合資（合作）設立其他

醫療機構，享受所在地公立醫院同等政策待遇。 

16. 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我省各級政府採購。 

17. 開發試行「臺灣地區信用報告查詢前置系統」，面向全省金融機構開

放臺企臺胞信用報告查詢服務。 

18. 註冊地在我省或主要經營資產在我省的臺資企業申請在大陸上市，可

享受我省各級政府出臺的上市扶持政策。臺資企業通過大陸上市募集

資金在閩投資的，符合申報條件的，優先列入省重點專案。 

19. 我省臺資銀行營業性機構經批准可經營人民幣業務。支持臺資銀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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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閩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20. 支援臺灣地區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按規定申請在閩設立持股51%或以

上的銀行、人身保險公司等機構，設立持股51%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和期貨公司。 

21. 支援在閩臺資企業的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按規定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

券。 

22. 對符合條件的、為在閩生產性臺資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的擔保機構，按

年度擔保額的16‰予以風險補償；對為在閩臺資貿易企業提供融資擔

保的擔保機構，按年度擔保額的10‰予以風險補償。對為在閩註冊的

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租賃服務的臺資融資租賃公司予以風險補償。 

23. 推動閩臺兩地海關、檢驗檢疫、食品安全、品質標準認證合作，逐步

實現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 

24. 實施「源頭管理、口岸驗放」的閩臺商品快速驗放模式，建立有利於

協力廠商檢驗鑒定機構發展和規範的管理制度，擴大臺灣進口商品協

力廠商檢測結果採信範圍，推動閩臺食品、農產品、消費品安全監管

合作。 

25. 加快臺灣特殊物品入境審批手續辦理，來自臺灣地區的入境特殊物品

實施境外風險評估，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低風險特殊物品，實行快速

審批。 

26.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貨物通過我省過境，經中歐班列運輸出口，為臺灣

地區商品出口歐亞大陸市場提供過境通關便利。 

27. 首次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按照有關規定，由現行審批管理調整為

備案管理，並在我省自貿試驗區開展試點。進口原產於臺灣地區的一

般成套設備及單機（不包含技術複雜、大型設備）實行備案管理，對

經備案的產品在相關區域生產加工使用的免於實施檢驗，以企業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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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二、支持臺胞在閩實習就業創業 

28. 臺灣同胞來閩就業創業的，按規定同等享受福建居民就業創業優惠政

策。 

29. 進一步完善我省已實施的27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

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的管理辦法、工作流程。啟動實施26項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對接服務工作。 

30. 臺灣地區服務提供者經批准可獨資興辦養老機構和開設診所、門診部

等。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研究

生學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

試。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閩申請執

業註冊。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並可按照相關規定在閩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

續。 

31. 支持已取得相應資格的臺灣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者通過大陸法律法

規考試後在閩執業。 

32. 在中式烹調師、西式烹調師、美容師、美髮師、汽車維修工等工種的

職業資格考試中，對臺灣同胞簡化流程，直接采認技能水準，只進行

理論考試（可採取線上考試方式），合格者頒發相應等級職業資格證

書。在閩工作的臺灣文化藝術專業人才，可按規定參加文化主管部門

的系列職稱評審。 

33. 推動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在我省自貿試驗區內適用的129項營業範圍

政策推廣至全省實施。 

34. 在閩臺灣同胞參加我省職業技能培訓按規定享受職業培訓補貼。 

35. 支持臺灣青年來閩實習就業創業。對我省承接臺灣青年實習實訓符合



 

 
278 

條件的企事業單位，且在閩實習實訓時間連續不低於15天的，按照每

人5,000元的標準，由財政分級補助承接單位。對符合條件的臺灣青年

實習實訓和就業創業基地、推薦臺灣青年入駐基地的社會團體給予獎

勵。 

36. 在閩臺資企業、臺灣教師及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科技計畫專案給予優

先支持。臺灣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閩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申報

「促進海峽兩岸科技合作聯合基金」，並支持其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

研發計畫項目申報。 

37. 支援臺灣地區居民或企業以專利、專有技術作價入股等方式來閩投資，

對獲得大陸授權專利，並在我省實施轉化的，可享受獲得專利質押融

資及貼息、參加專利權質押貸款保險等政策。 

38. 鼓勵我省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含民營企業），

以及行業協會、商會、養老機構等招收臺灣青年，符合條件的，由財

政分級給予用人單位補助。 

39.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我省高校、醫院（含民營、臺資等

醫療機構）工作，受聘的臺灣教師、醫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

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享受我省相應引進人才政策，對引進臺灣教師、

醫師的用人單位由財政分級給予補助。 

40. 鼓勵臺灣醫師到我省二級甲等及以上醫院（含民營醫院）工作，實行

協議工資制度，根據確定的薪酬，對公立醫院單獨核增當年績效工資

總額。高層次臺灣醫師在全省二級甲等及以上醫院（含民營醫院）服

務時間每年累計滿3個月的，除協議工資外，由財政予以額外資助，具

有博士學位、或相當於大陸副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臺灣醫師，按照每

人每年15萬元標準給予資助；相當於大陸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臺灣

醫師，按照每人每年20萬元標準給予資助，資助費用由財政分級承擔。 

41. 臺灣專業技術人員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會計、規劃、建築、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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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金融、醫療、旅遊等執業證書，按其證書許可範圍，可在我省自

貿試驗區內按有關規定開展相應業務。 

42. 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含臺灣高校）的臺灣同胞可報考我省相關事業單

位崗位。探索通過特聘方式，招聘臺灣地區專業人才到我省自貿試驗

區和平潭綜合實驗區行政機關專業技術類崗位工作。 

43. 在我省註冊的臺資機構和企業經批准可興辦學前教育。在臺灣地區獲

得教師資格證的臺灣教師可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期交流等方式來

閩從事學前教育和普通高中階段數學、物理、化學、音樂、體育、美

術、外語、生物等學科教學。 

44. 對符合我省年度緊缺急需人才引進指導目錄的臺灣高層次人才，可引

進到事業單位工作，直接考核入編，並按規定享受相應人才待遇。對

引進到我省高校、公立醫院工作的臺灣專業技術人才，所在單位可根

據實際需要，直接認定其專業技術水準，自主聘任相應專業技術職務

（職稱）。 

45. 在閩臺灣人才可享受福建人才同等待遇。支持在閩臺灣優秀人才申報

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和省引才「百人計畫」等人才專案。 

46. 依託人才仲介等機構招聘來閩工作的臺灣優秀博士、碩士和本科畢業

生，分別給予30萬元、20萬元、10萬元的獎勵補助，並在1年過渡期內

提供培訓、項目崗位對接、生活補助等。 

47. 深化與臺灣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交流對接。支援閩臺人力資源機構互設

分支機構，對符合條件的來閩新設立機構給予 30-60萬元資金支持。 

48. 臺灣地區投資者以及建築師、文化創意團隊等參與我省特色小鎮、優

勢特色農產品開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含農房整治）、美麗鄉村、鄉

村旅遊、傳統村落和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護利用等方面的鄉村生態宜

居建設項目，按規定申請財政補助。鼓勵有經驗臺灣建築師團隊參與

村莊規劃設計項目，實施「陪護式」指導服務，其中 100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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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年以上的「陪護式」村莊規劃設計指導服務專案，各地可以通

過競爭性磋商方式優選臺灣建築師團隊。 

49. 鼓勵我省銀行業機構為在閩臺資企業提供信貸服務。各金融機構優化

臺企臺胞金融服務，提供開卡開戶便利，方便在閩使用電子支付服務，

在臺企臺胞集聚地提供金融政策諮詢，設立業務辦理綠色視窗。 

三、深化閩臺文化交流 

50. 繼續面向臺灣同胞開展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

人評選。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支援閩臺文化企業共

同在「福建文化海外驛站」專案中開展文化產品展示展銷活動，聯合

拓展海外市場。 

51. 對臺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優化辦理相

關手續。在我省臺灣同胞聚集區域設立「臺灣書店」，便利臺灣同胞閱

讀兩岸書籍。 

52.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閩臺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案，

對在閩舉辦的兩岸有影響的交流活動推薦列為重點對臺交流專案。繼

續擴大「海峽論壇」、「海峽青年節」等品牌活動的影響力，對臺灣地

區參與活動的相關機構給予優先支持。 

53. 鼓勵未來過大陸的臺灣同胞來閩參訪交流，邀請單位提供相應接待便

利服務。 

54. 臺灣地區投資者可在我省設立大陸方控股的演出團體，獨資設立演出

場所經營單位。鼓勵臺灣地區服務提供者在我省設立合資企業從事電

影後期製作服務，打造兩岸影視產業基地。 

55. 鼓勵臺灣機構與我省開展廣播電視、電影電視劇等方面合作。在閩臺

合作影視劇的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放寬限制。

鼓勵播映兩岸合拍的影視劇，支持閩臺合作拍攝影視劇。在閩設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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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影廳」，推動我省影視機構引進臺灣電影。 

56. 鼓勵支援在閩工作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我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 

57. 推動閩臺加強閩南文化、媽祖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閩都文化、

民俗信仰、宗祠族譜、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鼓勵臺灣同

胞和臺灣高校、民間社團參與我省有關文化工程項目、文化活動和學

術研究。 

四、方便臺胞在閩安居樂業 

58. 相關服務管理機構應將臺胞證作為身份認證的有效證件，並對無法識

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服務管理系統進行完善升級，逐步實現電子臺

胞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便利臺胞在閩銀行開戶、入住酒店

賓館、辦理搭乘飛機動車手續、網上預約就醫。拓展全省人力資源機

構線上招聘業務，在中國海峽人才網、福建省畢業生就業創業公共服

務網、福建建設人才網開通臺灣同胞註冊視窗，逐步實現各類線上招

聘系統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 

59. 臺灣同胞子女在閩就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由居住地設區市教育主管部

門統籌安排就學。鼓勵和支持在閩高校招收臺灣學生，每年增加招生

數量。在閩就讀的臺灣學生與福建學生可同等申報各類獎學金、助學

金。擴大專項獎學金規模，資助臺灣學生到在閩高校就讀。 

60.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請我省各市、縣（區）的公共租賃住房，

合理設置申請條件面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在閩購買自住用房的

首付比例、辦理時限、貸款申請等享受當地居民同等待遇。 

61. 在閩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按照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享受與當地居民同

等勞動保障待遇。在閩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個

人帳戶儲存額，在大陸離職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依據相關規定一次性支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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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閩臺灣同胞與福建居民享有同等醫療服務待遇。各級醫療機構為臺

灣同胞回臺報銷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醫療文書。在閩臺灣同胞的

子女享有與福建居民同等的預防接種服務，由居住地接種單位為在閩

臺灣同胞共同生活子女建立預防接種卡，免費為其接種免疫規劃疫苗。 

63. 臺灣同胞在閩申請小額信用卡，可憑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臺

胞證（有效期在 1年以上）、在職單位出具的工作證明，前往銀行業機

構辦理。 

64. 在閩工作臺灣同胞可參評我省各級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青年

五四獎章、青年崗位能手、「三八」紅旗手、就業創業傑出代表等榮譽

稱號。鼓勵臺胞參與我省相關文學藝術評獎活動。協助在閩臺灣同胞

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

項目。 

65.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我省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在閩臺灣科技人員可擔任社團理事及以上職務。鼓勵在閩

臺灣青年加入我省各類青年社團、協會，在福建省青年企業家協會設

立臺灣創業青年聯誼沙龍。 

66.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閩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

層工作。繼續支持兩岸婚姻健康發展。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通過相

關選聘程式擔任我省人民陪審員、調解員、仲裁員、監督員、法律顧

問和執行村（社區）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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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關於促進臺灣企業落戶雲南滇中新區招商引資工作的意見》 

2018/6/27 

雲南省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滇中新區管委會聯合發布了《關於促進

臺灣企業落戶雲南滇中新區招商引資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

土地、廠房、資金、稅收、補貼、獎勵等方面明確了滇中新區給予臺企的

優惠政策。 

《意見》共有 12 條，旨在加快臺資項目落地，鼓勵支持臺灣同胞在滇

中新區發展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等產業，相應

享受稅收、投資等優惠政策。 

1. 在用地政策方面，可優先取得土地使用權，項目達到投資強度、產值

和稅收要求的，工業用地的價格按不高於 15 萬元/畝執行。對重點產

業、重點項目用地實行「一企一策」的政策。 

2. 對於廠房租用，可以享受裝修補貼；給予項目前 3 年減免全部租金的

優惠；項目投產的前 5 年內，達到規定的年產值和稅收，可以優先回

購廠房。 

3. 設備補貼方面，將按照採購併投入項目生產和研發使用的成套高新技

術設備採購金額 20%進行補貼。 

4. 根據項目年產值，將給予一定額度的流動資金支持，額度最高可以達

到項目所需流動資金的 50%。前 3年最高可給予全額利息補助。 

5. 稅收政策上，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6. 出口創彙的，每出口創匯 1美元給予 0.03 元人民幣獎勵。 

7. 物流補貼方面，按照項目採購物料和銷售產品所產生的實際物流費用，

給予前 3 年的物流補貼。 

8. 技術產業化獎勵上，取得國家重大科技成果、各省科技發明、科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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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二等獎以上（含）的高新技術企業項目在園區實現轉化投產，將給

予成果轉化資金獎勵，最高獎勵金額不超過 1,000 萬元人民幣/年。 

9. 對人才引進獎勵，新入駐園區企業引進的高級技術人員、高級管理人

員且年薪 20萬元以上的給予人才獎勵，獎勵基數參照當年個人所得稅

地方留成部分（最高不超過 100%），前 3 年給予 100%的補助，後 2年

給予 50%的補助。 

《意見》明確了招商引資代理獎勵政策，雲南省臺辦還將派員進駐滇

中新區，協調、跟踪、推進、服務臺資企業，對重點龍頭企業開展「一對

一」的幫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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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湖北省臺辦、省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實施意見》 

2018/7/11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細化落實國家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要求，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湖北發展成果，逐步為臺灣同胞在湖北投

資、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湖北省居民同等待遇，進一步深化鄂

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現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推動經濟合作 

1. 每年統籌省級涉臺經濟工作專項經費 4,000 萬元，用於鼓勵臺資優勢

產業向我省轉移和支持臺灣青年來湖北發展，扶持涉臺園區建設和在

鄂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推動臺資企業高品質發展。（牽頭單位：省臺辦；

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發改委、省農業廳） 

2. 新設立的在鄂臺資企業自營業執照頒發之日起兩年內到資的按規定給

予獎勵。（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各市、州、縣政府） 

3.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湖北行動綱要》計畫，適用與大陸

企業同等政策。優選 100 家投資額度大、技術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的

臺資企業作為龍頭進行重點培養，支援其參與湖北省「隱形冠軍」企

業培育工程。支持優秀中青年臺灣籍高管申報湖北省「123」企業家培

育專項計畫。（牽頭單位：省經信委；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財政廳、

省科技廳、省臺辦，各市、州、縣政府） 

4. 結合全省「晶片－顯示－智慧終端機－通信－應用」聯動發展的產業

生態，發揮長江經濟帶產業基金作用，協助相關臺資企業積極儲備項

目，爭取相關產業子基金支援，扶持臺資企業投資新一代資訊技術、

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綠色低碳環保、數字創意六大產

業。（牽頭單位：省政府金融辦；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發改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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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信委） 

5. 對符合條件的總投資額 3,000 萬美元以上的臺資項目，納入省、市、縣

重點項目，在產業佈局、註冊登記、經營許可、資金扶持等方面，適

用與大陸企業同等政策，給予積極支持。（牽頭單位：省發改委；責任

單位：省財政廳、省經信委，各市、州、縣政府） 

6. 支援臺資企業在本省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嚴格落實符合規

定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稅前

加計扣除、研發機構採購大陸設備增值稅退稅等各項稅收政策。（牽頭

單位：省稅務局；責任單位：省經信委、省科技廳） 

7. 對臺資企業牽頭組建的國家級和省級創新平臺可以享受 1,000 萬元和

500 萬元的同等優惠補助政策。對評為湖北省長江品質獎和提名獎的

臺資企業，同等享受 200萬元和 100萬元的省級財政一次性獎勵政策。

對國家重點支援的高新技術領域的臺資企業，按照省激勵企業開展研

發活動的相關政策，其研發投入在稅前享受加計扣除政策基礎上，按

企業年銷售收入規模及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分別給予 20%、

10%的補貼。（牽頭單位：省財政廳；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經信委、

省科技廳、省稅務局、省質監局） 

8. 鼓勵臺資企業入駐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湖北）發展。對在合作區內

落戶的臺資企業，探索建立工業企業投資專案報建階段承諾審批制，

建立以政策性條件為引導、企業信用承諾、事中事後監管有效約束為

核心的管理模式，實行「先建後驗」。合作區內適時開展報建審批區域

性統一評價試點，統一開展環境影響、水土保持等評價評估。擬落戶

臺資企業符合整體規劃、功能定位和主導產業方向的，可不再進行單

獨評價。對已完成規劃環評的合作區所包含的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

內容，可根據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審查意見予以簡化。（牽頭單位：省發

改委；責任單位：省經信委、省商務廳、省環保廳、省臺辦） 

9.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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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支援臺資企業參與全省各級政府發起設立的

「PPP 專案融資支援基金」，享受與大陸企業同等優惠政策。臺資參與

PPP 項目建設，採用多審合一、多評合一、多驗合一等方式，整合辦

理流程。（牽頭單位：省發改委；責任單位：省住建廳、省交通運輸廳、

省水利廳、省環保廳） 

10.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中國（湖北）自貿區建設，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享受自貿試驗區出臺的相

關政策措施。幫助臺資企業貨物通過中歐班列（武漢）運輸出口，通

過實施貿易便利化措施，加快通關速度。支援自貿區內臺資企業的境

外母公司按規定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牽頭單位：省商務廳；責任

單位：省自貿辦、省口岸辦、省工商局、武漢海關、湖北證監局） 

11. 臺資企業可與其他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地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

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與本省批准的國有

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責任單位：省國資委） 

12. 臺資企業可以平等參與本省各級政府採購，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

參與省內重大專案和工程建設招投標，在准入條件、准入程式、審批

權責清單上，臺資專案享受同等待遇。（牽頭單位：省財政廳；責任單

位：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省公共資源交易監管局、省政府採購中心） 

13. 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

商投資工業專案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

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湖北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全

力保障臺企用地需求，將臺企用地納入綠色通道，審查時間控制在 7

個工作日內。（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等） 

14. 鼓勵臺資企業在本省投資涉林產業，並與大陸林木花卉類相關企業享

受同等政策和優惠措施。鼓勵臺灣現代農業企業和技術管理人員參與

本省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三鄉工程」，加快民俗民宿、創

意辦公、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等美麗鄉村建設。（牽頭單位：省委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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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單位：省農業廳、省林業廳、省旅遊委） 

15. 臺資農業企業與我省農業企業同等享受湖北省農機購置補貼、申報產

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牽頭單位：省委農辦；

責任單位：省農業廳） 

16. 優化臺資企業工商註冊登記手續，進一步簡化臺灣自然人股東身份公

證，經所在市、州、直管市、神農架林區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出

具投資者身份證明，無需再作公證。（牽頭單位：省工商局；責任單位：

省臺辦） 

17. 鼓勵臺資企業持續擴大在本省的投資，對其在大陸獲得的人民幣利潤

再投資我省鼓勵類項目時，凡符合規定條件的，實行遞延納稅政策，

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18. 臺灣同胞來本省創業，以其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等科技成果作價出

資入股的，科技成果作價金額占註冊資本的比例不受限制。（責任單位：

省工商局） 

19. 對在我省新設立的臺資金融機構，相關市州可按到位註冊資金比例給

予一次性獎勵，在辦公（生活）用房等方面給予補貼。（牽頭單位：省

政府金融辦；責任單位：省財政廳，各市、州、縣政府） 

20. 臺資銀行可與湖北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本省實體經濟提

供金融服務。臺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中國銀聯湖北分支機搆及湖北

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

服務。（牽頭單位：省政府金融辦；責任單位：人行武漢分行、湖北銀

監局） 

21. 符合產業政策和信貸條件的臺資項目，在開展政策性貸款時可享受進

出口銀行優惠利率貸款的同等待遇。（牽頭單位：省政府金融辦；責任

單位：中國進出口銀行湖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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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支援臺資企業以多種形式參與供應鏈金融，推廣納稅信用貸、保證保

險貸款等信貸產品，開發流量貸、薪金貸、交易貸等信貸產品，重點

推進應收賬款質押融資、出口退稅貸等業務，解決臺資中小微企業融

資難的問題。（牽頭單位：湖北銀監局；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人

行武漢分行、湖北保監局、省稅務局） 

23. 臺資企業可以納入本省各級擔保機構和省重大產業基金的支持範圍。

（牽頭單位：省經信委；責任單位：省國資委、省政府金融辦） 

24. 臺灣徵信機構可與本省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

信服務。（責任單位：人行武漢分行） 

25. 支持臺資在本省合資（合作）設立醫療機構。（責任單位：省衛計委） 

二、鼓勵創業就業 

26. 每年在省級涉臺經濟工作專項經費中單列臺灣青年工作資金 1,000 萬

元，用於鼓勵和支援臺灣青年來本省學習實習就業創業和從事交流交

往。（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人社廳、團省委） 

27. 加大臺灣青年創業基地、就業示範點及輔導中心的建設力度。經省級

以上臺辦批准的基地，可給予不低於 80 萬元的一次性費用補貼。在本

省的優質臺灣青年創業項目註冊經營半年後可按規定申報不超過 20

萬元的扶持資金。（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省財政廳） 

28. 鼓勵省總工會、省婦聯、省殘聯創辦有特色的鄂臺職工、婦女、殘障

人士合作示範基地，並給予資金或其他相應扶持。（責任單位：省總工

會、省婦聯、省殘聯） 

29. 在本省自主創業的臺灣大學生，可享受 5,000 元的一次性創業補貼，

以及創業孵化基地場租水電費補貼、創業培訓補貼、稅費減免等支持

政策。對參加實習實訓的臺灣大學生可給予每人每月不低於 500 元的

補貼，並為其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牽頭單位：省人社廳；責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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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省科技廳、省稅務局、省臺辦、團省委） 

30. 支持臺灣同胞在本省參加就業技能培訓或創業培訓，按規定給予職業

培訓補貼，補貼標準為 200元-2,000 元/人。企業新招聘臺灣同胞開展

崗位技能培訓，可按規定給予職業培訓補貼，補貼標準為就業技能培

訓補貼標準的 50%。（責任單位：省人社廳） 

31. 支持在本省就業創業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支

持在本省工作滿一年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畫」及

其他人才引進計畫。支持在鄂高校任教的臺灣教師申報「楚天學者」、

「長江學者」等。支持在鄂臺灣青年創業者申報湖北省「雙創戰略團

隊」、省「百人計畫」等創業扶持專案，參與湖北省「千名創新人才計

畫」、「萬名創業人才計畫」和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百人計畫」等重

大人才工程。（牽頭單位：省委人才辦；責任單位：省人社廳、省教育

廳、省科技廳、省臺辦等） 

32. 執行《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凡是在本省定居、

持有就業證的臺灣同胞，可通過網上報名參加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牽頭單位：省人社廳；責

任單位：省教育廳、省旅遊委、省安監局等） 

33. 加快推動湖北公共招聘網以及企業線上招聘網站系統升級，開發專用

註冊登錄模組埠，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方便臺灣同胞求職應聘。

（責任單位：省人社廳） 

34. 鼓勵和支持有意願來本省工作的臺灣青年，自主應聘或受僱到在鄂高

等院校、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位就業，在招聘

中與大陸同類人員享有同等公平競爭權。（牽頭單位：省人社廳；責任

單位：省教育廳、省文化廳、省衛計委、省臺辦） 

35. 協助在我省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本省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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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簡化申請流程。在鄂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

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

請參加考試。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

在本省申請執業註冊。（責任單位：省衛計委） 

36. 積極協助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

後，在本省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相關資格證照，免除專業

知識考試。（責任單位：湖北證監局） 

37. 鼓勵臺灣同胞在本省擔任調解員、仲裁員、陪審員、緩刑考察員、執

行監督員、檢察聯絡員、法律顧問等。積極為獲得國家統一法律職業

資格的臺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執業提供便利。鼓勵臺灣地區的仲裁

機構在武漢設立聯絡點。鼓勵鄂臺民間調解組織合作，為在本省的企

業和個人提供調解服務。（責任單位：省法院、省檢察院、省司法廳） 

38. 對推動當地經濟建設和招商引資有重大貢獻的臺灣同胞，可授予榮譽

市民和經濟顧問等稱號。對住滿 3 年以上，對當地經濟作出較大貢獻

的臺灣籍高管，可比照引進人才政策給予適當獎勵。（牽頭單位：各市、

州、縣政府） 

39. 在本省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加當地或全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

三八紅旗手、青年五四獎章等榮譽稱號評選。鼓勵在本省工作的臺灣

高技能人才參加「湖北工匠」、「湖北省技能大師」、「湖北省技術能手」

等評選。（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省總工會、省婦聯、團省委、

省人社廳） 

40. 在本省就業的臺灣同胞可申報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省級社會科學基金、

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創新創業服務能力建設等省級專項專案。

允許在本省工作的臺灣同胞以臺胞證註冊省級科技計畫專案申報帳號，

申報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等科技計畫項目。（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

社科聯、省科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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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臺灣同胞在鄂註冊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科研院所和企業，可牽頭或

參與省級科技計畫專案和創新平臺的申報，享受與本省科研院所和企

業同等政策。允許在本省工作的臺灣科研人員申報湖北省科技專家庫

專家，參與省級科研項目的評審和決策諮詢。（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省社科聯） 

42. 在本省就業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按規定申報職稱。鼓勵和支持在

鄂高校對臺灣同胞單獨制定職稱評價標準，參考臺灣地區規定的論文

等級類別，臺灣同胞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作為其職稱評審的依據。

（牽頭單位：省人社廳；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43. 在臺灣地區獲得教師資格證的臺灣教師，可以通過特聘、購買服務、

短期雙向交流等方式，在本省幼稚園和中小學從事音樂、體育、美術

學科教學工作。（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三、加強文化交流 

44. 充分發揮湖北海峽兩岸考古教學交流基地作用，為臺灣師生來鄂參與

考古發掘、整理和研究提供便利與服務。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湖北省文

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傳承發展工程項目及相關活動。積極推薦符合條件的鄂臺文化交流項

目申請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鼓勵臺灣民間文物單位參

與荊楚文化、炎帝神農文化、三國文化、首義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等

重點發展項目，並提供政策性的支持與補助。支援具備條件的臺資企

業和相關專業機構申報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

省臺辦、省文化廳、省旅遊委、省文物局等） 

45. 支持鼓勵鄂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以及在鄂高校的臺灣教師，積極開

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在申報項目經費時

具有同等資格。鼓勵開展鄂臺宗教文化交流。（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

省教育廳、省社科聯、省民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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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深化鄂臺媒體交流，支持兩地媒體在節目製作、記者互訪、新媒體運

用等方面建立多層次多角度的合作關係。定期邀請臺灣媒體到湖北參

訪交流。支持臺灣高校新聞傳媒專業學生來鄂實習就業。（責任單位：

省委宣傳部、省臺辦、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47. 支持常住本省的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

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專案。（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民政廳） 

48. 支援臺灣地區從事鄂臺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申報兩岸交

流基金專案。（責任單位：省臺辦） 

49. 鼓勵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本省實施轉化。鼓勵臺灣同胞經考試取得

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後，在本省專利代理機構執業。（責任單位：省智

慧財產權局） 

50. 臺灣同胞參與本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對人員數量不

作限制。鼓勵本省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引進臺灣生

產的電影、電視劇，對數量不作限制。鼓勵持有《廣播電視節目製作

經營許可證》的機構申請鄂臺合拍電影、電視劇，對數量不作限制。

（牽頭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臺辦） 

51. 對臺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同時段進口

的臺灣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

臺辦） 

52.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湖北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等） 

53.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湖北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

基層工作，參與湖北脫貧攻堅。（牽頭單位：省臺辦；責任單位：省教

育廳、省民政廳、省扶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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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便利居住生活 

54. 設立臺胞權益保障、青年就業創業服務視窗，開設服務熱線、微信公

眾號，建立綜合管理平臺，及時向臺灣同胞發佈政策資訊、開展服務

諮詢、加強專案申報輔導、提供緊急救助服務等。（牽頭單位：省臺辦；

責任單位：省公安廳、省民政廳等） 

55. 鼓勵各地積極探索對在本省居住的並符合一定條件（城鎮家庭住房困

難、新就業職工和在城鎮穩定就業）的臺灣同胞，提供城鎮保障性住

房。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請本省各市、州、縣（區）的公共租

賃住房。（牽頭單位：省住建廳；責任單位：各市、州、縣政府） 

56. 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社保個人帳戶儲存額，在離開大陸時，

經個人申請，可以一次性支取。（牽頭單位：省人社廳；責任單位：省

住建廳） 

57. 在本省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湖北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

遇。醫療機構在按照規定書寫和保存醫療文書的同時，還應為就診的

臺灣同胞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證明檔。（責任單

位：省衛計委） 

58. 臺灣同胞在本省居住期間，按照湖北省社會保險政策規定，參加各項

社會保險，執行與湖北居民相同政策。（牽頭單位：省人社廳） 

59. 在本省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在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可享受和湖

北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可以辦理旅遊年卡，享受指定景點

期限內不限次數的入園遊覽服務。（責任單位：省旅遊委、省文化廳、

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60. 對在本省生活的臺灣老年同胞，憑老年人優待證或其他個人有效證件，

可以免費進入公園、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和場所。 

61. 65歲以上免費乘坐市內公共交通工具。70 歲以上免費進入風景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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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文物點、教育基地、宗教活動場所；免收普通門診掛號費。（牽

頭單位：省老齡辦；責任單位：省文化廳、省衛計委、省旅遊委、省

體育局等） 

62. 常住湖北的臺灣同胞子女到本省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就讀，享

受與當地學生同等待遇。鼓勵臺灣學生到湖北高校就讀，在學費、獎

學金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臺生較集中的在鄂高校，可設立臺灣大學

生助學金專門帳戶，接受社會捐贈，幫助家庭條件困難的臺灣學生完

成學業。（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63. 臺灣同胞持《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可以在本省所有依法取得公

安機關特種行業許可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房車營地等旅館業登

記住宿。（責任單位：省公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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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的實施意見》 

2018/7/8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率先

同臺灣同胞分享浙江發展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來浙江學習、創業、就業、

生活提供與本省居民、企業同等待遇，進一步促進浙江與臺灣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實施意見。 

一、投資合作方面 

1. 臺資企業（臺灣同胞在浙江投資設立的企業）可根據國家和本省有關

規定，享受本省扶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經營發展的有關待遇。臺資

企業可同等享受省級和各地設立的各類扶持資金和出臺的各項優惠政

策。（省級有關部門負責） 

2. 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惠及臺資企業，健全重大臺資專案跟蹤

服務機制和重點臺資企業服務機制，降低臺資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臺資企業同等享受本省企業減負擔降成本政策。（省發展改革委、省經

信委、省商務廳負責） 

3. 臺資企業同等適用「中國製造 2025 浙江行動綱要」等推動轉型升級和

高品質發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支持臺灣優勢產業和全球行業龍頭企業

投資我省「八大萬億」產業，達到一定規模的，可採取「一事一議」

方式給予支援，享受相關優惠扶持政策。（省經信委、省發展改革委、

省稅務局負責） 

4. 臺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

大都市區建設的重大專案和列入省市縣長專案工程的臺資專案，採取

「一事一議」方式給予支援。（省發展改革委負責） 

5.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我省特色小鎮規劃建設、運營管理和投資創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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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專家學者積極參與我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重點支

援在鄉村建設、休閒農業、特色民宿等領域進行投資合作，參與鄉村

振興實施專案策劃、設計和建設，同等享受相關支援政策。（省發展改

革委、省農辦負責） 

6.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跨境電商綜合試驗

區建設，開展飛機、船舶等經營性租賃業務，參與經營性租賃收取外

幣租金業務試點。（省商務廳負責） 

7. 鼓勵臺資企業在本省投資設立全球或區域總部、研發設計中心、運營

中心，並按照有關規定享受相應的投資、稅收、資金等支持政策。（省

商務廳、省發展改革委、省經信委、省科技廳、省稅務局負責） 

8. 臺資企業可同等享受國家關於放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汽車等

製造業企業股比限制等規定。同等享受本省服務業發展專項規劃中涉

企、涉項目政策。（省發展改革委、省商務廳負責） 

9. 符合條件的臺資專案可納入本省年度重大利用外資計畫和重大產業項

目，享受相應的政策支援和重點服務。（省發展改革委、省經信委、省

商務廳負責） 

10. 簡化臺資企業設立程式，建立商務部門、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的資訊

資料共用機制，實施臺資企業商務備案和工商登記「一口辦理」。（省

商務廳、省工商局負責） 

11. 推進臺資企業名稱自主申報改革試點，進一步簡化名稱登記程式，優

化名稱准入環境。（省工商局負責） 

12. 全面落實臺資企業「多證合一」。在「五證合一」的基礎上，將 19 項

涉企證照事項進一步融合到營業執照上，不再要求臺資企業提供關於

整合證照事項的額外證明材料。（省工商局負責） 

13. 支援臺資企業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環保、水利、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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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礎設施建設，同等適用相關支持政策。（省發展改革委、省環保廳、

省水利廳、省建設廳負責） 

14. 支援臺資企業共同參與本省收費公路、沿海港口、物流園區等交通基

礎設施投資建設。支持從事交通設計、施工、監理等方面的臺資企業

參與本省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省交通運輸廳負責） 

15. 臺資企業或者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的產品和服務，可以按照國家和省

有關規定進入本省的政府採購市場。（省財政廳負責） 

16. 臺資企業與本省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符合產業導向的戰略

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等優先發展且用地集約的臺資項目，可按不

低於所在地等別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土地出讓底價。（省

國土資源廳負責） 

17. 加大臺資項目用地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項目優先納入本省

重大產業專案庫，對其中特別重大的製造業臺資專案，省給予全額用

地計畫指標獎勵；對龍頭類臺資專案，省給予 60%用地計畫指標獎勵；

對於示範類臺資專案，省給予 40%用地計畫指標獎勵。對傳統工業企

業轉為先進製造業的臺資企業，以及利用存量房產進行製造業與文化

創意、科技服務業融合發展的臺資企業，可實行繼續按原用途和土地

權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省國土資源廳、省發展改革委負責） 

18. 國家和省批准的各類涉臺園區和基地，應當有一定比例的生產經營場

所或者土地用於臺灣同胞投資項目。（省國土資源廳、省商務廳、省農

業廳、省臺辦負責） 

19.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可通過多種方式參與省屬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勵臺資企業與省屬國有企業加強數字經濟等領域業務合作。（省國資

委負責） 

20. 符合條件的臺資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

業等農業支援政策。支持臺灣同胞獨資和浙臺合作企業申報農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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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龍頭企業和品牌農業企業，申報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

品標誌使用權。（省農業廳、省財政廳負責） 

21. 臺資企業可申報國家級、省級林業龍頭企業。支持臺灣同胞和臺資企

業參加中國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在展館設置、展位數量、展位

費補助等方面給予充分保障。（省林業廳負責） 

22. 臺資企業可在境內和境外發行債券，允許其在境外發債資金回流。支

持臺資企業開展本外幣全口徑跨境融資，在一定倍數淨資產額度內獲

得本外幣融資。（省發展改革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商務廳、省金

融辦負責） 

23.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新三板」掛牌和區域性股權交

易市場融資。（省金融辦、省證監局負責） 

24. 支持臺資企業在浙設立金融機構。鼓勵臺資銀行與在浙同業協作，通

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省銀監局負責） 

25. 支援省內金融機構為臺資企業提供專項授信，支援臺資企業在銀行間

債券市場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負責） 

26. 推動省內符合條件的非銀行支付機構開展跨境外匯支付業務和跨境人

民幣結算業務，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為臺灣同胞提供開戶和小額

支付服務。（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負責） 

27. 鼓勵臺灣徵信機構依照相關規定與本省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

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負責） 

28. 支持臺灣同胞投資參與本省公建民營、社會化運營等領域的養老服務

產業。鼓勵臺灣同胞及其發起設立的慈善組織和慈善專案申報「浙江

慈善獎」。（省民政廳負責） 

29. 支援和加強浙臺經貿合作區等涉臺園區建設，積極申報設立國家級兩

岸產業合作區，推動兩岸產業深度合作。（省商務廳、省發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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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臺辦負責） 

30. 鼓勵支持浙江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臺商臺企專門委員會積

極發揮作用，完善臺資企業、臺協會交流聯繫平臺，服務臺資企業創

業創新。（省臺辦負責） 

31. 支援臺資企業在本省再投資，經認定的臺灣同胞再投資企業享受本省

臺灣同胞投資的相關政策待遇。（省臺辦、省商務廳、省工商局負責） 

32.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維護合法權益，加強臺灣同胞投資的法律宣

傳與諮詢、投訴受理和糾紛解決等工作。臺灣同胞投資者和隨行家屬，

以及在本省合法就業的臺灣同胞和隨行家屬，可以按照國家和省有關

規定享受法律援助服務。（省臺辦、省司法廳負責） 

二、科技創新方面 

33. 幫助和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認定為省級創新型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

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本省的

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省科技廳、

省稅務局負責） 

34.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國家和浙江省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浙江省國

家資訊經濟示範區、兩化融合示範區、中國製造 2025 試點示範城市

（包括示範縣市區）等建設，並享受有關扶持政策。（省經信委負責） 

35. 支援臺資企業組織實施高端裝備創新工程，加快首臺（套）產品推廣

應用，對獲得年度浙江省首臺（套）新產品認定的臺資企業，由財政

部門給予相關專項資金獎勵。（省經信委、省財政廳負責） 

36.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本省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

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省級科技計畫項目（含省級自然科學基金）

申報。受聘於在本省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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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課題）、省級科技計畫專案或課題（含省級自然

科學基金）負責人申報。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引進的科技人才團隊申

報省級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省科技廳、省財政廳負責） 

37. 臺資企業可申報省級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省級企業研究

院（重點企業研究院）、省級高新技術企業研究開發中心等省級科技研

發機構。符合免稅資格條件的臺資研發中心，可按規定享受科技創新

進口免稅政策。重大臺資研發總部項目，可「一事一議」制定具體支

持舉措。（省科技廳、省商務廳負責） 

38. 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對本省的科學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利用做出貢獻，

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推薦參與省科學技術獎評比。（省科技廳負責） 

39. 臺資企業可通過中國浙江網上技術市場轉移轉化智慧財產權和科技成

果，對符合條件的產業化項目予以支持。（省科技廳負責） 

40. 依法依規嚴格保護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支持臺資企業進行專利申請、

商標註冊、著作權登記等活動，加強智慧財產權執法、維權援助和糾

紛調解工作。（省科技廳、省工商局負責） 

41. 鼓勵和支持臺資企業申請領用創新券開展創新創業活動。（省科技廳負

責） 

42.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積極參與「品字標浙江製造」品牌建設，支

持申報浙江省人民政府品質獎、浙江標準創新貢獻獎，獲獎企業由省

政府頒發榮譽證書和獎金。（省質監局負責） 

三、就業創業方面 

43. 支持臺灣同胞在本省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

目錄》中的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

業資格考試，本省相關部門應當做好考試的組織、服務工作。（省人力

社保廳、省教育廳、省衛生計生委等相關部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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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灣專業人才在本省就業創業，符合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可同等享受

浙江支持本地人才培養和引進海外人才的有關政策，以及在浙落戶、

安居、子女教育、交通出行等人才服務保障方面的政策。（省委組織部

負責） 

45. 積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符合條件

的臺灣專業人才，可申報省特級專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省

151 人才培養計畫、錢江人才計畫等省級人才專案，相關資格條件中

對海外學習經歷、海外工作經歷有特別要求的，臺灣地區學習經歷、

工作經歷可參照適用。（省委組織部、省人力社保廳、省科技廳負責） 

46. 臺灣同胞在浙實習就業創業，同等享受見習補貼、就業補貼、一次性

創業補貼、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創業擔保貸款及貼息等各類扶持政策。

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應聘本省事業單位。（省人力社保廳負責） 

47. 對在本省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加相應系列、

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其在臺灣地區參與的專案、取得的

成果等可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臺灣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可視為

專業技術工作年限。（省人力社保廳負責） 

48. 支援本省設立的科技企業孵化機構、青年創業基地等平臺，為臺灣青

年提供創業輔導、政策解讀、項目推薦、孵化場地、融資支援等方面

的服務。（省科技廳、省人力社保廳、省臺辦負責） 

49. 臺灣同胞可在本省開設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報名參加註冊會計師考

試，報名參加本省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會計專業技術高級資格評

審、會計領軍人才選拔、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省財政廳負責） 

50. 臺灣同胞來浙江高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在職稱評聘、課題專案申報

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其在臺灣地區高校的任職年限予以承認，在臺

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等工作評價體系。首

次評聘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可參照從國（境）外引進人才晉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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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職務的政策執行。（省教育廳負責） 

51. 鼓勵兩岸高等院校共同在浙江設立合作研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

室等科研平臺，聯合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

聯合培養科技創新團隊和技術人才。（省教育廳、省科技廳負責） 

52. 支持符合條件的在浙臺灣同胞取得醫師資格和護士執業資格，協助其

辦理執業註冊手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地區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

浙江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註冊手續。（省衛生計生委負

責） 

53. 支持取得相關從業資格的臺灣同胞來本省從事證券、期貨、基金等方

面的工作。（省證監局負責） 

54. 鼓勵臺灣同胞在浙江參加全國導遊資格考試，持證執業。支持臺灣學

生來本省開展研學旅遊，引導省內企業為臺灣學生提供旅遊行業實習

機會。（省旅遊局負責） 

55. 在浙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加浙江省勞動模範、省五一勞動

獎章、浙江工匠、省「三八」紅旗手、巾幗建功標兵等榮譽稱號評選，

可參加本單位工會組織的文化、體育、技能培訓、技能大賽、療休養

等活動。（省總工會、省婦聯負責） 

四、文化交流方面 

56. 臺灣同胞可按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本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

製作。（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負責） 

57. 本省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可按照國

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和電視劇。支持浙臺兩地合拍電影、

電視劇。（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負責） 

58. 在省內建立對臺灣地區圖書進口業務辦理綠色通道，同時段進口的臺

灣地區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簡化審批流程。（省委宣傳部、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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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出版廣電局負責） 

59.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在文物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活化利用、傳統

工藝振興等方面進行合作。支援臺灣地區文化藝術團體和人士參與本

省在海外舉辦的歡樂春節、中國文化週、浙江文化年（節）等品牌交

流活動，共同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省委宣傳部、省教育廳、省

文化廳、省文物局負責） 

60. 支持臺資企業入駐本省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灣同胞可在中國（浙江）

自由貿易試驗區內設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演出經紀機構、演

出場所經營單位、娛樂場所等。（省文化廳負責） 

61. 支援臺灣地區文化藝術界團體來浙舉辦臺灣文化節，為臺灣地區優質

展覽、演出專案提供展示平臺。（省文化廳負責） 

62. 鼓勵採取簽約、專案合作、崗位元聘任等方式，多管道引進臺灣地區

高層次文化人才。臺灣地區文藝工作者可進入浙江的文藝院團、研究

機構任職或研學，合作開展舞臺藝術作品的編導、創作，符合條件的

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專案資料庫。（省文化廳負責） 

63. 臺灣同胞可享受與本省居民同等公共文化服務待遇，全省各級公共文

化設施根據其功能、特點，按照有關規定，免費或優惠向臺灣同胞開

放。（省文化廳負責） 

64. 鼓勵在浙長期工作、居住的臺灣同胞加入浙江省相關藝術類協會（社

團）等專業團體，參加各類展覽、展示、展演等藝術活動，可參加省

文聯序列藝術門類評獎活動。支持取得省級藝術獎項的臺灣同胞申報

國家級藝術獎。（省文聯負責） 

五、生活待遇方面 

65. 在本省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臺灣同胞憑居住證明、工作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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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等，可以按照規定在當地購買或租賃住房，享受所在地居民同等

待遇，具體操作細則由各地制定明確。（省建設廳負責） 

66. 保障臺灣同胞同等享受住房公積金權益，臺灣同胞與所在單位解除終

止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臺灣地區的，可按照相關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

積金帳戶餘額。（省建設廳負責） 

67. 臺灣同胞可憑臺胞證在本省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等登記

住宿。（省公安廳、省旅遊局負責） 

68. 臺灣同胞在臺灣地區或者其他國家和地區取得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

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在所在地公安機關申請換領機動車駕駛證。（省公安

廳負責） 

69. 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享受乘坐省內公共交通設施相關優惠。（省交

通運輸廳負責） 

70. 臺灣同胞憑臺胞證、收入證明並由工作所在單位提供擔保，銀行予以

辦理信用卡，憑臺胞證可當場辦理銀行儲蓄借記卡。（人行杭州中心支

行負責） 

71. 臺灣同胞投資者在本省共同居住的子女，以及在本省合法就業的臺灣

同胞在本省共同居住的子女，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進入所在地幼稚園、

中小學（含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與所在地學生享有同等待遇。

（省教育廳負責） 

72. 支持本省各地為在本地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臺灣同胞及其隨行

家屬，提供辦理市民卡服務，與當地居民同等享受公共交通、景點遊

覽、金融支付等待遇。（省臺辦、省發展改革委負責） 

73. 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申請入住本省養老服務機構。臺灣同胞在浙

死亡且在省內殯儀館火化的，享受本省四項基本殯葬服務費用免費的

惠民殯葬政策。（省民政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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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浙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本省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在

本省醫療機構就診需要返回臺灣地區報銷的，有關醫療機構應當為其

報銷醫療費用提供便利。（省衛生計生委負責） 

75.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本省經濟、科技、文化類等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

協會，參加相關交流合作活動。（省民政廳負責） 

76. 設立聯繫服務視窗，為臺灣同胞來浙投資、學習、創業、就業、生活

提供政策諮詢和輔導服務。利用省內重點新聞網站及時發佈與臺灣同

胞來浙學習、實習、創業、就業、生活等方面相關的政策規定、工作

措施、辦事流程，方便臺灣同胞瞭解掌握相關資訊。（省臺辦、省發展

改革委、省委宣傳部、省網信辦及相關部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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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關於促進粵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7/26 

一、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廣東企業同等待

遇 

（一）項目支持 

1.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可申請享受省對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智慧裝

備、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海洋經濟等製造業新

興支柱產業的標誌性重大項目落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重大兼併重

組、顛覆性創新成果轉化等按「一項目一議」，給予重點企業新技術研

發及產業化、擴產增效、產業鏈上下游配套協作等補助的重點支持政

策。 

2. 2022年前，符合《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廣東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

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粵府〔2017〕125號，以下簡

稱「外資十條」）第二條規定條件的在粵臺資企業，可享受「一項目一

議」及省財政最高 1 億元獎勵的優惠政策。各地可在以上基礎上另行

安排支持和獎勵措施。 

3. 對國家級開發區內新設的臺資項目，可參照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企業

所得稅優惠目錄，按項目直接經濟貢獻的一定比例予以獎勵。在廣東

省產業園（含廣東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及享受廣東省產業轉移政策的園

區）新設的臺資項目，可比照享受廣東省產業共建財政扶持政策。 

4. 符合條件的臺資製造業企業的總機構和分支機構不在同一市（縣、區）

的，可按規定申請匯總繳納增值稅，分支機構可就地入庫。 

5. 臺商從境內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接投資於鼓勵類投資項目的，可按

規定申請享受遞延納稅政策，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6. 簡化臺資企業相關行政許可事項辦理程式。將臺資企業設立、變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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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委託至市（縣、區）商務部門實施。將臺資企業在醫療機構、旅行

社、加油站等領域設立、變更等 18項省級行政許可事項依法委託各地

級以上市政府相關部門實施，條件成熟的可委託國家級開發區管委會

實施。 

（二）擴大准入 

7. 全面取消臺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 2 年代表處的要求，放開臺資保

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臺資持股比例

限制，擴大臺資銀行業務範圍，允許臺資銀行在粵同時設立分行和子

行；允許符合條件的臺灣投資者來粵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

務；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投資者來粵投資信託、金融租賃、汽車

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 

8. 臺灣同胞在廣東省申辦個體工商戶經營範圍參照《港澳居民個體工商

戶在內地開放行業清單》執行。 

9. 臺資可在粵設立或與廣東省內院校聯合設立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開

展師資培訓、科技研發與應用、專業建設、課程設計、學生交流等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 

10. 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可在廣東省內設立代表機構，可與廣東省內的律

師事務所聯營，廣東省內律師事務所可以聘用臺灣執業律師擔任法律

顧問。 

11. 符合條件的臺灣法人可申請獨資或與內地法人合資、合作申辦營利性

或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三）技術研發 

12. 支援在粵臺資企業技術改造。2020 年前，廣東省財政對企業開展數字

化、網絡化、智能化和綠色化技術改造的，給予重點支援。將技術改

造普惠性事後獎補政策享受範圍，放寬到廣東省內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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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廣東省工業企業技術改造指導目錄》、取得技術改造投資項目備案

證，且主營業務收入 1,000 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臺資企業申請條件

與廣東省企業相同。 

13. 加大臺資研發機構的支持力度。2022 年前，符合「外資十條」第四條

規定條件的在粵臺資研發機構（含企業內設研發機構），可享受「一項

目一議」及廣東省財政最高 1,000 萬元獎勵的優惠政策。各地可在以

上基礎上另行安排支持和獎勵措施。 

14. 經認定的臺資研發中心，進口科技開髮用品免徵進口環節關稅、增值

稅、消費稅，採購國產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臺資企業提供技術轉讓、

技術開發及與之相關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免

徵增值稅。臺資研發中心進口研發設備、試劑、樣品，可選擇提前報

檢、預約報關和實物放行通關模式。允許臺資研發中心保稅進口二手

研發專用關鍵設備（入境期限不超過 1年）。臺資研發機構有研發成果

的，可按規定與廣東省企業同等條件申請科技進步獎，並享受相關優

惠待遇。 

15.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和廣東省激勵企業創新的優惠政

策。 

16.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粵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與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廣東省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

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粵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

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廣東省科研人

員同等政策。 

17. 對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在廣東轉化的，可參照執行廣東省知識產權激勵

政策。臺商臺企可以參加在廣東舉辦的各類知識產權對接和投融資活

動，將創新成果和高價值知識產權引入廣東實現產業化；臺資企業和

創新團隊可以將知識產權資源登錄廣東各類知識產權交易運營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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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廣東知識產權交易博覽會」等大型知識產權展會活動，將臺灣

優質知識產權資源在廣東交易轉售；在粵臺資企業和來粵創新創業臺

胞可以向廣東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機構申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為在粵

創新和經營活動提供融資保障。 

18. 臺資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在廣東生產結算國家大品種一類新藥的，可

申請省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綠色通道，享受相關優惠政策。 

（四）基建、採購和混改 

19.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廣東省的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可與廣東省企業等各類資本同等條件

參與廣東省內各級政府的交通基礎設施 PPP 項目等合作建設。 

20.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規定的臺資企業均可申請參與廣東省政府

採購活動。臺資企業可按廣東省企業同等條件申請納入廣東省創新產

品清單，並享受政府採購鼓勵措施。21.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

負面清單管理要求的臺資企業，可以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公平、公開方

式參與廣東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 

（五）用地保障 

21. 臺資企業與廣東省企業同等條件適用廣東省土地保障政策。符合省確

定的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集約的臺資企業，可按所在地土地等別對應

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其工業項目用地出讓底價。 

22. 臺資企業可按「外資十條」第三條相關規定享受用地有關優惠政策。 

（六）拓展市場 

23. 鼓勵臺資企業向粵東西北地區轉移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臺資企

業可加入廣東國際商會，參加廣東國際商會組織的推介會、交流會、

展覽等各類經貿活動，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 

（七）農業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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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資農業企業可與廣東省農業企業同等條件享受農機購置補貼，同等

條件參與農村流通網絡、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參加廣東省有關農業

展會擴展農產品銷售市場，申報廣東省重點農業龍頭企業並享受相關

政策扶持。 

25. 臺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中國銀聯及省內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

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 

26. 臺灣徵信機構可與廣東省內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

供徵信服務。臺資銀行可與廣東省內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

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27. 廣東自貿試驗區內的臺資企業，可開展本外幣全口徑跨境融資，臺資

企業可在區內和境外發行債券；臺資融資租賃公司可按相關規定，在

符合相關條件的情況下在境內以外幣形式收取租金。 

二、逐步為臺灣同胞在粵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廣東居民同等的

待遇 

（一）職業資格 

28. 在粵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

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可按規定參加由各級職業技能鑑定機構組織開

展的職業技能鑑定。在粵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加各類職業技能競賽，

按規定獲得廣東省技術能手證書。 

29. 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粵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相關部

門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30.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的，可按照相

關規定在粵申請醫師執業註冊。 

31. 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粵參加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

考試，相關部門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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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臺灣教師可在省內高校任教和開展學術交流等活動，其在臺灣取得的

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並可按國家相關規定，申請認定大陸

高校相應種類的教師資格。 

（二）人才支持 

33. 支持到粵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以及廣

東省的「珠江人才計畫」、「廣東特支計畫」、「揚帆計畫」，並按規定享

受相關人才優惠待遇。鼓勵支援臺灣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科學家和

能夠推動重大技術革新的科技領軍人才全職來粵工作。臺灣高層次人

才可在廣東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企業、商業金融機構等單位就業。

符合條件的臺灣人才可申請「人才優粵卡」，憑卡可享受住房、子女入

學、醫療、養老等便利服務。 

（三）基金、評獎 

34. 支持在粵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

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35. 臺灣同胞、劇團、影視公司可在廣東省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

鷹獎等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項目；臺灣同胞可參評廣

東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青年崗位能手、青年文明號、「三

八」紅旗手等評選活動。 

（四）文化學術民間交流 

36. 臺灣同胞、在粵臺資企業可按相關規定加入廣東省各級經濟、科技、

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臺灣地區各社團組織、行

業協會可與廣東省相關機構開展兩地經貿、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動。 

37. 臺灣同胞可參與由廣東省組織的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

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

臺灣同胞、文化藝術團體和企業可參與廣東省文化機構開展的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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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參與廣東省在境外舉辦的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

動和「中華文化走出去」計畫，以及廣東省藝術節、廣東國際青年音

樂週等活動。符合條件的粵臺文化精品項目可申請納入海外中國文化

中心項目資源庫。 

38. 鼓勵和支持粵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宗教

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支持鼓勵臺灣同胞和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來

粵開展孫中山、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學術交

流合作。 

39. 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可在廣東省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對在廣東省開展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粵臺民間交流項目優先推薦列入

省級年度重點交流項目，對參與活動的兩岸機構給予優先政策支持。 

40. 臺灣同胞和慈善機構、農業社團等，可通過公益捐贈捐助、提供志願

服務等方式，參與廣東省精準扶貧、山區計畫、基層支教義診幫扶、

災後重建、美麗鄉村社區建設等基層救災、救助公益類服務項目。鼓

勵和支持臺灣紅十字組織等機構與廣東省相關機構合作，來粵聯合開

展衛生防病救護知識宣傳普及、應急救護師資培訓、水上安全救生培

訓等活動。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參加選聘並擔任廣東省相關機構的

紅十字救護員、仲裁員等。 

（五）影視合作及圖書進口 

41. 臺灣人士按規定審批後可參與廣東省內的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

劇製作，數量可不受限制。 

42. 廣東省內具備資質的廣播電視臺引進臺灣生產的影視劇不作數量限制，

廣東省各級具備資質的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等引進臺灣地區生產的

各類優質電視劇、綜藝等節目不受數量限制，引進機構需依相關規定

申報。 

43. 臺灣地區影視機構與廣東省內影視製作機構合拍影視作品的，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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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按相關規定放寬限制。 

44. 推動建立臺灣圖書從廣東省口岸進口綠色通道，優先審批從臺灣進口

的圖書，逐步簡化進口審批流程。 

（六）就業創業學習生活便利化 

45. 完善臺灣同胞在粵居留、出入境、人事人才招聘、銀行開戶、子女入

學、醫療保險、房產、就醫、住宿、值機、高鐵動車等各類服務管理

體系，實行網絡系統升級，開放臺胞證註冊登錄、證件識別。有意向

來粵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憑臺胞證註冊登錄「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廳網上服務平臺」，或直接登錄「廣東就業網」、「廣東人才網」，

查詢適合的崗位招聘服務及相關資訊。 

46. 在粵就讀幼兒園及高中段教育的臺灣學生，可按當地有關規定入學；

在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讀的臺灣學生，享受與本地戶籍適齡子

女同等待遇。 

47. 各地可結合當地實際進一步製訂落實落地措施，在政務和民生服務資

訊系統及平臺中體現惠臺政策措施。廣東省各級臺辦作為聯繫窗口，

為臺灣同胞在粵投資、創業、就業、學習和生活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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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自治區《關於促進桂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8/2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率先

同臺灣同胞分享廣西發展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廣西投資、創業、就業、

學習和生活提供與廣西居民同等待遇，進一步促進桂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結合我區實際，製定若干措施如下。 

一、推動臺資企業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與廣西企業同等待遇 

1.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珠江—西江經濟帶、桂林國際

旅遊勝地、廣西鄉村振興、廣西特色型智慧財產權強區和廣西海峽兩

岸產業合作區建設。鼓勵臺灣地區企業在廣西設立總部、金融機構、

研發中心、設計中心、運營中心、採購中心、物流中心等，並同等享

受廣西優化營商環境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自治區發展改革委、工業

和資訊化委、科技廳、財政廳、國土資源廳、環境保護廳、住房城鄉

建設廳、交通運輸廳、水利廳、農業廳、林業廳、商務廳、文化廳、

旅遊發展委、北部灣辦、投資促進局、工商局、質監局、金融辦、扶

貧辦、廣西博覽局、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廣西銀監局、廣西證監

局、廣西保監局） 

2. 臺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發展計畫、「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和廣

西係列經濟發展計畫，在廣西投資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

加工貿易、冷鏈物流、休閒農業、高效節水灌溉、會展服務等重點領

域產業，相應享有與廣西企業同等支援政策。（自治區發展改革委、工

業和資訊化委、科技廳、財政廳、國土資源廳、環境保護廳、住房城

鄉建設廳、交通運輸廳、水利廳、農業廳、林業廳、商務廳、文化廳、

北部灣辦、投資促進局、工商局、質監局、扶貧辦、廣西博覽局、廣

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 

3.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廣西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在考察、對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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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等方面，給予優先協調和輔導。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專案納

入廣西「一帶一路」重大專案儲備庫，並優先向國家「一帶一路」重

大專案儲備庫推薦。（自治區發展改革委、工業和資訊化委、科技廳、

住房城鄉建設廳、交通運輸廳、水利廳、農業廳、商務廳、北部灣辦、

投資促進局、工商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 

4. 支持在廣西中越跨境勞務合作試點範圍內的臺資企業同等享受廣西中

越跨境勞務合作政策。（自治區公安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商務

廳、北部灣辦） 

5.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務與

投資峰會，進行會展籌備、商品貿易、技術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合

作及展會鏈延伸投資。（廣西博覽局、廣西貿促會、自治區發展改革委、

財政廳、商務廳、北部灣辦、投資促進局） 

6. 鼓勵臺資企業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支持廣西農業發展。 

（1）臺資農業企業可按規定申請廣西農機購置補貼。 

（2）臺資農業企業可申報廣西各級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和國家級產業化

重點龍頭企業。 

（3）臺資企業農業項目中符合設施農用地範圍的生產設施、附屬設施用地，

按照設施農用地有關規定管理，實行縣級備案製。 

（4）對進入廣西農產品外貿轉型升級基地的臺資企業給予相應支援。 

（5）臺資企業在廣西農業項目中進行直接投資、股權投資、農業保險、產

業鏈延伸等方面同等適用廣西有關惠農政策。 

（6）支持引進臺灣大型農業專案，合作培育精緻農業、生態農業，促進桂

臺農業合作高端化。 

（7）支持在廣西建設兩岸農業產業合作示範基地和兩岸農業技術引進示

範交流基地。（自治區農業廳、商務廳、財政廳、國土資源廳、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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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辦、投資促進局、扶貧辦、農機中心、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 

7. 支援廣西臺資企業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鼓勵臺資企業、機

構法人進行創新產品研發、科研專案申報和團隊人才培養等。 

（1）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可培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2）支援廣西臺資企業參與國家首臺（套）產品的評定，享受國家對首臺

（套）創新產品的相關扶持政策，促進臺資企業首臺（套）產品研發

和示範應用。 

（3）廣西臺資企業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科技領域的重大研發類專

案，按照規定適用專項資金政策。 

（4）臺灣地區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廣西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

或參與廣西重點研發計畫專案、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

廣西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 

（5）受聘於在廣西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

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廣西科研人員同等政策。 

（6）桂臺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可合作設立研發機構，建設重點實驗

室，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

隊和技術人才。 

（7）臺資企業在廣西設立研發平臺，符合《廣西加快科技創新平臺和載體

建設實施辦法》規定條件的，相關部門評審時擇優對應用基礎研究類、

應用開發類和高端智庫類創新研發平臺分別給予不低於 800 萬、

1,000萬和 800 萬元的專案資助。對獲認定的國家級創新研發平臺給

予一次性獎勵補助 1,000 萬元。（自治區科技廳、發展改革委、工業

和資訊化委、教育廳、財政廳、北部灣辦、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8. 支持廣西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的申請、運用、保護和管理。 

（1）鼓勵廣西臺資企業設立智慧財產權聯盟、專利池，開展智慧財產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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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支持廣西臺資企業、研發中心申請 PCT 國際專利和國內發明專利、

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 

（3）支持廣西臺資企業申請地理標誌商標。 

（4）鼓勵臺資企業進行軟體著作權登記。 

（5）支援臺資企業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成果進入廣西技術交易平

臺進行交易。 

（6）支援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廣西轉化，參照執行相關智慧財產權激勵

政策。（自治區智慧財產權局、財政廳、工商局等） 

9. 幫助和支援臺資企業依法享受與廣西企業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 

（1）設在廣西且符合免稅條件的臺資研發中心進口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

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 

（2）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 

（3）符合西部大開發戰略稅收優惠政策條件的國家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4）符合促進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及加快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稅收

優惠政策條件的臺資企業可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廣西壯族自治區

稅務局、自治區科技廳、北部灣辦） 

10. 維護臺資企業在廣西土地市場的平等主體待遇，保障臺資企業投資項

目用地供應。 

（1）臺資企業投資自治區確定的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集約的工業專案，以

及以農、林、牧、漁業產品初加工為主的工業專案，可按不低於所在

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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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讓底價。對其他工業用地項目，在不低於國家統一規定工業用地

出讓最低價標準的前提下，可適當調低出讓底價。 

（2）臺資企業投資公共碼頭項目以及港口、倉儲物流項目建設用地，土地

出讓金最低標準可按出讓地塊所在地基準地價的 70%執行。 

（3）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鎮總體規劃、不改變原用途的前提下，

臺資企業投資工業專案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

範圍外的國有未利用地，且土地前期開發由土地使用者自行完成的

工業專案用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價格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

相對應《標準》的 15%執行。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

用地範圍內的國有未利用地，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標

準》的 50%執行。 

（4）臺資投資建設項目按上述（1）、（2）、（3）款擬定的出讓底價低於該

專案實際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開發成本和按規定應收取的相關

費用之和的，應按不低於實際各項成本費用之和的原則確定出讓底

價。 

（5）允許在出讓合同中約定，土地出讓價款在首次繳納不低於 50%的前

提下最多分 3期繳納，一年內全部繳清，經當地土地出讓協調決策機

構集體認定，特殊專案可以約定在兩年內全部繳清。 

（6）鼓勵符合國家和自治區產業導向的臺資企業開展技術改造，在符合土

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鎮總體規劃的前提下，在經批准的原工業用地

範圍內進行新建、改建、擴建的工業專案，且投資強度、建築容積率

等指標符合規定的，其增加建築面積部分不再補繳土地出讓金。（自

治區國土資源廳） 

11. 支援臺資企業依法參與廣西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 

（1）臺資企業可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廣西國有企業混合所

有製改革，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後獲得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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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製企業可依法使用原國有企業以劃撥、出讓、租賃、國家作價出資

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權。 

（3）改製後的用地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可繼續按劃撥方式使用；不

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應依法辦理土地有償使用手續。 

（4）企業改革涉及的劃撥土地使用權處置，按照土地審批許可權經有批准

權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批准後，可參照執行國有企業改製土地

資產處置優惠政策。（自治區國資委、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廳、工

商局） 

12. 支援臺資企業在廣西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符合相應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在廣西

可參與建設項目的總包和分包。（自治區發展改革委、財政廳、國土資

源廳、環境保護廳、住房城鄉建設廳、交通運輸廳、水利廳、商務廳、

工商局） 

13. 支持符合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公平參與廣西各級政府採購活動。（自治

區財政廳、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14.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家與中國銀聯廣西分公司及廣西非銀行支付機

構依法開展合作，拓展互聯網業務品種。支援各類金融機構為廣西中

小微臺資企業、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辦卡開戶、電子支付、融資等金

融服務。（自治區金融辦、發展改革委、財政廳、商務廳、人民銀行南

寧中心支行） 

15. 支持廣西徵信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與臺灣徵信機構、信用評級機構依

法開展業務合作，為桂臺兩地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人民銀行南

寧中心支行、自治區發展改革委、臺辦、財政廳、商務廳） 

16. 支持臺資銀行通過廣西市場和跨境管道，擴大人民幣資金來源。臺資

銀行可在廣西與大陸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

金融服務。〔自治區金融辦、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國家外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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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分局）、廣西銀監局〕 

17. 加快臺資企業項目建設，落實「五個簡化」、「五個優化」措施。 

（1）進一步簡化臺資企業專案投資許可、用地審批、規劃許可、施工許可

及其他事項。 

（2）對於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重大專案，由自治區層面統籌推進，優化重

大專案投資許可、用地報批、施工許可、仲介服務和監管激勵。（自

治區發展改革委、工業和資訊化委、國土資源廳、住房城鄉建設廳、

商務廳、投資促進局等） 

18. 提升行政審批服務效率，推動涉臺資企業行政審批及服務事項簡化辦

理環節、優化辦理流程、強化部門協同，實現並聯辦理，大幅壓縮辦

理時限。 

（1）企業開辦手續 3個工作日內完成。 

（2）不動產登記 5 個工作日內完成。 

（3）園區建設項目施工許可證 45 個工作日內完成。 

（4）其他建設項目施工許可 60個工作日內完成。 

（自治區工商局、住房城鄉建設廳、商務廳） 

19. 加大臺資企業融資支持力度。 

（1）支持臺灣銀行、保險、金融租賃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等金融機構在

廣西設立總部、分支機搆，同等享受雲南—廣西沿邊金融改革試驗區

政策。 

（2）支持廣西臺資企業在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在新三板掛

牌，以及發行企業債券、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債

務融資工具進行融資。（自治區金融辦、財政廳、發展改革委、人民

銀行南寧中心支行、廣西銀監局、廣西證監局、廣西保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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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降低臺資企業建設生產經營成本。 

（1）方面落實工商用電同價措施。 

（2）支援電力使用者通過市場化交易降低用電成本，按需量計費的大工業

電力用戶的基本電費按照實際需量收取。 

（3）鼓勵供氣企業採取直供方式對工業企業供氣。 

（4）嚴禁供水、供氣企業向市場主體收取接入費、碰口費。 

（5）取消用水報裝過程中的收費（或預收費）環節，改為施工驗收後結算

方式。 

（6）供電供水供氣企業要進一步明確收費標準，切實降低使用者報裝工程

費用。（自治區物價局等） 

21. 優化臺資企業工商註冊登記審批手續。 

（1）簡化臺資企業申請設立程式，實施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單一視窗、

單一表格」受理製度。 

（2）簡化從事連鎖經營的臺資企業分支機搆經營範圍審核和臺資企業中

自然人股東身份認證材料，對需要開具合規證明的臺資企業實行網

上申請、網上下載。（自治區工商局） 

22. 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認定的臺資重點企業，新開發就業崗位並與新增

就業人員簽訂 6 個月以上勞動合同的，按其為新增就業人員繳納的社

會保險費給予最長不超過 2 年的相應補貼，所需資金從就業補助資金

和同級財政預算中列支。（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財政廳） 

23. 廣西製定產業、行業地方標準時，可吸收臺灣地區標準內容，臺灣地

區標準高於大陸標準的，可經轉化後直接採用。（自治區商務廳、衛生

計生委、質監局、食品藥品監管局） 

二、促進臺灣同胞學習、創業、就業與廣西居民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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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在廣西參加各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技能

人員職業資格考試、進行職業技能等級和專項職業能力考核、參加相

關職業培訓。相關考試、考核及培訓的具體事項，由主管部門根據國

家部署製定。（自治區司法廳、財政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衛生

計生委、旅遊發展委） 

25. 促進臺灣籍醫師在廣西依法執業。 

（1）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報名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考試方式、考

試內容、分數線、收費標準等均與報考同類別的廣西考生相同。 

（2）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3）支援通過考試或認定方式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

關規定在廣西申請執業註冊。 

（4）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廣西申請註冊短期行醫，

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自治區衛生計生委） 

26.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廣西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

資格時，隻需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廣西

證監局） 

27. 臺灣同胞到廣西創業同等享受創業擔保貸款、創業扶持補貼等政策。 

（1）畢業 5年內的臺籍高校畢業生來廣西創業，可按規定申請國家創業擔

保貸款，貸款額度最高為 10 萬元，期限最高為 3 年，並按規定享受

貼息。 

（2）對首次在廣西創辦小微企業，且所創企業自工商註冊登記之日正常運

行 1 年以上的畢業 5 年內臺籍高校畢業生，給予一次性創業扶持補

貼。補貼期標準為 5,000 元/戶。 

（3）成立 2 年以內的臺資企業可申請入駐廣西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門認定的創業孵化基地，按規定享受最高 1300 元/戶/月的場地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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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補貼、2,000 元/戶的一次性創業補貼、1,500 元/人—2,000 元/人的

吸納就業困難群體一次性補助；每新招用 1名就業人員還可給予 1年

社保補貼。 

（4）對招用畢業年度高校畢業生、與之簽訂 1年以上勞動合同並為其繳納

社會保險費的臺資小微企業，給予 1 年的社會保險補貼和 1,000 元/

人的帶動就業補貼。 

（5）在桂臺資企業可申請設立為就業見習基地，對吸納符合條件高校畢業

生參加就業見習的臺資企業，給予以 1,200元/人/月的就業見習補貼，

對留用率達到 50%以上的單位，就業見習補貼提高至 1,500元/人/月。

（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教育廳） 

28. 支援廣西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為臺籍高校畢業生提供實習、就業崗位。

在廣西就讀的臺籍高校畢業生同等享受相關靈活就業政策。對靈活就

業後繳供社會保險費的離校 1 年內未就業臺籍高校畢業生，給予一定

數額的社會保險補貼，補貼標準不超過其實際繳納的 2/3。（自治區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教育廳） 

29. 將臺灣籍高校畢業生納入我區就業創業政策享受範圍，同等享受區內

公共就業創業服務。（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教育廳） 

30.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到廣西有關事業單位就業。 

（1）臺灣同胞取得祖國大陸認可的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符合事業單位公開

招聘崗位條件的，可以通過公開招聘應聘到全區各級政府直屬及政

府部門所屬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就業。 

（2）對在事業單位就業的臺灣同胞，用人單位要切實保障其在人才引進、

聘用管理、工資福利、項目申報、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職稱評審、

職業資格證申請（國家規定可以申請的種類和專業）、子女教育等方

面的權益，為其向設區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申請辦理《臺港澳人

員就業證》。（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編辦、教育廳、文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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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符合條件的臺灣優秀博士、碩士和本科畢業生或其他臺灣人才來廣西

工作，可參照執行《廣西壯族自治區高層次人才認定辦法（試行）》、

《廣西壯族自治區優秀專家評選管理辦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八桂學

者製度實施辦法》、《廣西壯族自治區特聘專家製度實施辦法》、《廣西

壯族自治區引進海外人才工作實施辦法》和《廣西青年創新創業人才

培養計畫實施方案》等人才政策。（自治區黨委組織部、教育廳、財政

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32. 實施急需緊缺人才優惠住房政策，全區各級人民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

對臺籍急需緊缺人才給予租金減收或免收優惠，有條件的地方，租住

人在租住滿 5 年後可按入住時市場價格購買所租住房；未入住人才公

寓的臺籍急需緊缺人才，可享受各級人民政府提供的租房、購房補貼，

具體標準由各級人民政府確定。（自治區財政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廳、住房城鄉建設廳） 

33. 全區各級人民政府為臺籍急需緊缺人才提供醫療和子女入學便利，當

地衛生計生部門協調定點醫院開闢急需緊缺人才診療「綠色通道」，提

供優診醫療服務；臺籍急需緊缺和高層次人才子女在學前教育和義務

教育階段年齡的，可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就近就便優先安排入學。

（自治區教育廳、財政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衛生計生委、） 

34. 企事業單位引進的臺籍急需緊缺人才，解決重大問題並產生較好經濟

社會效益的，經主管部門核定後，可向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申請通過「綠色通道」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稱。（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教育廳） 

35. 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廣西的本科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業學科教

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自治區

教育廳、科技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文化廳） 

36. 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萬人計畫」、廣西「八桂

學者」和「特聘專家」等重大人才專案。具體申報條件和支援方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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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關人才專案政策的規定執行。（自治區黨委組織部、教育廳、財政

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37. 受聘於在廣西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籍科研人員可在廣西申報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

金等各類基金專案。具體辦法按國家相關主管部門的規定執行。（自治

區黨委宣傳部、科技廳、文化廳） 

三、為臺灣同胞來廣西生活發展提供便利 

38. 完善廣西機場、港口建設，建立便捷的桂臺直航運輸體系，增加北部

灣港到臺灣各港口的班輪航線。（自治區財政廳、交通運輸廳、北部灣

辦、廣西機場管理集團） 

39. 符合來大陸定居申請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在綠色通道優先辦理相關審

批手續。（自治區公安廳） 

40. 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銀行、醫院、交通等公共場所服務方

面的係統設備進行完善升級，實現臺胞證在廣西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

等使用。（自治區發展改革委、公安廳、財政廳、交通運輸廳、衛生計

生委、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 

41. 推動「廣西人才網」等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做好係統升

級，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42. 為來廣西創業就業的臺灣同胞提供辦理《臺港澳人員就業證》便利和

相關辦證政策諮詢等服務。（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43. 臺籍學生在廣西各級教育部門的指導下統籌安排就學。幼稚園、小學

由居住地所屬區教育局就近統籌安排就學。（自治區教育廳） 

44. 支援廣西各地向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提供公共租賃住房。（自治區住房

城鄉建設廳） 

45. 支持在廣西就業的臺灣同胞繳存和使用住房公積金。（自治區住房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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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廳） 

（1）廣西就業的臺灣同胞可按《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關政策的規定

繳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繳存比例、辦理流程等實行與廣西當地

繳存職工一致的政策規定。 

（2）已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臺灣同胞與廣西當地繳存職工同等享有提取個

人住房公積金、申請個人公積金住房貸款等權利。 

（3）在大陸跨城市就業的，可以辦理住房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 

（4）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臺灣的，可按照相關

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帳戶餘額。 

46. 在廣西的臺灣同胞按照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享受我區社會保險參保人

同等的保險待遇。（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47. 在廣西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廣西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醫療機構在按照規定書寫和保存醫療文書的同時，還應為就診的臺灣

同胞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醫療文書。（自治區衛

生計生委） 

48. 長期在廣西生活的且符合救助條件的困難臺灣同胞可同等享受低保待

遇，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可申請臨時救助，在廣西亡故的，適用

與當地居民同等的惠民殯葬政策。（自治區民政廳） 

49. 臺灣同胞參照廣西居民標準，可享受乘坐區、市、縣內公共交通設施

相關優惠。（自治區交通運輸廳） 

50. 臺灣同胞持臺胞證可在廣西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

房車等登記住宿。（自治區公安廳） 

51. 臺灣同胞憑臺胞證可減免廣西指定景點門票，可同等享受廣西當地旅

遊景點年卡服務。（自治區旅遊發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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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臺灣同胞在廣西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可享受和廣西居民同等的公共

文化服務待遇。（自治區文化廳、旅遊發展委） 

53. 設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定期為在廣西的臺灣同胞提供義務法律諮

詢服務，普及法律法規知識。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同等享有向廣西有

關部門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自治區司法廳、臺辦） 

54. 設立微信公眾號（桂臺之聲），發佈廣西涉臺政策資訊。設立聯繫視窗，

開通服務熱線，為臺灣同胞提供諮詢和緊急救助服務。（自治區臺辦） 

四、深化桂臺社會文化交流合作 

55. 支持桂臺兩地開展中國傳統文化交流、兩地少數民族文化交流、青少

年交流和民間交流等。（自治區臺辦、黨委宣傳部、總工會、共青團廣

西區委、自治區婦聯、教育廳、財政廳、文化廳、旅遊發展委、新聞

出版廣電局、體育局） 

（1）支持在廣西的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 

（2）支持在廣西的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

知中國、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 

（3）邀請臺灣同胞參加廣西「壯族三月三？八桂嘉年華」、龍舟賽活動等

廣西舉辦的民俗文體聯誼活動。 

（4）鼓勵臺灣青少年來廣西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

活動，將相關經費按有關規定納入主管部門年度預算中統籌保障。 

（5）符合條件的桂臺文化項目可申報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 

（6）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案。 

56.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國家和廣西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專門

獎項和榮譽稱號的評選。（自治區臺辦、總工會、黨委宣傳部、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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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聯、民政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1）協助在廣西的臺灣同胞參加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國家獎項

的評選。 

（2）支援符合申報條件的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參評廣西「八桂慈善獎」、

「五一」勞動獎章、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技術能手等。 

57. 支援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廣西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

視劇製作。（自治區新聞出版廣電局） 

（1）臺灣同胞按規定審批後參與廣西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可

不受數量限製。 

（2）廣西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臺灣地區生產的電影、

電視劇不受數量限製。 

（3）放寬桂臺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

方面的限製。 

（4）取消收取桂臺合拍電影立項申報費用。縮短兩岸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

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 

（5）審查通過的桂臺合拍劇可以進入黃金時段播出。 

58. 依法開展臺灣圖書的進口初審工作，並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批。鼓

勵臺灣地區圖書從廣西口岸進口並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

優先辦理相關手續。（自治區新聞出版廣電局） 

59.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廣西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自治區民政廳、總工會、共青團廣西區委、

婦聯、文聯等） 

60. 支援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加廣西組織的公益活動和基層社區服務。

（自治區民政廳、總工會、共青團廣西區委、婦聯、教育廳、人力資



 

 
330 

源和社會保障廳、文化廳、扶貧辦等） 

（1）支持在廣西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廣西的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受

聘擔任社區及相關社會組織負責人。 

（2）鼓勵臺灣同胞參與組建社區誌願服務隊，並擔任負責人。 

（3）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臺灣同胞個人命名的社區服務工作室，納入

政府購買社區服務專案名錄。 

61. 鼓勵桂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

成果應用。（自治區教育廳、民宗委、文化廳） 

62. 鼓勵臺灣優質職業院校與廣西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職業培訓機構

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桂臺合作學校與廣西企業共同培養初級工、

中級工、高級工、預備技師（技師），除享受國家資助政策外，用工雙

方簽訂 6 個月以上勞動合同並繳納 3 個月以上社會保險費的，分別給

予學校每人每年補貼 0.1 萬元、0.2 萬元、0.8 萬元、1.2 萬元。（自治

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教育廳） 

63. 支援桂臺人力資源機構互設分支機搆，深化桂臺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交

流合作。 

（1）對成功引進急需緊缺人才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由全區各級人民政府

給予獎勵，獎勵方式和標準由各自確定，所需資金從同級財政預算中

列支。 

（2）桂臺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為廣西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認定的重點企業輸

送產業工人，且用工雙方簽訂 6 個月以上勞動合同並繳納 3 個月以

上社會保險費的，按 500 元/人—1,500 元/人的標準給予輸送單位獎

勵。（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財政廳） 

64. 支持臺灣會計師事務所在廣西設立代表機構，鼓勵機關事業單位、國

有企業、社會組織等聘請臺灣會計師。（自治區財政廳、人力資源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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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廳） 

65. 支援臺灣醫療機構和醫藥企業到廣西共建海峽兩岸大健康產業集聚區，

共同建設一批專科醫院、培育一批醫療裝備和生物醫藥產業。（自治區

衛生計生委、科技廳） 

66. 支援臺灣文藝團體、經紀公司到廣西共建中國—東盟影視基地、藝人

工作室等。（自治區文化廳、新聞出版廣電局） 

67. 支援桂臺青年組織加強交流合作，開展桂臺青年創新創業活動，參與

桂臺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共青團廣西區委、自治區臺辦） 

68. 支持桂臺教育機構加強交流合作，繼續舉辦桂臺高等教育高峰論壇、

桂臺教師發展高峰論壇、桂臺幼稚教育發展論壇等活動，共建桂臺合

作學校。（自治區教育廳、臺辦） 

69. 支援桂臺法律事務交流與合作。（自治區司法廳、公安廳、檢察院、高

級法院、廣西貿促會等） 

（1）支援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依法在廣西設立代表機構。 

（2）鼓勵臺灣地區的仲裁機構依法在廣西設立聯絡點。 

（3）鼓勵桂臺民間調解組織合作，依法設立民間服務機構，提供調解服務。 

（4）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廣西擔任調解員、仲裁員、陪審員、緩刑

考察員、執行監督員、檢察聯絡員、法律顧問、公司律師等。 

（5）鼓勵桂臺合作建立法律查明機製，為相關商事活動提供境外法律的查

明服務。 

五、推進廣西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建設 

70. 自治區及各相關市財政部門將廣西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以下簡稱「合

作區」）建設經費納入各級財政統籌保障，主要用於合作區宣傳推介、

招商引資、考察調研、編製規劃、辦公經費等，在符合條件的前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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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對合作區基礎設施、城市配套、產業發展等給予支援。（自治區財

政廳、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71. 鼓勵合作區先行先試，重點支援臺資企業參與面向東盟的跨境服務業

集聚區建設，發展金融、航運、物流、通信、醫療、文化創意等現代

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業務，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和資源配置平臺，推

動產業園區軟體資訊、管理諮詢、資料服務等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合

作區內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可優先享受廣西各項支援政策。

合作區各市政府和園區可根據實際在財政、金融、加工貿易、土地、

廠房、辦公、人才、物流、勞務、邊貿、政府服務等方面製定更加靈

活優惠的配套政策，促進合作區臺資企業和臺灣人才集聚。（自治區發

展改革委、商務廳、工業和資訊化委、北部灣辦、臺辦、欽州保稅港

區管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

試驗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

府） 

72. 積極承接臺資產業轉移，鼓勵臺灣各類投融資平臺、高科技和戰略性

新興產業到合作區投資，重點引進臺灣石油化工、人工智慧、電子科

技、紡織服裝、生物醫藥、精密儀器、數控機床、醫療器械、休閒農

業、港航物流、大健康、「互聯網+」、金融服務等產業。（自治區投資

促進局、商務廳、北部灣辦、臺辦、欽州保稅港區管委會、憑祥綜合

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試驗區管委會、防城

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73. 適時推動按市場化方式設立臺資企業產業投資基金，與合作區各市、

金融機構、臺資企業合作，以股權投資方式支援臺資企業在合作區的

產業項目。發揮股權投資優勢，支援合作區科技企業孵化器和加速器

平臺建設。（自治區財政廳、發展改革委、北部灣辦、欽州保稅港區管

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試驗

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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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大力支持合作區邊境落地加工。（自治區商務廳、發展改革委、北部灣

辦、欽州保稅港區管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

區管委會、東興試驗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

崇左市人民政府） 

（1）支持與指導合作區各市政府依託現有的邊境經濟合作區等工業園區，

建設互市商品加工園區或邊貿扶貧產業園，引進加工企業落地產業

園，帶動貧困邊民就業。對進入園區的臺資企業視為本地企業，同等

給予土地、稅收、生活配套等優惠政策。 

（2）指導合作區各市政府在加大資金扶持、簡化專案審批、保障土地供應、

用電用水廠房補助等方面對加工企業給予優惠和扶持。 

75. 大力支持合作區加工貿易產業發展。落戶合作區的加工貿易臺資企業

可參照《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促進加工貿易產業創新發展的

實施意見》的規定，同等享受以下產業扶持政策：（自治區商務廳、發

展改革委、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北部灣辦、欽州保稅港區管委會、

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試驗區管委

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1）總投資額在 5,000 萬元人民幣以上且其投資專案列入《西部地區鼓勵

類產業目錄》的，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並免除企業所得稅地方分享部分。 

（2）享受 14%的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比例。 

（3）暫停徵收水利建設基金。 

（4）爭取實行加工貿易內銷貨物選擇性徵稅試點。 

76. 合作區產業項目用地由自治區統籌保障，在不改變土地性質的前提下，

合作區內各類產業用地均可以採取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

彈性年期出讓等方式使用土地。（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欽州保稅港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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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試驗

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77. 組織落實廣西與越南簽訂的跨境勞務合作協定，建立完善合作區跨境

勞務合作機製，支持合作區內臺資企業享受廣西中越跨境勞務合作政

策。（自治區公安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商務廳、北部灣辦、欽

州保稅港區管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

會、東興試驗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民政府、崇左

市人民政府） 

78. 大力支持合作區開展招商引資。（自治區投資促進局、臺辦、財政廳、

北部灣辦、欽州保稅港區管委會、憑祥綜合保稅區管委會、中馬欽州

產業園區管委會、東興試驗區管委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欽州市人

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1）對符合自治區有關招商引資規定的園區內重大招商引資專案業主，按

專案當年招商引資實際到位資金的 0.5%給予一次性獎勵；項目資本

金分批注入的，可累計計算最多不超過 2 年；專案投資建設期較長

的，在建設期內形成固定資產可累計計算最多不超過 3年；單個專案

獎勵資金不超過 1,000 萬人民幣。獎勵資金由各級財政按比例進行安

排，具體為：對選址在設區市本級的招商引資專案，自治區與設區市

財政按照 4∶6的比例承擔獎勵資金；對選址在設區市所屬縣（市）的

招商引資專案，由自治區與專案所在縣（市）財政按照 6∶4的比例承

擔獎勵資金。獎勵申領程式按照廣西招商引資相關激勵辦法執行。 

（2）對參與合作區招商引資的臺灣商協會、臺胞組織機構和臺胞個人，可

授予榮譽稱號，以資鼓勵，具體辦法由各相關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

門負責組織製定與實施。 

六、附則 

79. 以上政策措施與自治區現行其他政策出現交叉或不一致的，可選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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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的政策執行。 

80. 以上相關政策措施執行期限內，國家和自治區有新規定的，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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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江西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若干措施的實施辦法》 

2018/8/8 

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作的重要論述和黨的十九

大精神，促進贛臺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不斷增進兩地同胞親情和福祉，根

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改委《關於印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國臺發〔2018〕1號）精神，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實

施辦法。 

一、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本省企業同等待

遇 

1. 臺資企業參與實施江西製造強省建設，適用與本省企業同等政策。鼓

勵臺商和臺資企業到江西投資設立先進製造業企業和企業區域總部、

研發設計中心等，支持投資建設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和服

務型製造等重大項目，相應享受與本省企業同等支持政策。（責任單位：

省工信委） 

2. 支援臺資企業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江西臺資企業在申報省

財政性資金支持的項目上享有本省企業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財政

廳、省工信委） 

3. 屬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江西臺資企業，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

產品，按適用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 3%的部分

實行即徵退稅政策。（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4. 江西臺資企業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諮詢、技術

服務免徵增值稅。（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5. 對臺灣投資者從在江西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接投資於鼓勵類投資

項目，凡符合規定條件的，實行遞延納稅政策，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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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符合條件的江西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

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江西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

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7. 江西臺資企業適用與本省企業同等的出口退稅優惠政策，簡化江西臺

資企業退稅手續，符合條件的優先試行出口退稅無紙化管理，取消退

（免）稅預申報。（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8. 支持符合條件的江西臺資企業通過「銀稅互動」項目獲得無抵押信用

貸款，降低融資成本。（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9. 支持臺資企業開展預約定價安排，為其與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提供

確定的稅收經營環境。（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10. 支持臺資企業申報江西省專利申請資助等相關項目。對臺灣地區知識

產權在江西轉化的，可參照執行大陸知識產權激勵政策。（責任單位：

省科技廳、省知識產權局） 

11. 根據《江西省中小微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管理辦法》，支援在江西註

冊的臺資企業按照江西中小微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相關規定進行知

識產權質押融資。（責任單位：省知識產權局、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省

銀監局） 

12. 臺資企業可以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江西防洪、灌溉、排澇、引（供）

水、灘塗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樞紐等水利項目建設，參與江西污水

處理、中水回用、雨水收集、環衛保潔、道路橋樑、園林綠化、垃圾

清運和處理等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取得臺灣地區資質（資格）證書的

臺灣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企業經批准可以參與江西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水利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交通運輸

廳） 

13. 對於臺資企業報送的項目環評，與本省企業一視同仁，同等要求。列

入江西省重點項目範圍的臺資項目，項目環評納入省環保廳環評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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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通道。（責任單位：省環保廳） 

14. 支持臺資企業公平參與江西政府採購項目投標。（責任單位：省財政廳） 

15. 鼓勵臺商參加江西國有企業招商引資專項活動。每年篩選、整理江西

國有企業重點招商引資項目，通過省政府網站、重點招商活動等多種

途徑向臺商推介，推動臺資企業與江西國有企業開展合資合作。（責任

單位：省國資委） 

16. 臺資企業與本省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

集約的工業項目，土地出讓底價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標

準的 70%執行。（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 

17. 臺資企業投資以農、林、牧、漁業產品初加工為主的工業項目，土地

出讓底價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標準的 70%執行。（責任

單位：省國土資源廳） 

18. 臺資企業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外的國有未

利用地，且土地前期開發由土地使用者自行完成的工業項目，土地出

讓底價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標準的 15%執行；使用土地

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內的國有未利用地，出讓底價

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標準的 50%執行。（責任單位：省國

土資源廳） 

19. 臺資企業投資的工業項目，按照第 16、17、18條規定擬定的出讓底價

低於該項目實際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開發成本和按規定應收取的

相關費用之和的，應按不低於實際各項成本費用之和的原則確定出讓

底價。（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 

20. 推動江西臺商投資產業合作區及產業合作示範基地建設，支援江西臺

資企業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支持鼓勵臺資企業與江西企業合作，共同

參與「一帶一路」沿線投資、「長江經濟帶」及國際產能合作項目建設，

共用「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發展紅利。（責任單位：省發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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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信委、省商務廳） 

21. 臺資農業企業在江西成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購買符合江西省農機購

置補貼政策的機具，均可享受與本省農業企業同等的農機購置補貼優

惠政策。（責任單位：省農業廳） 

22. 臺資農業企業在江西投資建廠、實際運行良好，並且符合《江西省農

業產業化省級龍頭企業認定和運行監測管理辦法》要求的，可認定為

農業產業化省級龍頭企業，享受相應優惠和扶持政策。（責任單位：省

農業廳） 

23. 符合申報條件的江西臺資企業可以參評省級林業龍頭企業，獲評後享

受國家和省有關林業優惠和扶持政策。（責任單位：省林業廳） 

24. 支援具備資質的江西非銀行支付機構與臺灣開展支付業務合作，為臺

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責任單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 

25. 支持彰化銀行等臺資銀行來江西設立分支機構，鼓勵江西省內銀行與

臺資銀行建立有效的溝通交流機制，開展業務合作，通過銀團貸款、

「外保內貸」等方式，為在江西的臺資企業、臺灣青年創業解決融資

問題。（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省銀監局） 

26. 支持臺資企業與江西省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定期結合「精準服務臺企

月」等活動，組織開展「百家銀行進千企」金融定向幫扶臺資企業專

場政銀企對接會等活動。（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人行南昌中心支

行、省銀監局、省證監局、省保監局） 

27. 加大視窗指導，鼓勵江西省內銀行機構通過大力發展供應鏈融資等方

式，積極支援參與製造強省建設計畫的中小型江西臺資企業發展。（責

任單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 

28. 落實原產地簽證無紙化和一體化等便利措施，支持幫助江西臺資出口

企業充分利用原產地優惠政策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出口，提高國際競



 

 
340 

爭力。（責任單位：南昌海關） 

29. 根據《江西名牌產品認定和保護辦法》，將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納入

「江西名牌產品」認定範圍。（責任單位：省質量技術監督局） 

30. 鼓勵江西臺資企業申報各類標準化試點示範項目和「中國標準創新貢

獻獎」。（責任單位：省質量技術監督局） 

31. 積極幫助江西臺資企業採用贛歐班列運輸出口貨物，引導企業通過國

際貿易「單一視窗」開展申報業務，提高通關效率。（責任單位：省商

務廳） 

32. 積極保障江西臺資企業的人才需求。江西臺資企業開展職業培訓，設

立院士工作站、海智工作站、博士後科研工作站、申報「遠航工程」

等，符合條件的享受本省企業人才同等的政策待遇。引進和培養的高

層次人才，納入江西省引進培養創新創業高層次人才「雙千計畫」申

報範圍，符合條件的推薦省級人才創新創業引導基金項目支持。（責任

單位：省委組織部、省人社廳、省財政廳、省科協） 

33. 設立江西省涉臺商事仲裁中心，依法保護臺商合法權益，妥善解決涉

臺糾紛。（責任單位：省臺辦） 

二、逐步為臺灣同胞在江西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本省居民同等

待遇 

34. 臺灣同胞在江西省可以直接參加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內的專業技術

職業考試和職業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責任單位：省人社廳） 

35. 支持在江西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鼓勵江西省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科技創新平臺和臺

灣高校、研究院及企業加強合作，圍繞國際前沿和江西戰略性新興產

業開展協同創新。支持在江西高校任教的臺灣全職教師開展科學研究

和技術開發，承接國家科研項目。（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



 

 
341 

部、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省人社廳） 

36.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江西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

與國家、省級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本省科研機構、高等院

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江西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科

研人員，可作為國家、省級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

享受與本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鼓勵受聘於江西高校、科研院所，以

及在江西省內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聘期一年及

以上）申報江西省自然科學基金和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各類項目。（責

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社聯） 

37.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江西舉辦的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

團體和人士參與江西在海外舉辦的文化活動和「文化走出去」項目。

（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 

38. 支持舉辦贛臺職工創新論壇，開展兩岸職工職業技能比賽。在江西工

作的臺灣同胞、江西臺資企業可以參加江西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

獎章、「三八」紅旗手等個人、集體榮譽稱號評選。在江西工作的臺灣

同胞可以在江西省參加相應的職業技能競賽，並按規定授予江西省技

術能手稱號。（責任單位：省總工會、省婦聯、省人社廳） 

39. 臺灣人士參與江西省廣播影視節目製作的人數和比例不受限制，兩岸

合拍的電視劇可以進入省內各類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責任單位：省

新聞出版廣電局） 

40. 鼓勵江西與臺灣圖書業交流合作，對臺灣圖書進口業務開闢綠色通道。

自受理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進口臺灣圖書備案申請材料之日起，原則

上 5個工作日內完成備案手續。（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41.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江西省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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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支持江西高校開展兩岸教育科研交流，支持本省中小學校、幼兒園開

展兩岸間教育文化交流，建立若干個省級對臺教育文化交流基地，增

進人員往來溝通，實現教育智慧分享。（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43. 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在江西各類公共文

化服務場館可以享受和當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責任單位：

省文化廳） 

44. 支援臺灣藝術團體和個人來江西演出，優化流程，簡化程式，辦理時

限縮減為 14個工作日。（責任單位：省文化廳） 

4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文化企業申報文化產業發展資金。支持臺灣藝術

團體和個人納入江西省藝術基金的申報主體範圍，可以申報江西省藝

術基金。（責任單位：省文化廳） 

46.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責任單位：省臺辦、省財政廳） 

47.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江西扶貧、公益、社區建設等基層工作。

（責任單位：省扶貧和移民辦、省民政廳） 

48. 支持符合條件且在江西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

加研究生學習一年後，按照有關規定在江西報名參加醫師資格考試。

（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49.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江西申請執業

註冊，並在 15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辦理。（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50.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在江西申請大陸醫師資格認定，在 20 個工作日內

完成回復。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在江西申請短期行醫，期滿後可

重新辦理註冊手續，並在 15 個工作日內完成執業註冊和重新註冊。

（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51. 在江西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本省居民同等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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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同胞人員較多的市、縣（區），由當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指定至

少 1 家醫療機構為當地臺灣同胞就醫定點醫療機構，為臺灣同胞就診

開闢綠色通道，提供相應醫療服務便利措施。（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

委） 

52. 支持滿足江西產業發展急需人才培養需要的臺灣優秀教師到江西高校

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享受本省教師

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53. 臺灣同胞子女在江西就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由居住所在地教育主管部

門統籌安排，享受所在地學生入學同等待遇。臺灣學生參加江西中等

學校招生考試和普通高校招生考試，享受優惠加分政策。（責任單位：

省教育廳） 

54. 積極為臺灣同胞在江西應聘工作提供便利，現場求職設立臺灣同胞求

職人員綠色通道，優先推薦，免費登記入庫。在江西人才人事網設立

臺灣同胞招聘求職服務專欄，臺灣同胞求職人員免費登記註冊。（責任

單位：省人社廳） 

55. 支持臺灣青年以獨資、合資或者合夥等形式在江西創業，臺灣青年在

江西學習、生活享受與本省青年同等政策。（責任單位：省人社廳） 

56. 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系統設備限期進行完善升級，逐步實

現電子臺胞證在江西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責任單位：省公安

廳、中國鐵路南昌局集團有限公司、省機場集團公司等視窗單位元） 

57. 對居住滿一年的臺灣同胞在當地購買商品房時，按當地政策繳存住房

公積金後，住房公積金使用方面享受當地居民同等待遇；購房資格方

面可以根據國家相關政策購買符合實際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對

於實施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臺灣同胞購房應當符合當地政策規定。

（責任單位：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各設區市政府） 

58. 在江西居住滿一年的臺灣同胞憑臺胞證辦理當地旅遊年卡，享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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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旅遊服務。持抵達南昌昌北機場的登機牌和身份證件的臺灣同胞，

在一週內到江西省內 5A 景區享受門票優惠。（責任單位：省旅發委、

各設區市政府） 

59. 在江西居住滿一年且年滿 65 周歲的臺灣同胞，參照所在地居民標準，

可以享受乘坐市內公共交通設施相關優惠。（責任單位：各設區市政府） 

60. 在江西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按照國家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並享受與當

地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在江西的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

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儲存額，在大陸離職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依據相

關規定一次性支取。（責任單位：省人社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各設

區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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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關於促進魯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8/15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

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山東發展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山東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山東居民同等待遇，進一步促進魯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改委出臺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結合山東實際，省臺辦、省發改委商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

部、省委統戰部、省總工會、團省委、省婦聯、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教

育廳、省科技廳、省公安廳、省民政廳、省司法廳、省財政廳、省人力資

源社會保障廳、省國土資源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交通運輸廳、省水

利廳、省農業廳、省海洋與漁業廳、省林業廳、省商務廳、省文化廳、省

衛生計生委、省環保廳、省旅遊發展委、省國資委、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省工商局、省質監局、省金融辦、省文物局、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山東銀

監局、省稅務局、山東證監局、山東保監局、民航山東監管局、中國鐵路

濟南局集團有限公司，現提出以下措施。 

一、促進魯臺經濟合作方面 

1. 省、市、縣（市、區）政府在制定各項發展規劃、設立各類扶持資金

和出臺支援政策時，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保障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和

臺灣同胞享有同等待遇。（省發展改革委、省財政廳、省商務廳、各

級政府負責） 

2.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資本參與實施推進《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

程實施規劃》、《山東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山東海洋強省建設

行動方案》。（省發展改革委、省農業廳、省海洋與漁業廳、各市政

府負責） 

3. 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山東企業同等政策。

支援臺灣同胞在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現代海

洋、醫養健康、高端化工、現代高效農業、文化創意、精品旅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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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融服務等產業領域投資創業，對重點專案採取「一企一策」、「一

事一議」的辦法。支援在魯臺資企業加快轉型升級，享受同等扶持政

策。（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發展改革委、省財政廳、省商務廳、各

市政府負責） 

4. 支援臺資企業在山東加快設立總部、金融機構、營運中心、採購中心、

物流中心。經商務部門或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審核認定為新設臺資企業

區域總部或職能型總部的，省財政一次性獎勵 500 萬元。（省商務廳、

省財政廳、省金融辦、省發展改革委、省經濟和資訊化委負責） 

5. 經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在魯臺資企業，依法享受減按 15%稅率徵收

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在魯臺資企業可享受研發費用加

計扣除、企業研發投入後補助等優惠政策。臺資企業設在山東的符合

條件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省科技廳、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財政廳、省稅務局負責） 

6. 支援在魯臺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境外百展市場開拓計畫」，

完善銀企合作平臺、公共資訊服務平臺和風險保障平臺，提供與山東

企業同等待遇和服務保障。（省發展改革委、省商務廳負責） 

7. 支援臺資企業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山東高速公路、軌道交通、港口運

輸、垃圾汙水處理、水利工程、燃氣供應、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

建設。（省發展改革委、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交通運輸廳、省水利

廳、省環保廳、各級政府負責） 

8. 臺資企業可通過出資入股、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方式參與山東國

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臺灣民間資本與山東國有資本共同設立

股權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省國資委、省發展改革委負責） 

9. 符合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可以依法公平參與政府採購。（省財政廳、

各級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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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資企業與山東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

商投資工業專案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

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大陸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在

堅持依法自願的基礎上，海峽兩岸（平度）農業合作試驗區、棲霞臺

灣農民創業園及魯臺農漁業合作交流示範基地內的臺資農漁業企業實

施土地流轉合同到期後優先續租政策。（省國土資源廳、省農業廳、

省海洋與漁業廳、省林業廳負責） 

11. 鼓勵臺灣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山東設立研發中心、孵化器等

各類創新平臺，與山東科研機構、高校、企業進行聯合研發。臺灣科

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山東註冊的獨立法人單位，可牽頭或參加

山東省省級科技計畫申報，享受與山東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同

等政策。受聘於山東省內單位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省級科技

計畫項目負責人，享受與山東科研人員同等政策。（省科技廳、省教

育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負責） 

12. 加大對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依法獲得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力度，嚴格

實行「同保護」原則。臺資小微企業智慧財產權通過質押融資在山東

轉化實施，享受單筆貸款 60%貼息支持，一個年度最高 20萬元。臺灣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智慧財產權在山東轉化實施並取得顯著經濟社

會效益的，擇優給予 10-20萬元獎勵。（省科技廳、省財政廳負責） 

13. 支援臺資企業依法在山東設立協力廠商檢驗檢測、認證機構，參與標

準化技術組織建設，依法開展計量、標準、檢驗檢測、認證業務，參

與國家、國際、行業標準和山東地方標準的制修訂，檢驗檢測認證服

務平臺示範區建設。在標準、品質、品牌等領域享受與山東企業同等

的支援和獎勵政策待遇。（省品質技術監督局負責） 

14.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各類專業性對臺產業合作區、示範基地，

制定發展規劃，統籌財政、投資、稅收、人才、產業、金融等政策，

對入園企業發展提供便利。鼓勵臺灣科研機構、科技園區等與山東高



 

 
348 

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合作建設魯臺科技產業

合作園區。（省商務廳、省科技廳、各級政府負責） 

15. 支援臺資企業「退城進園」，進入各市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

發區和臺灣園區發展，切實保障臺資企業搬遷中應享合法權益。（省

發展改革委、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科技廳、省財政廳、省國土資源

廳、省商務廳、省環保廳、省稅務局、各級政府負責） 

16. 臺灣同胞在山東從事農業生產，投資山東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

系、經營體系構建及休閒農業等新業態，同等適用山東各項惠農政策。

（省農業廳、省財政廳負責） 

17. 在魯從事農業生產的臺資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在魯臺資企

業生產的農機產品符合條件的列入農機購置補貼產品目錄。支援臺資

農業企業申報國家和山東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省農業廳、省

財政廳負責） 

18. 支援臺資企業和組織機構投資鄉鎮商貿中心、村落公共生活空間，參

與文旅類、產業類特色小鎮建設，符合條件的享受相關專項資金和產

業基金扶持。（省發展改革委、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旅遊發展委負

責） 

19.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家與銀聯山東分公司加強合作，推動山東非銀

行支付機構拓展互聯網業務種類，在支付服務等領域與臺資金融機構、

商家開展業務合作。鼓勵金融機構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為臺灣同

胞辦卡開戶提供便利，方便臺灣同胞在大陸使用電子支付服務。（省

金融辦、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負責） 

20. 支援臺灣徵信機構、省內徵信機構跨岸開設分支機搆，為兩岸企業融

資貸款提供便利。（省金融辦、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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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鼓勵山東銀行業金融機構與臺資銀行同業合作，通過銀團貸款等形式

參與全省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建設，為優質專案提供融資支援。（省

金融辦、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山東銀監局負責） 

22. 支持符合條件的在魯臺資企業在大陸上市融資。加強對擬上市臺資企

業的支援力度，並按照政策給予財政補貼。（省金融辦、省財政廳、

山東證監局、各市政府負責） 

23. 鼓勵支援臺灣地區投資者在山東合資（合作）設立醫療機構、養老機

構，享受所在地公立醫療機構、養老機構同等政策待遇。（省衛生計

生委、省民政廳負責） 

二、促進魯臺文教交流方面 

24. 推動魯臺加強孔子文化、齊文化、泰山文化、海洋文化、黃河文化、

媽祖文化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鼓勵臺灣同胞和臺灣高校、民間社

團參與山東有關文化工程項目、文化活動和學術研究。（省委宣傳部、

省文化廳負責） 

25. 支援臺資企業依託齊魯文化資源，加快在文化產業領域投資和承接文

化產業項目。臺灣同胞在山東創辦各類文化企業，享受和山東文化企

業同等文化產業政策。（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商務廳負責） 

26. 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山東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或研學。鼓

勵臺胞參與山東省相關文學藝術評獎活動。鼓勵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

和人士參與山東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開展文化產品進出口業務。（省

委宣傳部、省商務廳、省文化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負責） 

27.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發展等工程，共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支持在山東的臺灣

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國、中國文化年

（節）、歡樂春節、齊魯文化絲路行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

出去」計畫。（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文物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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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鼓勵臺灣地區知名高校、研究機構中儒學研究高端人才到山東開展儒

學研究和傳播工作，符合條件的納入我省人才引進、獎勵、培養的支

持範圍，給予相應支持政策和待遇。（省委組織部、省教育廳、省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文化廳、濟寧市政府負責） 

29. 為臺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臺灣圖書合同登記備案流程。

對山東省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的圖書進口備案申請，同時段優先審核

從臺灣地區進口的圖書備案申請並最大限度縮短備案辦理時限。（省

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負責） 

30. 鼓勵山東電影發行放映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引進或參與發行更多臺灣地區生產的電影、電視劇，

並積極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批。（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負責） 

31. 支援臺灣機構在山東開展廣播電視、電影、電視劇等方面的合作，鼓

勵魯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在魯臺合作製作的電影、電視劇中主

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放寬限制。最大限度縮短魯

臺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鼓勵臺灣地區服務提供

者依據國家有關規定在山東設立臺資企業從事電影後期製作服務，打

造魯臺影視產業基地。（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文化廳

負責） 

32. 支持魯臺兩地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

究和成果應用。鼓勵和支援臺灣地區高校參與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魯臺職業院校長研討會等活動。（省教育廳、省文化廳負責） 

33. 支援山東具有招收臺灣地區學生資格的高校，積極面向臺灣地區招生，

通過增設獎助學金等措施，吸引臺灣學生來山東高校就讀。（省教育

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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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納臺灣高校加入山東高校線上課程聯盟，對魯臺高校聯合開展教學

改革專案、課題研究及課程建設優先支持；鼓勵支持臺灣優質職業院

校與山東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共同開發專業人才

培養標準、專業課程、教材體系、數位化教育資源和開展職業技能培

訓，合作培養培訓專業人才。（省教育廳負責） 

35. 鼓勵支持山東高校與臺灣高校、企業、科研機構等共同申報研究生聯

合培養基地；對在魯臺灣研究生指導教師和臺灣研究生申報研究生教

育品質提升計畫和研究生教育創新計畫，同等條件下優先支持。（省

教育廳負責） 

36. 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文化、教育等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

金專案。（省臺辦負責） 

37. 開展「感知山東」文化交流活動，邀請臺灣媒體界人士來山東參觀體

驗；鼓勵臺灣青少年來山東開展研學旅遊，參加魯臺青年交流季等各

類青少年交流活動，提供相應的接待便利服務。（省委宣傳部、省委

統戰部、省旅遊發展委、省臺辦、省教育廳負責） 

三、支持臺灣同胞在魯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方面 

38. 臺灣同胞可按國家規定在山東報名參加有關專業技術人員、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和職稱評審。進一步完善臺灣同胞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

工作流程，為其在山東參加各類職業資格考試提供便利條件。簡化職

稱評審手續，臺灣同胞沒有個人履歷檔案的，可以使用臺胞證或其他

證明檔代替。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

工作評價體系。鼓勵臺灣同胞在山東報名參加導遊資格考試。（省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省司法廳、省衛生計生委、

省旅遊發展委負責） 

39. 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積極協助推薦在山東創

業創新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畫」、泰山學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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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領軍人才等重大人才工程。（省委組織部、省發展改革委、省經

濟和資訊化委、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科技廳負責） 

40. 鼓勵支援在山東工作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山東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省委宣傳部、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省文

化廳負責） 

41. 在魯臺灣同胞子女就讀幼稚園、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由居住地所屬市、

縣（市、區）教育行政部門統籌安排入學，與所在地學生享有同等待

遇。（省教育廳負責） 

42. 積極為臺灣畢業生提供職業生涯規劃和就業指導。對於有留魯創業意

願的臺灣畢業生，可享受大學生創業扶持政策，並可優先入駐創業孵

化基地、創業園區。（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財政廳

負責） 

43. 支援臺灣青年來山東創業，按規定給予一次性創業補貼、一次性創業

崗位開發補貼、一次性創業場所租賃補貼、創業擔保貸款貼息，支援

臺灣青年創業專案、創業企業入駐省級創業孵化示範基地、創業示範

園區孵化發展。（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負責） 

44. 支援山東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為臺灣青年提供實習、就業崗位。（省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國資委負責） 

45. 支持臺灣同胞在山東參加醫師資格考試、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在

山東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習一年

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取得大

陸醫師資格證的臺灣同胞，可按照有關規定在山東申請執業註冊。符

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按照規定在山東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

重新辦理註冊手續。（省衛生計生委、省教育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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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山東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評「五一」勞動獎章、勞動模範和先進工

作者、青年五四獎章、三八紅旗手、技術能手等稱號。對在魯臺灣同

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

獎專案的積極予以協助。（省委宣傳部、省總工會、團省委、省婦聯、

省科技廳、省民政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文化廳負責） 

47.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山東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會組織、

行業協會，積極參加相關活動。（省民政廳、各相關社會組織業務主

管單位負責） 

48. 鼓勵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山東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

層工作。支持在山東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受聘擔任相關社會組織管理

人員。（省民政廳、省教育廳負責） 

49. 在魯臺資企業中的臺籍職工同等參與工會開展的各類活動，符合條件

的臺籍職工可參加勞動模範療休養和職工療休養活動。（省總工會負

責） 

50. 在山東投資、就業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子女在公共交通、景點門票、

公共文化服務等方面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優惠。（省交通運輸廳、省

文化廳、省文物局、各級政府負責） 

51. 臺灣同胞在山東就業期間，可按規定參加各項社會保險或住房租賃補

貼，享受與山東居民同等政策。（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負責） 

5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請山東省各市、縣（市、區）的公共租賃

住房或住房租賃補貼，享受所在地居民同等待遇。在山東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的臺灣同胞，按照政策規定購買自住商品房的首付比例、

貸款申請、辦理時限等享受當地居民同等待遇。（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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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臺灣同胞繳存使用住房公積金、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享受與山東省

內職工同等待遇，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並離開大陸的，可

一次性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帳戶餘額。（省住房城鄉建設廳負責） 

54. 在山東人才改革試驗區內，對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執業證書的

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允許其按有關規定和證書許可範圍開展相應業務。

（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負責） 

55. 在山東居住的臺灣同胞與山東居民享有同等醫療服務待遇。臺胞定點

醫院為急危重症就醫臺胞開通綠色通道。各級醫療機構為臺灣同胞回

臺報銷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醫療文書。在山東居住的臺灣同胞的

子女享有與山東居民同等的預防接種服務，由居住地接種單位為在魯

臺灣同胞共同生活子女建立預防接種卡，免費為其接種免疫規劃疫苗。

（省衛生計生委負責） 

56. 相關服務管理機構應將臺胞證作為身份認證的有效證件，逐步實現與

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便利臺胞在山東辦理銀行開戶、入住酒店

賓館、辦理搭乘飛機火車手續、網上預約就醫、網上應聘等。（省公

安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衛生計生委、省旅遊發展委、人民

銀行濟南分行、中國鐵路濟南局集團有限公司、民航山東監管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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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關於促進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9/3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作重要論述，

落實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 號），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

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經商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

部、省委農工委、省經濟和資訊化委、教育廳、科技廳、公安廳、民政廳、

司法廳、財政廳、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國土資源廳、環境保護廳、住房

城鄉建設廳、交通廳、水利廳、農業廳、林業廳、商務廳、文化廳、省衛

生計生委、省旅遊發展委、省稅務局、省工商局、省質監局、省新聞出版

廣電局、省金融工作局、省智慧財產權局、省投資促進局、成都海關、人

行成都分行、四川銀監局、四川證監局、四川保監局、省總工會、團省委、

省婦聯，結合四川實際，制訂若干措施如下。 

一、擴大川臺經貿合作，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給予臺資企業與

大陸企業同等待遇 

1. 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 四川行動計畫」，適用與本地企業同等

政策。支援臺資企業在川投資電子資訊、裝備製造、食品飲料、先進

材料、能源化工等支柱產業和數位經濟，支援臺資企業在川設立區域

總部、研發設計中心、運營和物流中心，相應享受稅收、投資等相關

支持政策。 

2. 臺資企業和臺胞來川投資興業，享受省政府《關於擴大開放促進投資

若干政策措施意見的通知》（川府發〔2017〕36號）中擴大開放領域、

強化招商引資政策支持、促進投資便利化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支持臺

資企業創新升級轉型發展，對符合條件的在川臺資企業技術改造類項

目，與本地企業同等適用相應支援政策。加強臺資企業生產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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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符合條件的在川臺資企業納入全省直購電、豐水期富餘電量等政策

實施範圍。 

3. 支援臺資企業在四川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合資、合作形式投資四川道路運輸

經營及相關業務。 

4. 臺資企業可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

制改革。 

5.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四川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向「海峽兩岸產業合

作區」以及國家級、省級涉臺園區（基地）集中集聚發展。大力推進

環保產業合作示範基地建設。 

6. 支援臺灣地區貨物經中歐班列、「瀘州-武漢-臺灣」江海聯運及「廈蓉

歐」運輸進出口，為臺資企業和臺灣地區商品進出口提供通關便利。 

7. 加強稅收政策宣傳和納稅服務，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

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

四川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切實

落實西部大開發、購置環境保護節能節水等專用設備投資額稅額抵免。

落實臺資企業從大陸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接投資於鼓勵類投資專案，

符合條件的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臺資企業因有特殊困難不能按

期繳納稅款的，可按法定程式申請延期繳納稅款。 

8. 臺資企業來川投資或擴大投資與本地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在

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產業規劃的前提下，按照「保落地、保開工、

保當期」及輕重緩急原則，積極保障臺資企業合理用地需求。臺資企

業用地涉及土地徵收的，對項目用地，提前介入，主動服務，優化、

規範報批程式和材料，開闢綠色通道，提高審批效率。 

9. 支援臺資企業符合條件的專案列入省重點專案名單。對納入省級重點

推進項目名單的項目，所需用地計畫省上配套 70%、地方配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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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重點專案用地由專案所在地政府負責保障。對符合國家產業政

策、投資強度大、用地節約且對全省穩增長有重大影響的其他臺資投

資產業專案，按照一事一議予以保障。在國家用地計畫下達前，各市

（州）、擴權強縣試點縣（市）可按不超過上一年下達新增建設用地

計畫指標的 50%預安排報征使用，保障各類專案及時落實。 

10. 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專案用地，可採取劃撥方式供地，鼓勵根據

產業政策和專案類別採取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和彈性年期出讓

等供應措施。對臺資企業與政府共同投資建設專案，可使用劃撥土地

的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專案，可以國有建設用

地作價出資或入股的方式供應土地。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商投資工

業專案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

地等別相對應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11. 做好臺資農業專案用地服務。開展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時，

要儘量將涉臺農業園區（基地）用地佈局納入各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統籌安排。臺資企業經營的農業產業化項目配套設施用地，可使用現

有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按照《國土資源部 農業部關於進一步支

持設施農業健康發展的通知》（國土資發〔2014〕127 號）及相關政策

規定匹配建設用地。投資種養業需佔用農村集體土地的，經批准可採

取轉包、租賃等方式取得土地經營權。對符合產業導向、技術含量高、

產業帶動性強的龍頭型、出口型、技術先進型及總投資較大的企業，

其用地指標由市、縣在土地利用年度計畫中優先安排。 

12.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積極參與鄉村振興戰略。臺資企業和臺胞來川發

展現代農業，同等享受農業補貼，完善農業「三項補貼」改革政策，

鼓勵臺資農業企業和臺胞從事糧食適度規模經營，支援政策性農業信

貸擔保機構對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和臺胞從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項目

給予貸款擔保。落實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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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臺胞，購置補貼範圍內的先進農業機械，按規定給予農業機械

購置補貼。 

13. 完善農業保險制度。將臺資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納入農業政策性保險保

障範圍，優化理賠程式。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積極開發適合臺資農業

新型經營主體的農業保險新品種，支持各地將臺資農業新型經營主體

納入地方特色農業保險範圍。臺資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與本省農業新型

經營主體同等享受各種涉農保險優惠政策。 

14. 加強信貸政策支持。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臺資企業信貸支援力度，開

發適合臺資企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積極為臺資企業搭建政銀企融資

對接活動平臺。鼓勵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

公司加大對臺資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鼓勵農業投資公司對臺資農業

企業給予資金支持。省級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對為生產性臺資農業企

業提供融資和擔保的機構，按相關規定給予定向業務補貼，幫助解決

臺資農業企業的貸款問題。 

15.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通過入股、合作等形式依法按照相關規定投資農

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鼓勵臺資企業和臺胞創辦農業企業、家庭農場。

在川臺資農業企業在評定各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示範家庭農場，

申報中央、省、市（州）各級農業專案，獲得財政貼息貼費及獎補等

方面與大陸農業新型經營主體享有同等權利。 

16. 支持臺胞按照相關規定申辦設立個體工商戶，從事種養殖業、農產品

倉儲業和農業科技仲介服務等，與大陸居民同等享受各項優惠政策。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以農業新技術、新品種、新專利入股龍頭企業。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胞積極申報創業孵化園種子專案，各地在同等條件

下優先予以支持。 

17. 支援臺灣農民創業園建設，支援臺資企業和臺胞投資興建農業園區，

繼續設立「川臺農業合作示範基地」，加大臺灣農民創業園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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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產業發展等政策支持。在國家級、省級農業園區投資興業的臺

資企業和臺胞均與本地企業和居民同等享受各項優惠政策。 

18. 支持開展品牌創建。鼓勵臺資農業新型經營主體開展「三品一標」認

證申報和各類品質體系建立、品牌創建活動。對首次獲得國家和四川

省名牌產品、有機食品、綠色食品認證的臺資企業和臺胞，按照相關

規定同等給予獎勵。對臺資新型經營主體投資符合我省現代農業發展

規劃的農業專案，與大陸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同等對待，按規定享受相

關扶持政策。 

19. 對臺資企業和臺胞放開農業社會化服務領域市場准入，減少農業生產

性服務業重點領域前置審批和資質認定項目，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

證或事後備案登記。支援臺資企業和臺胞創辦農業新技術新品種研發

中心、農技培訓學校、農業生產服務公司，鼓勵本地臺資優質涉農企

業入股村鎮銀行、農業融資擔保公司、現代農業發展投資公司等農業

社會化服務機構，依法享有與大陸企業同等權利和各項優惠政策。 

20. 支援臺資企業以多種方式參與四川林業建設。支援臺資企業在四川以

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林業工程建設或生態經濟開發建設。 

21.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在四川從事木竹、特色經濟林、林下經濟、生態

旅遊與森林康養產業、苗木花卉、野生動植物馴養繁育等林業生產活

動，在投融資、林地使用、森林採伐等方面同等適用四川各種補助補

貼和優惠政策。 

22. 在中國（四川）自貿試驗區、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臺灣農民創業園、

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新設立的臺資企業可按大陸企業申請註冊，可

用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胞證作為身份證明，註冊資本以人民幣表示，

可選擇人民幣、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註冊，可按規定自主選擇經

營範圍。 

23.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胞來川合資、合作設立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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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公平參與四川各級政府採購的招投標。 

25. 支持臺灣徵信機構與四川徵信機構開展業務合作，優先給予業務對接、

商議管道、資質認定和合作目錄。 

26. 支援註冊地或主要經營資產在四川的臺資企業申請在大陸上市，享受

我省各級政府出臺關於支援企業上市優惠政策，臺資企業通過大陸上

市募集資金在川投資的，符合申報條件的優先列入省重點專案。 

27. 支援臺灣地區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按規定申請在川設立銀行、保險、

證券、基金和期貨公司等機構。臺資銀行營業性機構經批准可經營人

民幣業務，支持臺資銀行與在川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

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28. 推動川臺兩地海關、檢驗檢疫、食品安全、品質標準認證合作，逐步

實現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等。 

29. 嚴格保護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加強智慧財產權綜合執法、舉報投訴、

維權援助和仲裁調解工作。開展跨部門、跨區域智慧財產權聯合執法，

加大對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懲處力度，提高智慧財產權侵權賠償額。

加強智慧財產權案件快審，保障智慧財產權案件裁判尺度統一、裁判

標準明確。 

30. 支援在川臺資企業創新創造，幫助獲取自主智慧財產權，享受《四川

省專利資助資金管理辦法》（川財建〔2017〕18號）中鼓勵發明創造、

專利資助資金方面的政策支持。對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川轉化的，

執行四川智慧財產權激勵政策，享受省級智慧財產權運營基金、智慧

財產權風險補償基金的政策支援，享受省級智慧財產權專項資金管理

辦法（川財建〔2017〕18 號）中關於智慧財產權（專利）轉移、轉化、

激勵、保護、促進等方面的專項資金支援，享受《四川省專利權質押

貸款管理辦法》（成銀髮〔2012〕160 號）等規定中通過專利權質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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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銀行貸款的支持政策。對四川省行政區域內臺資企業作為專利實施

專案單位的，享受申報四川省專利實施與產業化獎等支持政策。 

31. 建立健全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市場化評估、運營機制，探索建立科技

計畫智慧財產權目標評估制度，鼓勵臺資企業和臺胞來川投資設立專

業化智慧財產權服務機構，以專利技術、植物新品種等智慧財產權入

股我省優勢特色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龍頭企業等。 

二、推進川臺人文交流，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川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

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32. 支持川臺兩地在文化創意、文化會展、文化貿易、演藝娛樂、舞臺、

音樂、書畫藝術、文博、出版、數位內容和動漫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支持臺灣同胞參與打造川臺影視產業合作基地。 

33. 支持臺灣同胞在川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

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臺

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四川在海外舉辦的巴蜀文化週、歡樂春

節等品牌人文交流活動。 

34. 對臺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優先審核辦

理在川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申報的臺灣地區進口圖書的備案手續。 

35. 支援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四川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

視劇製作，不受數量限制。 

36. 支持四川各級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有線電視網和電影發行機構根

據國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制。 

37. 支持川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放寬川臺合拍

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縮短川臺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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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支持川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

應用。支持在川臺灣同胞申請科研專案，依託四川高校、科研機構聯

合開展科學研究、技術轉化，參與四川公共研發服務平臺建設。 

39. 支持省內高校、研究機構與臺灣地區高校建立機制化交流平臺，開展

學術研究、學術論壇、學生交流、學校互訪等方面的交流。 

40. 支持臺灣學生來川學習、實習，參加在川舉辦的夏令營、研習營、實

習營等各類參訪交流、學習實習體驗活動。 

41. 支持在川居住臺灣同胞子女在屬地就讀幼稚園、小學、中學，參加中

考、高考按照國家有關政策加分，按規定參保繳費，並享受醫療保險

待遇。 

42. 支援省內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為臺灣青年學生提供實習崗位。 

43. 支持臺灣同胞在川參加專業技術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灣同胞

可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規定的 53項

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灣專業

技術人員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會計、規劃、建築、諮詢、金融、

醫療、旅遊等執業證書，按其證書許可範圍，可在中國（四川）自貿

試驗區內按有關規定開展相應業務。 

44. 鼓勵支援從臺灣地區引進高層次人才，支援符合急需緊缺條件的臺灣

高層次人才，可通過考核招聘的方式，引進到相關事業單位工作。支

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四川省「千人計畫」、「天府

高端引智計畫」、「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四川計畫」、「企業博士集聚

計畫」等專項計畫，並按規定同等享受相應優惠政策和生活補貼、醫

療保障、子女入學等人才待遇。 

45.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四川高校、醫院（含民營、臺資等

醫療機構）工作，其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對引進到四川高校、公立醫院工作的臺灣專業技術人才，所在單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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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際需要，直接認定其專業技術水準，自主聘任相應專業技術職

務（職稱）。 

46. 支持和進一步方便臺灣同胞在四川應聘就業，拓展全省人力資源機構

線上招聘業務，推動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做好系統升

級，支援使用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胞證註冊登錄，為臺灣同胞在川應

聘工作提供便利。 

47. 協助臺灣同胞申報國家和我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基

金專案。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川臺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

案。 

48. 在四川高校就讀所學專業符合國家醫師資格考試報名資格的臺灣學生，

在提供學歷教育的高等院校附屬醫院實習一年並取得試用期考核證明，

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 

49.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到擬執業的機構所在縣（市、

區）衛生計生局辦理執業註冊手續。 

50. 已取得臺灣地區合法行醫資格的臺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川申請

註冊，期限為 3 年，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 

51. 支持在臺灣已獲取證券、期貨、基金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通過大陸

法律法規考試後在川執業。 

52. 為在川高校就讀的臺灣學生提供就業創業指導和服務，對在川高校學

習的臺灣畢業生，在畢業學年內參加創業培訓的，給予一次性職業培

訓補貼。 

53.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含臺灣高校）的臺灣同胞，符合崗位條件要求，

可報考四川省面向社會公開招考的有關事業單位崗位。 

54. 在四川就業滿 6 個月的臺灣同胞，失業後可到當地公共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失業登記，享受相應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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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鼓勵臺灣同胞以獨資、合資（臺資比例應占 25%以上）等形式來川創

新創業，並在川登記註冊，可同等享受四川各類創新創業優惠政策。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團體參與「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鼓勵開展

「川臺聯合創客實踐活動」，對成功產業化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援。 

56.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川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與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四川省科技計畫專案申報，享受與四川科研機構、

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川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

研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課題）和四川省科技計畫專

案（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四川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在川註冊的

臺資機構和企業經批准可興辦學前教育。 

57. 臺灣同胞在川創新創業，根據創業團隊綜合能力、項目技術水準和市

場前景等綜合評價，可給予創業團隊創業啟動資金支持，對臺灣同胞

創業企業獲得貸款的可給予利息補貼。 

58. 臺灣同胞在川新建服務臺灣青年就業創業服務機構（青創基地、園區

等），創新特徵明顯，成效突出的，園區所在地政府可提供一次性裝

修補貼，每年給予運營補助。 

59. 鼓勵臺灣青年到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創業，基地所在地政府按照創

業企業實際使用面積給予辦公用房 1-3 年房租補貼，對臺灣青年創業

企業中無固定居所的臺灣籍員工，提供 1-3年的住房支援。 

60. 對在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創業的臺灣同胞，榮獲中國專利獎、四川

專利獎，基地所在地政府給予獎勵。 

61. 臺灣居民居住證和臺胞證是臺灣同胞身份認證的有效證件，對無法識

別、讀取相關證件資訊的服務管理系統進行完善升級，便利臺胞在川

辦理銀行開戶、搭乘飛機動車（高鐵）手續、網上預約就醫、入住各

類經營性酒店賓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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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川申請公共租賃房、購買商品房，購房方

式、首付比例、辦理時限、貸款申請等享受當地居民同等待遇。 

63. 在川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按照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享受與當地居民

同等勞動保障待遇，在川臺灣同胞繳交住房公積金、城鎮職工基本養

老保險個人帳戶儲存額，在大陸離職離境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依據相關

規定一次性支取。 

64. 在川工作並繳交相應年份的社保後，因取得臺灣地區戶籍而放棄大陸

戶籍的川籍人士，回川再就業或回川定居時，可重新建立參保關係並

繳納社會保險費或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辦理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 

65. 在川臺灣同胞與四川居民享有同等醫療服務待遇，各級醫療機構為臺

灣同胞回臺報銷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醫療文書。在川臺灣同胞的

子女享有與四川居民同等的預防接種服務，由居住地接種單位為其建

立預防接種卡。 

66. 支援在四川工作的臺灣同胞參與四川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

「三八」紅旗手、青年五四獎章、技術能手、優秀教師、傑出企業家、

慈善獎等榮譽稱號的評選。鼓勵臺胞參與四川文學藝術等相關評獎活

動。協助在川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

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專案。 

67. 在川長期生活的臺灣同胞可以依照規定程式旁聽、列席人大、政協會

議。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通過相關選聘程式擔任我省人民陪審員、

調解員、仲裁員、監督員、法律顧問等。 

68.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川參與扶貧、支教、支醫、公益、社

區建設等基層工作。支持在川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當地社區建設、

社區服務。 

69.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四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等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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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為在川臺灣同胞提供緊急救助服務。給予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在川

臺灣同胞臨時救助。遇在川臺灣同胞亡故後無法聯繫其親屬或親屬困

難的，按殯葬惠民政策減免相關喪葬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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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關於深化蘇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實施意見》 

2018/9/12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作的重要論

述，促進在蘇臺資企業提質增效，擴大蘇臺兩地人才交流與合作，逐步落

實臺胞來蘇投資、學習、就業、創業、生活享受與江蘇居民同等待遇，深

化兩地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的《關

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 號）精神，

現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積極支援臺資企業提質增效 

1. 鼓勵和支援在蘇臺資企業創新發展、轉型發展，融入我省高品質發展。

嚴格兌現向臺資企業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保障臺資企業合法權益。

（責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科技廳、省財政

廳、省商務廳、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 江蘇行動綱要》實施計畫。

臺資企業在投資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等 15 個重點領域

方面享受與我省企業同等待遇。臺資企業可同等享受省、市出臺的各

項産業扶持政策，公平參與政府採購招標。鼓勵臺資企業持續擴大在

我省投資，對於臺商從臺資企業獲得的利潤再投資，符合條件的項目，

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責任單位：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商務廳、

省發展改革委、省科技廳、省財政廳、省稅務局，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3. 支援世界 500 強臺資企業（以《財富》排行榜為準，下同）、全球行

業龍頭臺資企業來我省投資，鼓勵臺資投向高新技術産業、戰略性新

興産業等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對年實際到賬金額超

過 2 億美元的世界 500 強臺資企業投資項目，省級商務發展專項資金

按「一事一議」方式給予重點支援。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申請省

級現代服務業發展專項引導資金、現代服務業發展基金。（責任單位：

省商務廳、省財政廳、省發展改革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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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獲得認定的企業同等享受相

關政策優惠。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開展重大科技成果産業化，符合條

件的可申請省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支援。省級相關專項對新技術新

産品（首臺套）示範應用項目給予補助。運用固定資産加速折舊、500

萬元以下設備器具允許一次性扣除等政策，鼓勵臺資企業淘汰技術水

準落後的固定資産和設備。（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經濟和資訊化

委、省稅務局，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5. 支援和鼓勵臺資企業建設高水準研發機構，對承擔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企業技術中心、

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國家企業重點實驗室等平臺建設任務的，可在

省級相關專項中給予不超過 3,000 萬元支援。鼓勵臺資企業加大研發

投入，落實好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研發設備進口關稅減免等優惠

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經濟和資訊化委、省發展改革委、

省稅務局、南京海關，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 加強對臺資研發中心建設國家級、省級企業技術中心政策輔導，對開

展創新基礎能力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更新、智慧化綠色化製造等

工程的臺資企業技術中心，採用適當方式給予專項支援。對符合條件

的臺資研發中心進口科學研究、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

值稅、消費稅，對符合條件的臺資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

值稅。依法簡化具備條件的臺資研發中心研發用樣品樣本、試劑等進

口手續，為臺資研發中心運營創造便利條件。（責任單位：省經濟和

資訊化委、省商務廳、省稅務局、南京海關，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7. 支援臺資企業主導和參與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制（修）

訂。對承擔國際（國家）標準化專業技術委員會、分委會、工作組的

臺資企業，省級財政給予適當補助；對主導制（修）訂國際標準、國

家標準的臺資企業，省級相關專項分別給予 100 萬元、50 萬元補助。

（責任單位：省質監局，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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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鼓勵臺資企業牽頭或參與智慧製造標準制定、承擔國家智慧製造綜合

標準化和新模式應用項目、智慧製造試點示範項目，積極爭取中央財

政工業轉型升級資金支援。鼓勵臺資企業建設示範智慧車間、工廠，

對省級優秀示範智慧車間給予獎勵。（責任單位：省經濟和資訊化委，

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9. 鼓勵臺資企業申報技術改造、轉型升級等專項資金扶持項目，對符合

條件的臺資企業給予資金補助和扶持。支援臺資企業創建國家和省級

能效「領跑者」企業。（責任單位：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各設區市人

民政府） 

10. 鼓勵臺資企業在我省設立地區總部和研發、行銷、供應鏈管理、財務

和利潤結算中心等功能性機構，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我省設立

亞太區或全球營運總部，可優先享受我省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

機構鼓勵政策。（責任單位：省商務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11.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建設特色鮮明、定位清晰、錯位發展的網路零售

企業，對具有一定規模的臺資電商企業，給予一定資金補助，幫助臺

資企業通過「臺商走電商」拓展內需市場。（責任單位：省商務廳、

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12. 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符合相應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在我省

可參與建設項目的總包和分包。（責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省財政

廳、省交通運輸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水利廳、省環境保護廳，

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13. 鼓勵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我省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制改革。支援臺資行業龍頭企業圍繞産業鏈延伸配套、強強聯合

和上下游一體化經營，開展跨國、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兼併

重組。（責任單位：省國資委、省發展改革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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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資企業與我省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項

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與所在地企業適用同等政

策。鼓勵以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彈性出讓等方式供應土

地，降低臺資企業用地成本。（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各設區市

人民政府） 

15. 對列入省重大項目的臺資項目用地，在計畫指標方面予以重點支援。

對於臺資企業與政府共同投資建設的非營利性醫療、教育、文化、養

老、體育等公共服務項目，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依法可按劃撥方式

供應，也允許採用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作價出資或入股方式供應土地。

（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國土資源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16. 鼓勵臺資企業對現有工業用地追加投資、轉型改造，合理利用地上地

下空間。對符合規劃、不改變用途的現有工業用地，通過廠房加層、

老廠改造、內部整理等途徑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積率的，不再增

收土地價款。（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17. 辦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融入更多江蘇元素、體現更多江蘇特色，

促進蘇臺兩地産業融合發展。充分發揮兩岸企業家峰會作用，支援在

蘇中、蘇北地區建設海峽兩岸産業合作區。（責任單位：南京市人民

政府，省委臺辦） 

18. 重點支援崑山深化兩岸産業合作試驗區建設，加快淮安臺資企業産業

轉移集聚服務示範區等合作園區建設，積極複製自貿試驗區功能。（責

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省商務廳、省委臺辦，淮安市人民政府、崑

山市人民政府） 

19. 積極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我省鄉村振興戰略。做優做實我省海峽兩岸農

業合作試驗區、臺灣農民創業園等涉臺農業合作載體；利用海峽兩岸

（揚州）農業合作試驗區和海峽兩岸（崑山）農業合作試驗區兩個國

家級載體，提升蘇臺農業合作水準。支援臺資農業企業參加江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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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洽談會和境外展銷活動，並給予展位費補助。（責任單位：

省農委、省委臺辦、省發展改革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0. 支援在蘇臺資農業企業申報省級農業龍頭企業、出口農産品示範基地

等，同等享受相關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支援臺資農業企業同等申請

農機購置補貼。（責任單位：省農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1. 鼓勵臺灣地區服務提供者按規定在我省投資設立醫療衛生機構，進一

步密切兩地醫療衛生人員、機構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臺資參與「健

康江蘇」建設。（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2.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參加有關品質獎項的評選，對獲得中國品質獎、

中國品質獎提名獎、江蘇省品質獎的臺資企業，省級相關專項分別給

予 300 萬元、200 萬元、100萬元獎勵。鼓勵在蘇臺企參加「雙百品牌」

産品和江蘇省工業企業品質信用 AA 級及以上的申報評選。（責任單

位：省質監局，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3. 定期舉辦江蘇省「紫峰獎」（臺資企業）評選活動，獲獎企業可享受

相關産業政策支援。（責任單位：省委臺辦、省財政廳，各設區市人

民政府） 

24. 中小臺資企業在「三計畫四行動」（小微企業成長培育計畫、專精特

新小巨人企業培育計畫、中小企業「百千萬」人才培育計畫、「網際

網路+小微企業行動」、中小企業管理提升行動、産業集群創新提升行

動、小微企業融資「金惠行動」）中與省內企業享有同等待遇，幫助

中小臺資企業高品質發展。（責任單位：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各設區

市人民政府） 

25. 支援臺灣地區徵信機構與我省徵信機構開展合作，支援地方政府與臺

灣地區徵信機構建立信用資訊採集、共用和應用機制，實現信用資訊

交互融合、共同應用，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責任單位：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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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鼓勵在蘇臺資金融機構與本地金融機構開展合作，整合優質金融資源，

創新金融産品和服務，擴大對臺灣居民和臺資企業的授信。（責任單

位：江蘇銀監局、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省金融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7. 支援具有跨境資金管理中心功能的臺資企業總部開展外匯集中運營管

理試點，臺資企業總部可建立統一的內部資金管理體制，按規定對自

有資金實行統一管理。具有投資和財務管理功能的臺資企業總部和功

能性機構可按規定參與涉臺外匯資金集中管理、跨境放款等業務。（責

任單位：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江蘇分局，各設區市人

民政府） 

28. 支援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和企業在臺資密集區發起或參與設立資産管理

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租賃公司

和融資擔保公司等新型金融組織。支援崑山申報兩岸金融創新合作綜

合改革試驗區。（責任單位：江蘇銀監局、省金融辦、人民銀行南京

分行，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29. 鼓勵符合條件的在蘇臺資企業登陸大陸資本市場，支援已在大陸上市

的臺資企業開展再融資和並購重組。支援臺資企業發行企業債、公司

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各類債券。成功上市（掛牌）或發行債

券的企業，按照所在地政府的政策享受財政補貼。（責任單位：省財

政廳、省金融辦、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證監局、江蘇銀監局，各

設區市人民政府） 

30. 支援專精特新臺資企業、臺灣地區青年創業企業登陸江蘇省股權交易

中心。支援省股權交易中心開發適合臺資企業需求的金融産品，在項

目路演、股權交易、融資貸款等方面給予優惠支援。（責任單位：省

金融辦、省委臺辦、江蘇證監局） 

31. 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建立風險補償機制，推動保險機構開展臺資企業貸

款保證保險業務。支援臺資企業在公益性中小企業轉貸平臺獲得金融

支援，鼓勵臺資參與省級融資擔保代償補償資金的補充工程，緩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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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臺資企業融資難題。（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金融辦、省經濟

和資訊化委、江蘇保監局、江蘇銀監局，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32. 鼓勵臺資來蘇設立保險法人公司、保險法人公司區域總部和客服中心、

保險仲介機構等，給予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援政策。支援臺灣地區符

合條件的金融機構按規定申請在我省設立持股不超過 51%的證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貨公司。（責任單位：江蘇保監局、江蘇證監局、

省金融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33. 支援蘇臺兩地投資機構按市場化原則，聯合設立兩岸産業投資基金，

推動兩地企業在先進製造業領域互補合作。（責任單位：省金融辦、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34. 建立利用臺資工作協調機制，健全部門之間資訊互通和共用機制，協

調解決利用臺資重大問題。完善臺資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聯繫服務制

度，對臺商反映的突出問題提供「直通車」服務。（責任單位：省委

臺辦、省商務廳、省發展改革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二、拓展蘇臺兩地人才交流與合作 

35. 支援在蘇工作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

計畫」。鼓勵臺灣地區人才申報省「雙創計畫」及各市縣相關人才計

畫，積極給予創新創業相關扶持。對引進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提

供優質高效的生活服務，妥善幫助解決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

的問題。（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財政

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教育廳、省衛生計生委，各設區市人民政

府） 

36. 鼓勵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團隊參與頂尖人才頂級支援計畫，

對世界一流的頂尖人才團隊，按照一定程式審批後，給予項目資助。

（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各設

區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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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支援臺灣地區風創投機構加入江蘇人才創投聯盟，在為人才創新創業

提供投融資服務中實現互利共贏。鼓勵臺灣地區人才參加江蘇人才創

新創業路演中心項目路演，對前景較好、品質較高的人才項目，積極

給予創業投資扶持。（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金融辦，各設區市

人民政府） 

38. 支援臺資企業建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和省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支援

我省博士後創新平臺吸納臺灣地區優秀博士進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

省博士後科研資助計畫和省資助招收博士後人員對臺灣地區在站博士

後人員科研項目同等資助，支援臺灣地區在站博士後人員赴國（境）

外開展短期培訓和學術交流。（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39. 支援符合條件的在我省創新創業的臺灣地區人才申報江蘇省留學回國

人員創新創業計畫、雙創博士等人才項目；積極推薦符合條件的臺灣

地區人才申報人社部創業啟動支援計畫、高層次人才試點資助計畫等。

（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40. 支援我省各類高校積極吸納臺灣地區教師前來任教，研究制定臺灣地

區教師聘用、教研成果認定和學校師資水準認定等方面的具體配套政

策。受聘臺灣地區教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在蘇臺灣地區教師及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教學和科研計畫項目享受同

等待遇。（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41. 對實行年薪制、項目工資制、協議工資制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其

實際薪酬發放水準不納入所在單位績效工資總量核定範圍。（責任單

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42. 支援省內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與臺灣地區職業教育培訓機構開展

合作辦學，鼓勵臺灣地區高技能人才到江蘇企業傳師帶徒。支援兩地

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職業培訓機構開展交流訪學、合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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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夏令營等活動。（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

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43. 在蘇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地區專業技術人員，可申報我省各類專

業技術資格，其在境外取得的業績成果，可與在境內取得的業績成果

一併提交。對做出突出貢獻的臺灣地區專業技術人員，不受職稱、任

職年限的限制，直接認定相應的中級或高級專業技術資格。（責任單

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44. 每兩年舉辦一屆海峽兩岸（江蘇）職業技能競賽，納入省級一類競賽

管理，獲獎臺灣地區技術人員享受競賽同等待遇。在江蘇工作的臺灣

地區人才參加各級各類職業技能競賽，可單獨組隊。臺資企業開展技

能比武和崗位練兵活動，可納入「百萬技能人才職業技能競賽崗位練

兵大活動」。鼓勵兩地職業院校、行業協會、企業單位合作舉辦職業

技能競賽。（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委臺辦、省教育

廳、省總工會，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45. 加強與臺灣地區人才的交流合作，推動與臺灣地區知名高校、研究機

構、行業協會互動交流。支援江蘇企事業單位與臺灣地區企業、高校

及科研機構等加強合作，圍繞關鍵技術、核心工藝和共性問題等，組

建技術聯盟，開展項目合作、聯合攻關、協同創新，符合條件的可申

請科技計畫項目支援。（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

廳、省科技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46. 臺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81 項技能人

員職業資格考試和職業技能等級評價。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和技能等

級評價的，提供服務便利，在職業技能競賽、國家職業標準開發修訂、

職業技能等級評價等工作中，吸納臺灣地區高技能人才作為競賽專家、

開發專家或考評專家。（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47. 推動開展兩岸從業人員執業資格互認，在臺灣地區已經取得專業服務

領域執業資格的臺灣同胞，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的證書，經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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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崑山開展執業服務。（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崑山

市人民政府） 

48. 支援蘇臺兩地人才服務機構開展雙向人才交流活動，邀請臺灣地區的

高層次人才到江蘇考察交流，支援在蘇工作的臺灣地區各類創新創業

高層次人才開展人才沙龍、組建專門協會等，將臺灣地區人才列入黨

委聯繫服務專家範圍。（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委臺

辦、省委組織部，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三、深化蘇臺兩地社會文化交融 

49. 鼓勵兩地文化單位在展覽、培訓、科研、舞臺藝術等領域開展交流互

動。支援臺灣地區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江蘇舉辦的中國文化年

（節）、「歡樂春節精彩江蘇」、「吳韻漢風——江蘇文化藝術節」

等活動。（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委臺辦、省文聯，

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50. 支援在蘇註冊的臺資文化企業申報江蘇藝術基金項目，符合條件的可

享受舞臺藝術、傳播交流推廣和藝術人才培養等方面的資助。（責任

單位：省文化廳） 

51. 支援在蘇工作的臺灣地區學者申報省社科基金項目。鼓勵蘇臺兩地高

校、科研院所加強交流合作，共同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

研究和成果應用，以及歷史文獻和文化遺産的保護與研究。（責任單

位：省委宣傳部、省教育廳、省委臺辦） 

52. 臺灣同胞參與我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不受數量限制。

我省有關播出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地區生産的廣播電視節

目不做數量限制。（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53. 鼓勵我省出版發行單位與臺灣地區出版界加強交流合作，每年組織省

內出版發行單位參展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並在江蘇書展期間設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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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版圖書專區。鼓勵我省圖書進出口公司主動瞭解臺灣地區版圖

書市場需求，擴大進口。（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54. 支援蘇臺兩地文化創意産業界在交流互訪、人才培養、展覽展示等方

面開展深度合作。支援臺灣地區文創機構、單位或個人參與我省文創

園區建設營運。鼓勵臺灣同胞參加「紫金獎」文化創意設計大賽等各

類文創賽事。（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委臺辦、省文

投集團） 

55. 在蘇註冊的臺資文化企業從事文化設計創意、數字文化、廣告會展、

藝術品交易、文化旅遊等文化産業項目，符合條件的可申報江蘇省紫

金文化産業發展基金、江蘇省級現代服務業發展專項引導資金（文化）。

（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56. 鼓勵和支援蘇臺兩地旅遊業界加強交流合作，持續辦好「江蘇臺灣交

流燈會」等大型旅遊民俗文化活動，增進兩地民間交往、融洽同胞情

感。（責任單位：省旅遊局、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57. 鼓勵和支援臺灣同胞、民間團體和協會在體育賽事、運動訓練、體育

文化、後備人才培養、體育産業、體育教育、體育科研、體育醫療等

領域與我省開展深層次合作。鼓勵臺灣同胞參加海峽兩岸電競大賽、

海峽兩岸（崑山）馬拉松賽等體育賽事。（責任單位：省體育局、省

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58. 深化蘇臺勞工界交流與合作，持續辦好「蘇臺勞工一家親」活動。推

動兩地工匠廣泛交流切磋技能，共同弘揚中華工匠精神。在我省工作

的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或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臺灣同胞

可以加入工會組織，同等享受工會會員待遇。（責任單位：省總工會、

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59. 在我省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加各級勞動模範、省「五一」勞動獎章、

「三八」紅旗手、青年五四獎章、省十大傑出青年、省優秀青年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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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榮譽稱號評選。（責任單位：省總工會、省婦聯、團省委，各設

區市人民政府） 

60. 在蘇臺灣地區機構和個人可參評「江蘇慈善獎」，事跡突出的可推薦

參加「中華慈善獎」評選。協助符合條件的在蘇臺灣同胞申報梅花獎、

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獎項。（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省文化廳、省文聯，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1. 鼓勵蘇臺人道公益組織開展交流合作，共同促進兩岸同胞福祉。臺灣

同胞在我省無償獻血、造血幹細胞捐獻享受與我省居民同等待遇。支

援蘇臺紅十字組織在重大自然災害、突發意外事件、兩岸同胞尋親、

紅十字通信、兩岸同胞遺骨返鄉、私渡人員遣返鑒證、提供兩岸同胞

死亡證明等方面的人道合作。（責任單位：省紅十字會、省衛生計生

委） 

62. 臺灣同胞可按程式受邀作為各級人大特邀嘉賓和政協特邀代表，旁聽

人大、政協會議。（責任單位：全省各級臺辦） 

四、為臺胞來蘇學習、就業、創業、生活逐步提供同等待遇 

63. 常住我省臺灣同胞的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與江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具

體由居住地設區市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安排。（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4. 鼓勵我省符合條件的高校招收臺灣地區學生，並逐步增加招生數量。

在蘇就讀的臺灣地區學生可同等申報各類獎助學金，符合條件的可享

受江蘇省臺灣地區學生獎學金。加強對就讀臺生的學習幫扶和生活照

顧，以及就業輔導。（責任單位：省教育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5. 鼓勵和支援臺灣地區大學生來我省見習，通過教育主管部門相關認證

且畢業後兩年內未就業並在當地辦理相關就業登記的給予相關見習生

活補貼，標準原則上不低於當地上一年度月最低工資標準的 60%，對

見習期滿留用率達 50%以上的接收單位，按每留用 1 人補貼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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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見習補貼。每年定期組織「臺灣地區大學生江蘇

實習特訓營」活動。（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

省國資委、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6. 鼓勵和支援臺灣地區青年來我省就業，對參加就業技能培訓並取得國

家職業資格證書的應屆臺灣地區大學生來我省就業的，按規定給予職

業培訓補貼。對接收企業給予的培訓補貼，不超過當地確定的職業培

訓補貼標準的 50%，企業和個人對於培訓補貼不重復享受。對在大陸

高校學習的臺灣地區畢業生參加創業培訓的，比照本地高校畢業生相

關規定，給予職業培訓補貼。（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省國資委，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7. 取得大陸全日制普通高校學歷的臺灣地區學生、取得大陸承認學歷的

其他臺灣地區居民及符合招聘條件的臺灣地區學生，可以通過公開招

聘應聘到我省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所屬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

理的事業單位，下同）就業；符合招聘條件的臺灣地區居民，可以通

過公開招聘到高等院校、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

位就業。（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8.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和衛生專業技術資格的臺灣同胞可在江蘇醫療機構

申請註冊並執業，享受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省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69. 支援已取得相應資格的臺灣地區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者通過大陸相

關考試後在我省執業。（責任單位：江蘇證監局、省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廳） 

70. 鼓勵臺灣地區青年參加創業論壇、創業沙龍、創業大賽、項目對接、

項目路演等創業活動。對在蘇創業臺灣地區大學生，可同等享受一次

性創業、創業場地租金、創業帶動就業、創業項目、社會保險等補貼

政策。將在蘇創業臺灣地區大學生納入創業擔保貸款支援重點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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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享受貸款扶持和財政貼息政策。（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廳、省財政廳、省委臺辦，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71. 支援臺灣地區青年創業示範基地申報省級創業示範基地，獲得認定的

給予不超過 100 萬元的一次性補助。（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廳、省財政廳、省委臺辦） 

72. 做好人社部門所屬人事人才網站系統升級，推動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升

級網上招聘系統，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方便臺灣同胞應聘。（責

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73. 在我省工作的臺灣同胞，可依法參加各項社會保險和繳納住房公積金。

對於臺灣同胞的大陸配偶，如曾在我省工作並繳納相應的社會保險，

後因取得臺灣地區戶籍而放棄原當地戶籍的，回我省再就業時，可將

在我省繳納的前後時段的社會保險繳費年限合併計算。臺灣同胞繳納

的住房公積金、社保個人賬戶儲存額，在其離開大陸時經個人申請可

以一次性支取。鼓勵用人單位為臺灣同胞建立企業年金制度。（責任

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各設區市人民政

府） 

74. 在我省常住的臺灣同胞可按居住地規定同等享受公共租賃住房、住房

租賃補貼等住房保障待遇。符合當地購房政策的臺灣同胞購買住房的

在首付比例、貸款申請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住房城

鄉建設廳，各設區市人民政府） 

75. 臺灣同胞可以持臺胞證在省內入住各類賓館酒店。省內各國際機場為

臺胞入境辦證提供便利。符合條件的常住我省臺灣同胞可辦理居住地

市民卡、遊園卡、公交卡等，可享受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公共

文化服務及文化惠民政策。（責任單位：省公安廳，各設區市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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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各級臺辦聘請的法律顧問，優先為臺灣同胞提供法律諮詢和援助服務。

臺灣同胞按程式可受聘擔任仲裁員、商事調解員，參與涉臺民商事案

件調處。（責任單位：全省各級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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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關於促進陝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9/17 

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重要論述，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陝西發展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

在陝投資、創業、就業、學習、生活提供與我省居民同等待遇，促進陝臺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號），結合我省實際，制

訂本實施意見。 

一、關於促進經濟合作方面 

1.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西部大開發」戰略，享受相

關政策支持。（責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 

2. 在陝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並可

按規定申請享受政策支持。（責任單位：省工業和資訊化廳） 

4. 支援臺灣同胞來陝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

相應享受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援政策。對符合國家和我省產業發展方

向和重點培育領域的臺資企業，在專案建設、產業配套等方面提供支

援和服務。將符合要求的臺資企業推薦給省級產業基金管理機構，協

調給予融資支援。（責任單位：省工業和資訊化廳、省發展改革委、

省財政廳、省稅務局） 

5. 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享受研發機構採

購大陸設備增值稅退稅等各項稅收政策。（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

工業和資訊化廳、省稅務局） 

6.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通過認定的臺資企

業依法享受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等

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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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中國（陝西）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適用《自由貿

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享受自貿試驗

區出臺的相關政策措施。大力推廣應用國際貿易「單一視窗」貨物申

報等各項業務功能，加快提升陝西口岸跨境貿易便利化水準，進一步

提高通關效率和降低通關成本，鼓勵並幫助臺資企業通過中歐班列擴

大進出口貨物規模。（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口岸辦、西安海關） 

8.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我省投資涉林產業，並與我省企業和居民

享受同等政策和優惠措施。（責任單位：省林業廳） 

9. 鼓勵臺灣現代農業企業和技術管理人員參與我省精緻農業、民俗民宿、

休閒農業、特色小鎮、美麗鄉村建設。（責任單位：省農業廳、省林

業廳、省旅遊發展委） 

10. 臺資企業在我省依法設立的以農產品生產、加工或流通為主業，具有

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包括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等，可申

報農業產業化經營重點龍頭企業。依據《陝西省人民政府關於支援農

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陝政發〔2012〕54號）享受政

策支持。（責任單位：省農業廳、省財政廳） 

11. 凡在我省註冊從事農業生產的臺資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在註冊地補貼

實施縣（區）購置補貼範圍內的農機具，均可與我省農業企業同等享

受農機購置補貼政策。（責任單位：省農業廳、省財政廳） 

12. 臺資企業可平等參與我省各級政府採購。任何單位元和個人不得採用

任何方式，阻撓和限制臺資企業進入我省政府採購市場。（責任單位：

省財政廳） 

13. 臺資企業可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多種方式，參與我省國有企業

混合所有制改革。（責任單位：省國資委、省發展改革委） 

14. 臺資企業在我省依法依規以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

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在專案入庫、前期工作費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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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方面享受我省企業同等政策。（責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省交

通運輸廳、省水利廳、省環境保護廳、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等） 

15. 符合條件的在陝註冊的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等獨立法人機

構，可牽頭或參與國家和我省的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大陸

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陝註冊具有獨立法人

機構的臺灣科研人員，可參與實施我省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

享受與我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教育廳） 

16.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以專利作價入股等方式來陝投資。其在大陸

的授權專利在我省實施轉化，可享受專利權質押融資、專利保險等相

關補助和政策。（責任單位：省智慧財產權局） 

17.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依法保護其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臺資

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我省申請、授權專利等費用資助和申報我省智慧財

產權項目，享受與我省企業和居民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智慧財

產權局） 

18. 支持臺資在我省合資（合作）設立醫療機構。鼓勵有資質人員依法開

辦個體診所。（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19. 對依法註冊的臺資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在土地利用方面均享受與大

陸企業同等待遇。對符合優先發展且集約利用的工業專案，在確定土

地出讓底價時可按照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工業用地出讓最低

價標準的 70%執行。積極推行先租後讓、租讓結合、彈性年限出讓的

土地供應方式，通過盤活利用「存量」房產和提供標準化廠房的辦法，

解決臺資企業起步難的問題。對土地出讓金一次性繳納有困難的企業，

可採取分期繳納的辦法。對養老、醫療、新興文化及科技產業等項目

用地可參照工業用地政策。對新產業、新業態項目用地，符合劃撥用

地目錄的，實行劃撥方式供地。鼓勵加工製造企業以租賃方式使用土

地。（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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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臺灣金融機構和商家與中國銀聯陝西分公司和省內非銀行支付機構在

依法合規的前提下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

（責任單位：人民銀行西安分行） 

21. 鼓勵臺灣徵信機構與我省徵信機構開展合作與交流，為兩岸同胞和企

業提供徵信服務。臺灣徵信機構在我省辦理企業徵信機構備案工作，

與大陸徵信機構享受同等待遇。（責任單位：人民銀行西安分行） 

22. 鼓勵臺資銀行在我省設立分支機搆，加強與我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合

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責任單位：陝

西銀監局） 

23. 優化臺資企業工商註冊登記手續，凡能夠通過現有證照、憑證證明的

臺灣自然人，由所在市（區）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出具投資者身

份證明，無需再作公證。（責任單位：省臺辦、省工商局） 

二、關於促進文化交流方面 

24.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我省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在文物考古研究、文物保

護和活化利用等方面進行合作。鼓勵臺灣民間文物單位、文化協會參

與陝臺博物館交流及文物展覽。支援具備條件的臺資企業和相關專業

機構申報文物保護資質。（責任單位：省文物局、省文化廳） 

25.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共同在我省高校設立兩岸合作研

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

技術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省教育廳） 

26. 支持鼓勵兩岸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

究和成果應用。（責任單位：省文化廳、省教育廳） 

27. 支援我省高校與臺灣高校建立合作交流平臺，開展學術研究、學術論

壇、學生交流、學生互訪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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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鼓勵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臺灣同胞來陝與我省文化機構進行交

流與合作。鼓勵支持臺灣文藝工作者與我省文藝院團合作開展藝術創

作，為臺灣優質展覽、演出項目提供展示平臺。（責任單位：省文化

廳） 

29. 按照國家有關政策規定，支持陝臺媒體在節目製作、記者互訪、新媒

體運用等方面建立多層次多角度的合作關係。定期邀請臺灣媒體到我

省參訪交流。（責任單位：省臺辦、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30.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

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

參與陝西在海外舉辦的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

加「中華文化走出去」計畫。鼓勵、支持符合條件的陝臺合作文化項

目申請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責任單位：省文化廳） 

31. 推薦常住我省的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

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專案。（責任單位：省民政廳、省文聯） 

32. 支持、指導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

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責

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科技廳、省文化廳） 

33. 支援臺灣地區從事陝臺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申報兩岸交

流基金專案。（責任單位：省臺辦） 

34. 臺灣同胞參與我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對人員數量不

作限制。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

資比例等方面的限制。取消收取兩岸電影合拍立項申報費用。縮短兩

岸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責任單位：省新聞出

版廣電局） 

35. 對臺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同時段進口

的臺灣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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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陝西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團體和

行業協會。（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37. 支援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陝西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

層工作。（責任單位：省臺辦） 

三、關於鼓勵創業就業方面 

38. 支援臺灣青年創業就業基地的建設。經國臺辦、省臺辦批准的基地，

符合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關於印發〈陝西省創業孵化

基地（返鄉創業園區）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陝人社發〔2017〕

43號）精神的，按規定給予補貼。（責任單位：省臺辦、省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 

39. 各級公共就業人才服務機構要積極為臺灣青年提供創業就業服務。鼓

勵我省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為符合條件的臺灣青年提供就

業見習崗位，對參加就業見習的臺灣大學生按規定給予就業見習補貼。

（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國資委、省衛

生計生委等） 

40. 鼓勵臺灣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來陝就業，在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策

等方面享受與我省居民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廳、省教育廳、省國資委、省衛生計生委等） 

41. 對已與我省用人單位達成意向性合作協定的，或已來我省進行創新工

作不滿 1 年的臺灣專業人才，由用人單位推薦，省委人才辦審核，符

合條件的推薦國家「千人計畫」相應平臺；已在我省創辦企業滿 2 年

但不超過 5 年的，可推薦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創業人才專案；已來

我省工作超過 1 年的臺灣專業人才，可推薦申報國家「萬人計畫」相

應子專案。（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 

42. 鼓勵和支持常住陝西的臺灣同胞參加我省開展的各項職業技能競賽活

動，對在各項技能競賽中獲獎的選手，按照我省大賽表彰獎勵有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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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參與「陝西省技術能手」、「陝西省技術標兵」等評比活動。（責

任單位：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43. 支持常住陝西的臺灣同胞參加「陝西省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陝

西省五一勞動獎章」的評選，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臺灣同胞。（責任

單位：省總工會） 

44. 鼓勵在陝工作的臺灣女性同胞或女性集體參加「三八紅旗手」、「三

八紅旗集體」、「巾幗建功標兵」、「巾幗建功先進集體」等榮譽稱

號的評選。鼓勵在陝臺胞家庭、臺灣配偶家庭參加「五好家庭」評選。

支持臺灣女性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我省公益服務專案。（責任單位：

省婦聯） 

45. 執行《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在陝臺胞可通過

網上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

資格考試。利用我省人事考試證書郵寄系統向臺灣同胞寄送資格證書。

（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品質技術監督

局、省旅遊發展委等） 

46. 支援臺灣同胞使用臺胞證登錄「陝西公共招聘網」來陝應聘工作，對

暫時無法提供大陸手機號碼的臺灣同胞，允許使用臺灣地區手機號碼

在「陝西公共招聘網」上註冊簡歷。（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廳） 

47.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參加醫師資格考試，考試方式、考試內容、

分數線、收費標準等均與報考同類別的我省考生相同。（責任單位：

省衛生計生委） 

48. 支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或認定方式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

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我省申請執業註冊。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

醫師申請《臺灣醫師短期行醫執業證書》，開展醫療服務。（責任單

位：省衛生計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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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支持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大陸申請證券、期貨、基金

從業資格，只需通過大陸相應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

（責任單位：陝西證監局） 

50. 支持臺灣教師來我省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

工作評價體系。（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51. 支援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我省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業學科教學

工作。在臺灣地區獲得教師資格證後，可以在我省幼稚園、中小學從

事音樂、體育、美術學科教學工作。（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52. 支持臺灣同胞在陝參加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取得資格後，可在

我省專利代理機構執業。加強陝臺智慧財產權高端人才合作交流。（責

任單位：省智慧財產權局） 

四、關於便利學習生活方面 

53. 在我省就業的臺灣同胞，均可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國務院

令第 350 號）和相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繳存比

例、辦理流程等實行與我省繳存職工一致的政策規定。（責任單位：

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省財政廳、人民銀行西安分行） 

54. 已繳存住房公積金的臺灣同胞，與我省繳存職工同等享有提取個人住

房公積金、申請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等權利。在大陸地區跨城市

就業的，可以辦理住房公積金異地轉移接續。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

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臺灣地區時，可以按照相關規定提取個人住

房公積金帳戶餘額。（責任單位：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省財政廳、

人民銀行西安分行） 

55. 在陝居住滿 1年的臺灣同胞購買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在購房資格、首付比例、辦理時限、按揭貸款等方面享受與我省戶籍

居民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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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常住陝西的臺灣同胞子女到我省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就讀，享

受與當地學生同等待遇。鼓勵臺灣學生到我省高校就讀，在學費、獎

學金、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等方面與大陸學生享受同等待遇。（責

任單位：省教育廳） 

57. 臺灣同胞在我省居住生活期間，可按照陝西省社會保險政策規定，參

加各項社會保險，並享受與我省參保人員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58. 臺灣同胞在臺灣地區或者其他國家和地區取得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

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在所在地公安機關申請換取機動車駕駛證。（責任

單位：省公安廳） 

59. 在我省長期生活的臺灣同胞，在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可享受和我

省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可以辦理旅遊年卡，享受指定景點

期限內不限次數的入園遊覽服務。（責任單位：省文化廳、省旅遊發

展委） 

60. 我省所有免費博物館可憑臺胞證免費領票參觀。（責任單位：省文物

局） 

61. 臺灣同胞憑居住證、收入證明並由工作所在單位提供擔保，銀行予以

辦理信用卡，憑居住證可當場辦理銀行儲蓄借記卡。（責任單位：陝

西銀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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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關於促進黔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9/29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與臺灣同胞共同分享貴州發展機遇，逐步為在

黔臺胞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進一步促進黔

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出臺的《關於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 號），結合我

省實際，特制定以下實施意見。 

一、促進黔臺經濟合作 

1. 放寬市場准入條件，按照「非禁即准、非限即可」的原則，除國家規

定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禁止的外，我省所有行業向臺資企業全面開

放。（責任單位：省直相關職能部門） 

2.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我省大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行動，參與特色小鎮、

美麗鄉村規劃建設和營運管理，合力推進我省鄉村振興和農村產業革

命，同等享受相關政策支持。（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

住建廳、省交通廳、省農委、省商務廳、省質監局、省扶貧辦） 

（1）支援臺資企業來黔發展生態農業、觀光農業、創意農業、體驗農業等

農業產業專案，參與農、旅、文等多形式的貴州新農村建設。 

（2）支援臺資企業參與發展貴州特色農業，推進特色農產品產業化，構建

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運營體系，打造貴州農產品知名品牌，申報

認證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產品、地理標誌產品等。 

（3）鼓勵支持本地企業與臺灣農業技術管理研發團隊合作，臺商臺企可以

技術、人才、管理的形式入股合作創辦合資企業。 

（4）鼓勵支援臺資企業來黔發展冷鏈物流業和農產品加工業，並在人才、

技術、設備、管理等方面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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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臺資企業推動我省農業轉型發展。（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財

政廳、省國土廳、省住建廳、省農委、省扶貧辦、省投促局） 

（1）臺資農業企業可申請我省農機購置補貼。 

（2）臺資農業企業可申報我省各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和國家級產

業化重點龍頭企業，並可申請相應的補助補貼。 

（3）涉農臺資企業項目中符合設施用地範圍的生產設施、附屬設施用地，

按照設施農業用地有關規定管理，實行縣級備案制。 

（4）臺資企業在我省農業項目中進行直接投資、股權投資、農業保險、產

業鏈延伸等方面專案，同等適用我省有關惠農政策。 

（5）支援黔臺農業合作示範基地和農業科研機構建設，推廣臺灣優良品種、

適用技術，建立農民技術培訓和市場服務平臺。 

（6）支持現有涉農臺資企業發展壯大。涉臺農業園區和臺資專案所在地把

相關專案基礎設施建設納入總體規劃優先給予支援，為臺資企業和

臺胞發展創造良好條件，統籌整合並用好現有符合管理要求的相關

涉農項目資金，支援臺資企業積極發展現代山地高效特色農業。 

4. 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發展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等涉農產業，符合

條件的項目所得按相關規定可以免征或減征企業所得稅。從事國家非

限制和禁止行業的小型微利企業，其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 100 萬元

（含），其所得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企業

所得稅。（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5.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我省大資料電子資訊產業發展，推進我省大資料綜

合試驗區建設。在黔投資大資料產業專案的，均享受我省相關政策扶

持。（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經信委、省農委、省商務

廳、省大數據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貴安新區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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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支持臺灣半導體產業、顯示器面板產業、晶片產業等來黔合作發

展，共同開展設計、研發、製造、銷售等業務。 

（2）鼓勵支援我省大資料電子資訊企業加強與臺灣電子資訊企業在技術、

人才、管理等等方面的合作，符合條件的給予技術獎勵和人才政策待

遇。 

（3）臺灣大資料電子資訊企業在黔可以採取獨資、合資或以技術、專利等

入股形式創辦企業。 

（4）鼓勵支援黔臺大資料產業融合發展，推進大資料+工業、大資料+農

業、大資料+現代服務業專案建設，推進大資料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推動企業發展大資料應用新業態，培育創新型大資料臺資企業。 

6. 鼓勵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我省大生態戰略行動，推進生態文明試驗區建

設發展，享有同等扶持政策。（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

環保廳、省農委、省旅發委、省林業廳） 

（1）發揮貴州「大生態」優勢，推進黔臺綠色產業合作，推進大生態+綠

色農業、大生態+大健康、大生態+文創旅遊等新興產業發展，成就生

產、生活、生態和諧共生的多彩貴州。 

（2）鼓勵支援臺資企業投資我省涉林產業，享有與我省林木花卉類相關企

業同等政策和優惠待遇。 

（3）鼓勵支援臺資企業來黔發展綠色產業、綠色經濟，共同推進貴州生態

環境建設。 

（4）鼓勵支持臺灣有關民營機構和企業團體參與我省綠色環境保護，建立

相關研究機構和平臺，加強環保、科研、技術合作。 

7. 鼓勵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健康貴州」戰略行動，深化黔臺健康醫藥醫

療、健康養老、健康運動、健康管理、健康旅遊、健康食材等產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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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合作，並享有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省

衛計委、省旅發委、省體育局、省食藥監局） 

8. 鼓勵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本省公建民營、社會化運營等領域的養老服務

產業。（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9. 鼓勵支持臺資企業投資我省「5個 100 工程」和重點產業，參與「五大

新興產業」重大專案研發和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製造、智慧型機器、

新能源汽車、農機裝備、新材料等領域重大關鍵技術研發創新的，同

等享受專項資金扶持、企業技術改造專案和科技計畫專案資助。（責

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經信委、省財政廳、省住建廳、省

農委） 

10. 落實國家支援臺資企業投資政策，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

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國發〔2017〕5 號）、《國務院關

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國發〔2017〕39號）、《國務院

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國發

〔2018〕19號）。鼓勵臺資企業在貴州設立區域總部，加強黔臺兩地

經濟交流合作，落實《貴州促進開發區改革和創新發展的意見》（黔

委廳〔2018〕25 號），臺商投資企業享受開發區政策待遇。（責任單

位：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省財政廳、省商務廳、省投促局） 

11. 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設立研發中心、投資營運中心、採購中心，並按

照有關規定享有相應的投資、稅收、資金等支援政策；支援符合資質

要求的臺資企業在我省公平參與政府採購和工程建設招投標，和以特

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環保、市政工程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專

案的總承包和專業分包，同等適用相關支持政策。（責任單位：省發

改委、省住建廳、省環保廳、省財政廳、省商務廳、省稅務局） 

12. 鼓勵臺資企業在黔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研發機構，符合我省引進

和建設資助辦法規定條件的，按有關規定給予一次性最高 500 萬元專

項經費補助，並在創新專案上給予重點傾斜。（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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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對經認定符合資質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支援促進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的企業，按實際招用人數定額依次扣減增

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業所得稅。

（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財政廳、省人社廳、省稅務局） 

14. 符合條件的軟體和積體電路臺資企業，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

半」或者「五免五減半」優惠政策；企業自行開發的軟體產品，按 16%

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 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

退政策。（責任單位：省稅務局） 

15.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按照實際發

生額的 75%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 175%推

銷。符合規定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口符合條件的重大技術裝備和產品，

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稅務局、貴

陽海關） 

16.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研發機構，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

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免征增值稅。生產銷售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的，

可享受免征、減征或即征即退優惠政策。2018年 12月 31 日前，臺資

研發中心採購國產設備的全額退還增值稅。（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省稅務局） 

17. 支援臺資企業在我省開辦節能服務公司，對從事符合條件的環保、節

能項目臺資企業，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

享受「三免三減半」稅收優惠。（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環保廳、

省商務廳、省稅務局） 

18. 新設立的在黔臺資企業自營業執照頒發之日起兩年內到資的給予獎勵；

符合條件的在黔臺資企業按規定享受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

關稅收優惠政策。（責任單位：各市、州、縣人民政府、貴安新區管

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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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鼓勵臺資企業持續擴大在我省投資，其在大陸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

接投資我省鼓勵類項目時，符合規定條件的，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稅務局、省投促局） 

20.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依法保護其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在我

省申請 PCT 國際專利和國內發明專利、授權專利等費用資助享受與本

省企業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智慧財產權局） 

21. 支援臺資企業及臺商在我省設立開放式聯合創新平臺，從事農業科技、

生物科技、環保科技、電子科技、文化創意等產業研發，參與我省公

共服務平臺建設和與相關單位聯合開展核心技術攻關；鼓勵臺灣地區

智慧財產權在我省轉化，對獲得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成果，允許進

入我省技術交易平臺交易。（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經信委、省文

化廳） 

22. 支持臺胞在我省設立積體電路、高端醫療器械、精密機械、生物科技、

現代農業、現代物流、文化創意等產業，在產業佈局、註冊登記、經

營許可、資金扶持等方面，採取「一事一議、個案處理」的辦法給予

積極支持，享有我省企業待遇。（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商務廳、

省工商局） 

23. 支援在黔臺資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參與「一帶一路」和西部大開

發等重點項目建設，在考察、對接、專案落地等方面給予優先協調和

專業輔導。（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臺辦） 

24.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與我省國有企業協作發展，共同開展國際市

場並購重組，鼓勵臺資企業參與我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符合

條件的享受我省對企業兼併重組重大專案前期經費、並購貸款利息等

補助政策，以及相關股權激勵政策。（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國資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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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支援臺資企業通過股權質押、動產抵押、商標專用權質押等多種方式

融資，參與我省經批准的國企改制重組並獲得合法權益。（責任單位：

省國資委、省工商局） 

26. 臺資企業在我省綜合保稅區申請海關註冊登記享受與大陸企業同等的

待遇，在不違背現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企業從事行業種類範圍可根

據其工商營業執照的經營範圍自主選擇。（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

工商局、貴陽海關） 

27. 符合條件的臺灣法人可與內地法人合資合作，在我省申辦營利性或非

營利性醫療機構。（責任單位：省衛計委） 

28. 對繳納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確有困難且符合有關稅收減免政策的

臺資企業，經按規定申請可定期減免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責

任單位：省國土廳、省住建廳、省稅務局） 

29. 支持臺灣金融機構在我省設立總部及分支機搆開展各類同業交流，利

用本地市場和跨境管道擴大人民幣資金來源，為臺胞提供小額支付服

務。（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人行貴陽中心支行、貴州銀監局、

貴州證監局、貴州保監局） 

30. 鼓勵在黔金融機構對符合國家政策和貸款條件的臺資企業通過股權託

管交易機構進行融資。（責任單位：人行貴陽中心支行、貴州證監局） 

31.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銀行在黔設立分支機搆，鼓勵臺資銀行與在黔同

業合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責任單位：

貴州銀監局） 

32. 貴州制定產業行業地方標準時，可吸收臺灣地區標準內容，臺灣地區

標準高於大陸標準的，可經轉化後直接採用。（責任單位：省直相關

職能部門） 



 

 
398 

33. 在黔工作臺胞可參與本省勞動模範、紅旗手等有關專門獎項及榮譽冠

名的評選活動。（責任單位：省公務員局、省總工會、省婦聯） 

二、鼓勵來黔創新創業 

34. 鼓勵臺灣高層次人才來黔創新創業，符合《貴州省「百千萬人才引進

計畫」實施辦法》（黔人發〔2013〕8號）相關條件的，可申報貴州省

「百人領軍人才」、「千人創新創業人才」，入選當年分別給予 100萬

元、50 萬元的獎勵，第二、三年考核為「優秀」的繼續分別給予 100

萬元、50 萬元的獎勵，並按照相關政策配套提供工作場所、科研啟動

資金、必要儀器設備、工作助手和住房等，辦理「高層次人才綠卡」

享受子女入學、配偶安置、醫療保障等相關優待。（責任單位：省委

組織部、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省人社廳、省住建廳、省衛計委、省

臺辦） 

35. 支持臺資企業實施科技創新，對落戶我省的高新技術企業，購買發明

專利技術和核心技術到我省進行產業化並取得實效的項目，以及創新

創業領軍人才，經認定後享受相關優惠政策並予以獎勵。（責任單位：

省科技廳） 

36. 鼓勵臺資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對獲得創新性、創意性、

突破性產品進行創意設計活動，對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符合《關於完

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119 號）相

關規定的，給予稅前加計扣除。（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稅務局） 

37. 臺胞來黔創業，以其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等科技成果作價出資入股

的，科技成果作價金額占註冊資本的比例不受限制。（責任單位：省

科技廳、省商務廳、省工商局） 

38. 鼓勵聘請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我省高校、醫院工作，臺灣教

師、醫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相應享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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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引進人才政策。（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教育廳、省人社廳、

省衛計委） 

39. 符合相關條件的臺灣高校教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我省教師資格，

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定方面與所在地高校教師享有同等待遇。（省教育

廳、省人社廳） 

40. 臺胞可按規定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取得從業資格證的，享有同等從業資格待遇。獲得貴州省法律職業資

格證書的臺灣居民，可申請頒發我省律師執業證。（責任單位：省直

相關職能部門） 

41.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貴州省醫師資格。符合規

定條件的臺灣居民、在我省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

生，可申請臨床、中醫和口腔類別的醫師資格考試，其考試方式、內

容、錄取分數線和收費標準與報考同類別的貴州考生享有同等待遇。

（責任單位：省衛計委） 

42. 支援省內有條件的企業事業單位為臺灣青年提供實習、就業崗位，臺

灣青年來黔創新創業的，符合相關條件的可享有與在地青年自主創業

補貼、創業場所租賃補貼、創業擔保貸款等同等待遇。對臺灣青年入

駐的實習實訓、創業就業基地，給予一定數額的獎勵補助。（責任單

位：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財政廳、省人社廳） 

43.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我省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文化

交流活動，相關經費按有關規定在部門年度預算中統籌保障。（責任

單位：省教育廳、省財政廳、省文化廳、省旅發委、省臺辦、省臺聯） 

三、推進黔臺文化交流合作 

44.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我省文化工程項目、文化遺產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

產傳承工程項目，共同舉辦黔臺有關文化交流活動。（責任單位：省

文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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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鼓勵黔臺高等院校及有關社科研究機構，聯合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研究並推動相關成果的應用轉化，積極支持臺灣學者申報或者參與申

報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並給予臺灣學者同等資格。

鼓勵兩地學者開展宗教文化交流。（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教育

廳、省民宗委、省社科聯） 

46. 支援我省高校、職校與臺灣地區高校、職校建立常態化交流合作機制，

開展有關研討交流活動。（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47. 鼓勵臺胞加入我省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

協會，支持臺胞和相關社團參與本省組織的公益活動和基層社區服務。

（責任單位：省公安廳、省民政廳） 

48. 鼓勵在黔臺資企業和臺胞根據國家規定參與我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

電視劇製作。（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臺辦） 

49. 按規定簡化臺灣地區圖書進口審批流程，對臺灣地區圖書業務建立綠

色通道，優先辦理相關手續。（責任單位：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臺

辦） 

四、提供臺胞工作生活便利 

50. 簡化臺灣地區投資者來黔投資主體資格證明或身份證明手續，臺胞憑

臺胞證或投資主體資格開業證明等有效材料直接辦理工商登記，臺灣

居民可在我省申辦個體工商戶。（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工商局） 

51. 簡化臺資企業設立程式，建立商務部門、工商（市場監管）部門的資

訊資料共用機制，實行負面清單以外領域臺資企業商務備案與工商登

記「一口辦理」。（責任單位：省商務廳、省工商局） 

52. 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惠及臺資企業，健全重大臺資專案跟蹤

服務機制和重點臺資企業服務機制，降低臺資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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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資企業同等享受本省企業減負擔降成本政策。（責任單位：省發改

委、省商務廳、省稅務局、省投促局） 

53. 臺胞憑臺胞證、收入證明並由工作所在單位提供擔保，銀行予以辦理

信用卡，憑臺胞證可辦理銀行儲蓄借記卡。（責任單位：人行貴陽中

心支行） 

54. 臺灣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規定可在黔申請兩岸交流基金

專案，按規定取得人力資源服務許可後可在黔建立人才資訊網站為臺

胞來黔工作提供便利。（責任單位：省人社廳、省臺辦） 

55. 逐步實現臺灣居民居住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享有同等法律效用，各職

能部門對無法識別、讀錄臺胞證資訊的系統設備完善升級，便利臺胞

工作生活。（責任單位：省直相關職能部門） 

56. 在我省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臺胞，憑臺胞證、工作或學習證明，

可以按照規定在當地購買或租賃住房，享受當地居民同等待遇。（責

任單位：省住建廳、省臺辦） 

57. 在黔工作生活的臺胞同等享有住房公積金繳存權益，可以使用公積金

貸款購房。臺胞與所在單位解除勞動聘用關係並返回臺灣居住的，可

按照相關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帳戶餘額。（責任單位：省住建廳） 

58. 在黔臺胞及其家屬享有與本省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憑臺胞

證或臺灣居民居住證可以開展醫療預約服務，在我省醫療機構就診需

要返回臺灣地區報銷的，有關醫療機構應當為其報銷醫療費用提供便

利，臺胞子女享有與我省居民同等的免疫疫苗預防接種服務。（責任

單位：省衛計委） 

59. 在本省臺灣投資者以及合法就業的臺灣同胞在我省共同居住的子女，

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進入所在地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含中等職

業技術學校）就讀，與所在地學生享有同等待遇；鼓勵臺灣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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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報考我省高校，就讀的臺灣學生同等享有獎學金申請權益。（責任

單位：省教育廳） 

60. 支持在黔工作的臺胞按照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享受當地居民同等

勞動保障。（責任單位：省人社廳） 

61. 為在黔工作的臺胞提供駕駛證更換綠色通道服務。在黔工作的臺胞在

我省限牌地區購買本人名下首臺小型汽車的，享受免搖號上牌指標。

（責任單位：省交通管理局） 

62. 臺灣居民在貴州居住半年以上的，符合有合法就業、合法穩定住所、

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根據本人意願，可以依照《港澳臺居民居住證

申領發放辦法》的規定申請領取臺灣居民居住證。持證人在內地享有

依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與便利的權利。（責任單位：省直相關職能部

門） 

63. 加快臺灣特殊物品入境審批手續辦理，對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低風險

特殊物品，實行快速審批。（責任單位：貴陽海關） 

64. 設立聯繫服務視窗，為臺灣同胞來黔投資、學習、創業、就業、生活

提供政策諮詢和輔導服務。利用省內重點新聞網站及時發佈相關的政

策規定、工作措施、辦事流程，便於臺胞瞭解掌握相關資訊。（責任

單位：省委宣傳部、省發改委、省公安廳、省衛計委、省臺辦） 

本實施意見涉及的政策支援由相關責任單位依規負責解釋，自發佈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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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關於促進皖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10/16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積極促進皖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與臺

灣同胞分享安徽發展機遇，逐步為其提供與我省本地企業和居民在投資、

就業創業、學習和生活等方面同等待遇，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

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 號），

結合我省實際，制定如下措施。 

一、擴大皖臺經濟合作 

1. 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安徽篇》建設，在我省投資新一代電

子信息、集成電路、高端裝備、智能家電、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節

能環保、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優勢產業和重點領域，享受我

省本地企業專項資金支持和補助政策。 

2. 臺資企業參與「三重一創」、「四個一」創新主平臺、技工大省、皖江

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皖南國際文化旅遊示範區等建設，享受

我省本地企業同等支持政策。 

3. 支持臺資企業在我省創新創業，將在皖臺資企業納入「四送一服」雙

千工程活動範圍，享受我省本地企業同等政策服務。 

4. 鼓勵臺資企業參加世界製造業大會、中國國際徽商大會、中國安徽名

優農產品暨農業產業化交易會、中國（蕪湖）科普產品博覽交易會、

海峽兩岸（馬鞍山）電子信息博覽會等各類綜合性展會，積極為臺資

企業搭建交流合作平臺。 

5. 引導臺資企業集中集聚我省的國家級、省級臺灣產業園區發展。對臺

灣產業園區發展給予專項資金支持。 

6.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在皖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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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7. 臺資企業享受我省本地企業同等適用的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

鼓勵類臺商投資工業項目，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

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大陸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8. 臺資企業可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我省國有企業混合所

有製改革。 

9.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我省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

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10. 按照《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等有關規定，支

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我省設立金融機構。鼓勵臺資銀行與在皖的

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安徽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11. 允許臺灣徵信機構與我省本地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皖臺兩地居民和

企業提供徵信服務。 

12. 鼓勵符合條件的在皖臺資企業在大陸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

支持符合條件的在皖臺資企業在大陸新三板掛牌並融資。支持註冊地

在皖臺資企業依法到安徽省股權託管交易中心掛牌。支持安徽省股權

託管交易中心為掛牌的臺資企業提供股權轉讓和發行可轉換債券等相

關服務。 

13. 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政府採購。 

14. 在皖臺資企業可參與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制（修）訂，享

受我省本地企業同等獎勵政策。 

15. 鼓勵在皖臺資企業加強品牌培育，對爭創中國質量獎、安徽省政府質

量獎、安徽名牌的臺資企業，享受我省本地企業同等獎勵政策。對住

所在我省且具有自主商標品牌的臺資企業，在商標品牌建設費用資助

和獎勵方面，享受我省本地企業同等待遇。 



 

 
405 

16. 依法依規嚴格保護臺資企業知識產權，支持臺資企業進行專利申請、

商標註冊、著作權登記等活動。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維權援助和糾紛

調解工作。 

17.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在皖發展現代農業。臺

資企業可申報我省各級農業、林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享受我省本地企

業同等的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 

18.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我省參與林業增綠增效行動、現代林業示範區

建設、林業特色項目建設、林下經濟經營活動，從事營造林、種植業、

林產品加工業等行業，同等享受財政資金獎補和林業貸款貼息，並可

申報林業特色項目專項資金。 

19. 臺資企業註冊資本可以自主選擇人民幣、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

並按規定自主選擇經營範圍。 

20. 臺灣地區自然人來皖投資的，提交《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臺

灣居民居住證》等有效證件原件並經查驗後，可免交投資者主體資格

公證和認證證明。 

21. 臺灣地區世界 500 強企業、全球行業龍頭企業在皖新設立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的臺資研發機構，新設年實際臺資金額超過 1 億美元的製造業

項目，以及新設年實際臺資金額不低於 3,000 萬美元的新一代信息技

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和新能源、新材料製造業項目，可按照「一

項目一議」方式給予重點支持。 

二、支持臺胞在皖就業創業 

22. 來皖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憑就業證明材料，依法享有各項勞動保障權益。

失業後可按規定進行失業登記，依法享受公共就業服務。 

23. 臺灣科研機構、高校、企業在皖註冊的獨立法人，申報省工程研究中

心（實驗室）、牽頭或參與申報國家及我省科技計畫項目、承擔各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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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平臺建設，與本省科研機構、高校、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24. 臺灣科研機構、高校、企業在皖註冊的獨立法人，建設重大科技基礎

設施、交叉前沿平臺、產業創新轉化平臺等，可按照《合肥綜合性國

家科學中心項目支持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申報項目，申報入庫成功

的項目享受相關政策支持，承擔相應義務。 

25. 在皖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各級各類人才支持計畫，同等享受我

省本地人才支持政策。對納入我省「百人計畫」的臺灣專業人才，實

行特殊支持政策。 

26. 臺灣同胞可在皖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

中的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

考試，相關部門應當做好考試的組織、服務工作。取得執業資格的，

可在皖執業。 

27. 在皖長期生活的臺灣同胞可以按照規定程序旁聽、列席人大、政協會

議。 

28. 鼓勵和支持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資質的臺灣同胞加入我省社會工作專業

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加我省組織的公益創投、政府購買社會工

作服務、社會工作學術研究等相關活動，並可報考我省基層服務類崗

位。具有從業資格的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來皖就業，在職稱評定等

方面享有我省居民同等待遇。 

29. 鼓勵臺灣教師來我省高校任教，受聘在我省高校工作的臺灣教師可獨

立或合作申請科研項目，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

系。 

30. 我省各用人單位與聘僱的臺灣同胞應當簽訂勞動合同。在皖就業的臺

灣專業技術人才，可按規定參加職稱評審。 

31. 通過認定方式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在皖申請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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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在皖申請《臺灣醫師短期行醫執業證書》。 

32.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可參與我省農民林業專業合作社建設，對入社成

員達到 100 人以上且高於我省同行業農民林業專業合作社成員平均水

平、農民佔成員總數 80%以上、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成員不超過

成員總數 5%的專業合作社，可按規定認定為省級農民林業專業合作

社示範社。 

33. 臺灣同胞申請登記個體工商戶，由經營所在地的縣（市、區）工商和

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依照規定直接予以登記，取消外資審批（不包括特

許經營），提交申辦材料中的身份證明為其本人《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

行證》或《臺灣居民居住證》。 

34.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後，在皖

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時，免予專業知識考試。 

35. 加強法律宣傳與諮詢、投訴受理和糾紛解決等工作，切實維護臺資企

業和臺灣同胞合法權益。臺灣同胞可按照國家及省有關規定享受法律

援助服務。 

36. 臺灣青年在我省各類臺灣產業園區實習、就業、創業，可享受臺灣產

業園區發展專項資金支持。 

三、深化皖臺文化交流 

37.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我省中華經典誦讀、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

產傳承發展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

團體和有關人士參與我省在海外舉辦的安徽文化年、安徽文化週、歡

樂春節等活動。 

38. 符合條件的臺灣文化機構和個人可參加我省黃梅戲展演週、文化產業

博覽會、中國（安慶）黃梅戲藝術節、中國農民歌會等文化節慶活動。

鼓勵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有關人士與我省合作舉辦文藝演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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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協助臺灣地區有關機構、人士從事皖臺文化交流活動，為在我省舉辦

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提供便利服務，推薦申報文化交流項目。 

40. 鼓勵我省高校與臺灣地區高校建立機制化交流平臺，在學術研究、學

術論壇、師資培訓和管理、高校管理、師生交流等方面開展交流合作。 

41. 允許臺灣同胞加入我省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體育類專業性社團

組織、行業協會。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可參與我省組織的公益活動和

基層社區服務。 

42. 引導和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我省扶貧、支教、公益等工作。 

43. 臺灣同胞可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我省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

劇製作。 

44. 我省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可根據國

家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不受數量限制。 

45. 皖臺兩地可合拍電影、電視劇，放寬皖臺合作影視劇的主創人員比例、

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限制；縮短皖臺合拍電視劇立項階段故事

梗概的審查時限；鼓勵放映皖臺合拍的影視劇。 

46. 建立臺灣圖書進口業務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優化辦理相關

手續。優先審核我省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的臺灣進口圖書備案申請，

對一般的進口圖書申請在 1個工作日內完成備案手續。 

47. 允許在皖臺灣青年加入我省各類青年社團、協會，在省青年企業家協

會設立臺灣創業青年聯誼沙龍。 

48. 在皖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評各級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三八」

紅旗手、巾幗建功標兵、青年「五四」獎章、青年崗位能手等稱號。 

四、方便臺灣同胞在皖學習居住和生活 

49. 臺灣同胞可憑居住證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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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運

輸工具，住宿旅館，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業務，與大

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及各類文化場館門票、進行文化娛樂

商旅等消費活動，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

申請授予職業資格、辦理生育服務登記。居住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基本公共衛生、

公共文化體育和法律援助及其他法律服務，以及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

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50. 在皖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的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在當地購買或租賃

住房，享受所在地居民同等待遇，具體操作細則由各地制定。在實施

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購房的，應符合當地政策規定。 

51. 臺資金融機構、商戶等可與在皖清算機構及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開展

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支付服務。 

52. 在皖投資和合法就業的臺灣同胞共同居住的子女，可按照有關規定進

入所在地幼兒園、中小學（含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享受所在地

學生的同等待遇。 

53. 在皖臺灣同胞享有與我省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在我省醫療

機構就診需要返回臺灣地區報銷的，各級醫療機構應當為其回臺報銷

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醫療文書。 

54. 臺灣同胞可憑居住證在我省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等

登記住宿。 

55. 臺灣同胞在臺灣地區或者其他國家和地區取得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

可按規定在我省的所在地公安機關申請換領機動車駕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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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關於深化湘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10/19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進一步深化湘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臺灣同胞在湘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湖南居民同等待遇，根據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

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 號）精神，

經省人民政府同意，制定以下實施意見。 

一、拓寬投資領域，提升湘臺經貿合作水平 

1. 支持臺資企業在湘以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交通運輸廳、

省水利廳、省環保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2.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支持在湘臺資企業，尤

其是高端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製造企業做強做大。（責任單位：省發

改委、省國資委、省財政廳、省政府金融辦） 

3. 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我省各級政府採購。（責任單位：省財政廳） 

4. 在湘臺資企業與湖南企業享有同等用地政策。對符合產業導向的戰略

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等優先發展且用地集約的臺資項目，可按不

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的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土地出

讓底價。（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 

5. 臺資企業可採取長期租賃、租讓結合、先租後讓、彈性年期出讓等方

式取得工業用地；在符合規劃、不改變用途且符合第 4 條要求的前提

下，利用現有工業生產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積率的，不再增

收土地出讓價款。（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 

6.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項目優先納入我省重大產業項目庫，給予用地計

畫指標保障。對傳統工業企業轉為先進製造業，以及利用存量房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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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製造業與文化創意、科技服務業融合發展的臺資企業，可實行繼續

按原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責任單位：省國土

資源廳） 

7. 支持在湘臺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將其重大境外投資項目納

入我省「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庫。（責任單位：省發改委） 

8. 為臺灣地區商品出口歐亞大陸提供過境通關便利，支持臺灣地區商品

通過中歐班列經我省過境運輸出口。（責任單位：省商務廳、長沙海關） 

9. 對臺灣工業園及園區內重點企業申報國家和我省有關扶持資金、試點

示範項目，給予重點傾斜。（責任單位：省發改委、省臺辦） 

10. 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在湘參與鄉村振興建設，發展民俗民宿、休閒農

業、鄉村旅遊等產業，享有同等優惠政策。（責任單位：省農委、省旅

發委） 

11. 臺資農業企業在湘購置農機、申報產業化龍頭企業，享有同等優惠政

策。（責任單位：省農委） 

12. 臺資林業企業在湘參與油茶、竹木、森林旅遊與康養、林下經濟等林

業產業建設，可依規申報林業產業龍頭企業、現代林業特色產業園、

林下經濟示範基地、森林康養示範基地等項目，同等享有林業產業建

設、林業貸款貼息等優惠政策。（責任單位：省林業廳） 

13. 對符合條件的融資擔保公司，為在湘臺資企業提供中小微、「三農」融

資擔保業務發生的代償，按相關政策給予代償補償。（責任單位：省財

政廳、省政府金融辦） 

14. 支持在湘臺資企業在滬深交易所上市，或在新三板、湖南股權交易所

掛牌。（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湖南証監局） 

15. 支持臺灣金融機構按規定申請在湘設立總部和機構。在湘新設立的臺

資金融機構，省級財政予以一次性開辦費獎勵。支持在湘臺資銀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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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許可和授權的前提下，開展人民幣業務、債券承銷、衍生品交易。

（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政府金融辦、湖南銀監局） 

16. 鼓勵臺資銀行與湖南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聯合授信等為我省實

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支持金融機構為在湘臺灣同胞、中小微臺資企

業提供金融服務；銀行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應為符合資質的在湘臺

資企業提供收單服務及電子支付服務。（責任單位：湖南銀監局、湖南

保監局、人民銀行長沙中心支行） 

17. 支持臺灣徵信機構按規定在湘開展業務，為兩岸企業提供徵信服務。

（責任單位：人民銀行長沙中心支行） 

二、鼓勵科技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運用 

18. 臺資企業參與製造強省行動計畫，享有我省企業同等政策。鼓勵臺資

企業參與製造強省 12 大重點產業和 20 個工業新興優勢產業鍊等領域

重大關鍵技術研發創新。支持臺商來湘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能製造、

綠色製造等企業，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對在湘設立獨立法

人資格、符合我省產業發展方向的區域總部和研發機構，引入核心技

術並配置核心研發團隊，符合政策規定的，擇優給予財政支持。（責任

單位：省經信委、省科技廳、省財政廳） 

19.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湘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與

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省級科技創新計畫項目申報，享有同等政策。

受聘於在湘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研

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省級科技創新計畫項目負責人申報，享

有我省科研人員同等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20. 鼓勵引進臺灣地區的人才創新團隊，在長株潭自主創新示範區內，給

予頂尖人才創新團隊最高 1 億元、傑出人才創新團隊最高 3,000 萬元

支持，用於科技攻關和科研平臺建設。對各類科技創新創業優秀人才

（團隊）創辦的企業建設實驗室和生產線，按項目總支出的 30%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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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單個企業最高補貼 500 萬元。為創新人才分檔提供科研經費、

補貼、獎勵等支持，對頂尖人才給予最高 1,000 萬元科研經費、最高

300 萬元生活補助。（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省經信委、

省科技廳） 

21. 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在湘轉化，可參照執行我省知識產權激勵政策。產

業化投資額度超過 3,000 萬元的，在投資額的 10%以內擇優給予補助，

最高補助 500 萬元；對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目錄下企業計畫投資額度

5,000萬元以上的新上重大技改項目，按規定和程序給予一次性補助，

最高補助 500 萬元；對符合《湖南工業新興優勢產業鏈行動計畫》方

向、投資規模 1 億元以上的重大產業項目，給予一次性補助，最高補

助 1,000 萬元。（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省經信委、省科

技廳、省知識產權局） 

22. 符合條件的在湘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

業所得稅，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設在我省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

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稅務局） 

三、提高服務質量，暢通就業創業發展渠道 

23. 幫助和支持臺資企業在湘創辦科技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等創業孵化

平臺，同等享有國家科技企業孵化器稅收優惠政策、省科技創新計畫

補助政策。（責任單位：省科技廳、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省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廳、省財政廳） 

24. 支持臺灣同胞在湘參加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符合

條件的可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的 53 項專

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責任單位：

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旅發委、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省安監局） 

25. 臺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和我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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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計畫」。臺灣同胞來湘就業創業，符合我省人才引進條件的，享有同

等優惠政策。（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

育廳、省科技廳、省臺辦） 

26. 在湘臺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

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基金項目。鼓勵在湘工作的臺灣同

胞申報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湖南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湖南

省文化藝術基金等省級基金項目。（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科技廳、

省文化廳、省社科聯） 

27. 在湘臺灣同胞可參評中華慈善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評

獎項目；可參與我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三八紅旗手、湖南青

年五四獎章、湖南省技術能手、湖湘青年英才等評選。（責任單位：省

委宣傳部、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省總工會、省婦聯、團省委） 

28. 在湘臺灣同胞可以申報湖南省科學技術傑出貢獻獎、湖南省自然科學

獎、湖南省科學技術進步獎（含創新團隊獎）、湖南省專利獎、湖南省

「五個一工程」獎、湖南文學藝術獎等獎項。（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

省科技廳、省文化廳、省知識產權局、省社科聯） 

29. 支持在湘工作的臺灣同胞參與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湖南省優秀

青年社會科學專家、湖南省專業特色智庫專家評選。支持在湘臺資企

業和在湘定居的臺灣同胞加入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社科聯、省民政廳、

省科技廳） 

30. 鼓勵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組織參與我省脫貧攻堅、支教、公益、社區

建設等基層工作。（責任單位：省教育廳、省民政廳、省扶貧辦、省臺

辦） 

31. 鼓勵有資質的臺灣社會力量按照有關規定在我省創辦醫療機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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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32.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按有關規定在湘申請認定醫師資格和註冊短

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

同胞，與大陸醫師同等享有申請醫師執業註冊政策。（責任單位：省衛

生計生委） 

33.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在湘申請證

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時，只需通過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

知識考試。（責任單位：湖南証監局） 

34. 鼓勵臺灣教師到我省高校任教，按規定為其辦理臺港澳人員工作許可。

來自臺灣地區的教師，在聘用、教師資格認定、職稱評聘、學術成果

認定等方面享有我省教師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廳、省教育廳） 

35. 推進招聘網站系統升級，支持臺灣同胞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居民

居住證註冊登錄。（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 

36. 支持臺灣青年自主應聘或受僱到我省高等院校、公共文化服務機構、

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位就業，與大陸同類人員同等享有公平競爭權。

（責任單位：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教育廳、省文化廳、省衛生

計生委、省臺辦） 

四、深化交流合作，促進湘臺文化融合發展 

37.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臺灣民

間文物單位參與我省文物研究與傳承重點發展項目。支持具備條件的

臺資企業和專業機構申報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

省文化廳、省文物局、省臺辦） 

38. 鼓勵支持臺灣文化企業進駐中國（長沙）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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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發改委、長沙市人民政府） 

39. 推薦湘臺文化交流項目申請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支持

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我省舉辦、承辦的各類文化活動。對

在湘舉辦的涉臺營業性演出，做好審批服務。（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

省文化廳、省臺辦） 

40. 支持臺灣文化科研機構、團體和我省有關機構合作開展湖湘文化、中

醫藥文化、炎帝神農文化、芷江和平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研究。（責

任單位：省文化廳、省教育廳、省臺辦） 

41. 鼓勵臺灣教育文化科研機構與我省高校智庫、社科基地等機構合作，

開展學術交流，申報項目經費具有同等資格。（責任單位：省文化廳、

省教育廳、省臺辦） 

42. 深化湘臺媒體交流，支持在節目製作、新媒體運用等方面開展合作。

（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臺辦、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43. 臺灣同胞參與我省電影、電視劇製作可不受數量限制。支持我省電影

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

電視劇。（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44. 支持湘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

比例等方面放寬限制。協助湘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的相關手續辦

理，並向上級部門申報審批。（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廣

電局） 

45. 優先進行擬進口經營的臺灣圖書目錄審查備案，為臺灣圖書從我省口

岸進口建立綠色通道，簡化審批流程。（責任單位：省委宣傳部、省新

聞出版廣電局、長沙海關） 

46. 支持臺灣地區從事湘臺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申報兩岸交

流基金項目。（責任單位：省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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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臺灣同胞和臺灣高校、民間機構可參與我省大型文化工程項目、惠民

文化項目、民間文化交流活動和學術研究。支持臺灣文化團體和知名

人士來湘舉辦書畫展、筆會交流、炎帝陵舜帝陵祭祀祭祖、芷江和平

文化之旅等活動。（責任單位：省文化廳、省教育廳、省臺辦） 

48. 支持開展湘臺文化產業交流和貿易活動，搭建湘臺文化貿易平臺。充

分發揮湖湘文化特色和優勢，順應臺灣同胞文化生活需求，推動湘版

圖書、戲劇、影視等文化產品走進臺灣，惠及臺灣同胞。（責任單位：

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省臺辦、省商務廳） 

五、優化學習生活環境，攜手臺胞共享幸福湖南 

49. 常住我省的臺灣同胞子女到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就讀，享有當

地學生同等待遇。（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50. 鼓勵臺灣學生到我省高校就讀，在招生錄取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在

學費、獎學金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在臺灣學生較集中的高校，設立

臺灣大學生助學金專門賬戶，幫助家庭條件困難的臺灣學生完成學業。

（責任單位：省教育廳） 

51. 支持臺灣青少年來湘見習、研學，參加夏令營及青少年學習交流活動，

落實來湘實習生實習補助相關政策。（責任單位：省教育廳、省旅發委、

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團省委、省臺辦） 

52. 在我省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

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

（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省教育廳） 

53. 設立臺灣同胞權益保障、聯繫服務窗口，開設服務熱線及平臺，為臺

灣同胞來湘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政策諮詢和服務。（責任單位：

省委宣傳部、省臺辦、省發改委、省委網信辦） 

54. 臺灣同胞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居民居住證，可在我省旅館登記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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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工具；可在我省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

申領機動車駕駛證、生育服務登記；可在公共文化體育服務場館享有

本地居民同等服務。（責任單位：省公安廳、省文化廳、省新聞出版廣

電局、省衛生計生委、省體育局） 

55. 對在湘生活的臺灣老年同胞，憑老年人優待證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

居民居住證，可與我省老年居民同等享有公園、公共文化體育設施、

市內公共交通工具、旅遊景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等優惠待遇。（責任

單位：省民政廳、省文化廳、省交通運輸廳、省衛生計生委、省旅發

委、省體育局、省臺辦） 

56. 對長期在湘居住、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臺灣同胞，按照政策規定給

予臨時救助。（責任單位：省民政廳） 

57. 對來湘就業創業的臺灣青年，符合條件的可以納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

範圍。（責任單位：省住房城鄉建設廳） 

58. 在湘居住並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居民居住證的臺灣同胞，根據相

關購房政策可以購買商品房，在購房資格、按揭貸款、住房公積金存

繳使用等方面，享有我省居民同等待遇；可參加社會保險；繳存的住

房公積金、社保個人賬戶儲存額，離湘時，經個人申請，可辦理異地

轉移接續或提取。（責任單位：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省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廳） 

59. 在湘居住並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居民居住證的臺灣同胞，享有與

我省居民同等就醫待遇。（責任單位：省衛生計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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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8年中國大陸各主要對臺城市工作所發布對臺政

策措施 

 

發布時間 城市 對臺措施 

2018/4/10 
福建省 

廈門市 

《關於進一步深化廈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共 60條 

2018/4/17 
福建省 

莆田市 

《關於促進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共 35條 

2018/6/19 
江蘇省 

南通市177 
《江蘇南通助臺 44 條政策落地見效》共 44 條 

2018/6/19 
浙江省 

寧波市 

《關於進一步深化甬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共 80條 

2018/7/3 

福建省 

平潭綜合

實驗區 

《平潭 20條對臺特色措施》共 20 條 

2018/7/17 
浙江省 

杭州市 

《關於進一步深化杭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

意見》共 60條 

2018/7/18 
江蘇省 

崑山市 

《關於深化崑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共 68條 

2018/7/23 
江蘇省 

淮安市 

《關於促進淮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施辦法》共

58條 

2018/7/24 
廣東省 

深圳市 

《深圳貫徹〈31條惠及臺胞措施〉政策彙編》共

99條 

2018/7/30 
廣東省 

廣州市 

《關於進一步深化穗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共 60條 

2018/8/8 
江蘇省 

南京市 

《關於深化來寧臺胞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的若

干措施》共 75 條 

2018/8/12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實施意見》共 68條 

2018/8/28 
浙江省 

湖州市 

《湖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的實施辦法》共 60條 

                                                 

177 江蘇省南通市的做法並未將落實措施統一整理成文，而是針對 31 條措施的內容分別提出了

「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為臺胞在南通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與「其他相關

方面」等三個領域共 44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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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0 
廣東省 

珠海市 

《關於促進珠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共 52條 

2018/9/12 
江蘇省 

鹽城市 

《關於促進鹽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共 50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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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廈門《關於進一步深化廈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4/10 

爲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

想，按照國臺辦、國家發改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檔精神，結合我市實際，現就進一步深化廈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

逐步爲臺灣同胞在廈門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廈門居民同等待遇，

促進臺資企業在廈門更好更快發展，提出以下貫徹落實措施。 

1. 在廈門的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大陸企業同

等政策。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廈門兩岸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

業合作示範區、兩岸貿易中心、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以及廈門國

際航運中心的開發、建設。鼓勵臺資企業在廈門設立總部、研發中心、

運營中心、採購中心和物流中心等。市、區人民政府設立的各類扶持

資金和出臺的各項優惠政策，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享有同等待遇。 

2.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在廈門的臺資科研機構、研發

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3. 支持臺資企業在廈門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4. 支持臺資企業公平參與廈門市、區政府採購。 

5.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廈門市國有企業混

合所有制改革。 

6. 臺資企業與廈門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

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

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廈門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准的 70%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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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廈門設立企業時可以選擇使用美元或人民幣作

爲註冊資本金，在廈門經營活動中可以享有內資企業待遇。臺灣同胞

來廈門創業，以其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等科技成果作價出資入股的，

科技成果作價金額占註冊資本的比例不受限制。 

8.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內

設立獨資國際船舶運輸、國際船舶管理、國際海運貨物裝卸、國際海

運集裝箱站和堆場企業，支持以合資、合作形式從事國際船舶代理業

務，臺資持股比例放寬至 51%。 

9. 支持註冊在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內的臺資銀行營業

性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 

10.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可以在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內

以獨資形式從事娛樂場所經營，可以設立獨資演出經紀機構。 

11. 取得臺灣地區資質（資格）證書的臺灣建築業企業經批准可以在廈門

從事相關建築活動。 

12. 大力推進海滄、杏林、集美臺商投資區建設，鼓勵在廈門的臺資企業

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同等享受廈

門在開拓市場、境外投資等方面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鼓勵對臺海運

快件業務發展，推動建設連接臺灣與中亞、歐洲區域轉運中心和陸海

樞紐城市，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13. 積極幫助臺灣地區貨物通過廈門港過境經中歐班列運輸出口，按照過

境貨物監管模式操作，加快通關速度。 

14. 在廈門開通兩岸征信查詢業務，推動兩岸征信資訊互聯互通。成立中

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兩岸信用服務中心，服務臺資企

業征信需求，爲臺商通過信用報告融資貸款提供便利，對區內臺資企

業信用融資貸款的利息或擔保費用提供適當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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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鼓勵廈門臺資銀行與廈門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爲廈門實體

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16.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來廈門辦展辦會，同等享受廈門相關支持政策。 

17. 臺灣地區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廈門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

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廈門科研機構、高等學校、

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廈門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人員，

可作爲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廈門科研

人員同等政策。對臺灣地區知識産權在廈門轉化的，可享有廈門知識

産權激勵政策。支持臺灣民間資本和機構參與「一帶一路」知識産權

運營投資基金、兩岸知識産權銀行、知識産權運營服務平臺、知識産

權經濟協作區和知識産權新型智庫等重大項目建設。鼓勵臺灣同胞參

加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支持臺灣同胞在廈門註冊執業知識産權

服務機構。 

18. 推動實施「一市兩標」，逐步實現大陸標准與臺灣地區標准在廈門包

容共存，在制定廈門地方標准時吸收採用臺灣地區標准內容，特別是

臺灣地區標准高於大陸標准的可以直接採用。鼓勵臺灣地區標准更多

地參與廈門産業、行業發展。 

19.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廈門從事農業生産活動，同等適用廈門惠農政

策。在廈門的臺資企業農業項目直接用於或服務於農業生産的生産設

施、附屬設施用地，可以按設施農用地有關規定管理。 

20. 鼓勵、支持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提供幫扶資金和政策支持，推動臺資

企業「退城進園」。 

21. 加快海峽旅遊服務中心、廈門新機場、五通對金客運碼頭三期等建設，

完善軟硬體設施配套，建立更加便捷的廈臺海、空直航運輸體系，爲

兩岸同胞往來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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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動廈門和臺灣地區兩地海關、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准認證

的合作，逐步實現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資訊互換以及檢測結果的比

對。 

23. 實施「源頭管理、口岸驗放」的兩岸商品快速驗放模式，建立有利於

協力廠商檢驗鑒定機構發展和規範的管理制度，擴大臺灣地區進口商

品協力廠商檢測結果採信範圍，推動兩岸食品、農産品、消費品安全

監管資訊互換、結果互認。簡化臺灣地區特殊物品入境審批手續，來

自臺灣地區的入境特殊物品實施境外風險評估，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

實現即報即批。 

24. 持續推進廈金兩地深入合作，支持兩地在相互轉診、應急事件處置、

公共防疫、養老醫療、醫學教育與培訓等方面開展合作。 

25. 建設廈金檢驗檢疫特殊監管區，對金門實施更加便利的檢驗檢疫措施。 

26.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廈門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

活動，對主辦單位按以獎代補形式予以資助。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

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27.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共同在廈門設立兩岸合作研發機

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

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 

28. 鼓勵在廈門的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産保護工程、

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

持在廈門的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

國、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出

去」計畫。符合條件的廈臺文化項目可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

源庫。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廈門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或研

學，可以加入廈門的各類文藝社團。鼓勵臺灣同胞參與閩南文化生態

保護試驗區建設，參與廈門的閩南文化遺産保護傳承工作，申報市、



 

 
425 

區兩級閩臺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同傳承閩南文化及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29. 積極協助在廈門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30. 鼓勵廈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

成果應用。創新廈臺合作辦學模式，拓展廈臺各級各類學校對口交流

和校際協作。建立廈臺人才培訓合作機制，鼓勵臺灣優質職業院校與

廈門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合作培訓專業

人才。 

31.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參與廈門廣播電視節目和在廈門的電影、電視劇製

作和相關手續辦理。鼓勵廈門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

進更多臺灣地區生産的電影、電視劇，並積極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

批。 

32.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廈門可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高端養

老機構。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廈門可以獨資形式申辦個體診所和醫

學檢驗實驗室。 

33. 鼓勵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廈門設立代表機構。鼓勵廈臺合作建立法

律查明機制，爲相關商事活動提供境外法律的查明服務。鼓勵臺灣地

區的仲裁機構在廈門設立聯絡點。鼓勵廈臺民間調解組織合作，爲在

廈門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調解服務。 

34.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廈門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支持臺灣地區商協會、社團、行業協會等

來廈門設立辦事機構。 

35. 鼓勵臺灣地區圖書從廈門口岸進口並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

程，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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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臺灣學生在市、區教育部門的指導下統籌安排就學。幼兒園、小學由

居住地所屬區教育局就近統籌安排就學。在部分市屬一級達標學校初

中部每年預留一定名額用於招收臺灣學生。臺灣學生在廈門市參加中

考，成績達到當年普通高中最低錄取控制線，依據個人意願可以選報

廈門市省一級達標高中，錄取時依據平行志願投檔錄取。 

37. 設立臺灣學生獎學金、助學金。在廈門中小學設立臺灣學生獎學金。

在廈門各高校設立臺灣學生助學金專門賬戶，接受社會捐贈，幫助家

庭條件困難的在校臺灣學生完成學業。 

38. 鼓勵企業提供更多崗位吸引臺灣學生實習見習，並參照廈門生源畢業

生職業見習補貼標准，給予臺灣學生實習見習補貼和每月 500 元的租

房補貼（限 1年）。從境外首次到廈門參加實習見習（1 個月以上）的

臺灣學生，給予一次性交通費補貼 2,000 元。 

39. 鼓勵臺灣青年來廈門就業創業，市、區人民政府出臺的各類創業項目

扶持、融資支持、科技創新、市場開拓、生産經營場所和住房租金補

貼等各項優惠政策，臺灣青年同等享有。臺灣同胞可以在廈門設立個

體工商戶從事經營活動。 

40. 廈門市每年爲臺灣同胞提供不少於 5,000 個就業和實習崗位。臺灣同

胞享有市、區人民政府提供的就業補貼。新引進的具有全日制碩士研

究生以上學歷的臺灣同胞，在廈門工作滿一年後，按碩士（不超過 35

歲）每人 3萬元、博士（不超過 40 歲）每人 5萬元發放一次性生活補

貼。臺灣同胞可以根據個人需要選擇辦理就業證。 

41.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鼓勵在廈門工作

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畫」。鼓勵臺灣同胞參評廈門

市的特聘專家或特聘專業人才。對臺灣特聘專家聘期 3-5 年內按每年

20萬元、總計最高 100萬元給予補助，特別優秀的可以提高到每年 30

萬元、總計最高 150 萬元。鼓勵廈門市重點産業、重點項目、重點學

科聘用急需緊缺的臺灣專業人才，年薪達到廈門市上一年度城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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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崗職工平均工資 4倍以上的，按用人單位所支付年薪的 25%、最高

12萬元標准給予補助，同一人才補助累計不超過 5年。簡化職稱評審

手續，臺灣同胞沒有個人履歷檔案的，可以使用臺胞證或其他證明檔

代替。 

42. 鼓勵臺灣同胞在廈門報名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推動開展兩岸從業人員執業資格互認。臺灣同胞在臺

灣地區已經取得專業服務領域執業資格的，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

的證書，經批准可以在廈門開展執業服務。支持臺灣導遊領隊在廈門

換證執業。積極協助在臺灣地區已獲得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廈門申

請大陸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 

43. 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學生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協助取得大陸醫師

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在廈門申請執業註冊。支持符合

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支持符合條件的

臺灣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廈門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

註冊手續。 

44. 擴大臺灣同胞報考廈門市事業單位編內工作人員範圍。臺灣同胞具備

下列學歷（位），並符合招聘崗位資格條件、招聘簡章規定的，可以

參加市、區所屬事業單位補充編內工作人員招聘考試： 

（1）在大陸取得國家承認的學歷（位）； 

（2）取得臺灣地區碩士及以上學位並經國家教育部學歷學位認證； 

（3）取得國外及港澳地區學士及以上學位並經國家教育部學歷學位認證。 

45. 在臺灣地區獲得教師資格證的臺灣教師可以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

期雙向交流等方式，在廈門的幼兒園和普通高中從事音樂、體育、美

術學科教學工作。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廈門的高校、職

業院校從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

工作評價體系。 



 

 
428 

46. 來廈門就業創業的臺灣青年可以根據《臺灣青年申請廈門市市級公共

租賃住房管理實施細則》，申請承租公共租賃住房。 

47. 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系統設備限期進行完善升級，實現電

子臺胞證在廈門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 

48. 推動臺資金融機構、商家與廈門銀聯加強合作，推動中國銀聯在廈門

設立兩岸業務合作專營機構。推動廈門非銀行支付機構拓展互聯網業

務品種，加強與臺資金融機構、商家業務合作。鼓勵在廈門的金融機

構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爲臺灣同胞辦卡開戶提供便利，方便臺灣

同胞在大陸使用電子支付服務。 

49. 在廈門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可以依照規定程式擔任市、區政協委員並

參加會議，可以依照規定程式列席、旁聽市、區人大、政協會議。 

50. 積極協助在廈門的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國家

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項目。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可以獲得

廈門授予的各項榮譽稱號。 

51. 鼓勵臺灣同胞在廈門擔任調解員、仲裁員、陪審員、緩刑考察員、執

行監督員、檢察聯絡員、法律顧問等。 

52. 在廈門居住的臺灣同胞，納入社區工作站公共服務代理代辦項目服務

對象。在臺灣同胞人數較多的社區設立臺灣同胞服務視窗，提供基本

公共服務及惠臺政策諮詢。在臺灣同胞聚集地區設立便利臺灣同胞辦

理金融業務的綠色視窗。 

53.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廈門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

設等基層工作。支持在廈門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廈門的社區建設

和社區服務，受聘擔任社區及相關社會組織負責人。鼓勵臺灣同胞參

與組建社區志願服務隊，並擔任負責人。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臺

灣同胞個人命名的社區服務工作室，納入政府購買社區服務項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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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廈門居住滿一年的臺灣同胞在廈門購買商品房，在購房資格、按揭

貸款、住房公積金使用等方面享受廈門居民同等待遇。 

55. 臺灣同胞在廈門居住期間參照廈門居民標准，可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在廈門的臺灣同胞可以按照規定

參加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的，享受與廈門居民同等的保險待遇。在廈

門工作並繳交相應年份的社保後，因取得臺灣地區戶籍而放棄大陸戶

籍的大陸配偶，回廈門再就業時，可以將不同時段在廈門繳交的社保

轉移合並。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社保個人賬戶儲存額，在其

離開大陸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一次性支取。 

56. 在廈門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廈門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醫療機構在按照規定書寫和保存醫療文書的同時，還應爲就診的臺灣

同胞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醫療文書。 

57. 長期在廈門生活的特困臺灣同胞入住養老機構的，參照廈門特困老人

給予特定服務對象補貼；在廈門亡故，按殯葬惠民政策減免五項基本

喪葬服務費用，留有孤兒的，可以由市社會福利中心予以收養。給予

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臺灣同胞臨時救助。 

58. 在廈門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前往鼓浪嶼，可以走廈門市民通道，直接

從輪渡碼頭搭乘渡輪；年滿 65 周歲的臺灣同胞，參照廈門居民標准，

可以享受乘坐市內公共交通設施相關優惠。 

59. 臺灣同胞可以在廈門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房車等

登記住宿。 

60. 在廈門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可以辦理廈門旅遊年卡，享受前往指定景

點一整年不限次數的入園遊覽服務。 

61. 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在廈門的臺灣同胞在各類公

共文化服務場館可以享受和廈門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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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設立臺灣同胞服務中心，辦公地點設於市臺辦，作爲向臺灣同胞提供

服務的統一對外視窗，並開設熱線電話（968820）和微信公衆號（廈

門臺辦）向臺灣同胞發布政策資訊和提供諮詢，同時通過臺胞驛站和

其他區級服務視窗爲臺灣同胞提供各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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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關於促進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4/17 

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進一步促進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根據國臺

辦、國家發改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和《福建

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進一步鼓勵和支持臺灣青年來閩就業創業若

干措施的通知》（閩政辦〔2017〕70號）等有關惠臺政策措施，經市委、市

政府同意，結合我市實際情況，制定本實施意見。 

一、深化莆臺經貿合作 

1. 鼓勵和支援臺胞來莆投資醫療健康、電子資訊、精密製造、文化創意

等重點產業，建設兩岸醫療健康產業合作先行區等臺商投資集聚區，

給予項目優先審批，採取「一企一策」的辦法制定具體優惠政策。（責

任單位：市發改委、宣傳部、衛計委、經信委，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 扶持臺資農業企業做大做強 

（1）落實臺資農業企業可與大陸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責任

單位：市農業局、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加大對臺灣農民創業園內的臺資農業企業扶持力度，每年給予仙遊臺

灣農民創業園 100 萬元的補助；對於重點臺農種植項目的場內配套

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樹的支架、場內的道路硬化、大棚、水電設施

建設等）以及引進臺灣新品種、新技術等予以項目投資 50%以內的

補助，市縣兩級財政按照 1︰1比例分擔。（責任單位：市農業局、財

政局，仙遊縣政府） 

（3）其他縣（區、管委會）參照制定優惠政策（責任單位：各縣區政府、

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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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予臺資農業項目、鄉村旅遊項目及臺灣青年創業項目融資支持。根

據具體項目的融資條件，通過政府性擔保公司增信或納入「企業資產

按揭貸款業務」等方式，推動相關金融機構對臺資農業項目、鄉村旅

遊項目及臺灣青年創業項目等提供融資支援。（責任單位：市金融辦、

國資委、農業局、旅發委、經信委、臺辦、人行、銀監局，各縣區政

府、管委會，市再擔保公司） 

4. 臺灣青年創業項目啟動資金支持。創業啟動支持分為市級重點創業項

目、市級優秀創業項目兩類，經評審確認後，由市級人才專項經費分

別給予 20 萬元、10 萬元創業資金支持。創業支持資金主要用於創業

啟動、科技創新、團隊建設和改善工作生活條件等。（責任單位：市人

社局、臺辦、財政局、海峽人才市場莆田分部） 

5. 一次性開業補貼。對於臺灣青年首次在我市領取工商營業執照，且正

常經營納稅 6 個月以上的投資規模較小的公司及個體戶，給予 3,000

元的一次性開業補貼。（責任單位：團市委、市財政局） 

6. 臺灣青年創業的辦公（經營）場所租金補貼。對正常經營納稅 6 個月

以上，臺灣青年設立的投資規模較小的公司及個體戶，經評估可對 40

平方米以內的辦公或經營場所給予不超過同地段租金的 50%的補貼，

以實際經營期為準按年兌現，補貼不超過 3年。（責任單位：團市委、

市財政局） 

7. 鼓勵臺胞來莆開設臺灣特色產品商店，根據其貢獻給予相應的獎勵補

助，一補 5年。（責任單位：市臺辦、財政局） 

8. 鼓勵和支持臺灣文創機構或個人文創工作室入駐湄洲島，其辦公住房

租賃、獲得獎項或稱號等方面，給予海島創業補助。合作舉辦兩岸大

型活動或賽事的，給予補助支持。其中，正常營業且納稅 6 個月以上

的，給予不超過 100 平方米辦公場所租賃補貼，並一次性給予 10 萬元

辦公設備購置費；正常經營且納稅 12個月以上的，文創項目獲得國際

級獎項或者稱號，給予一次性獎勵 30萬元，獲得國家級獎項或者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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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予一次性獎勵 20 萬元；年度營業額達到 20 萬元以上的，按照

營業額的 10%給予補助，每年補助金額不超過 100 萬元；臺灣文創機

構按照政府要求，開展行業性、層次性和影響力較高的活動或賽事，

經認定，給予單次活動費用 50%、最高不超過 50 萬元的補助；引進臺

灣文創機構或個人工作室的，參照《湄洲島鼓勵扶持文化旅遊創意產

業發展若干規定》給予獎勵。以上補助或獎勵若與市級有重疊的，就

高從優不重複。（責任單位：湄洲島管委會） 

9. 扶持臺資商貿企業發展 

（1）對引進或遷入的臺灣大型商貿服務企業，依據《莆田市人民政府關於

加快促進總部經濟發展的暫行規定》，符合條件的，可依規享受相關

扶持政策。（責任單位：市商務局、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對引進臺灣 100 強商貿服務企業可實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議」的

扶持政策。（責任單位：市商務局、財政局、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3）鼓勵和支持臺商投資商業地產項目，對其投資商業地產引進商貿企業

入駐的具體優惠政策各縣區政府、管委會制定。（責任單位：各縣區

政府、管委會） 

二、促進莆臺文化交流 

10. 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民間團體、機構、宮廟等加大對臺文化交流力度，

每年單列資金 300 萬，用於以上民間機構文化交流項目的補助。（責任

單位：市臺辦、財政局） 

11. 鼓勵和支持臺灣同胞申報莆田市「媽祖信俗」各級代表性傳承人，經

認定的市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滿 45周歲後可給予每人每年 3,000元傳

承補助，用於開展授徒傳藝、教學、交流等各項傳習活動。（責任單位：

市文廣局、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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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胞享受湄洲島入島門票及全島景點門票全免優惠；莆田市轄區內所

有景點門票對臺胞實行減半優惠，臺胞旅遊團門票實行三折優惠。（責

任單位：市旅發委、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13. 與臺灣有關文創企業開展文化創意產業項目合作或配合開展主題文化

活動的在莆田市行政區域內依法登記註冊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

並從事文化產業相關業務經營管理的單位，申請莆田市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專項資金補助、獎勵、融資貼息補助，在符合莆田市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莆財教〔2017〕223 號）相關規定和申報程

式的條件下，予以優先考慮。（責任單位：市委宣傳部、財政局） 

三、強化莆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人才支撐 

14. 加快莆臺人才交流基地（示範區）建設，探索設立海峽博士後工作站，

對獲准建站的給予建站一次性補助 10萬元，對入駐一年以上的博士每

人每年給予 10萬元生活補助，累計不超過 5年，柔性引進的人才按在

莆時間計算後給予補助，有關經費通過現有人才專項資金統籌支持。

（責任單位：市委組織部、人社局、臺辦） 

15. 實施臺灣特聘人才專項計畫，納入人才「壺蘭計畫」，「壺蘭英才」單

列 10 個名額。入選「壺蘭英才」的，給予兩年內每月 2,000 元補助；

入選市高層次創業創新人才團隊的給予 300 萬元補助，入選個人給予

最高 150 萬元補助。入選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和省「百人

計畫」的，市級按 1:1 比例給予配套補助。（責任單位：市委組織部、

臺辦） 

16. 對接產業人才需求，重點引進醫療健康、電子資訊、文化創意、傳統

鞋服等產業臺灣高層次人才，年薪達到我市上一年度城鎮單位在崗職

工平均工資 3倍以上的，按其支付薪酬 25%補助，同一對象補助不超

過 5年，當年度最高補助不超過 12萬元，省市補助就高從優不重複，

並同等享受「壺蘭計畫」政策待遇，相關補助經費從現有人才專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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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統籌支持。（責任單位：市委組織部、宣傳部、市人社局、衛計委、

經信委、臺辦） 

17. 鼓勵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按程式聘用臺灣人才，設立首席專家

崗位，薪酬可雙方約定，計入當年度工資總額，但不納入本單位工資

總額基數。（責任單位：市人社局、臺辦） 

18. 根據我省臺灣地區居民各序列（專業）職稱評價辦法，細化來莆就業

創業的臺灣地區居民職稱評價辦法；對創業創新人才，按《莆田市引

進高層次創業創新人才評定標準》評審認定；對企業人才，按用人單

位支付給新聘人才年薪達到所在我市上一年度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

工資 3 倍以上的標準認定；對技能人才，按技能人員國家職業資格考

試認定辦法辦理；對農業人才，按邀請農協會等協力廠商機構推選評

估情況由市農業局認定。（責任單位：市委組織部、市人社局、臺辦、

農業局、教育局） 

19. 鼓勵和支持臺灣同胞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具體執業辦法依照國家規定由相關行政主

管部門組織實施。（責任單位：市人社局，有關部門） 

20. 鼓勵臺灣知名人力資源機構、六大工商團體及行業公會到莆田設立分

支機構，給予 20 萬元開辦補助，第一年內提供最多 300平方米免租金

場所或最高每月 8,000 元租金補貼。分支機構每幫助莆田引進 1 名臺

灣優秀人才，工作滿一年以上，給予 3萬元引才獎勵。（責任單位：市

人社局） 

21. 設立市級臺灣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對於累計引進持續經營滿 1 年臺灣

青年創業企業 3 家以上（含），且入駐時間滿 1 年臺灣青年 5 人以上

（含）的示範基地，市級財政給予 5 萬元的獎勵；累計引進持續經營

滿 1年臺灣青年創業企業 5家以上（含），且入駐時間滿 1 年臺灣青年

10人以上（含）的示範基地，市級財政給予 10萬元的獎勵。對獲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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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級、省級臺灣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市財政按上級補助金額 50%追加

獎勵。（責任單位：市臺辦、財政局） 

22. 獎勵推薦引進臺灣青年來莆創業就業的機構。對於推薦引進臺灣青年

來莆創辦企業 3 家以上且經營滿 1 年的，或推薦入駐基地滿 1 年的臺

灣青年人數 5 人以上的社會團體、企業等機構，由市級財政給予推薦

機構 5萬元獎勵。（責任單位：市臺辦、人社局、財政局） 

四、其它配套政策 

23. 設立臺灣同胞就醫綠色通道。市第一醫院、莆田學院附屬醫院、九五

醫院及縣（區）級醫院設立「臺胞就醫綠色通道」，對持臺胞證的在莆

就業創業臺胞實行便利化就醫措施。（責任單位：市衛計委） 

24. 公共交通便利化政策。對於城區之外的臺資企業，公交班車沒有覆蓋

到的，各縣（區）負責組織調研，精準掌握臺企臺胞的公交需求，市

公交集團根據調研情況開通定製或預約公交線路；開設涵江、仙遊等

涉及臺企臺胞相對集聚區域的車站往返福州、晉江機場的機場專線巴

士。（責任單位：市交通運輸局、市公交集團、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5. 在莆臺商臺幹臺青購租房政策支持。1.對經認定的在莆臺灣高學歷、高

職務、特殊引進人才或企業高管等高層次人才，屬於長期工作的，其

配偶和子女在我市無住房的，可優先申購我市限價商品房或人才房；

屬於臨時服務的（不超過 6個月），由各縣（區、管委會）結合轄區公

租房存量情況，提供一定數量的房源，集中定向用於周轉保障並免收

租金。2.持有我市居住證的在莆常住臺灣人及來莆創業臺灣青年，簽訂

1 年以上勞動合同或提供連續 6 個月以上經營證明的，視同我市穩定

就業常住人口，可申請我市經濟適用房、限價商品房及公租房，同等

條件下優先輪候安排。3.將臺資生產性企業等用工密集單位員工的住

房需求，納入企業所在開發區（園區）公租房供應範圍，優先對接實

施定向配租。4.臺商臺幹臺青在莆購買商品房不受限制，其購房貸款首

付比例及貸款期限由各商業銀行根據購房人收入、與用人單位簽訂服



 

 
437 

務年限等情況確定，其標準不低於大陸同胞待遇標準。（責任單位：市

住建局、市人行，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6. 在莆臺商及來莆就業的臺胞子女就學照顧。義務教育階段按照「就近

入學」原則，到企業所在縣（區）或居住地所在縣（區）內優質學校

就讀；或到位於市中心城區的優質學校就讀，由教育行政部門統籌安

排。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享受本地居民子女同等待遇。（責任單位：

市教育局，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27. 在莆創業及受聘的臺灣青年給予社保補貼。用人單位招用臺灣青年，

與其簽訂 1 年以上期限勞動合同並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按其為

臺灣青年實際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給予補貼，不

包括臺灣青年個人應繳納社會保險費，以及用人單位和個人應繳納的

其他社會保險費。補貼期限 1 年。在莆自主創業的臺灣青年，本人可

同等享受用人單位招收臺灣青年社會保險補貼政策。（責任單位：市人

社局、財政局） 

28. 臺灣高校畢業生創業生活補助。對於持有臺胞證的臺灣高校畢業後 5

年內到莆田創業，能提供納稅證明 6 個月以上的臺灣青年，給予每月

500元生活補助，補貼期限 12個月。（責任單位：市人社局、財政局） 

29. 臺資農業項目生產配套用房用地政策支持。1.臺資農業項目的生產配

套用地符合設施農用地審批要求的，按設施農用地來管理，無需辦理

農轉用審批。2.簡化用地審批程式，由業主擬定設施建設方案，簽訂用

地協議後，報縣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和農業部門備案。3.對於直接服務

於規模化糧食生產涉及的配套設施建設，用地確實無法避讓永久基本

農田的，在不破壞永久基本農田耕作層、不修建永久性建（構）築物

的前提下，經省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組織論證確需佔用且土地複墾方

案符合有關規定後，可在規定時間內臨時佔用永久基本農田，原則上

不超過兩年，到期後必須及時復墾並恢復原狀。4.臺資農業項目生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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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地要直接從事或服務於農業生產，禁止擅自將生產配套用地改變

用途，用於其他經營。（責任單位：市國土局、農業局、林業局） 

30. 2013 年國家林業局有關規定出臺之前已經辦理給臺胞的林權證允許

流轉。（責任單位：市國土局、不動產登記局、林業局） 

31. 鼓勵和支持臺資企業開展科技研發和轉型升級，按其實際土地面積給

予每年每平方米 2元的補助。（責任單位：各縣區政府、管委會、市財

政局） 

32. 設立臺胞赴大陸就業就學的服務機構。專門為臺胞來莆就業就學提供

諮詢、指導及聯絡等服務。（責任單位：市臺辦，各縣區政府、管委會） 

33. 祖籍莆田的臺胞回莆創業就業 1年以上的，其向當地政府申請古厝（舊

房）翻建，可以參照當地居民審批條件給予辦理。（責任單位：各縣區

政府、管委會） 

34. 臺胞在我市各級行政服務中心辦事享受臺胞優先辦理政策，無需憑居

民身份證取號，持臺胞證即可申辦各類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事項。各

級行政服務中心視窗優先受理臺胞辦事申請，不得以證件相容問題提

出任何不能受理理由，開設臺胞「綠色通道」，及時指定專人為臺胞提

供導辦服務。有條件的視窗應允許缺少一些非關鍵性材料的臺胞，在

提交承諾書後按照「容缺預審」方式予以收件，領證時再補齊容缺材

料，鼓勵窗口免費為臺胞郵寄辦事結果。涉臺事務較多的公安出入境、

公證、臺辦、人社、工商、商務等部門視窗，要積極探索政務服務新

方式，進一步提供預約服務、上門服務、延時服務、委託代辦和網上

審批等服務方式。（責任單位：市行政服務中心） 

35. 鼓勵臺灣船運公司直航湄洲島，按照實際人數船票的 50%給予補助。

（責任單位：湄洲島管委會、市財政局、湄洲灣港口管理局、市交通

運輸局） 

本實施「意見」的條款由市臺辦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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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南通《江蘇南通助臺 44條政策》 

2018/6/19 

自「31 條惠及臺胞措施」發佈後，南通市加快推動措施落地落細落實。

大宣傳，編印了 1,000 冊措施彙編，向臺商臺胞、職能部門、在通高校宣

講了 31 條措施內涵；大調研，縱向走訪了 8 個縣（市）區，橫向聯繫了 27

個相關職能部門，理清了政策落地路徑；大落實，梳理出 44條已有政策，

一批在通臺商臺胞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優惠的扶持政策、優質的政務服

務。 

在促進投資和經濟合作方面，南通已出臺 12條政策，每條政策「含金

量」都很高。如：鼓勵臺商投資專案契合《中國製造 2025 南通實施綱要》，

已有臺資企業最多獲得財政扶持 1,400 萬元；支援臺資企業在環保、綠色

製造、節能改善等領域進行設備技術改造，已有臺資企業獲得資金補助

1,034萬元；啟東市對新開工重大臺資專案，根據專案性質、設備投資額度

可享受 1,000 萬元以內的補貼獎勵；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優惠政策等等。 

在為臺胞在南通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方面，南通已出臺 15

條政策，每條政策都很接地氣、易落實。如：已有高層次人才入選「千人

計畫」和南通「江海英才計畫」，並享受財政補貼；臺灣高層次人才來通創

業，最高可享受市財政 500 萬元的創業啟動資金或市級產業發展基金最高

5,000 萬元股權投資；僅今年已有葉姿劭、黃宇平 2 臺籍教師入職南通大

學，李昌鈺、李政宏被南通大學聘為終身教授；多名南通臺商臺胞榮獲江

蘇省五一勞動獎章和南通市榮譽市民稱號；已有臺胞參加「註冊安全工程

師」等職業資格考試等等。 

31條涵蓋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多個領域，南通還出臺了與措施相關聯

的 17條政策，每條政策都彰顯了南通特色。如：支持並已有臺灣同胞以技

術入股參與企業合資合作；鼓勵臺資企業打通大陸市場和海外市場，在進

出口貿易、展會費用、信用保險費用等方面提供資金扶持；加快培育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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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按照當年應稅銷售淨增量的 1%-1.5%給予獎

勵；崇川區政府出臺《關於鼓勵和支持臺灣青年來我區創業就業的意見》，

扶持臺灣青年來通就業創業；幫扶臺胞學生就近入學，中、高考享受加 10

分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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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寧波《關於進一步深化甬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6/19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進一

步深化甬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寧波學習、就業、

創業、生活提供與寧波居民同等待遇，促進臺資企業在寧波持續健康發展，

根據國臺辦、國家發改委《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國臺發〔2018〕1號）精神，結合寧波實際，現提出如下

若干措施。 

一、臺灣同胞來甬投資方面 

1.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寧波「中國製造 2025」試點示範城市、

「一帶一路」建設綜合試驗區、國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國家

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寧波保稅區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臨

空經濟示範區等平臺建設，與大陸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2.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寧波象山海峽兩岸漁業交流合作基地、

浙臺（象山石浦）經貿合作區、象山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奉化雪竇山

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東部新城門戶區等涉臺平臺建設，與大陸企業享

受同等待遇。 

3. 支持臺商來寧波投資符合「中國製造 2025」試點示範城市產業體系的

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項目，支持臺商設立各類創新中心、區域總

部、研發中心，與大陸企業同等享受各類支持政策。對符合有關政策

規定條件的特別重大臺資項目，給予「一事一議」綜合扶持政策。 

4. 臺資企業與寧波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

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

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大陸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5. 在符合規劃、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對臺資企業存量工業用地擴

產廠房及輔助設施提高容積率，不增收土地價款，免交增加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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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建配套費。臺資企業利用存量土地用於鼓勵類經營服務項目的，

可實行按原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不再繳納土

地收益金，過渡期政策以 5 年為限，從不動產登記機構登記備案之日

起計算並在不動產登記薄和證書中記載。 

6. 鼓勵臺資企業在大陸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在新三板和

寧波股權交易中心掛牌，支援利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進行融資，

允許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通過貸款、發行債券等形式從境外融入資金。 

7.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可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

所得稅。 

8. 臺資企業可與大陸企業同等享受企業研發投入後補助和企業技術開發

費 150%所得稅加計扣除的優惠政策。 

9. 鼓勵寧波臺資企業申報寧波市「科技創新 2025」重大專項並享受相關

政策。 

10. 鼓勵臺資企業在寧波建設或運營科技企業孵化器，對符合條件的科技

企業孵化器給予建設經費資助。 

11. 臺灣創投基金企業可參與寧波創業項目輔導、孵化工作。 

12. 支援臺灣團隊在寧波共建研究院所，在建設週期內直接用於科研、辦

公用房的建設經費以及開展研發創新所需的科研設備購置經費，按規

定給予補助。 

13.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寧波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

與國家及寧波市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享受與寧波科研機構、高等

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寧波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研

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寧

波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已在寧波註冊落戶的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在寧

波的合資企業，其中臺灣地區科技成果在寧波轉化的，可享受寧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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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轉化相關政策。符合條件的臺灣技術轉移機構，可享受大陸技

術轉移機構同等政策。 

14. 寧波臺資企業申請大陸發明專利並授權後，享受專利資助政策。 

15. 寧波臺資企業可按規定享受用人單位吸納就業社保補貼和貸款貼息政

策，可參與創業孵化示範基地和高校畢業生就業實踐示範基地評選，

獲評示範基地的可按規定享受相應補貼。 

16. 支持臺資企業在寧波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支持臺灣企業參與生活垃圾分類工作。 

17. 支持臺資企業公平參與寧波市的政府採購。 

18.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寧波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製改革。 

19. 寧波臺資企業在品牌培育、產品認證、卓越績效先進管理模式導入及

參與製修訂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等方面，與大陸企業享受

同等政策。 

20. 臺灣同胞可依法在寧波設立協力廠商檢驗檢測機構，與寧波同業開展

質量、標準、認證等方面合作，參與檢驗檢測高技術服務業集聚區建

設。 

21. 落戶寧波的臺資農業企業可與寧波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業扶持政策。 

22. 支持臺灣金融機構落戶寧波，協助做好機構申報、辦公場所購租、人

員招募等方面服務工作，與大陸金融機構同等享受金融招商優惠政策。 

23. 臺資銀行可與寧波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

融服務。臺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寧波銀聯依法合規開展合作，為臺

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鼓勵寧波金融機構優化臺灣同胞金

融服務，為臺灣同胞辦卡開戶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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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鼓勵臺灣徵信機構與寧波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 

25. 支持臺資在寧波合資開設醫療機構，做好政策諮詢服務，協助做好醫

療機構設置申報，臺資辦醫同等享受我市民間資本辦醫政策中相應優

惠政策。 

26. 臺灣同胞在寧波投資養老服務業，享受與寧波民間資本投資養老服務

業同等待遇。 

27. 臺灣大中專畢業生入職寧波養老服務機構，享受與寧波大中專畢業生

同等入職獎勵、特殊崗位津貼、創業補貼等待遇。 

28.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寧波設立企業時可以選擇使用人民幣或美元等

作為註冊資本金。 

29. 臺灣同胞可在寧波依法設立個體工商戶，從事經營活動。 

30. 臺資企業可享受寧波跨境貸款、跨境併購「並聯管理」等政策，支持

臺資合格投資者申報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QFLP）等項目。 

31. 高信用的臺資企業可申報個案試點，獲取更高便利程度的資本項目資

金結彙和支付試點資格。 

32. 臺資企業在寧波可申請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主辦企業資格。 

33. 鼓勵寧波外匯指定銀行通過貿易融資等形式對臺資企業在轉型升級發

展中給予金融支持。 

34. 鼓勵臺灣旅遊企業參與中遠程客源拓展專業代理體系建設，對達到相

關要求的專賣店按層級標准給予政策資金支持。 

35. 臺灣知名會展機構註冊落戶寧波或設立分支機構的，2 年內在寧波舉

辦貿易型展會或國家級、國際性會議（論壇）的，給予落地機構相應

資助。 

36. 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在寧波開辦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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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甬臺貿易方面 

37. 採取「一站式檢驗檢疫」、「綠色通道」等便利化措施，支持臺資企業

生產的先進技術設備與關鍵零部件進口。 

38. 臺資企業在寧波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可開展與貨物貿易相關的研

發、檢測、維修、融資租賃、跨境電商等工作。 

39. 在寧波出口加工區設立的臺資企業可賦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可

開展國際採購配送業務，可試點開展區外企業委託加工業務。 

40. 來自臺灣地區的入境特殊物品實施境外風險評估，符合衛生安全要求

的，實現即報即批。 

41. 推進「單一窗口」標準版試點，臺資企業進出口可採取無紙化方式申

報，提升臺資企業在寧波口岸通關便利化水準。 

42. 加強對重點臺資企業的幫扶和信用培育，重點臺資企業納入寧波海關

重點幫扶企業名單，引導臺資企業提升海關信用管理等級。 

43. 對開展對臺貿易的寧波外貿實效企業和重點企業，在信用評估基礎上，

可按相關規定自助簽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原產地證書》。 

44. 對從事對臺小額貿易的臺灣企業，在風險評估基礎上，給予相應便利

措施。 

三、甬臺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方面 

45. 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寧波

市財政對於符合相關條件的來寧波舉辦活動的兩岸青年交流項目予以

資助。 

46. 鼓勵臺灣高水準名校名院名所落戶寧波。鼓勵在甬高校引進臺灣專業

相關科研、教學、專業技術人員，共建高水準學科和專業。鼓勵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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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來寧波高校任教，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

體系。 

47. 積極協助在寧波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48. 鼓勵在寧波的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等工程，共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支持在寧

波的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國、中

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出去」計畫。

符合條件的甬臺文化項目可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 

49.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參與寧波廣播電視節目和在寧波的電影、電視劇製

作。鼓勵並支持臺灣同胞在寧波設立影視文化公司，拍攝製作優秀影

視作品，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及其在甬公司在寧波拍攝電影、電視劇。 

50.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寧波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鼓勵甬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

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 

51. 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寧波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或研學。 

52. 加強甬臺兩地文化交流，積極引進臺灣優秀文藝團體，協助辦理相關

手續。 

53. 臺灣同胞在寧波創辦各類文化企業，享受和寧波文化企業同等文化產

業政策。 

54. 鼓勵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寧波國際文化貿易產業園建設，

開展文化產品進出口業務。 

55. 符合條件的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可在寧波設立代表機構，為寧波臺企、

臺商和臺灣同胞提供各類專業法律服務。鼓勵甬臺民間調解組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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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寧波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調解服務。寧波遴選專家律師組建寧波臺

企臺商法律服務團，為寧波臺企臺商提供優質法律服務。 

四、臺灣同胞在寧波學習實習就業創業方面 

56. 臺灣各類人才來甬就業創業同等享受寧波人才引進、培養和服務保障

政策待遇。寧波每年為臺灣同胞提供不少於 1,000個就業崗位。 

57. 在寧波就業的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參加各項社會保險。 

58. 臺灣高校畢業生來寧波就業創業同等享受社保補貼、崗位補貼、創業

補貼、就業補貼、貸款貼息等寧波各項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政策。 

59. 積極協助推薦在寧波創業創新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省「千人計

畫」等重大人才工程，鼓勵臺灣同胞參評寧波市「3315計畫」、「泛 3315

計畫」和「資本引才計畫」。 

60. 臺灣青年來寧波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創業，可享受免費一年期

辦公工位、創業服務綠色通道、園區政策申報、企業管理輔導等服務。 

61. 寧波每年接收 100 名臺灣大學生開展暑期實習活動。實習期間給予學

生 1,000 元/人實習補貼並承擔在寧波期間的食宿、交通、參訪、人身

意外保險等費用。 

62. 臺灣籍適齡兒童少年在寧波接受義務教育享受市民待遇，由各區縣（市）

教育行政部門安排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畢業可在本市參加中考，享

受中考加分政策。 

63. 設立臺灣學生獎學金，為在寧波就學的優秀臺灣大學生提供獎學金。 

64. 在寧波工作的臺灣同胞，納入寧波市各類人才培養計畫覆蓋範圍。符

合條件的可申報參評，入選後享受寧波居民同等待遇。 



 

 
448 

65. 臺灣同胞可按規定參加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和各類職稱評審。在寧波繳

納社保的臺灣同胞可享受企業職工崗前培訓、就業技能培訓、崗位技

能提升培訓等職業技能培訓補貼。 

66. 積極協助在臺灣地區已獲得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寧波申請大陸證券、

期貨、基金從業資格。 

67. 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學生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協助取得大陸醫師

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在寧波申請執業註冊。支持符合

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支持符合條件的

臺灣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寧波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

註冊手續。 

68. 臺灣同胞符合寧波高層次人才引進需求的，可參加事業單位公開招聘。 

69. 鼓勵臺資企業依法組建工會組織，鼓勵臺灣同胞就業人員加入工會組

織，享受與寧波現有工會組織及工會會員同等待遇，包括先進評比、

職工醫療互助保障、困難職工補助、職工療休養、5.1服務卡、職工經

濟政治權益維護和保障、技能培訓和競賽等。 

五、臺灣同胞在寧波居住生活方面 

70. 積極協助在寧波的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

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項目。在寧波工作的臺灣同胞可參加寧波

市傑出人才、市有突出貢獻專家、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技術

能手、「三八」紅旗手等稱號評選。 

71. 在寧波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寧波居民同等就醫待遇。 

72. 在寧波居住的臺灣同胞，可申請旁聽寧波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寧波

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73. 在寧波居住的臺灣同胞，可依照規定程式擔任寧波市政協港澳臺僑事

務顧問，並受邀列席寧波市政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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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寧波就業的臺灣同胞可繳存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繳存比

例、辦理流程等與寧波職工保持一致。 

75. 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享受與寧波居民同

等公共文化服務待遇。 

76. 臺灣同胞可在寧波申請一次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並當場取證；

換（補）發五年期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在 7 個工作日內辦結。 

77. 臺灣同胞可在寧波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房車等登

記住宿。 

78. 臺灣同胞可在寧波辦理機動車註冊登記及其他機動車業務，享受綠色

通道、優先辦理。 

79. 臺灣同胞可在寧波申請辦理初次或增駕機動車駕駛證、境外駕駛證更

換及其他駕駛證業務。 

80. 年滿 70 周歲的臺灣同胞，可享受乘坐寧波市內公共交通設施相關優

惠。 

81. 臺灣同胞在寧波亡故，可參照寧波惠民殯葬政策，免除殯葬基本服務

費用；留有孤兒且孤兒無法定監護人的，可參照寧波孤兒福利保障政

策獲得相關保障。 

82. 臺灣同胞享受與寧波居民同等景點遊覽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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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平潭 20條對臺特色措施》 

2018/7/3 

一、積極吸引臺灣企業與人才到平潭經商、辦企業和創業、就業，加快建

設臺胞第二生活圈的十大措施。 

1. 支持臺資在區內設立合資或獨資企業提供線上資料處理與交易服務業

務（經營類電子商務），可參照內資企業同等條件。 

2. 特許臺灣航運企業在平潭設計獨資或控股企業從事內地與港澳臺海上

運輸、國際海運、船舶代理及船舶管理業務，所屬船舶在大陸登記並

懸掛五星紅旗。 

3. 支持臺灣的銀行在大陸設立的法人銀行已在福建省設立分行後，該分

行可以參照大陸關於申請設立支行的規定提出在平潭自貿試驗區內設

立異地（不同於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請。 

4. 推動符合條件的臺資金融機構按照大陸有關規定在區內設立合資基金

管理公司，臺資持股比例可達 50%以上。 

5. 推動臺灣地區銀行在區內設立的經營性機構一經開業即可經營人民幣

業務。推動臺資銀行業總行向區內企業和專案直接發放人民幣貸款。 

6. 推動在區內設立臺資獨資職業介紹所和人才仲介機構。 

7. 臺灣服務提供者在自貿試驗區內投資設立旅行社，無年旅遊經營總額

的限制。對臺服務提供者在自貿試驗區內設立旅行社的經營場所要求，

營業設施要求和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大陸企業實行。 

8. 推動持臺灣地區身份證明檔的自然人到區內註冊個體工商戶，並放寬

其營業範圍。 

9. 聘用臺灣專業人才在區內行政企事業單位、科研所等機構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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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動臺灣建築、規劃等服務機構執業人員，持臺灣相關機構頒發的證

書，在區內已合作方式在批准的範圍內開展業務。 

二、進一步擴大對臺經貿、口岸合作，推動人員、車輛往來便利，加快建

設對臺合作主平臺主通道的十大措施 

11. 完善跨境電子公共平臺功能，爭取實現與臺灣關貿網路等其他平臺的

對接。 

12. 對在平潭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銷售的原產於臺灣的預包裝食品、化

妝品，入境報檢時免予提供標籤樣張。對進入平潭對臺小額貿易交易

市場的進口臺灣水果，免驗官方植物檢疫證書，經檢疫合格即可上架

銷售。 

13. 在對臺小額貿易市場範圍內設立外幣兌換機構。 

14. 開展兩岸貨物通關方面合作。對平潭與臺灣之間進出口商品原則上不

實施檢驗（除廢物原料、危險化學品及其包裝、大宗散裝貨物以及國

家另有特別規定的之外），檢驗檢疫部門加強事後監管。對進口臺灣食

品農產品，積極探索採信臺灣方面的認證認可結果和檢測結果。對臺

灣漁船自捕水產品，參照大陸漁船自捕水產品管理的做法，申報時可

以免予提供臺灣主管部門出具的衛生證書。 

15. 經風險評估合格的臺灣熟製品肉類產品可從平潭口岸進口。 

16. 開展兩岸貨物原產地證書核查等方面合作。簡化 ECFA 貨物進口原產

地證書提交要求。 

17. 支援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拓展業務範圍，按照國家規定為臺灣投資企業

提供綜合金融服務。 

18. 優化從平潭口岸進口的來自臺灣地區的水生動物的檢疫審批程式，進

口臺灣部分營養素補充劑、非特殊用途化妝品、I 類醫療器械、中藥材

的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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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落實臺灣車輛在閩臺之間便利進出政策，率先試點臺車入閩。 

20. 為符合條件的大陸居民在平潭異地辦理赴臺灣旅遊出入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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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關於進一步深化杭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2018/7/17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率先

與臺灣同胞分享杭州發展機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杭投資、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杭州居民同等待遇，根據國臺辦、國家發改委《關於印

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國臺發〔2018〕

1 號）、《浙江省臺灣同胞投資保障條例》及省臺辦、省發改委印發的《浙

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意見》（浙

政臺發〔2018〕4 號）等精神，經市政府同意，現就我市進一步深化杭臺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工作提出以下實施意見。 

一、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貿合作領域加快給予臺資企業與本市其他企業同

等待遇 

1.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我市「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以及國家

自主創新示範區、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臨空經濟示範區、服務

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等平臺建設，對其同等適用相關支持政策。（責

任部門：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科委、市跨境電商綜試辦、市商務

委，濱江區、蕭山區政府） 

2. 鼓勵臺灣同胞來杭投資設立高端裝備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新

一代資訊技術等企業，設立全球或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運營中

心，對其同等適用相關支持政策。（責任部門：市經信委、市發改委、

市科委、市投資促進局） 

3. 支持開發區設立臺商投資園區，支持各區、縣（市）設立臺灣農業合

作園區。積極申報設立國家級兩岸產業合作區，推動兩岸產業深度合

作。[責任部門：市發改委、市臺辦、市經信委、市商務委、市農辦、

市投資促進局，杭州經濟開發區、杭州大江東產業集聚區管委會，各

區、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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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臺資項目入駐我市特色小鎮、開發區（園區）和科技企業孵化器、

大學科技園、眾創空間等科技企業孵化機構，參與我市「鄉村振興」

項目建設，並按照有關規定享受相應的投資、土地、稅收、資金等支

持政策。（責任部門：市臺辦、市農辦、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商務

委、市科委、市投資促進局、市國土資源局、市財政局） 

5. 納入省、市重大產業項目、重大建設計畫的臺資項目，可採取「一事

一議」方式給予支援。特別重大的項目列入市領導聯繫項目，享受相

應的政策支持和重點服務。（責任部門：市發改委、市經信委） 

6. 臺資高新技術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

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其在杭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

稅等稅收優惠政策。（責任部門：市科委、市財政局、國家稅務總局杭

州市稅務局） 

7. 臺灣地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杭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

參與國家、省、市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與我市科研機構、高等院校、

企業享受同等政策；受聘於在杭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灣地區科研

人員，可作為負責人申報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課題）、省級科技計

畫項目或課題（含省級自然科學基金），與我市科研人員享受同等政策。

鼓勵和支持臺資企業引進的科技人才團隊申報省級領軍型創新創業團

隊。（責任部門：市科委） 

8.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杭設立兩岸合作研發機構，聯

合建立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

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員。對重大臺資研發總部項目，可採取「一

事一議」方式給予支援。（責任部門：市經信委、市科委、市教育局） 

9. 臺資企業可在杭開展專利申請、商標註冊、著作權登記等活動，通過

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市場開展知識產權評估、登記、交易、轉讓等活動。

對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在杭轉化的，可參照國家、省知識產權激勵政策

給予支持。（責任部門：市科委、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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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杭辦展辦會的，同等享受相關支持政策。（責任

部門：市會展辦、市財政局） 

11.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我市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

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責任部門：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建委、

市城管委、市國資委、市交通運輸局、市環保局、市林水局） 

12. 臺資企業或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可按國家、省、市有關規定公平參

與政府採購。（責任部門：市財政局、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13.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我市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製改革。（責任部門：市國資委、市發改委、市財政局） 

14. 臺資企業可享受我市相關用地政策。對符合我市產業導向的戰略性新

興產業、先進製造業、數字經濟產業等優先發展且用地集約的工業臺

資項目，可按不低於項目所在地等別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

土地出讓底價。（責任部門：市國土資源局） 

15. 加大臺資項目用地支持力度，落實省對臺資企業用地政策，對其中特

別重大的製造業臺資項目、龍頭類臺資項目、示範類臺資項目，給予

用地計畫指標獎勵。對傳統工業企業轉為先進製造業的臺資企業，以

及利用存量房產進行製造業與文化創意、科技服務業融合發展的臺資

企業，可實行繼續按原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的過渡期政策。

（責任部門：市國土資源局） 

16. 臺資農業企業可享受本市的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

業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責任部門：市農辦、市農業局、市財政局） 

17. 全面落實臺資企業「多證合一」。在「五證合一」的基礎上，將 19 項

涉企證照事項進一步融合到營業執照上，不再要求臺資企業提供關於

整合證照事項的額外證明材料。（責任部門：市市場監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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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支持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商家與中國銀聯及大陸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

合規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責任部門：人

行杭州中心支行） 

19. 支持臺灣地區徵信機構與我市徵信、信用機構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

和企業提供徵信、信用服務。（責任部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市發改

委） 

20. 支援我市金融機構為臺資企業提供專項授信，支援臺資企業在多層次

資本市場上市、掛牌或者再融資。鼓勵臺資企業在浙江股權交易中心

掛牌、融資。鼓勵臺資企業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公司債券、可轉換債

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進行融資。引導私募股權基金參與

臺資企業的發展。（責任部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證監局、浙江

銀保監局、市金融辦、市發改委） 

21. 臺資銀行可與在杭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我市實體經濟提

供金融服務。（責任部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市金融辦） 

22. 臺灣同胞在大陸投資設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作為投資者在我市

再投資的，按照相關規定可認定為臺灣同胞投資。（責任部門：市臺辦、

市市場監管局、市投資促進局） 

二、為臺灣同胞在杭州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本市居民同等的待

遇 

23. 在我市設有考點的已列入《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

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灣同胞可在杭報名參加。

（責任部門：市人力社保局） 

24. 通過考試或認定方式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

規定在杭申請執業註冊。（責任部門：市衛生計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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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杭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最長

3年），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責任部門：市衛生計生委） 

26.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杭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活

動。臺灣籍的在校大學生和畢業兩年內未就業的大學生，在經認定的

我市大學生見習訓練基地參加 1—6 個月見習訓練的，可享受大學生見

習訓練補貼。（責任部門：市人力社保局、市臺辦、市教育局、團市委、

市財政局） 

27. 鼓勵臺灣青年來杭就業創業，可比照杭州大學生適用項目無償資助、

小額擔保貸款和有關貼息政策。臺灣大學生來杭自主創業的，優先入

駐市、區相關創業園區、特色小鎮等，並享受屬地各類扶持政策。臺

灣大學生來杭創業就業的，最高可享受 20 萬元的無償資助，可申請額

度不超過 30 萬元、期限不超過 3 年的小額擔保貸款。（責任部門：市

臺辦、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市金融辦） 

28. 政府人力資源資訊網站為在杭臺資企業和來杭就業的臺灣青年提供招

聘資訊服務，根據需求組織臺資企業、臺灣大學生專場招聘會。（責任

部門：市人力社保局、市投資促進局、市貿促會、市工商聯） 

29.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省「千人計畫」、杭州市全球引才

「521」計畫等人才計畫，鼓勵在杭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萬

人計畫」。臺灣青年來杭創業創新，符合我市相關人才引進條件的，可

享受相關優惠政策。相關資格條件中對海外學習經歷、工作經歷有特

別要求的，臺灣地區學習、工作經歷可參照適用。（責任部門：市委人

才辦、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 

30. 臺灣同胞可以參加本市職業技能培訓，符合條件的可享受職業技能培

訓鑑定補貼。鼓勵在杭臺資企業與在杭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

開展職業技能培訓。（責任部門：市人力社保局、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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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積極協助在杭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責任部門：

市科委、市文廣新聞出版局、市社科院） 

32.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可在杭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養老機構。

（責任部門：市民政局） 

33. 鼓勵臺灣導遊、領隊在杭參加全國導遊資格考試，持證執業。（責任部

門：市旅委） 

34. 積極協助在杭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國家經濟

科技文化社會領域評獎項目。在杭工作、生活的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

可參與杭州市勞動模範、榮譽市民、十大傑出青年、三八紅旗手、見

義勇為獎等的評選。（責任部門：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市文廣

新聞出版局、市公安局） 

35. 對在我市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加相應系列、

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其在臺灣地區參與的項目、取得的

成果等可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臺灣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可視為

專業技術工作年限。允許臺灣同胞根據相關規定和要求應聘我市事業

單位。（責任單位：市人力社保局） 

36. 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我市開設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報名參加

我市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會計專業技術高級資格評審、會計領軍

人才選拔、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責任部門：市財政局） 

37. 鼓勵臺灣專家、學者、教師在市屬高校從事專業學科教學工作，其在

臺灣地區高校的任職年限予以承認，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專

業技術職務評聘等工作評價體系。首次評聘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

可參照執行從國（境）外引進人才晉升專業技術職務的政策。（責任部

門：各市屬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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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我市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開展專項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支持臺灣地區商業協會、

社團、行業協會等來杭開展對口交流。（責任部門：市民政局、市臺辦、

市公安局） 

39. 鼓勵在杭臺灣同胞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鼓勵在杭臺

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國、歡樂春節

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出去」計畫。（責任部門：市委宣傳部、

市文廣新聞出版局、杭州文廣集團） 

40. 支持臺灣同胞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杭州廣播電視節目和在杭州的電

影、電視劇的製作，協助臺灣同胞辦理相關手續。鼓勵杭州的廣播電

視臺、有線電視網、視聽網站引進更多臺灣地區生產的電影、電視劇，

並積極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批。（責任部門：市委宣傳部、市臺辦、

市文廣新聞出版局、杭州文廣集團） 

41. 鼓勵通過簽約、項目合作、崗位聘任等，多管道引進臺灣地區高層次

文化人才。臺灣地區文藝工作者可進入我市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

或研學，合作開展舞臺藝術作品的編導、創作，符合條件的，支持並

協助其申報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責任部門：市委宣傳部、市文廣

新聞出版局） 

42. 鼓勵在杭工作、居住的臺灣文藝人士加入我市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

團組織、行業協會，參加各類展覽、展示、展演等文化藝術活動，參

加省、市級藝術門類評獎活動。支持並協助取得省級藝術獎項的臺灣

同胞申報國家級藝術獎。（責任部門：市委宣傳部、市文廣新聞出版局、

市文聯） 

43. 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為臺灣同胞辦理銀行開戶、使用電子支付工

具提供便利。臺灣同胞可憑臺胞證和相關證明材料申請開立個人人民

幣銀行結算賬戶（即銀行儲蓄卡和信用卡）。（責任部門：市金融辦、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市數據資源局、市市民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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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杭州市臺商臺胞法律服務團為臺灣同胞開展免費法律諮詢，向符合條

件的臺灣同胞提供法律援助服務。（責任部門：市司法局、市臺辦、民

革市委會） 

45.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杭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等社會工作。

鼓勵在杭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鼓勵臺灣同胞參

與組建社區志願服務隊，並擔任負責人。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臺

灣同胞個人命名的社會工作室，該工作室可納入政府購買社區服務項

目名錄。（責任部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團市委） 

46. 在我市投資創業或者登記就業的臺灣同胞及其隨行家屬，在住宿、醫

療、旅遊、交通、通訊等方面，按照規定享受與我市居民同等待遇。

（責任部門：市公安局、市衛生計生委、市旅委、市交通運輸局、杭

州電信公司、杭州移動公司、杭州聯通公司） 

47. 臺灣同胞在我市共同居住的子女，可按照有關規定進入所在地幼兒園、

中小學（含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與所在地學生享有同等待遇，

並享受中考加分政策。（責任部門：市教育局、市臺辦） 

48. 臺灣同胞可按照有關規定繳存、提取住房公積金以及申請住房公積金

貸款，並在辦理時同等享受便捷服務。臺灣同胞與所在單位終止勞動

（聘用）關係並返臺的，可按照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賬戶餘額。

（責任部門：杭州公積金中心） 

49. 在杭就業、工作、生活的臺灣同胞憑居住、工作或學習證明等，可按

相關規定在杭購買商品住宅。（責任部門：市住保房管局、市國土資源

局） 

50. 來杭創業、就業的臺灣同胞可根據有關規定，憑臺胞證等證明申請承

租我市公租房、青年人才驛站等設施。（責任部門：市住保房管局、團

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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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臺灣同胞在杭就業期間可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責任部門：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 

52. 在杭就學、就業、生活 3 個月以上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可憑臺胞證辦

理杭州市民卡，同等享受市民卡各項便利服務、醫療衛生服務等待遇。

（責任部門：市臺辦、市衛生計生委、市人力社保局、市園文局、市

體育局、市教育局、市民族宗教局、市數據資源局、市公安局、市城

投集團、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杭州圖書館、市市民卡公司） 

53. 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我市醫療機構可為就

診的臺灣同胞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醫療文書等

方面的便利。（責任部門：市衛生計生委） 

54. 我市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憑市民卡或臺

胞證在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和我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

遇。（責任部門：市文廣新聞出版局、市體育局、杭州圖書館） 

55. 在杭生活 1 年以上的特困臺灣同胞入住我市養老機構的，參照我市特

困老人有關標准給予特定服務對象補貼。在杭亡故的，按惠民殯葬政

策減免四項基本服務項目費用；留有孤兒的，在其成年前，可由居住

地公安機關送至屬地兒童福利機構予以安置。對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

的臺灣同胞給予臨時救助。（責任部門：市民政局、市財政局） 

56. 臺灣同胞已在臺灣地區取得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可在杭直接換領機

動車駕駛證。（責任部門：市公安局交警局） 

57. 臺灣同胞可憑市民卡等證件辦理公園、寺廟的參觀年卡，按規定享受

免費或優惠措施。（責任部門：市園文局、市民族宗教局） 

58. 年滿 60 周歲以上的臺灣同胞，可按照我市居民標準按規定享受相關老

年優待政策。（責任部門：市民政局、市城投集團） 

三、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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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市臺灣事務主管部門要會同發改、經信、商務、科技、市場監管、稅

務、公安、衛生、教育、人力社保、民政、數據管理等部門建立臺灣

同胞資訊共用機制。各相關部門要結合各自職能對本實施意見有關條

款制定實施細則或操作辦法，為臺灣同胞提供資訊和政策諮詢服務。

（責任部門：市臺辦、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科委、市商務委、市

衛生計生委、市民政局、市市場監管局、市財政局、國家稅務總局杭

州市稅務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人力社保局、市數據資源局） 

60. 本意見未盡事項，按照浙政臺發〔2018〕4 號等文件執行，市級相關部

門要主動與省級對應部門加強對接，切實抓好貫徹落實。（責任部門：

市臺辦、市發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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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崑山《關於深化崑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7/18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

想，按照《國務院關於同意設立崑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的批復》和

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崑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以下簡稱「崑山試驗區」）部省際聯

席會議前五次會議議定事項以及省委省政府有關檔精神，結合我市實際，

現就進一步擴大崑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崑山學習、

實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與崑山居民同等待遇，促進臺資企業在崑山

更好發展，提出以下貫徹落實措施。 

一、關於投資經貿合作方面 

1. 充分發揮崑山試驗區部省際聯席會議機製作用，爭取開展更多具有重

大改革意義的先行先試，為臺資企業生根發展和轉型發展創造良好的

政策環境。（市推進辦） 

2. 鼓勵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全面參與崑山試驗區、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區建設，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在崑臺

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本市企業同等待遇。鼓

勵臺商參與光電、半導體、智慧製造、生物醫藥等本市先導產業發展，

支持臺商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企業並設立區域總

部和研發設計中心，享受相應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持政策。（市發改委、

經信委、商務局、國稅局） 

3. 加快建設崑山對臺科技合作與交流基地。支持臺灣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科技服務機構建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搭建產業共性技術研

發平臺，並參照享受相關科技扶持政策。擴大服務業領域合作，鼓勵

臺灣研發設計、技術轉移等科技服務業及工業設計、節能環保監測等

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發展。（市科技局、經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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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持在崑臺資企業或研究機構按相關規定申請國家、省和蘇州市各類

專項資金，申報各級科研項目及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企業技

術中心等平臺。在崑臺資企業同等享受本市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相關政

策。（市轉型辦、財政局等） 

5.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在崑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在崑山的臺資科研機構、

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企業發生的

職工教育經費支出，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 8%的部分，准予在計算應納

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部分，准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扣除。（市科技

局、國稅局） 

6. 鼓勵銀行加大對在崑臺資科技人才企業貸款力度，對放貸銀行貸款所

產生的損失進行補償，承擔有限補償責任。（市科技局、金融辦） 

7. 支持臺資企業開展「聯合孵化」，探索「孵化+投資」、「孵化+產業」、

「孵化+服務」等雙創模式，高水準建設臺資企業聯合孵化平臺，並享

受在崑其他孵化平臺同等政策扶持。（市科技局） 

8.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以與本行業相關並符合規範的特許經營方式參與

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城市內河整治、垃圾污水處理、公共停車

場、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市發改委、財政局、國資辦、住

建局、規劃局、城市管理局、交通運輸局、水利局、環保局、水務集

團） 

9. 支持本市創新型臺資企業拓展市場，通過優化政府採購流程，與政府

或國有企業共同研發、戰略合作等方式，促進本市臺資企業產品實現

示範應用。（市財政局、國資辦、政務辦） 

10.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本市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制改革。支持臺資企業或機構與本市國有企業開展醫療養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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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觀光、公共交通、文創設計、金融、餐飲休閑等服務業領域合作。

鼓勵本市國有企業積極購買臺灣公共文體產品和服務。（市國資辦） 

11. 加快海峽兩岸電子商務經濟合作實驗區建設。鼓勵「臺商走電商」拓

展內銷市場，支持臺資電商企業入區發展，同等享受相關扶持政策。

（市商務局、崑山海關、郵政速遞崑山分公司） 

12. 支持在崑臺資企業參加境內外展銷會、借助協力廠商電子商務平臺開

展網絡銷售等方式，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市商務局） 

13. 鼓勵在崑臺資企業開展環保、安全生產等升級改造，並提供綠色金融

等轉型發展政策支持。（市金融辦、經信委、環保局、安監局） 

14. 支持符合產業導向的臺資企業在本市按照規劃開展技術改造，存量工

業用地按照規劃提高容積率的，免收土地出讓款。對集約用地的鼓勵

類臺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與本市

企業適用同等政策。（市國土局） 

15. 臺資企業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按徵收比例優惠徵收，對在崑大中型臺資

企業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實行分檔減征優惠。（崑山地稅局） 

16. 支持崑山綜合保稅區內的臺資企業參與非報關貨物管理改革試點和企

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試點。鼓勵崑山綜合保稅區內的生產型臺資

企業利用剩餘產能承接境內區外委託加工。（崑山海關） 

17. 鼓勵崑山綜合保稅區外的臺資企業參與「以企業為單元加工貿易監管

模式」的改革試點：賬冊設立（變更）、進出口、外發加工、深加工結

轉、內銷、剩餘料件結轉、核報和核銷等環節適用新作業模式﹔可開

展售後維修業務。（崑山海關） 

18. 對符合法律法規和有關標准要求的原產於臺灣地區的預包裝食品、化

妝品等給予相應通關便利措施。（崑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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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支援臺資企業在本市發展共用經濟，對臺資共用經濟平臺給予支援。

鼓勵臺資企業發展面向兩岸的數字經濟支撐平臺。（市發改委、經信委） 

20. 支援臺灣具有相應專業背景和資質的機構在本市設立獨資醫院，可按

規定申請納入本市醫保定點協議管理。支援臺灣具有相應專業背景和

資質的機構在本市設立中醫藥健康服務及醫學美容等機構。（市衛計委、

人社局） 

21. 在符合現行醫療健康產品生產及銷售相關法規的前提下，允許臺商在

本市設立臺灣醫藥健康產品進口銷售公司。支持臺灣醫藥健康產品生

產企業在本市設廠生產。（市市場監管局） 

22. 鼓勵臺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臺資農業企業和農民積極參與海峽兩岸

（崑山）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對區內符合條件的已核准、簽約臺資

農業項目，在依法、節約、高效的前提下，優先協調供地。對重點農

業高新技術項目予以優先立項、重點扶持。支持在崑各類臺資農業經

營主體申報農業項目和補貼，與本市其他農業經營主體享受同等待遇。

鼓勵崑臺農業合作與技術推廣，對帶動效應好、轉化率高的項目予以

重點扶持。支持臺灣各類各級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業企業和農民來

本市參加農產品的展銷活動。（市農委） 

23. 大力推進崑山兩岸冷鏈物流產業合作試點，鼓勵臺資企業參與冷鏈基

礎設施改造升級、冷鏈技術和管理模式應用、冷鏈標准化和資訊化等

重點工作。積極申設兩岸農產品電商銷售綠色通道，為臺灣地區農產

品提供通關便利。（市農委、商務局、崑山海關） 

二、關於金融創新合作方面 

24.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進入金融業，根據相關規定在本市設立合資証券

公司、合資保險公司、財務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金

融機構，並給予相關金融政策扶持。（市金融辦、人行崑山支行、崑山

銀監辦、保險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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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支持在崑臺資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並給予上市扶持獎勵。對符合

條件的臺資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並回流境內使用給

予優先支援。（市上市辦、人行崑山支行） 

26. 鼓勵在崑臺資企業、臺資銀行和臺灣地區的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崑山試

驗區個人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業務、臺資企業集團內部人民幣跨境雙

向借款業務、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在本市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

等跨境人民幣業務試點。（人行崑山支行） 

27. 鼓勵在崑臺資企業和臺資銀行註冊加入市企業投融資服務中心。支持

臺資銀行加入「崑科貸」、「小微貸」、「轉貸應急資金」、「加工貿易企

業風險資金池」合作銀行。國有擔保公司政策性擔保業務可拓展至符

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市金融辦、經信委、科技局、財政局、國資辦、

商務局） 

28. 鼓勵在崑臺資銀行與本市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提供金融服

務。（人行崑山支行、崑山銀監辦） 

29. 支持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開展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QFLP）試點。鼓

勵兩岸資本按市場化方式設立產業合作基金。支持臺灣居民從事天使

投資，支持兩岸資本設立創業投資基金，支持註冊在本市的臺資金融

機構依法開展境外投資業務。（市金融辦、人行崑山支行、市商務局） 

30. 推動臺資金融機構、商家與江蘇銀聯加強合作，推動中國銀聯在崑山

設立兩岸業務合作專營機構，加強與臺資金融機構、商家業務合作。

鼓勵在崑山的金融機構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為臺灣同胞辦卡開戶

提供便利，方便臺灣同胞在大陸使用小額支付和電子支付服務。（人行

崑山支行） 

31.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發展保理業務。鼓勵本市的臺資融資租賃公司兼

營與主營業務有關的商業保理業務。（市商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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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持臺灣征信機構與大陸征信機構在崑落戶並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

和企業提供征信服務。（人行崑山支行、市信用辦） 

三、關於社會文化交流方面 

33. 積極協助在崑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參評梅花獎、

群星獎等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項目。（市科技局、科協、

文廣新局、文聯、社科聯） 

34. 加快海峽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基地建設，支援建立機制化交流平臺，

開展學術研究、學術論壇、學生交流、學校互訪等交流活動，對主辦

單位予以一定資助。加大對臺灣優質教育機構在崑創辦國際學校、職

業院校的支持力度。支持在崑臺資高職院校在符合省「十三五」高校

設置規劃的基礎上，按照國家相關規定申報創建本科高校。（市教育局、

科協、體育局、團市委） 

35. 支持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與本市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合作，

開展臺灣影視作品的引進及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市文廣新局） 

36.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本市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等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傳承工作。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本市文學

藝術創作和各類文化品牌活動。（市文廣新局、教育局、文聯） 

37.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崑山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公益等各類專業性

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享受同等待遇。（市臺辦、經信

委、科協、文廣新局） 

38. 鼓勵臺灣青少年和相關社團參與各類公益活動，支持青年企業家協會

和臺青會共建合作。鼓勵臺灣女性和相關社團參與公益服務項目，支

持女企業家協會和臺協婦慈會共建共用。（團市委、市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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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鼓勵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和個人參與本市各級對臺交流

基地建設，共同打造臺商大陸「精神家園」。（市臺辦） 

40. 鼓勵兩岸教育文化科研機構在崑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

究和成果應用，強化崑臺法治文化對接。（市教育局、司法局、文廣新

局、民族宗教局） 

41. 支持臺灣文創企業、團隊、個人參與本市鄉村振興實踐，參與文化旅

遊交流合作和鄉村富民旅遊項目等建設，在扶持政策、平臺開發、資

金保障等方面給予同等待遇。（市旅遊局） 

四、關於臺灣同胞在崑學習、實習、工作、創業方面 

42. 在崑就業創業臺籍人員的子女，在幼兒園及義務教育階段，在市教育

部門的指導下統籌安排就學。臺籍考生（含臺商隨行子女）在崑山中

考錄取時加 10 分投檔。在崑就業創業臺籍人員子女高中畢業後，在大

陸獲得高中、中專畢業証書或在臺灣聯考、職業聯考中達到一定級別

可以直接註冊入學江蘇省內高職院校。（市教育局、臺辦） 

43. 鼓勵臺灣高校實習生來崑企業實習，對符合條件的臺灣大學生來崑實

習給予一定實習補貼﹔鼓勵當年度畢業的臺籍高校畢業生來崑就業創

業，一次性給予博士研究生每人 1.5 萬元，碩士研究生每人 1 萬元，

符合條件的本科生 0.5 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市人社局） 

44. 推進建設崑山兩岸人才合作試驗區建設，加強兩岸人才合作交流，鼓

勵臺灣優質人力資源和職業培訓機構來崑落戶。積極推進臺灣職業能

力認証與大陸專技職稱比照認定、臺灣職業能力認証引進和培訓等工

作。（市人社局） 

45. 鼓勵在崑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

江蘇省「」，蘇州市「姑蘇人才」，崑山市「雙創人才」等各項人才獎

勵，對入選者提供最高 600 萬元項目資助、最高 200 萬元安家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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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引才獎勵、滾動支持等各類人才政策支持。（市人才辦、科技局、

人社局） 

46. 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

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証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崑申請執業註

冊。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符合

條件的臺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崑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

重新辦理註冊手續。（市衛計委） 

47. 鼓勵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本市設立代表機構、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

與本市律師事務所聯營、臺灣執業律師受聘於本市律師事務所擔任法

律顧問。支持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臺灣居民擔任本市各類企業法

律顧問，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頒發公司律師証書。（市司法局） 

48. 鼓勵臺灣文藝工作者進入本市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或研學。（市文

廣新局、文聯） 

49. 協助臺灣教師來崑山高校任教，支持崑山高校將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

成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市教育局） 

50. 協助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在本市申請

証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市上市辦） 

51. 加快推進崑山兩岸青年創業園建設，通過租金補貼、就業（實習）補

助、創業融資等政策措施，鼓勵臺灣青年來崑實習、就業和創業。（市

臺辦） 

52. 允許持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証的自然人在崑山註冊從事零售業務

（不包括特許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後，可在電商平臺開設網店。（市市

場監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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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符合條件的在崑臺資企業按照規定享受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

有關稅收優惠政策。（市國稅局、崑山地稅局） 

54. 鼓勵在崑工作的臺灣個人和集體，參加崑山市勞動模範、「五一」勞動

榮譽獎章和「五一」勞動獎狀的評選。鼓勵在崑工作的臺灣青少年和

集體參加傑出青年、「十佳」青年志願者、青年崗位能手、青年示範崗

等榮譽稱號的評選。鼓勵在崑山工作的臺灣女性或女性集體參加「三

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等榮譽稱號的評選。（市總工會、團市

委、市婦聯） 

1. 五、關於臺灣同胞在崑居住生活方面 

55. 臺籍崑山榮譽市民代表可列席市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並聽取市人民政

府工作報告。臺籍崑山市政協特約人士可依照規定程式列席、旁聽市

政協全體會議和其他會議。（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市政協秘書處） 

56. 鼓勵臺灣同胞在崑擔任調解員、仲裁員、陪審員、矯正安幫志願者、

執行監督員等。（法院、檢察院、市司法局） 

57. 縮短在崑換領卡式臺胞証時間，便利臺灣同胞往來。（市公安局） 

58. 臺灣同胞可以在本市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房車等

登記住宿。（市公安局） 

59. 臺灣同胞辦理新市民卡、崑通卡在本市乘坐公交，均可享受本地居民

同等優惠。（市國資辦） 

60. 支援和鼓勵臺灣具有相應專業背景和資質的機構在本市開辦養老機構。

對獲得崑山榮譽市民等有一定貢獻的臺商臺灣同胞及其父母有入住養

老機構需求的優先安排，並享受本市戶籍老人同等待遇。（市民政局） 

61.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崑參與扶貧、支教、助殘、公益、社

區建設等工作。支持在崑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本市社區建設和社

區服務。鼓勵臺灣同胞參與組建社區志願服務隊，並擔任負責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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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臺灣同胞個人命名的社區服務工作室，納入政

府購買社區服務項目名錄。（市民政局） 

62. 長期在崑生活的特困臺灣同胞入住養老機構的，參照崑山特困老人給

予特定服務對象補貼﹔支援殯葬服務業向臺胞開放。在崑亡故的臺灣

同胞，按殯葬惠民政策減免相關喪葬服務費用，留有孤兒的，及時妥

善安置。給予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符合本市臨時救助政策的臺灣同

胞臨時救助。（市民政局） 

63. 在崑已辦理就業証且無住房的臺灣同胞，以家庭為單位可在本市購買

一套住房。符合人才認定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參照相關檔精神執行。

（市住建局） 

64. 在崑工作的臺灣同胞，可以按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購買住房時符合

公積金貸款條件的可以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購買住房、租賃住房等

可以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與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聘用）關系

並返臺時可以一次性提取個人公積金賬戶全部餘額。（公積金崑山分中

心） 

65. 已取得臺灣戶籍但仍在大陸保留社會保險關系的原大陸戶籍參保人員，

現重新就業的，社會保險繳費年限可以累計計算。（市人社局） 

66. 在崑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崑山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市

衛計委） 

67. 本市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在崑臺灣同胞在本市各

類公共文化、體育服務場館中可以享受與崑山居民同等待遇。進一步

加強崑臺民間體育交流合作，打造包括海峽兩岸（崑山）馬拉鬆賽、

慢壘球賽等兩岸系列品牌賽事。（市體育局、文廣新局） 

68. 在崑居住的臺灣同胞憑臺灣同胞來往大陸通行証可以辦理崑山旅遊年

卡，享受前往指定景點一整年不限次數的遊覽服務。（市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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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淮安《關於促進淮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施辦法》 

2018/7/24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

加快推進臺資企業產業轉移集聚服務示範區建設，根據國臺辦、國家發改

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和省委省政府有關要求，

結合我市實際，製定本實施辦法。 

一、關於淮臺經貿合作 

1.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淮安市「一區兩帶」（江淮生態經濟區、淮河生態經

濟帶、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鼓勵臺胞投資符合淮安市產業發展規劃

的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設施農業。對新引進臺資企業竣工投產

項目實施獎勵，臺資實際投資（其中設備投資不低於 50%）超過 1,500

萬美元的，參照外資企業同等標準執行；達到 300 萬美元、1,000 萬美

元的，也分別獎勵 10 萬元、20 萬元；達到 2億美元以上的，實行「一

事一議」。現有臺資企業新上先進製造業專案的（其中設備投資不低於

50%），臺資每到賬 500 萬美元獎勵 30 萬元，單個企業獎勵不超過 100

萬元。（市商務局、市臺辦、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農委、市財政局、

市科技局） 

2. 積極爭取並用足用好省政府支持淮安臺資企業產業轉移集聚服務示範

區建設的政策紅利，放大示範區建設綜合效應，為持續深化淮臺經貿

合作提供新動能。（市發改委、市臺辦、市商務局） 

3.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淮河生態經濟帶航空貨運樞紐建設和發展。

（市空港辦、市交通局、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商務局、淮安經濟

技術開發區） 

4. 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在淮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

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市行政審批局、各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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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政府採購，符合江蘇省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首購條

件的在淮臺資企業產品，積極實行政府首購。（市行政審批局、市財政

局） 

6. 臺資企業可以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淮安國有企業混合

所有製改革。（市國資委） 

7.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徵收企業所

得稅，研發費用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臺資研發中心採購

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市科技局、市稅務局） 

8. 對臺資購置設備投入超過 500 萬元的項目，在 500萬元（含）到 1,000

萬元之間的，按 3%進行補助；1,000 萬元（含）到 3,000 萬元之間的，

按 4%進行補助；3,000 萬元及以上的，按 5%進行補助。其中，對屬於

我市重點扶持的工業優勢特色產業、「零地」技改的項目，分別另加

0.5%和 1%的補助，每個項目另加補助金額不超過 300萬元。（市經信

委、市財政局） 

9. 落實進口稅收優惠政策，支援先進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符合認定

標準的科技型企業，其科研物品進出境時，海關依據減免稅政策予以

驗放。（市稅務局、淮安海關） 

10. 積極幫助臺資企業融資，通過引導、鼓勵政府性擔保公司為臺資企業

提供流動資金貸款擔保等方式，推動相關金融機構給予臺資專案融資

支持。（市金融辦、市國資委、市擔保公司、市經信委、市發改委、市

農委、市商務局、人行淮安中心支行、淮安銀監分局、市財政局） 

11. 鼓勵和支援臺資金融企業在淮設立地區總部或分支機搆，説明臺資金

融機構入駐淮安金融中心。對新引進的臺資金融機構地區總部或分支

機搆，一次性獎勵 500-1,000萬元；購買自用房的，按其購房房價給予

5%的補貼；租賃辦公用房的，5 年內按年租金給予 5%的補貼。（市金

融辦、市財政局、市國聯集團、淮安銀監分局、人行淮安中心支行） 



 

 
475 

12. 允許臺資工業專案（不包括化工類專案）用地「先租後讓」、「彈性出

讓」。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商投資工業專案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

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工業用地出讓最低

價標準的 70%執行。臺資企業租賃工業用地的，可憑與國土部門簽訂

的土地租賃合同和繳款憑證辦理規劃、報建等手續；租賃期內，地上

建築物、構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可以轉租和抵押。（市國土局、市規劃局、

市住建局、市行政審批局） 

13. 允許項目所在地縣區和開發園區為臺資企業代為建設廠房及配套基礎

設施，根據專案質態，一定期限內免費供企業使用，支持企業按照建

設成本購買。（市商務局） 

14. 支援臺資企業在淮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通過省級認

定的，分別給予 100 萬元、30萬元獎勵，所涉用地優先供應。（市商務

局、市財政局、市國土局） 

15. 對在淮註冊的臺資企業，首次獲得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一次

性獎勵 20萬元；獲得國家智慧財產權示範企業、優勢企業認定的，分

別獎勵 50萬元、20 萬元；獲得中國發明專利金獎、優秀獎的，分別獎

勵 30萬元、10萬元；獲得國家級、省級優秀版權獎的，分別獎勵 2萬

元、1 萬元；獲得國家級、省級品質獎的，分別獎勵 50萬元、30 萬元；

獲得「淮安市市長品質獎」的，與淮安企業享受同等政策支援。對主

導製（修）訂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並經相應標準化主管機

關依法發佈的，在原獎勵基礎上追加 25 萬元、15萬元、5萬元獎勵。

（市科技局、市智慧財產權局、市經信委、市文廣新局、市質監局、

市物價局、市財政局） 

16. 對經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國家部委新批准在淮設立的國家

重點實驗室、國家企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企業技術中心、

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國家企業重點實驗室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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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平臺，每個給予 200萬元支援。（市發改委、市科技局、市經信委、

市財政局） 

17. 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淮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與

淮安市各類科技計畫專案申報和推薦申報省級、國家級科技計畫項目，

享受與淮安市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鼓勵開展應用基

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聯手

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受聘於在淮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地區科

研人員，可作為淮安市科技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

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對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淮轉化的，執行淮安

市智慧財產權激勵政策。（市科技局、市教育局、駐淮高校） 

18.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胞在淮創辦二級及以上高水準醫療機構、高端養老

機構。臺資養老機構享受與淮安本地養老機構同等的土地政策、稅收

優惠、財政支持等待遇。對臺資以自建產權用房舉辦的養老機構，每

張護理型床位給予不低於 1 萬元的一次性建設補助；對符合條件的以

租賃用房舉辦且租期 5 年以上的養老機構，每張護理型床位給予不低

於 5,000 元的一次性改造補助。臺資養老機構根據入住老人的實際人

數、身體狀況、護理級別等因素，同等享受地方養老機構的運營補貼

政策。（市衛計委、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商務局、市行政審批局、

市財政局） 

19. 符合條件的臺資農業企業與淮安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

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對重大臺資農業項目

的場內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優先扶持，鼓勵引進臺灣新品種、新技術、

新設備。（市農委、市農機局、市財政局） 

20. 鼓勵和支援「臺商走電商」，為在淮臺資企業入駐「京東臺企名品館」

等電商平臺提供專門幫辦服務。（市臺辦） 

21. 鼓勵和支援在淮有出口實績的臺資企業參加境內外重點展會等展銷活

動。參加江蘇省統一組織在境外舉辦的進出口商品展銷會的，連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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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策對其展位費給予全額補助；參加國家或省組織的深圳高交會、

東盟博覽會等境內展會的（不含廣交會、華交會），連同省級政策對其

展位費給予全額補助；參加我市舉辦的重點展會的，免收展位費。（市

商務局、市臺辦、市財政局） 

22. 臺灣工商團體及行業公會在淮設立分支機搆的，第一年內免費提供最

多 300 平方米的場所或給予適當租金補助。分支機搆幫助引進臺資項

目的，享受同等優惠政策。（市臺辦、市財政局） 

23. 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改革。在投資管理領域，實行「對外貿易經營

者備案和原產地企業備案『兩證合一』」、「全程電子化網上登記」、「工

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一企一證』」製度。在貿易領域，實行「跨部門一

次性聯合檢查」、「轉關運輸貨物預約上門查驗」、「先放行、後改單作

業模式」、「淮安綜保區內企業先出區、後報關作業模式」、「國內航行

內河船舶進出港管理新模式」、「海關企業註冊及電子口岸入網全程無

紙化」等措施。深化「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實

施以企業為單元的加工貿易監管模式。在臺資企業中大力培育海關高

級認證企業，享受 AEO 國際互認優惠與通關便利。方面推進「互聯網

+政務服務」、「不見麵審批」服務模式，實行臺資企業備案與工商登記

「單一視窗、單一表格」受理工作，實現「一口辦理」。優化稅收征管

作業，擴大「匯總徵稅」適用範圍，推進淮安綜保區增值稅一般納稅

人資格試點。（市商務局、市工商局、淮安海關、市交通局、市行政審

批局、市稅務局） 

二、關於臺灣同胞創業 

24. 對臺胞在淮創業的專案開放審批「綠色通道」，提供代辦、幫辦服務。

（市工商局、市行政審批局） 

25. 臺胞的創業實體自首次註冊登記之日起，同等享受有關行政事業性收

費優惠政策。行政事業性收費有上下限規定的，一律按下限收取。（市

物價局、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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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臺胞在淮創辦的小微型企業，減按 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年

應納稅所得額低於 50萬元（含 50 萬元）的，其所得減按 50%計入納

稅所得額；其研發投入、技術轉讓、設備更新等方面與淮安本土中小

企業同等享受優惠政策。（市稅務局、市科技局、市經信委） 

27. 將臺胞創辦的項目納入全市中小企業金融幫辦服務範疇，實行銀企結

對幫扶；對符合條件的給予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扶持；對投保出口信

用保險的臺資中小企業，給予保費 50%的補助；對利用保單進行融資

的，給予融資總額 3%的貼息。（市金融辦、市國聯集團、市擔保公司、

市財政局） 

28. 臺胞在淮創辦的實體可優先進駐淮安市留學人員創業園、軟體園、臺

灣農民創業園、科教產業園等各級各類創業載體、孵化基地。（相關縣

區政府、園區管委會） 

三、關於臺灣人才引進 

29. 鼓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在我

市自主申報入選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的，分別按創業類 50

萬元、創新類 20萬元給予企業資金資助。鼓勵支持臺灣專業人才申報

江蘇省「雙創計畫」和「333工程」，同等條件下優先推薦。（市人才辦） 

30. 鼓勵臺灣工程師、高層次人才、高校畢業生來淮創業、就業、兼職，

並同等享受我市出臺的各類創業扶持、就業補貼等優惠政策。鼓勵臺

灣人才申報淮安市「淮上英才計畫」、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團隊）、「533

英才工程」，對符合條件的，直接認定納入相應人才工程，享受相關資

助待遇。（市人才辦、市人社局） 

31. 對在淮企事業單位（含部省屬駐淮單位、駐淮高校）就業、創業的臺

灣人才，給予博士研究生 4 萬元、碩士研究生 2 萬元的一次性就業補

貼。支持在淮就業的臺灣人才申報「蘇北計畫」暨「淮上英才計畫」

創新創業急需人才專案，對入選的臺灣人才發放資助資金，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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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正高職稱、碩士研究生或副高職稱、本科生分別發放 8萬元、5萬

元、4 萬元。鼓勵支持符合進站條件的臺灣博士生進入博士後科研工

作站（創新實踐基地）開展科研活動，享受與大陸博士後研究人員同

等政策待遇。（市人才辦、市人社局、市財政局） 

32. 支援在淮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等單位聘用臺灣人才，在淮工作

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在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策等方面享受與淮安居

民同等待遇。高層次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直接申報評審高級職稱。

業績突出、貢獻重大的臺灣專業技術人員，可破格申報評審高級職稱。

（市人社局、各行業主管部門） 

33. 鼓勵臺灣教師來駐淮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

評價體系。（市教育局、駐淮高校） 

34. 符合條件的臺灣人才，同等享受《淮安市服務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 15

個暫行辦法（說明）》相關政策待遇，以及人才購房補貼、人才公寓、

租房補貼、人才培訓、健康體檢、療養等服務。（市人才辦、市人社局） 

35. 積極推薦、協助在淮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國家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市

社科聯、市科技局、市文廣新局、市人才辦） 

四、關於社會文化交流 

36. 支持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與淮安戲曲院團、書畫家、文藝工作

者進行藝術交流，開展兩地互訪活動。鼓勵臺胞參與淮安文化項目建

設和地方特色文化活動。（市文廣新局、市臺辦） 

37. 鼓勵和支持臺灣文創人士參與淮安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對臺灣文創企

業在淮獨立或合作開展的文化產業專案給予優先扶持，幫助其優先申

報中央、省、市級文化產業專項資金；對其原創設計作品獲得國際、

國家級、省級同行業重要榮譽的，分別給予一次性最高 20萬元、10萬

元和 5萬元獎勵。（市發改委、市文廣新局、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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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市政府設立專項資金，重點支持淮臺社會文化、青少年、基層民眾交

流活動；支持臺商學院建設，推動臺商學院在促進淮臺人才交流、科

研交流、青少年交流及促進臺胞創業就業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市臺

辦、市教育局、團市委、淮陰工學院、市財政局） 

39.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案。

（市臺辦、市財政局） 

40. 支持並協助臺胞和臺灣相關社團在淮設立公益基金，參與「陽光扶貧」、

「希望工程」等公益慈善活動和社區建設等工作。（市扶貧辦、市教育

局、團市委、市民政局） 

五、關於臺灣同胞就業、學習、實習及生活 

41. 來淮或在淮臺胞持臺胞證可申辦各類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事項，可入

住淮安各類酒店、賓館。（市人社局、市行政審批局、市公安局） 

42. 臺胞在淮居住期間參照淮安居民標準，可以個人身份按規定參加社會

保險、繳納住房公積金，享受與淮安居民同等待遇。（市人社局、市住

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43. 在淮創業就業的臺胞購買商品房，憑單位就業證明、臨時住宿登記證

明，在購房資格、按揭貸款、住房公積金使用等方面享受與淮安居民

同等待遇。（市住建局、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44. 臺商或臺資企業臺籍高級管理人員在淮有自購住房，其子女需接受義

務教育的，由當地教育部門安排在其住房所在地的施教區學校就讀。

凡固定資產投資 1,000 萬美元以上的臺資企業投資者、總經理，凡固

定資產投資 1 億美元以上的臺資企業中層正職以上幹部，其子女接受

義務教育的，本著「就近就便、適當照顧」原則，由市和相關縣區教

育部門統籌協調安排。（市教育局、市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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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全市三甲醫院設立臺商就醫綠色通道。為在淮臺胞提供緊急救助和

社會救助網站服務。（市衛計委、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臺辦） 

46. 在淮臺胞可同等辦理城市公交卡，65 歲以上可辦理免費乘坐城市公交

卡。對於公交班車沒有覆蓋到的臺資企業，市公交公司可根據調研情

況開通定製或預約公交線路。（市交通局） 

47. 臺胞參觀淮安各類公共文化場館、旅遊景點等享受與淮安居民同等待

遇。（市文廣新局、市旅遊局） 

48. 支持臺胞在淮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

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臺胞在臺灣地區已經取得專業服務領域執業資格

的，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的證書，經批准可以在淮安開展執業服

務。（市人社局、各行業主管部門） 

49. 協助符合條件的在大陸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的臺灣學生參加大陸醫師資

格考試。協助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胞，按照相關規定在淮申請

執業註冊。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

格，按照相關規定在淮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

續。（市衛計委、市人社局、市行政審批局） 

50. 臺灣高校學生可以多管道在駐淮高校學習交流，對來淮學習的臺灣學

生參照江蘇省教育廳標準發放補貼。（市教育局、市臺辦、駐淮高校） 

51. 對來淮見習的臺灣高校畢業生，見習期間，地方政府提供不低於當地

最低工資標準 60%的基本生活補助。對見習人員見習期滿留用率達

50%以上的見習單位，按每留用 1人補貼 1,00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

見習補貼。（市人社局、市財政局） 

52. 支持臺灣專業人士參與本市涉臺商事案件的調解。本市法院可在立案

前或審理中，將涉臺商事糾紛委託市臺辦進行調解。可在市臺辦設立

有臺辦工作人員、律師、臺商參加的涉臺商事糾紛調解機構，調解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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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經法院審查確認後，具有法律效力。發揮市檢察院「服務臺企工作

站」作用，依法維護臺企臺商合法權益。（市法院、市檢察院、市臺辦） 

53. 推動調裁審一體化、製度化，在勞動人事爭議方面給予法律支持。對

臺資企業勞資糾紛，在仲裁審理程式中可委託市臺辦協調，市臺辦可

聘請相關人員擔任調解員，調解協議經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或法

院確認後，具有法律效力。（市法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臺辦） 

54. 支持本市仲裁機構聘請臺灣專業人士擔任仲裁員，擴大聘請臺灣專業

人士擔任仲裁員的範圍，開展對口專業交流合作。（市法製辦、淮安仲

裁委） 

55. 符合條件的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可在本市設立代表機構。符合條件的

臺灣執業律師可受聘擔任本市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繼續推進「律企

同行」活動，為臺資企業提供「九項免費、一項優惠」的「淮安十條」

法律服務產品。（市司法局） 

56. 每四年授予一批作出突出貢獻的臺商「榮譽市民」稱號。（市臺辦） 

57. 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和臺胞可參評淮安市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

「三八紅旗手」、巾幗匠星、五四青年獎章等集體或個人榮譽稱號及經

濟、科技、文藝、慈善等各類獎項，並享受國家、省、市規定的待遇。

（市總工會、市民政局、市婦聯、團市委、市文廣新局、市經信委、

市科技局、市臺辦、市商務局） 

58. 進一步優化 101%服務，紮實開展「與臺企同行」活動，每年將重點臺

企納入「101%服務流動紅旗」優質服務競賽活動，組織全市黨政機關

為企業提供政策、法律、資訊、人才、場地等全方位服務。完善 101%

服務線上係統。發揮市投資專案代辦服務中心作用，實現進一個門、

辦所有事。（市軟建辦、市行政審批局、市臺胞投資權益協調保障委員

會成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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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深圳《深圳貫徹〈31條惠及臺胞措施〉政策彙編》共 99條 

2018/7/24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惠臺政策措施文件匯總表 

社會投資項目類 

1.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社會投資項目准入指引目錄（2014 年

本）的通知深府〔2014〕80號市政府 

2.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社會投資項目備案辦法的通知深府

〔2014〕81號市政府 

3.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社會投資項目核准辦法的通知深府

〔2014〕82號市政府 

4.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社會投資競爭性配置公共資源開發利

用項目管理辦法的通知深府〔2014〕83 號市政府 

5. 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深圳市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實施

方案的通知深府辦〔2017〕16 號市府辦 

6. 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深圳市進一步激發民間有效投資活力

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深府辦〔2018〕6 號市府辦 

7.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關於印發《深圳市政府和

社會資本合作（PPP）實施細則》的通知深發改規〔2018〕1 號市發展

改革委、市財政委 

8. 深圳市人民政府批轉市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鼓勵社會資本舉辦三級

醫院若干規定的通知深府函〔2013〕217 號市發展改革委、市衛生計生

委、市財政委、市規劃國土委、市人力資源保障局 

產業扶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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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生物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知深府

〔2009〕180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互聯網、新能源產業發

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

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

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

法 

10.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互聯網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知深府

〔2009〕238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互聯網、新能源產業發

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

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

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

法 

11.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新能源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知深府

〔2009〕240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互聯網、新能源產業發

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

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

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

法 

12.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新材料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知深府

〔2011〕124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互聯網、新能源產業發

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

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

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

法 

13.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

知深府〔2011〕210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互聯網、新能源

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



 

 
485 

發《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

程（修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

管理辦法 

14.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未來產業發展政策的通知深府〔2013〕122號

市政府深圳市未來產業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

《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

（修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

理辦法 

15.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深圳節能環保產業振興發展政策》的通知

深府〔2014〕33 號市政府關於印發《深圳市生物、聯網、新能源產業

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

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

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

法 

16.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產業發展政

策的通知深府〔2014〕97 號市政府深圳市未來產業專項資金管理辦法

深圳市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

專項資金扶持計畫操作規程（修訂）》的通知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發

展政策、操作規程及資金管理辦法 

總部企業類 

17.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鼓勵總部企業發展實施辦法的通知深府規

〔2017〕7號市政府 

註：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所涉及事項可在廣東省網上辦事大廳深圳分

廳中「按服務部門」選項下選擇「市發改委」進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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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廣州《關於進一步深化穗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7/30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認真落實國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臺發〔2018〕1號）檔精神，充分發揮

廣州特有優勢，進一步深化穗臺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臺灣同胞

在廣州投資、就學、就業、創業、生活提供與本地居民同等待遇，現結合

我市實際，制定以下若干措施。 

一、深化穗臺經貿合作 

1.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南沙自貿試

驗區、臨空經濟示範區、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等平臺建設，參與廣

州「一帶一路」重要樞紐城市建設和國際航運樞紐、國際航空樞紐、

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與大陸企業同等享受各類扶持政策。（負

責單位：市發展改革委、市科技創新委、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商務

委、廣州港務局、廣州空港委） 

2. 支援在穗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和「廣州製造 2025

戰略規劃」，投資廣州十大重點發展領域和廣州十一項重點工程，享受

本市企業同等政策。對特別重大臺資專案採取「一事一議」政策。（負

責單位：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發展改革委、市商務委） 

3. 支持臺資企業在本市設立綜合型總部及職能型總部。對新引進的總部

企業按規定連續 3年每年給予 500萬元、1,000 萬元、2,000 萬元、5,000

萬元等不同檔次的獎勵，對總部企業並購重組境內外上市公司並將其

遷回本市的，一次性給予 1,000 萬元並購重組獎勵。（負責單位：市發

展改革委） 

4. 支持臺資企業在企業內部或與在穗高校、科研機構聯合共建從事科學

研究、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工藝開發和技術服務的相關機構，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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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企業所在區財政分別給予一定比例的支持。（負責單位：市科技創

新委、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各區政府） 

5.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地區相關機構參與廣州 「IAB」（新一代資

訊技術、人工智慧、生物醫藥）與「NEM」（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

產業發展，對新成立並被認定為省級新型研發機構的單位，給予一定

資金支援。（負責單位：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發展改革委、市科技創

新委） 

6. 支持臺資企業產業轉型升級與自主創新，設立每年 1,000 萬元的「臺

資企業轉型升級與臺灣青年創新創業」資金，對臺資企業轉型升級、

技術改造和臺灣青年創業團隊落戶予以支持。（負責單位：市科技創新

委、市臺辦、各區政府） 

7. 培育和引導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申報科技創新小巨人企業和高新技術

企業，並按相關政策予以補貼和獎勵。對經認定符合國家規定的本市

臺資高新技術企業，可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對其發

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按稅法規定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

（負責單位：市科技創新委、市稅務局、市財政局） 

8. 設立在廣州的臺資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符合規定的可享受全額退

還增值稅政策。（負責單位：市科技創新委、市稅務局） 

9. 支持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在本市從事科技、文創等產業研發活動，鼓

勵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在本市轉化，依法保護其專利、商標等智慧財

產權。對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等

工作予以資金扶持。（負責單位：市智慧財產權局、市工商局、市科技

創新委） 

10. 支援臺資企業利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州博覽會、廣州臺灣商

品博覽會、廣州國際旅遊展等各種展會以及電子商務平臺搭建銷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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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拓展境內外市場。鼓勵臺資企業、相關商協會積極參加泛珠領域

合作。（負責單位：市商務委、市旅遊局、市臺辦、市協作辦） 

11. 支援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本市辦展辦會同等享受相關扶持政策。（負

責單位：市商務委、市臺辦、市協作辦） 

12. 鼓勵臺資企業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本市實行市場化運作的交通運輸、

市政設施、能源設施、資訊基礎設施、城市更新及特色小鎮、價值創

新園區等領域項目投資。（負責單位：市發展改革委、市住房城鄉建設

委、市交委、各區政府） 

13. 支持符合資質要求的臺資企業公平參與本市及各區政府採購的招投標。

（負責單位：市財政局） 

14. 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債轉股、交叉持股等方式，

參與本市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對在本市並購重組上市的臺資企業，

其評估、審計、法律顧問等前期費用及貸款利息，給予補助。（負責單

位：市國資委、市財政局） 

15. 臺資企業與本市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在穗臺資企業經批准通

過提高工業用地容積率、增加建築面積的，不再加收土地出讓金。對

納入「三舊」（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改造規劃的臺資企業用地享

受與本市企業同等政策。（負責單位：市國土規劃委、市城市更新局） 

16. 支持臺資企業靈活選擇先租後讓和彈性出讓等方式申請工業用地，對

屬於廣東省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集約節約的臺資建設製造業專案，土

地出讓起始價可按所在地土地等別對應在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

執行。（負責單位：市國土規劃委、市工業和資訊化委） 

17. 鼓勵和支援臺商和臺資企業利用現有存量工業用地，興辦國家支援的

新產業、新業態建設專案，允許不改變工業用地性質自行改造，過渡

期 5 年。過渡期滿後，需調整用地性質的，依程式辦理規劃調整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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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手續。（負責單位：市國土規劃委、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城市更新

局） 

18. 支持在穗臺資企業參與廣州國際種業中心、北部山區特色小鎮及農產

品流通體系等方面的建設，與本市企業同等享受相關農業扶持政策。

（負責單位：市農業局、市發展改革委、市商務委） 

19. 鼓勵臺資金融機構參與廣州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對新設立或新遷

入的各類金融機構、新設立的金融市場交易平臺、經認定的總部企業

根據相關政策給予一次性獎勵。（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20. 支持臺資銀行在本市設立總部及分支機搆，支援臺資金融機構按照國

家金融監管部門金融領域開放措施在本市開展先行先試，臺資銀行可

與本市同業合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21.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投資者到本市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務，

放開臺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全面取消臺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

設 2年代表處的要求。（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22. 允許符合條件的臺灣金融機構按照有關規定設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期貨公司，持股比例放寬至 51%，三年後不再設限。（負責單位：市金

融局） 

23.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依託廣州市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開展綠色金

融改革創新先行先試。（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24.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戶等與在穗清算機構及本市非銀行支付機構依

法合規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負責單位：

市金融局） 

25. 鼓勵金融機構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提升臺灣同胞申請信用卡、銀

行貸款等金融服務效率。（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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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支持臺資企業及臺資私募基金機構在本市依法依規設立私募股權投資、

創業投資管理機構，投資本市企業。（負責單位：市金融局） 

27. 鼓勵符合條件的在穗臺資企業在大陸資本市場上市掛牌。（負責單位：

市金融局） 

28. 鼓勵與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服務提供者在本市與大陸的醫療機構、公

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合資、合作形式或以獨資形式設置醫療機

構。（負責單位：市衛生計生委、市商務委） 

29. 全面優化市場准入環境，放寬臺資企業經營場所登記條件，實行住所

（經營場所）自主承諾申報，企業名稱及經營範圍自主申報，允許從

事特定行業的商事主體，將住宅作為經營場所。（負責單位：市工商局） 

30. 實行「審核合一、一次辦結」和 「容缺登記」工作模式。推行商事主

體登記「全程電子化」、商事服務「跨境通」，開通重點企業准入「綠

色通道」，便利臺灣地區投資者快捷落戶廣州。（負責單位：市工商局） 

31.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優先實施 AEO（經認證的經營者）培育，對

成為海關高級認證企業的，給予與本市企業同等通關便利、聯合激勵

等優惠措施。（負責單位：廣州海關、黃埔海關） 

32. 推廣以企業為單元的通關擔保模式，加大臺資企業降費減負力度，推

動降低進出口環節制度性成本。（負責單位：廣州海關、黃埔海關、廣

州港務局） 

二、促進穗臺社會文化交流 

33.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廣州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藝術類專業性社團

組織、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支援臺灣地區商協會、社團、行業

協會等來廣州設立辦事機構。（負責單位：市民政局、市文聯、市科協、

市社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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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鼓勵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廣州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

（負責單位：市民政局、市協作辦、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35.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廣府文化節、廣州乞巧文化節等傳統文化傳播及以

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實地瞭解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項目並與代表性傳承人交流、溝通、合作。（負責單位：市

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36. 鼓勵穗臺兩地教育文化科研機構共同開展中華文化、歷史、民族、家

庭教育等領域的研究和成果應用，鼓勵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引進

臺灣地區相關領域的公益性研究成果。（負責單位：市教育局、市文化

廣電新聞出版局） 

37. 支援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本市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

視劇製作。支持廣州市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

電視網，根據有關規定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負責單位：市

委宣傳部、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38.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在南沙自貿試驗區設立合資、合

作、獨資經營的演出經紀機構、演出場所經營單位、娛樂場所，在本

場所內可舉辦涉外或涉港澳臺的營業性文娛演出項目。（負責單位：市

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39.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和臺資企業在南沙自貿試驗區設立出版物零

售經營單位、電影院，並可開展藝術進口經營活動以及館藏文物修復、

複製、拓印業務。（負責單位：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40.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廣州市屬高校從事專業學科

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負責

單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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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推動穗臺兩地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細化

臺灣教師來穗任教細則及評價機制，落實臺灣教育行業在穗認證專案。

（負責單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三、支持臺胞在穗就學就業創業 

42. 鼓勵臺灣大學生來穗實習見習就業，為臺灣大學生每年提供不少於

1,200個就業崗位和 300 個實習崗位，對臺灣大學生在穗實習期間的食

宿、交通、人身意外保險費用予以補貼，同時給予來穗臺灣大學生畢

業後每人每月不低於 1,500元見習補貼。（負責單位：市臺辦、團市委、

市教育局、市財政局、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各區政府） 

43. 支持臺灣同胞來穗創業就業，在創業帶動就業方面與本市居民享受同

等待遇。符合條件的臺灣創業者可申請 5,000 元的一次性創業補助，

在本市租用經營場地創辦初創企業，可申請不超過三年、每年 4,000 元

的租金補貼。（負責單位：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各區

政府） 

44. 支援「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和「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示範點」

的發展與建設。支援各區設立臺灣青年創業基地並開展專案引進、宣

傳推介和市場開拓等業務。（負責單位：市臺辦、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局、市財政局、市科技創新委、各區政府） 

45.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青年創業基地和示範點申領廣州市示範性創業孵

化基地補貼。（負責單位：市臺辦、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財政

局、市科技創新委、各區政府） 

46. 鼓勵和支持臺灣青年參加青創杯「廣州青年創新創業大賽」、「贏在廣

州」大學生創業大賽、廣州「天英匯」創新創業大賽等，符合條件的

獲獎專案可申報最高資金為 20 萬元的創業專案資助。（負責單位：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科技創新委、市臺辦、團市委、各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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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支持臺灣同胞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完善本市技能人員職業資格管理辦法及相關工作流程

（詳見附件《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負責單位：

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住房城鄉建設委、市民政局、市衛生計

生委、市司法局、市財政局等相關主管部門） 

48. 鼓勵在本市取得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和本科以上學歷的臺灣學生，

按照相關規定在本市申請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取得大陸《醫師資

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在本市申請執業註冊。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

在本市申請《臺灣醫師短期行醫執業證書》，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

續。（負責單位：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衛生計生委） 

49.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根據規定在本市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

資格，只需通過大陸法律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負責單位：

市金融局） 

50.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本市高校、公立醫院等事業單位就業，在

職稱評定、人才支持政策等方面享有與本市居民同等待遇。（負責單位：

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衛生計生委、市教育局） 

51.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領廣州市人才綠卡。（負責單位：市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5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和「萬人計畫」、

廣東省「珠江人才計畫」、「南粵突出貢獻獎」、廣州市產業領軍人才

「1+4」政策、「紅棉計畫」等。入選上述人才計畫的臺灣專業人才，

可按政策規定享受相應的資金資助、生產辦公用房補貼等待遇。（負責

單位：市委組織部、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市科技創

新委） 

四、便利臺胞在穗居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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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支持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簡稱「臺胞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

等使用。相關服務管理機構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服務管理

系統進行完善升級。（負責單位：市公安局、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政

務辦） 

54. 支援在本市工作的臺灣同胞按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享受相關勞動保

障待遇。（負責單位：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55.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按本市公租房政策以及所在在穗單位的公租

房分配管理方案要求，承租新就業職工整體租賃公租房。（負責單位：

市住房城鄉建設委） 

56. 臺灣同胞進入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享受與本市居民同等待遇。（負責

單位：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57. 鼓勵在穗臺灣同胞參加本市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榮譽市民等

評選以及「羊城工匠」、「南粵工匠」的推薦命名活動，支持臺資企業

女職工（女臺胞）參加全國、省、市「三八」紅旗手推薦，鼓勵臺灣

同胞參加廣州市各類職工技能競賽和工匠人才創新工作室命名。（負責

單位：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總工會、市民政局、市婦聯、市

僑辦、各區政府） 

58. 在本市就讀幼稚園及高中階段的臺灣學生，平等按當地教育部門有關

規定入託入學；臺灣學生就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享受本地區戶籍

適齡子女入學的同等待遇。（負責單位：市教育局、各區政府） 

59. 暢通臺灣同胞在穗政策諮詢與溝通管道，廣州 12345 政府服務熱線及

時為臺灣同胞提供政策指引和幫助。依託廣州 12345 和廣州臺辦微信

公眾號向臺灣同胞及時發佈政策資訊和提供諮詢。（負責單位：市政務

辦、市臺辦） 

60. 設立市區兩級聯繫視窗，為在穗臺灣同胞提供各類服務和説明。（負責

單位：市臺辦、各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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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南京《關於深化來寧臺胞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的若干措施》 

2018/8/8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逐步為臺灣

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現結合

南京實際，就落實國臺辦《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重點聚焦為來寧臺胞提供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出臺若干措施如下。 

一、宜學 

1. 在南京長期居住的臺胞子女選擇就讀本地幼兒園、小學、初中的，由

居住地所屬區教育局就近統籌安排就學。 

2. 臺籍青年參加南京市高中階段學校招生考試，可根據相關中考政策給

予加分。 

3. 在南京設立臺商子女學校教學點。 

4. 在南京大中小學就讀的臺籍學生享受與本市戶籍學生同等的獎、助學

金待遇。 

5. 在南京市中小學就讀的 18 歲以內臺灣學生，在南京範圍內刷學生卡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時，享受乘車優惠政策。 

6. 設立臺灣青年「金陵試飛計畫」，對來寧實習 3個月以上的在臺灣就讀

的高校大學生提供往返交通補助 1,000 元。 

二、宜業 

（一）就業服務 

7. 對於來我市市域範圍內登記註冊並納稅的各類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

和社會團體求職面試的在臺灣就讀的高校大學生，給予一次性面試補

貼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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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胞可使用臺胞證在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網人才招聘系統註冊

登錄，獲得網上求職服務；並可按規定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

人員就業證》，獲得就業指導服務。 

9. 取得大陸全日制普通高校學歷的臺灣學生，符合招聘條件的，可以報

考除參照公務員管理以外的南京市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所屬的事業單位。 

10. 取得大陸承認學歷的臺灣同胞，符合招聘條件的，可以報考高等院校、

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等事業單位。 

11. 來寧臺胞可在南京市報名參加國家核准的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推動開展兩岸從業人員執業資格互認及執

業服務工作。 

12. 積極協助在臺灣地區已獲得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南京申請大陸證券、

期貨、基金從業資格。 

13. 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學生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協助取得大陸醫師

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在南京申請執業註冊。支持符合

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支持符合條件的

臺灣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南京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

註冊手續。 

14.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南京的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業學

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在

臺灣地區獲得教師資格證的臺灣教師可以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期

雙向交流等方式，在南京的幼兒園和普通高中從事音樂、體育、美術

學科教學工作。 

15. 臺灣文藝工作者可以進入南京的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或研學。 

16. 鼓勵用人單位吸納臺灣大學生來寧就業。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新招

用畢業 1 年內的臺灣大學生，按規定給予社保補貼和帶動就業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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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業服務 

17. 來寧創業的臺灣大學生可獲得創業政策扶持和創業指導服務，包括優

秀大學生創業項目遴選資助、創業場地扶持、開業補貼、創業成功獎

勵和帶動就業獎勵、融資配套以及創業輔導、項目問診、成果展示等。 

18. 來寧創業的臺灣大學生符合條件領取《南京青年大學生創業證》和在

南京市註冊登記營業執照後，可申報創業見習，按規定享受最長 6 個

月的生活補助費（按當年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 70%補貼）。 

19. 各區要設立臺青創新創業平臺，為臺灣青年在寧創業項目提供支持。

對符合條件的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示範點），由各區按規定給予一

次性建園補助，並納入市級大學生創業園（基地）管理服務範圍。鼓

勵創業基地吸納臺灣大學生創業者入駐，提供各類創業孵化服務，按

規定給予創業孵化補貼。 

20. 「贏在南京」青年大學生創業大賽特設臺灣分賽區，建立獨立報名通

道，對臺灣地區相應規格比賽中的獲勝選手，可直接進入大賽複賽環

節。 

（三）人才服務 

21. 鼓勵和指導臺灣人才申報「創業南京」英才計畫。入選科技頂尖專家

集聚計畫的，給予最高 1,000 萬元項目資助、最高 1 億元跟進投資等

扶持。入選創新型企業家培育計畫的，給予最高五年、貸款總額不超

過 3,000 萬元的貸款貼息，以及眾創空間場租減免、研發機構認定獎

勵、境內外研修補貼等扶持。入選高層次創業人才引進計畫的，給予

50-150 萬元初創扶持、3 年免租 100 平米人才公寓、3 年免租 100 平

米創業場所等扶持。一年申報一次。鼓勵和指導臺灣高層次人才申報

國家「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省「雙創計畫」等國家、省級重點

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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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我市新型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企業中工作的臺灣相關人才，以及在

南京從事技術經理、人才經紀、天使投資的臺灣人才，相關年收入達

50萬元以上的，可申請科技產業高層次人才經濟貢獻獎勵。本市高新

技術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

中，新引進臺灣人才年薪收入 50萬元以上的，按實際支付人才應納稅

收入的 30%，給予連續三年引才獎補，每家企業每年最高 100 萬元。 

23. 在寧工作的臺灣高層次人才，入選以上各類計畫的，可享受醫療、落

戶、保險、居留和出入境、子女就讀、配偶就業等配套服務。符合人

才安居條件的，可以自主選擇共有產權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賃住房、

購房補貼和租賃補貼中的一種安居方式並享受政策。對於符合條件的

頂尖人才，安居政策一事一議、上不封頂。 

24. 全日制普通高校畢業並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的、全日制職業院校畢業

並取得高級工及以上職業資格證書的臺籍畢業生，畢業兩年內在本市

就業創業並繳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在寧無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的，

可申領 3 年住房租賃補貼，其中學士（含高級工及以上）每人每月 600

元，碩士每人每月 800 元，博士每人每月 1,000 元。符合條件的可申

購共有產權房。按照《南京市人才安居辦法（試行）》中 F類人才申請

安居的新就業臺籍畢業生，選擇申領補貼或申請租賃公共租賃住房的

期限為 5 年。 

25. 在寧就業的臺胞可參加南京市各類高技能人才項目申報和優秀高技能

人才評選。在寧就業的臺灣專業技術人才，可按規定參加職稱評審。

對於南京急需緊缺人才，建立職稱評審綠色通道。取得國外學歷的臺

胞來寧符合條件的，可申請我市「留學人員科技創新項目擇優資助」，

入選後可享受相關政策扶持。 

26. 積極協助在南京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 

（四）投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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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南京主導產業發展，按規定享受與域內企業同等政

策。支持臺商來大陸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

並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相應享受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持政

策。 

28.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先進型

服務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和科技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設在

大陸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符合規定的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

惠政策。 

29. 支持臺資企業在南京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

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30. 支持臺資企業公平參與南京市、區政府採購。 

31. 支持臺資企業掛牌上市，或通過兼併重組上市，按規定享受南京市企

業掛牌上市補貼；支持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

南京市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 

32. 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經市經信部門認定，對

符合全市「4+4+1」主導產業方向且符合審定建設用地標準的臺資工業

用地項目，由江北新區、區（園區）提出申請，國土部門在確定土地

出讓起始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

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33. 大力推進兩岸產業協同發展和創新試驗區及寧臺服務業合作促進中心

建設，鼓勵在南京註冊的臺資企業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共同參

與「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西部、東北等重點地區建設，同等享受南

京在開拓市場、境外投資等方面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 

34.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南京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同等適用南京惠農政

策。在南京的臺資企業農業項目直接用於或服務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設

施、附屬設施用地，可以按設施農用地有關規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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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臺胞來寧參與南京特色小鎮、優勢特色農產品開發、農村人居環境（含

農房）整治、美麗鄉村、鄉村旅遊、傳統村落和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

護利用等方面的鄉村生態宜居建設項目，符合項目申報指南的，可申

請財政補助。 

36.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戶等與南京市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展合

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 

37. 支持南京相關徵信機構按照規定與臺灣徵信機構開展業務合作，優先

給予業務對接、資質認定和合作目錄。 

38. 鼓勵南京臺資銀行與南京同業合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南京實體

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39. 臺胞或企業以專利、專有技術作價入股等方式來寧投資，可申請得到

專利質押融資、保險等政策扶持。 

（五）平臺服務 

40.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南京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

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支持臺灣地區商協會、行業協會等來南京設

立辦事機構。 

41. 鼓勵臺灣地區圖書從南京口岸進口，積極協調溝通省級相關行政管理

部門，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42. 鼓勵在南京的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

持在南京的臺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

國、中國文化年（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出去」

計畫。符合條件的寧臺文化項目可納入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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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南京的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支持熟練掌握

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臺灣同胞申報市、區兩級代表性

傳承人，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44. 鼓勵寧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

成果應用。創新寧臺合作辦學模式，拓展寧臺各級各類學校對口交流

和校際協作。建立寧臺人才培訓合作機制，鼓勵臺灣優質職業院校與

南京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機構合作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合作培訓專業

人才。 

45.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參與南京廣播電視節目和在南京的電影、電視劇製

作和相關手續辦理。鼓勵南京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

進更多臺灣地區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並積極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

批。支持寧臺兩地合拍電影、電視劇，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協助做好

向上級部門報批的服務工作。 

46. 支持臺資企業參加各類產品展銷會，按規定享受域內企業同等待遇。 

47. 支持臺資企業進一步擴大銷售通路，採用電子商務等手段創新銷售模

式，按規定享受域內企業同等待遇。 

三、宜遊 

48. 臺胞來寧可持臺胞證免費參觀各級對臺交流基地。 

49. 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的各類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烈士陵園等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對臺灣大中小學生集體參觀給予免費。 

50. 臺灣適齡兒童和老人來我市景區遊覽，憑臺胞證可享受南京市民同等

待遇。 

51. 臺胞來寧可持臺胞證在相關網點辦理南京市旅遊年卡，獲得前往指定

景點一整年不限次數的入園遊覽服務。臺胞團組來寧參訪，可獲得專

業志願者的講解服務。 



 

 
502 

52. 臺胞來寧可在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家庭旅館、房車等登記住

宿。 

53. 臺胞首次來寧可免費辦理一張市民交通卡。臺胞持市民交通卡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享受南京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各類優惠。 

54. 設立臺灣青年「金陵孝親計畫」，對來寧學習、就業、創業連續一年以

上的臺籍青年（35 歲以下），邀請其父母來寧的，提供往返交通補助

1,000元。 

55.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南京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

活動，對主辦單位按以獎代補形式予以資助。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

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四、宜居 

56. 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信息的系統設備進行完善升級，實現電子臺

胞證在南京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 

57. 在寧常住的臺胞可辦理市民卡，獲得與南京市民同等待遇。 

58. 常住本市一年以上的老年臺胞（年滿 60 周歲及以上）持臺胞證可到所

在區老齡辦指定的地點登記辦理老人優待證，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市內游覽等方面獲得與南京市老人同等待遇。 

59. 臺胞來寧購房可參照同城待遇，即在南京工作、名下無住房的臺胞可

申請購買一套住房（含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60. 對在寧就業創業的臺胞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在符合相關規定的條件下，

可提取住房公積金支付購房款或房租、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 

61. 在寧的臺胞及其家屬享有與本市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在寧

常住的臺胞子女享有與南京居民同等的預防接種服務，由居住地接種

單位建立預防接種卡，免費為其接種免疫規劃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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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將在寧居住一年以上的臺胞納入南京市民生保險保障範圍。 

63. 臺胞在寧合法就業的，應當按照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享受社會保險待

遇。在寧臺胞持臺胞證可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在本市參加企業職工養

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或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享受與本市戶籍人員同等的社會保險待遇。參加本市職

工醫保的臺胞，其隨同居住生活的 18歲以下未成年子女，可按規定參

加我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64. 在寧參加社會保險的臺胞，在達到規定的領取基本養老金條件前離開

本市的，其社會保險個人賬戶予以保留，再次來本市就業參保的，按

規定接續社會保險關係，繳費年限累計計算；本人書面申請終止社會

保險關係的，可一次性領取其社會保險個人賬戶存儲額。 

65. 臺胞來寧可憑臺胞證辦理銀行卡，並開通手機移動支付功能。臺胞在

寧申請小額信用卡，可憑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臺胞證（有效期

1年以上）、在職單位出具的工作證明，前往銀行辦理。 

66. 長期在寧居住的臺胞購車可以上本市牌照；購買新能源車的，持臺胞

證及一年以上在寧社保繳納證明可以享受購車補貼。為臺胞提供駕駛

證業務集中辦理綠色通道服務，安排流動服務車提供駕駛證上門換證

服務及科目一理論考試；配合臺協會在臺胞投資、就業集中區域，設

置駕駛證換領窗口和理論考試提供技術支持。 

67. 在寧工作的臺胞可以參加「南京市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等榮

譽的評選。在寧臺灣青年可以參與「南京市十大傑出青年」評選。在

寧工作的臺灣女同胞可以參加南京市「巾幗文明之星」和「三八紅旗

手」的評選，在寧居住的臺胞家庭可以參加南京市市級「最美家庭」

的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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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在寧工作的臺灣女同胞可自願加入女企業家協會、巾幗志願服務組織

等社會組織，可以參與各項女性創業大賽活動，與我市女同胞加強交

流互動。 

69. 將南京臺協青年委員會納入「南京青年聯合會」和「南京青年企業家

聯合會」會員單位。在寧臺灣青年企業家也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南京

青年企業家聯合會」、「南京青年商會」等會員組織，推動在寧臺灣青

年與我市青年的常態化、機制化交流互動。 

70. 支持臺資企業加強工會組織建設。鼓勵臺灣職工依法加入工會組織，

享受與南京職工同等企業待遇。 

71. 在南京長期居住並為促進兩岸交流和南京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的臺灣同胞，可以依照規定程序，作為特邀代表人士列席市（區）政

協全體會議。 

72. 鼓勵臺灣同胞和市區登記的社會組織在南京參與扶貧、支教、公益、

社區建設等基層工作。支持在南京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南京的社

區建設和社區服務。在南京居住的臺灣同胞，納入社區工作站公共服

務範圍。在臺灣同胞人數較多的社區設立臺灣同胞服務窗口，提供基

本公共服務及惠臺政策諮詢。 

73. 給予突遭變故致生活困難的臺灣同胞臨時救助；在南京地區死亡的臺

籍居民，可按殯葬惠民政策減免相關基本喪葬服務費用。 

74. 改進優化市委臺辦官方網站，推出對臺服務公眾號、微信群等，在「我

的南京」APP 中增設對臺服務版塊，構建重點面向在寧臺灣青年的信

息綜合服務體系。 

75. 設立臺胞服務中心，並在市政務中心設立臺胞服務窗口，開設熱線電

話和官方網站，及時為臺胞提供政策諮詢和服務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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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福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實施意見》 

2018/8/12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落實

國務院臺辦、國家發改委出臺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和福建省《實施意見》精神，結合福州實際，為臺灣同胞在榕學習、

就業、創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進一步推動榕臺經濟社會融

合發展，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擴大榕臺經貿合作 

1. 臺資企業參與實施《福州市實施「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

大陸企業同等政策。鼓勵在榕臺資企業轉型升級，支援參與新一代資

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智慧型機器、特色農

機裝備、新材料等領域重大關鍵技術研發創新，符合條件的同等享受

企業技術改造專案和科技重大專項補助政策。 

2. 符合福州市產業規劃和環保規劃的新設臺資企業，年度臺資實際到資

500 萬美元以上的，按照實際到資額的 1.5%折合人民幣給予獎勵，最

高獎勵 1,000 萬元。 

3. 鼓勵臺資企業在福州市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總部、區域總部。符

合條件經認定為福州市總部企業的，可申請福州市加快總部經濟發展

措施規定的獎勵。 

4. 支持臺資工業企業創建品牌。對進入世界品牌實驗室發佈的「世界品

牌 500 強」、「亞洲品牌 500 強」、「中國 500 最具價值品牌」榜單的，

以及被認定為工信部「工業品牌培育示範企業」、「福建省著名商標」、

「福建名牌產品」的，分別給予相應獎勵。 

5. 符合條件的在榕臺資企業按規定享受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

關稅收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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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榕臺資企業與福州市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支持在榕臺資企

業中的製造業企業在符合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前提下，通過提高工業用

地容積率、增加建築面積的，不再加收地價。對納入「三舊」（舊城鎮、

舊廠房、舊村莊）改造規劃的臺資企業用地享受與當地企業同等「三

舊」改造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臺商投資工業專案優先供應

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工

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7. 臺灣地區投資者在福州市設立積體電路、新型顯示、新材料、生物製

藥、高端醫療器械、精密機械、石油化工、文化創意、現代農業、現

代物流企業以及重大旅遊項目，在產業佈局、註冊登記、經營許可、

資金扶持等方面，可採取「一事一議、個案處理」的辦法，給予積極

支持。 

8. 在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片區新設立的臺資企業可按大陸企業申請註冊，

可選擇人民幣、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註冊，可按規定自主選擇經

營範圍。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持續擴大在福州市投資，其獲得的在境

內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直接投資福州市與鼓勵類投資專案相關的一

項或多項經濟活動時，符合規定條件的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 

9.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福州市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援臺資企

業參與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符合條件的可享受福州市對企業兼併重組

前期經費、並購貸款利息等補助政策，以及相關股權激勵政策。 

10. 臺資企業來榕舉辦展會，與大陸企業同等享受《福州市展會發展專項

資金管理辦法》規定的展會舉辦資助和展會招攬獎勵。在榕臺資企業

回臺舉辦展會，根據辦展規模每平方米補助 1,000 元，最高補助 100萬

元；在榕臺資企業回臺參展，與大陸企業同等享受省、市外貿相關扶

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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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臺資企業可參與福州市公共停車場投資建設運營。臺資企業可參與福

州市高速公路、軌道交通、港口運輸、城市內河整治、垃圾汙水處理

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特許經營項目。 

12. 在榕臺資企業可公平參與市各級政府採購。 

13. 臺資企業經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按規定享受減按 15%稅率徵收

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優惠政策。臺

資企業設在福州市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享受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

收優惠政策。支持幫助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向省裡申報研發平臺有關

獎勵。 

14. 實施「源頭管理、口岸驗放」的榕臺商品快速驗放模式，擴大對進口

臺灣商品的實施種類。協助探索兩岸食品、農產品、消費品安全監管

合作模式。支援臺灣地區貨物通過福州江陰港過境經海鐵聯運向歐洲

出口，按照過境貨物監管模式操作，加快通關速度。 

15. 對涉臺經貿展會及進境展品、參展企業實施「港館分線、港館聯動」

模式，港口（區）一線以現場快速檢疫為主，展館（區）實施集中查

驗監管和以風險監測為主的品質安全管理，並對保稅展示貨物、涉及

3C認證展品、參展的預包裝食品和化妝品給予相應參展便利，簡化事

前審批，加強事中、事後集中監測監管。 

16. 在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州片區內首次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按照

有關規定，由現行審批管理調整為備案管理。進口原產於臺灣地區的

一般成套設備及單機（不包含技術複雜、大型設備）實行備案管理，

對經備案的產品在相關區域生產加工使用的免於實施檢驗，以企業自

檢為主。 

17. 鼓勵支援臺灣地區投資者在榕獨資設立醫院或合資（合作）設立其他

醫療機構，享受所在地公立醫院同等政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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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加強福清臺灣農民創業園基礎設施建設。對福清臺灣農民創業園內臺

資農業企業種養業、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繼續實施生產用電優惠電價、

土地流轉合同到期後優先續租等政策。 

19. 在榕臺資農業企業可與大陸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

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符合條件的臺資農業企業，

可以參評省、市休閒農業示範點。 

20. 推進臺灣農業良種、先進技術及機械設備的引進、示範及創新推廣。

擴大榕臺農業人才交流培訓。依託海峽農產品批發市場，建立臺灣農

產品交易展示中心，推動兩岸農產品電子商務合作交流，完善榕臺農

產品流通體系。 

21. 臺灣地區投資者來榕從事水產養殖、水產加工、稻魚綜合種養示範推

廣項目，與大陸企業享受同等補助待遇。 

22. 支持榕臺冷鏈物流產業合作，建立海峽兩岸垂直供應鏈聯合採購體系，

支援臺灣高端供應鏈企業進入福州市場，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在福州

市以獨資或合資形式申報國家供應鏈體系建設項目。 

23. 支援開展經臺灣地區跨境電商業務，建立對臺海運快件監管中心、跨

境電商臺灣中轉站，打造對臺跨境電商通道，鼓勵在臺灣地區建立跨

境電商海外倉。 

24. 配合人行福州中心支行開發試行「臺灣地區信用報告查詢前置系統」，

面向全市金融機構開放臺企臺胞信用報告查詢服務。 

25. 註冊地在福州市的臺資企業申請上市，可享受福州市各級政府出臺的

扶持企業上市政策。符合市重點專案申報條件的，列入市重點專案；

符合省重點專案申報條件的，推薦列入省重點專案。 

26. 對符合條件的、為在榕生產性臺資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的擔保機構，按

年度擔保額的 16‰予以風險補償；對為在榕臺資貿易企業提供融資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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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擔保機構，按年度擔保額的 10‰予以風險補償，單家企業最高補

償金額不超過 300 萬元。對為在榕註冊的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租賃服

務的臺資融資租賃公司，按不超過當年新增融資租賃合同額的 5‰，

予以風險補償，單家企業最高補償金額不超過 500 萬元。 

27. 福州市臺資銀行營業性機構經批准可經營人民幣業務。臺資銀行可與

在榕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支援

在榕臺資企業的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按規定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 

28. 支援臺灣地區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按規定申請在榕設立持股 51%或以

上的銀行、人身保險公司等機構，設立持股 51%的證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和期貨公司。 

二、支持臺灣同胞在榕實習就業創業 

29. 來榕就業創業的臺灣同胞，同等享受福州市已出臺的開業補貼、租金

補貼、社保補貼、創業擔保貸款、創業帶動就業補貼等扶持創業就業

的各項優惠政策。 

30. 進一步改進完善福州市已實施的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的管理

辦法、工作流程。對接做好國家、省實施的 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

格考試服務工作。 

31. 臺灣地區服務提供者經批准可獨資興辦養老機構和開設診所、門診部

等。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灣學生，在參加研究

生學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

試。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榕申請執

業註冊。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並可按照相關規定在榕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

續。 

32. 支持已取得相應資格的臺灣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者通過大陸法律法

規考試後在榕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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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中式烹調師、西式烹調師、美容師、美髮師、汽車維修工等工種的

職業資格考試中，對臺灣同胞簡化流程，直接採認技能水準，只進行

理論考試（可採取線上考試方式），合格者頒發相應等級職業資格證書。

在榕工作的臺灣文化藝術專業人才，可按規定參加文化主管部門的系

列職稱評審。 

34. 推動臺灣同胞個體工商戶在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適用的 129 項營業範

圍政策推廣至全市實施。 

35. 在榕臺灣同胞參加福州市職業技能培訓可按規定享受職業培訓補貼。

補貼標準：初級工（五級）每人 500 元；中級工（四級）每人 700 元；

高級工（三級）每人 1,000 元；技師（二級）每人 1,600 元；高級技師

（一級）每人 2,000 元。 

36. 支持臺灣青年來榕實習。對福州市承接臺灣青年實習實訓符合條件的

企事業單位，且實習實訓時間連續不低於 15天的，按照每人 5,000 元

的標準，由財政補助承接單位。臺灣高校學生來榕實習實訓，分別給

予博士每人每月 3,000 元、碩士（本科）每人每月 2,000 元的生活補

助，每人每年補助不超過 6 個月；給予每人 2,000 元往返交通費補貼

和不超過 25元/人/月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補貼。 

37. 支持臺灣青年來榕創業就業。福州市轄內各縣（市）區均設有臺灣青

年創業基地，為來榕創業的臺灣青年提供半年的免費辦公場所。對符

合相應條件的臺灣青年示範基地給予 80 至 200萬的獎勵補助；對符合

相應條件的推薦臺灣青年入駐基地的社會團體給予 10 至 50 萬元的獎

勵。每年開展「植根榕城」優秀創業專案資助評選，按照 10%的比例

選拔臺灣青年優秀創業專案。臺灣高校畢業生畢業 5 年內到福州市就

業創業的，可享受政府提供 1 年期限的每月 1,000 元生活補助；按照

實際繳交社保期限或個人所得稅證明或企業完稅證明，給予每月 2,000

元的住房租金補貼，補貼期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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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榕臺資企業、臺灣教師及其研發團隊申報省級科技計畫專案的，同

等條件下優先推薦；申報市級科技計畫專案的，同等條件下給予優先

支持。支援臺灣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在榕註冊的獨立法人申報

「促進海峽兩岸科技合作聯合基金」，並支持其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

發計畫項目申報。 

39. 支援臺灣地區居民或企業以專利、專有技術作價入股等方式來榕投資，

對獲得大陸授權專利，並在福州市實施轉化的，可享受獲得專利質押

融資及貼息、參加專利權質押貸款保險等政策。在榕臺灣同胞獲得大

陸專利，同等享受福州市自主智慧財產權資助和獎勵政策。 

40. 鼓勵福州市電子資訊、機械裝備、石油化工、現代服務業等重點發展

行業的規模以上企業和市里確定的重點企業，以及行業協會、商會、

養老機構等招收臺灣青年，符合條件的，由財政分級給予用人單位補

助。 

41. 鼓勵符合條件的臺灣教師、醫師到福州市高校、醫院（含民營、臺資

等醫療機構）工作，受聘的臺灣教師、醫師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

果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享受福州市相應引進人才政策，對引進臺灣教

師、醫師的用人單位由財政分級給予補助。 

42. 鼓勵臺灣醫師到福州市二級甲等及以上醫院（含民營醫院）工作，實

行協定工資制度，根據確定的薪酬，對公立醫院單獨核增當年績效工

資總額。高層次臺灣醫師在全市二級甲等及以上醫院（含民營醫院）

服務時間每年累計滿 3個月的，除協議工資外，由財政予以額外資助。

具有博士學位或相當於大陸副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臺灣醫師，按照每

人每年 15萬元標準給予資助。相當於大陸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臺灣

醫師，按照每人每年 20 萬元標準給予資助。 

43. 臺灣專業技術人員持臺灣地區有關機構頒發的會計、規劃、建築、諮

詢、金融、醫療、旅遊等執業證書，按其證書許可範圍，可在福建自

貿區福州片區內按有關規定開展相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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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含臺灣高校）的臺灣同胞可報考福州市相關事業

單位崗位。探索通過特聘方式，招聘臺灣地區專業人才到福建自貿區

福州片區行政機關專業技術類崗位工作。 

45. 在福州市註冊的臺資機構和企業經批准可興辦學前教育。在臺灣地區

獲得教師資格證的臺灣教師可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期交流等方式

來榕從事學前教育和普通高中階段數學、物理、化學、音樂、體育、

美術、外語、生物等學科教學。市屬高校可依需自主招聘臺籍教師。

鼓勵臺灣高技能專家及教師通過特聘、購買服務、短期交流等方式來

榕技工院校從事緊缺急需專業學科教學工作。 

46. 對符合招聘條件的碩士及以上學位的臺灣人才，福州市事業單位可採

取面試考核的方式招聘入編，按規定享受相應人才待遇。對引進到福

州市高校、公立醫院工作的臺灣專業技術人才，所在單位可根據實際

需要，直接認定其專業技術水準，自主聘任相應專業技術職務（職稱）。 

47. 支持在榕臺灣優秀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和省引才

「百人計畫」等人才專案。設立福州市臺灣人才服務工作站，為高層

次臺灣人才提供服務。從臺灣引進的人才，經認定為引進 A、B、C類

人才的，落地後分別給予 200 萬元、100 萬元、50 萬元獎勵。符合條

件的，還可分別享受 180萬元、130 萬元、100萬元人才共有產權住房

產權份額或每月 4,000 元、3,000 元、2,000 元租房補貼（發放三年）。 

48. 對經認定納入福州市「引進培養千名博士」人才計畫的臺灣博士研究

生，與企事業單位簽訂三年以上勞動合同的，落地後給予 30 萬元獎

勵，分三年等額發放，可申請入住酒店式人才公寓。 

49. 深化與臺灣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交流對接。支援榕臺人力資源機構互設

分支機搆，對符合條件的臺灣優質人力資源機構在榕新設立分支機搆

並認定為福州市規模以上服務業統計範疇的，給予每家 30 萬元以內的

配套啟動資金，第一年內提供最多 300 平方米免租金場所或最高每月

1 萬元租金補貼。鼓勵臺灣人力資源機構或在榕分支機搆在福州市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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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或參與福州市臺灣人才專場招聘活動。經市人社局和市臺辦審核認

定，按機構組織島內臺灣人才每人 3,000 元標準予以補助；對與福州

市用人單位達成就業意向的，按達成意向人數，再予以每人 1,000 元

補助。在榕分支機搆幫助引進臺灣人才來榕就業且工作時間滿一年以

上的，按博士每人 15,000元、碩士每人 10,000元、本科每人 5,000 元

給予機構一次性引才獎勵。 

50. 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以及建築師、文化創意團隊等參與福州市特色小

鎮、優勢特色農產品開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含農房整治）、美麗鄉

村、鄉村旅遊、傳統村落和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護利用等方面的鄉村

生態宜居建設項目，支持其按規定申請財政補助。鼓勵有經驗的臺灣

建築師團隊參與村莊規劃設計項目，實施「陪護式」指導服務，其中

100 萬元以下、為期一年以上的「陪護式」村莊規劃設計指導服務專

案，各地可以通過競爭性磋商方式優選臺灣建築師團隊。 

51. 鼓勵福州市銀行業機構為在榕臺資企業提供信貸服務。各金融機構優

化臺企臺胞金融服務，提供開卡開戶便利，方便在榕使用電子支付服

務。在臺企臺胞集聚地提供金融政策諮詢，設立業務辦理綠色視窗。 

三、深化榕臺文化交流 

52. 鼓勵在福州的臺灣同胞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

承發展工程。鼓勵臺灣同胞參與福州公共文化服務示範區建設，參與

福州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申報評選市、區兩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推薦臺灣同胞申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支持榕臺文化企業在「福建文化海外驛

站」專案中開展文化產品展示展銷活動，聯合擴展海外市場。 

53. 鼓勵臺灣地區圖書從福州口岸進口，在福州臺灣同胞聚集區建設「臺

灣書店」，便利臺灣同胞閱讀兩岸書籍。鼓勵、支持臺灣同胞在福州申

報、設立民辦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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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專案，

對在榕舉辦的兩岸有影響的交流活動推薦列為重點對臺交流專案。繼

續辦好「海峽論壇」福州活動、「海峽青年節」等品牌活動，對臺灣地

區參與活動的相關機構給予優先支持，不斷擴大活動影響力。設立專

項扶持資金，鼓勵臺灣青年和青年團體在海峽青年交流營地舉辦各類

交流和展會活動，推薦列入對臺重點交流專案。 

55. 鼓勵未來過大陸的臺灣同胞來榕參訪交流，邀請單位提供相應接待便

利服務。為臺灣同胞到三坊七巷參觀遊覽設計專門線路，免費開放相

關場所。 

56. 臺灣地區投資者可在福州市設立大陸方控股的演出團體，獨資設立演

出場所經營單位。鼓勵臺灣地區服務提供者在福州市設立合資企業從

事電影後期製作服務，支援打造兩岸影視產業基地。 

57. 鼓勵臺灣機構與福州市開展廣播電視、電影電視劇等方面合作。鼓勵

播映兩岸合拍的電視劇，支持榕臺合作拍攝影視劇。鼓勵在榕設立「臺

灣影廳」，推動福州市影視機構引進臺灣電影。 

58. 鼓勵支持在榕臺灣同胞申報國家、福建省及福州市自然、社會科學、

藝術等方面的基金專案。 

59. 推動榕臺加強閩都文化、船政文化、民俗信仰、宗祠族譜、歷史民族

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鼓勵臺灣同胞和臺灣高校、民間社團參與福

州市有關文化工程項目、文化活動和學術研究。鼓勵在福州的臺灣文

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在條件適合的情況下參與福州市在境外舉辦的交

流品牌活動「福州日」，展示兩岸同根同源文化。 

四、方便臺胞在榕安居樂業 

60. 在榕臺胞使用臺胞證與福州市民享受同城待遇。相關服務管理機構應

將臺胞證作為身份認證的有效證件。對無法識別讀取臺胞證資訊的服

務管理系統要完善升級，便利臺灣同胞在榕銀行開戶、入住酒店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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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搭乘交通工具手續、網上預約就醫等。福州人事人才網線上招聘

系統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

放，在福州的臺灣同胞可以持臺胞證在市圖書館人工辦理讀者證，在

全市的圖書館和「城市街區 24小時自助圖書館」借閱圖書。 

61. 臺灣同胞適齡兒童需要在暫住地附近小學就讀的，可向縣（市）區教

育局提出申請，由縣（市）區教育局統籌安排入學，父（母）在片區

內持有房屋所有權證（不動產權證書）的，可比照片內生規定（無需

戶籍要求）安排入學。在榕公辦小學就讀的臺籍學生「小升初」，均按

初招對口方案安排升學。臺灣地區投資者子女及臺資企業的臺籍工作

人員子女（簡稱「臺商子女」）按照招生入學照顧政策安排。臺商子女

可以到區域內相對就近的定點小學就讀，也可以在居住地片區內小學

就近入學。臺商子女按初招對口方案安排升學，也可以申請升入本區

定點初中就讀。臺商子女中考享受加分政策。鼓勵和支持在榕高校招

收臺灣學生，每年增加招生數量。臺灣學生與福州學生同等申報各類

獎學金、助學金。擴大專項獎學金規模，資助臺灣學生到在榕高校就

讀。 

62. 對於符合當地公共租賃住房申請條件的臺灣同胞，按照公共租賃住房

的有關規定做到應保盡保。臺灣同胞在榕購房買自住用房的首付比例、

辦理時限、貸款申請等享受福州市居民同等待遇。 

63. 在榕工作的臺灣同胞可按照規定參加「五險一金」，享受與福州市居民

同等勞動保障待遇。在榕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

個人帳戶儲存額，在大陸離職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依據相關規定一次性

支取。來榕工作的臺灣同胞，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

業保險的，按在崗平均工資為基數的個人繳費部分，予以不超過三年

的社保補貼。18 至 45 周歲臺灣青年自正常繳存住房公積金當月起，

即可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用於購買自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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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榕臺灣同胞與福州居民享有同等醫療衛生服務待遇。醫療機構為臺

灣同胞回臺報銷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的醫療文書。在榕臺灣同胞

的子女享有與福州居民同等的預防接種服務，由其居住地接種單位為

在榕臺灣同胞共同生活子女建立預防接種卡，免費為其接種免疫規劃

疫苗。 

65. 臺灣同胞在榕申請小額信用卡，可憑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臺

胞證（有效期在 1 年以上）、在職單位出具的工作證明等材料，前往福

州市相關銀行辦理。鼓勵福建海峽銀行先行先試，在福州市全轄區大

力發展臺胞信用卡業務，提升辦卡效率，優化金融服務。 

66. 在榕工作臺灣同胞可參評福州市各級勞動模範、五四青年獎章、「三八」

紅旗手、就業創業傑出代表、榮譽市民等榮譽稱號。鼓勵臺胞參與福

州市相關文學藝術評獎活動。 

67.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福州市各級科技學會（學會、研究會），在榕臺灣科

技人員可擔任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理事及以上職務。鼓勵在榕臺灣青

年加入福州市各類青年社團、協會，在福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設立臺

灣創業青年聯誼沙龍。 

68.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榕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

層工作。繼續支持兩岸婚姻健康發展。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可通過相

關選聘程式擔任福州市基層人民調解員、仲裁員、人民法院陪審員、

人民檢察院人民監督員、法律顧問等和執行村（社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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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湖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的實施辦法》 

2018/8/28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依據

國臺辦、國家發改委《關於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國臺發〔2018〕1號）、省臺辦、省發改委印發的《浙江省

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意見》（浙政臺

發〔2018〕4號），逐步為臺灣同胞在湖州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

湖州市居民同等待遇，與臺灣同胞共用湖州發展機遇，制定本實施辦法。 

一、投資和經貿合作方面 

1. 支援臺資企業參與湖州「製造強國」試點示範城市建設，享受與湖州

本土企業同等待遇。 

2. 鼓勵臺資企業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支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同等享受湖州市在開拓市場、境外投資等方面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 

3. 支援臺商來湖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享受

相應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援政策。 

4. 支持臺資（商）在參與湖州綠色金融改革示範區建設、教育、衛生、

養老、農業和旅遊等行業投資創業。支持臺資（商）在湖投資重大工

業專案和重大商貿專案。 

5. 支援、鼓勵臺資企業發展電子商務，按照湖州市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相

關政策享受同等待遇。 

6.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符合

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科

技型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中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

計入當期損益，在按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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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再按照實際發生額的 75%在稅前加計扣除；

形成無形資產的，在上述期間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 175%在稅前攤銷。 

7. 支援鼓勵臺資企業在湖州開展專利申請、專利保護、專利運用工作，

通過智慧財產權轉讓交易市場開展智慧財產權評估、登記、交易、轉

讓等活動。臺資企業可按照湖州市相關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政策，享受

本土企業同等待遇。 

8. 支援臺資企業及臺灣同胞參與省科學技術獎評選。符合條件的湖州註

冊的臺資企業均可參與評獎；對於承擔重大科技攻關任務的科研人員，

給予獎勵。 

9. 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惠及臺資企業，健全重大臺資專案跟蹤

服務機制和重點臺資企業服務機制，降低臺資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臺資企業同等享受湖州市企業減負擔降成本政策。 

10. 優化臺資企業設立程式，建立商務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的資訊資料共

用機制，實施臺資企業商務備案和工商登記「一口辦理」。 

11. 全面落實臺資企業「多證合一」。在「五證合一」的基礎上，將 28 項

備案事項進一步整合到營業執照上，不再要求臺資企業提供關於整合

證照事項的額外證明材料。 

12. 支持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等在湖州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

牽頭或參與符合重點研發計畫指南要求的專案申報，享受與湖州其他

機構的同等待遇；對受聘於在中國大陸境內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的臺

灣地區科研人員並符合申報指南要求的，可作為專案（課題）負責人

申報。 

13.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湖州的能源、交通、

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及安居工程、旅遊開發專案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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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鼓勵臺資企業參與湖州市特色小鎮建設、運營管理和投資創業。支持

臺資企業和臺灣專家學者參與湖州市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計畫，重點支

持在鄉村建設、休閒農業、高端民宿等領域進行投資合作，在鄉村振

興實施項目策劃、設計和建設中，同等享受相關支援政策。 

15. 鼓勵湖州臺資企業提高產品品質標準，將臺資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納入

政府採購平臺，鼓勵和宣導優先採購。 

16. 支援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

制改革。 

17. 對參與綠色金融改革示範區建設、教育、衛生、養老、農業和旅遊等

領域的項目、重大工業專案和重大商貿項目的臺資企業，其用地在年

度用地計畫指標上優先給予安排。 

18. 國家和省批准的各類涉臺園區和基地，應當有一定比例的生產經營場

所或者土地用於臺灣同胞投資項目。 

19. 對用地集約的國家鼓勵類臺商投資專案，優先供應土地並在確定土地

出讓起始價時，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的《浙江省工業用地

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20.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湖州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同等適用湖州惠

農政策；在湖州投資的臺資農業企業可與湖州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

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 

21. 強化臺資企業金融服務，支援臺商多管道融資。鼓勵在湖州的銀行業

金融機構增加對符合產業政策的臺資企業的貸款規模，在貸款利率、

擔保方式、合同簽訂等貸款條件上給予靈活、優惠的政策，幫助企業

規避收匯及匯率風險。 

22. 推出面向臺資企業的股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智慧財產權質押等多

元化動產抵質押及供應鏈融資、出口信用保險融資等新型金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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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信紀錄良好、財務實力強、技術上處於行業領先地位、產品銷路

正常、還款來源有保證的臺資企業，優化授信流程，加強授信支援。 

23.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新三板」掛牌和區域性股權交

易市場融資。 

24. 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來湖州辦展辦會，同等享受湖州相關支持政

策。 

25. 支持臺灣同胞投資參與湖州市公建民營、社會化運營等領域的養老服

務產業。鼓勵臺灣同胞積極投身當地慈善事業，對發起設立的慈善組

織和慈善專案優先推薦申報政府和慈善機構的慈善獎項。 

26. 鼓勵支援湖州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積極發揮作用，完善臺資企業

交流聯繫平臺，服務臺資企業創業創新。 

27. 支援臺資企業在湖州市再投資，經認定的臺灣同胞再投資企業享受湖

州市臺灣同胞投資的相關政策待遇。 

28. 支持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維護合法權益，加強臺灣同胞投資的法律宣

傳與諮詢、投訴受理和糾紛解決等工作。臺灣同胞投資者和隨行家屬，

以及在湖州市合法就業的臺灣同胞和隨行家屬，符合條件可以按照國

家、省和市有關規定享受法律援助服務。 

二、就業創業方面 

29. 支持臺灣同胞在湖州市報名參加《向臺灣居民開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

試目錄》中的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職稱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湖州市相關部門應當做好考試的組織、服務工作。 

30. 對在湖州市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參加相應系

列、級別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其在臺灣地區參與的專案、取

得的成果等可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臺灣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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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專業技術工作年限。允許臺灣同胞根據相關規定和要求應聘湖州

市事業單位。 

31. 臺灣同胞可在湖州市開設會計師事務所（分所），報名參加註冊會計師

考試，報名參加湖州市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會計專業技術高級資

格評審、會計領軍人才選拔、先進會計工作者評選。 

3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取得醫師資格和護士執業資格，協助其辦理

執業註冊手續。支援符合條件的臺灣地區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湖州

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註冊手續。 

33. 鼓勵臺灣同胞在湖州參加全國導遊資格考試，持證執業。 

34. 臺灣同胞來湖州高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在職稱評聘、課題專案申報

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其在臺灣地區高校的任職年限予以承認，在臺

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等工作評價體系。首

次評聘的臺灣地區高層次人才，可參照從國（境）外引進人才晉升專

業技術職務的政策執行。 

35. 支援兩岸高校在湖州共同設立合作研發機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等

科研平臺，以優質成熟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入駐並按照項目實際投入

的一定比例給予平臺研發經費支持，此外對專案公司在土地、固定資

產投資、稅收、人才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對引進專案的科技仲介服

務機構（個人）提供獎勵政策。 

36. 積極協助在湖州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 

37.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湖州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

活動。對臺灣地區中小學校、全日制大中專在校學生給予湖州市國有

投資或控股的 3A 級及以上旅遊景區首道門票免費的優惠政策。臺灣

省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專科及以上的在校大學生，在經認定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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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範圍內的大學生實訓基地進行實訓、實習和實踐活動的，可享受

大學生實訓生活補貼。 

38. 積極協助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和省「千人計畫」、南太湖精英計畫等

人才計畫，鼓勵在湖州工作的臺灣專業人才申報國家「萬人計畫」。臺

灣青年來湖州創業創新，符合湖州市相關人才引進條件的，可享受相

關優惠政策。相關資格條件中對海外學習經歷、工作經歷有特別要求

的，臺灣地區學習、工作經歷可參照適用。 

39. 鼓勵臺灣青年來湖州就業創業，同等享受就業創業補貼、創業擔保貸

款、貼息等湖州各項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政策。臺灣大學生來湖自主

創業的，優先入駐市、縣（區）相關創業園區、特色小鎮等，並享受

屬地各類扶持政策。 

40. 政府人力資源資訊網站為在湖州臺資企業和來湖州就業的臺灣青年提

供招聘資訊服務，根據需求組織臺資企業、臺灣大學生專場招聘會。 

41. 支持臺資企業來湖入駐眾創空間，或來湖州設立眾創空間，貫徹實施

《湖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進一步扶持眾創空間發展的十條意見》，

對於引進的優秀人才給予相應的補助，對評選為市級、省級、國家級

的眾創空間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享受相應的優惠政策。 

42. 積極協助在湖州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國家經

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評獎專案。在湖州工作、生活的臺灣同胞和臺資

企業可參與湖州市勞動模範、十大傑出青年、三八紅旗手、見義勇為

獎等的評選。 

三、文化交流方面 

43.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湖州市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開展專項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支援臺灣地區商業協會、

社團、行業協會等來湖開展對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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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在文物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活化利用、傳統

工藝振興等方面進行合作。支援臺灣地區文化藝術團體和人士參與大

陸在海外舉辦的歡樂春節、中國文化週、浙江文化年（節）等品牌交

流活動，共同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傳承。 

45. 支持臺灣同胞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參與湖州廣播電視節目和在湖州的電

影、電視劇的製作，協助臺灣同胞辦理相關手續。鼓勵湖州的廣播電

視臺、有線電視網、視聽網站引進更多臺灣地區生產的電影、電視劇，

並積極協助向上級部門申報審批。 

46. 鼓勵通過簽約、項目合作、崗位聘任等多管道引進臺灣地區高層次文

化人才。臺灣地區文藝工作者可進入湖州市文藝院團、研究機構任職

或研學，合作開展舞臺藝術作品的編導、創作，符合條件的，支持並

協助其申報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項目。 

47. 湖州市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憑相關證件

在各類公共文化服務場館和湖州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 

四、生活待遇方面 

48. 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為臺灣同胞辦理銀行開戶、使用電子支付工

具提供便利。臺灣同胞可憑相關證件和證明材料申請開立個人銀行帳

戶。 

49. 湖州市法律服務團為臺灣同胞開展免費法律諮詢。對符合條件的臺灣

同胞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50. 支持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湖州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等社會工作。

鼓勵在湖州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鼓勵臺灣同胞

參與組建社區志願服務隊，並擔任負責人。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

臺灣同胞個人命名的社會工作室，該工作室可納入政府購買社區服務

專案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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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湖州市投資創業或者登記就業的臺灣同胞及其隨行家屬，在住宿、

醫療、旅遊、交通、通訊等方面，按照規定享受與湖州市居民同等待

遇。 

52. 臺灣同胞在湖州市共同居住的子女，按照有關規定進入所在地幼稚園、

中小學（含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就讀，與所在地學生享有同等待遇，

並享受中考加 5 分政策。 

53. 臺灣同胞可按照有關規定繳存、提取住房公積金以及申請住房公積金

貸款，並在辦理時同等享受便捷服務。臺灣同胞與所在單位終止勞動

聘用關係並返臺的，可按照規定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帳戶餘額。 

54. 在湖州就業、工作、生活的臺灣同胞憑居住、工作或學習證明等，可

按相關規定在湖州購買或者租賃住房，申請湖州市公租房、人才公寓

等，享受湖州居民同等待遇。 

55. 臺灣同胞在湖州就業期間可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

保險。 

56. 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湖州市醫療機構可為

就診的臺灣同胞提供符合臺灣地區健保機構核退費用要求的醫療文書

等方面的便利。 

57. 在湖州生活 1 年以上的特困臺灣同胞入住湖州市養老機構的，參照湖

州市特困老人有關標準給予特定服務物件補貼。在湖州亡故的，按惠

民殯葬政策減免 4 項基本服務專案費用；留有孤兒的，在其成年前，

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送至屬地兒童福利機構予以安置。對突遭變故致

生活困難的臺灣同胞給予臨時救助。 

58. 臺灣同胞可在湖州所有合法經營的賓館、酒店、民宿、家庭旅館、房

車等登記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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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臺灣同胞已在臺灣地區取得有效機動車駕駛證的，可按照有關規定在

所在地公安機關申請換領機動車駕駛證。 

60. 年滿 60 周歲以上的臺灣同胞，可按照湖州市居民標準按規定享受相關

老年優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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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珠海《關於促進珠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9/10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論

述，按照國務院臺辦、國家發改委《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和省臺辦、省發改委《印發《關於促進粵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粵府臺發〔2018〕1 號）精神，結合我市實際，現就

進一步深化珠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臺灣同胞在珠海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珠海居民同等待遇，促進臺資企業在珠海更好更快發展，

提出以下貫徹落實措施。 

一、深化珠臺經貿合作 

1. 在珠海的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大陸企業同

等政策。鼓勵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參與珠海的開發、建設。鼓勵臺資

企業在珠海設立總部、研發中心、運營中心、採購中心和物流中心等。 

1. 市、區人民政府設立的各類扶持資金和出臺的各項優惠政策，臺資企

業和臺灣同胞享有同等待遇。 

2.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和我市激勵企業創新的優惠政策。 

3. 支援臺資企業在珠海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參

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可與我

市企業等各類資本同等條件參與市內各級政府的交通基礎設施 PPP專

案等合作建設。 

4.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規定的臺資企業均可申請參與珠海市政府

採購活動。臺資企業可按我市企業同等條件申請納入廣東省創新產品

清單，並享受政府採購鼓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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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負面清單管理要求的臺資企業，可以通

過產權交易市場公平、公開方式參與珠海市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6. 臺資企業與我市企業同等條件適用廣東省和珠海市土地保障政策。符

合廣東省確定的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集約的臺資企業，可按所在地土

地等別對應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 70%，確定其工業項目用地出讓底

價。 

7.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在珠海設立企業時可以選擇使用美元或人民幣作

為註冊資本金，在珠海經營活動中可以享有內資企業待遇。 

8. 鼓勵金融機構優化臺灣同胞金融服務，提升臺灣同胞申請信用卡、銀

行貸款等金融服務效率。 

9. 支持臺資金融機構、商戶等與在珠金融機構及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

規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 

10. 支援臺資銀行在本市設立總部及分支機搆，支援臺資銀行與本市同業

合作，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11.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投資者到本市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務。 

12.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金融機構按照有關規定設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期貨公司。 

13. 符合條件的臺灣法人可申請獨資或與內地法人合資、合作申辦營利性

或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14. 鼓勵符合條件的在珠臺資企業在大陸資本市場上市掛牌。 

15. 臺資企業和臺灣同胞來珠海辦展辦會，同等享受珠海相關支持政策。 

16. 臺灣地區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珠海註冊的獨立法人，享受與

珠海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可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

發計畫項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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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落戶珠海的臺資農業企業與我市農業企業同等條件享受農機購置補貼，

同等條件參與農村流通網路、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參加廣東省、珠

海市有關農業展會擴展農產品銷售市場，申報廣東省重點農業龍頭企

業並享受相關政策扶持。 

18. 鼓勵、支持臺資企業轉型升級，鼓勵臺資企業在珠海建設或運營科技

企業孵化器，享受我市企業建設或運營科技企業孵化器的政策，對符

合條件的給予經費支持。 

19. 臺灣同胞可在珠海依法設立個體工商戶，經營範圍參照《港澳居民個

體工商戶在內地開放行業清單》執行。 

二、促進珠臺社會文化交流 

20. 鼓勵臺灣青少年來珠海開展研學旅行，參加各類夏令營及青少年交流

活動，積極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申請兩岸交流基金

專案。 

21. 鼓勵兩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共同在珠海設立兩岸合作研發機

構，聯合建設重點實驗室，開展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

研究，聯手培養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 

22. 支持珠臺高校建立機制化交流平臺，開展學術研究、學術論壇、學生

交流、學校互訪等交流活動，對重點專案予以一定資助。 

23. 臺灣同胞在珠海創辦各類文化企業，享受和珠海文化企業同等文化產

業政策。 

24. 積極協助在珠海的臺灣同胞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 

25. 鼓勵和支持珠臺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

研究和成果應用，支持鼓勵臺灣同胞和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來珠開展

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學術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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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加強珠臺兩地文化交流，積極引進臺灣優秀文藝團體，協助辦理相關

手續。 

27. 臺灣人士按規定審批後可參與市內的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

作，數量可不受限制。 

28. 市內具備資質的廣播電視臺引進臺灣生產的影視劇不作數量限制，我

市各級具備資質的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等引進臺灣地區生產的各類

優質電視劇、綜藝等節目不受數量限制，引進機構需依相關規定申報。 

29. 鼓勵臺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珠海設立代表機構，可與珠海市內的律師

事務所聯營，珠海市內律師事務所可以聘用臺灣執業律師擔任法律顧

問。 

30. 鼓勵臺灣同胞加入珠海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支援臺灣地區商協會、社團、行業協會與

珠海相關機構開展兩地經貿、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動。 

三、支持臺胞在珠就學實習就業創業 

31. 臺灣學生在市、區教育部門的指導下統籌安排就學。 

（1）臺灣同胞子女報讀幼稚園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小學和初中由居住地所

屬區教育局就近統籌安排就學，高中根據中考成績錄取入學。 

（2）在珠海初中就讀的臺灣學生參加珠海中考，享受總分加 2 分投檔的政

策優惠。 

32. 鼓勵企業為離校 2 年內未就業的普通高校臺灣戶籍畢業生提供更多見

習崗位，並按本市規定給予就業見習補貼，補貼標準不低於珠海最低

工資標準，補貼期最長不超過 6個月。 

33. 鼓勵臺灣青年來珠海就業創業，臺灣青年可按規定同等享受市、區人

民政府出臺的各類創業項目扶持、融資支持、科技創新、市場開拓、

生產經營場所和住房租金補貼等各項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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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符合《珠海市創業補貼實施辦法》條件的臺灣青年創業者，可享受相

關創業補貼。 

35. 在校及畢業 5 年內的普通高等學校（含臺灣普通高等學校）臺灣學生

或畢業生，在本市成功創業的可申請最高不超過 10,000 元創業資助。 

36. 畢業 5 年內的普通高等學校（含臺灣普通高等學校）臺灣畢業生（不

含合夥人和股東）在本市創辦初創小微企業，可申請最高 20萬元的一

次性綜合創業資助。 

37. 臺灣青年在珠創業的，可按租賃經營場地面積申請每月每平方米 30元

補貼（租金標準低於補貼標準的，按實際數計算），每年最高補貼 8,000

元，補貼期限不超過 3年。 

38. 臺灣青年創辦初創企業的，根據帶動就業情況，可申領最高不超過 3

萬元的創業帶動就業補貼。 

36. 鼓勵支援臺灣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科學家和能夠推動重大技術革新

的科技領軍人才來珠海工作。支持來珠海工作的臺灣人才申報國家「千

人計畫」、「萬人計畫」、省「珠江人才計畫」、「廣東特支計畫」和市「英

才計畫」，並按規定享受相關人才待遇。 

37. 符合條件的臺灣青年創業基地按規定享受珠海市創業孵化基地補貼。 

38. 鼓勵臺灣同胞在珠海報名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技能人員

職業資格考試。推動開展兩岸從業人員執業資格互認。臺灣同胞在臺

灣地區已經取得專業服務領域執業資格的，持臺灣地區相關機構頒發

的證書，經批准可以在珠海開展執業服務。 

39. 支持臺灣導遊領隊在珠海換證執業。 

40. 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在珠海參加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

格考試，相關部門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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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協助符合條件的臺灣學生參加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協助取得大陸醫師

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在珠海申請執業註冊。支援符合

條件的臺灣醫師，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支持符合條件的

臺灣醫師，按照相關規定在珠海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重新辦理

註冊手續。 

42. 大力吸引臺灣專家、學者、教師來珠海的高校、職業院校從事專業學

科教學工作，在臺灣地區取得的學術成果可以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四、便利臺胞在珠居住生活 

43. 來珠海就業創業的臺灣青年可以根據《珠海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

《珠海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申請公共租賃住房。 

44. 臺灣同胞、劇團、影視公司可在珠海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

獎等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專案；臺灣同胞可參評廣東

省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青年文明號、「三八」紅旗手等評選

活動。 

45. 積極協助臺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在珠海參與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

設等基層工作。支持在珠海長期居住的臺灣同胞參與珠海的社區建設

和社區服務，受聘擔任社區及相關社會組織負責人。鼓勵臺灣同胞參

與組建社區志願服務隊。有條件的社區可以建立以臺灣同胞個人命名

的社區服務工作室，納入政府購買社區服務專案名錄。 

46. 在我市創新創業就業，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臺灣人才，可在本市購買

住房。 

（1）在我市創辦企業，個人實繳資本或技術入股評估價不少於 100 萬元

（以近半年的驗資報告為准），所創辦的企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在

我市依法註冊、登記和納稅，屬於我市產業發展導向目錄中優先或鼓

勵發展類的產業，其全職職工不少於 5 人（在本企業連續繳納社會保

險 6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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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在我市就業的臺灣人才，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①與我市用人單位簽訂 1 年以上勞動（聘用）合同，且在市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門辦理就業登記手續； 

②本科以上學歷人員或取得國際通用職業技能資格證書或取得技師以

上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③在珠海工作滿 3 個月以上，並依法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按

揭貸款、住房公積金使用等方面享受珠海居民同等待遇。 

47. 在珠海創業、就業的臺灣同胞可參照珠海企業職工標準繳交住房公積

金，申請公積金貸款。 

48. 貫徹落實社會保險法，確保臺灣同胞在我市就業期間的養老保險權益。 

49. 臺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社保個人帳戶儲存額，在其離開大陸時

經個人申請可以一次性支取。 

50. 在珠海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珠海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51. 臺灣同胞在珠海亡故，可參照珠海惠民殯葬政策，免除殯葬基本服務

費用；留有孤兒且孤兒無法定監護人的，可參照珠海孤兒福利保障政

策獲得相關保障。 

52. 年滿 60 周歲的臺灣同胞，參照珠海居民標準，可以享受乘坐市內公共

交通設施相關優惠。 

53. 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在珠海的臺灣同胞在各類公

共文化服務場館可以享受和珠海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務待遇。 

54. 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珠海設覆

蓋全市範圍的 39 個居住證辦理網點，為臺灣居民在珠海就近辦理居住

證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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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設立臺灣同胞工作站，辦公地點設於市臺灣事務局，為臺灣同胞提供

政策解答、諮詢等服務和各類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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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鹽城《關於促進鹽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8/9/12 

為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深化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細化落實國家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要

求，為臺灣同胞在鹽城投資、就業、創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

進一步深化鹽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出臺若干措施如下。 

一、促進鹽臺經貿合作方面 

1. 鼓勵和支援臺灣同胞在鹽城投資的企業（以下簡稱「臺資企業」）參與

「鹽城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鹽城內資企業同等政策。鼓勵臺

資和臺資企業投向先進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重點

領域，同等享受各級政府設立和出臺的相關優惠政策。對臺資重大產

業項目，採取「一事一議」方式給予優惠政策。（責任單位：市發改委、

市經信委、市商務局、市財政局） 

2.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設在鹽城的研發機構採購大陸

生產的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責任單位：市科技局、

市稅務局、市經信委、市財政局） 

3. 支持臺資企業在鹽城設立總部、研發中心、運營中心、文創中心、採

購中心和物流中心等功能性機構，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及資金扶持政策。

（責任單位：市商務局、市經信委、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市稅務局） 

4. 支持臺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鹽城註冊的獨立法人申報國家

重點研發計畫項目，享受與大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

受聘於在鹽城註冊的獨立法人的臺灣科研人員，可作為國家重點研發

計畫項目（課題）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對臺

灣地區智慧財產權在鹽城轉化的，可參照執行相關智慧財產權激勵政

策。（責任單位：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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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援臺資企業在鹽城依法合規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

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建設。（責任單位：

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市城建局、市交通運輸局、市房產局、市水利

局） 

6. 支援臺資企業公平參與我市各級政府採購。（責任單位：市財政局） 

7. 支持臺資和臺資企業通過合資合作、並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

合所有製改革。（責任單位：市國資委） 

8. 支持臺資企業與鹽城內資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

鼓勵類臺資工業專案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

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 70%執行。

鼓勵實行彈性出讓、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等靈活的工業用

地供應方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責任單位：市國土局、市商務局） 

9. 臺資農業企業可與鹽城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

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臺資企業農業專案直接用於或

服務於農業生產的生產設施、附屬設施用地，可以按設施農用地有關

規定管理。（責任單位：市農委、市國土局） 

10. 支持臺灣金融機構、商家與中國銀聯及鹽城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

開展合作，為臺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責任單位：市金融

辦、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 

11. 支持鹽城征信機構按照規定與臺灣征信機構開展業務合作，優先給予

業務對接、商議管道、資質認定和合作目錄。（責任單位：市經信委、

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 

12. 鼓勵臺資銀行與鹽城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鹽城實體經濟

提供金融服務。（責任單位：市金融辦、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各

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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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強與臺灣銀行機構的對接與溝通，推動已在大陸設立分支機搆的銀

行機構來我市設立分支機搆。（責任單位：市金融辦、鹽城銀監分局） 

14. 支援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到主機板、中小板、創業板以及新三板掛牌

上市，享受我市企業上市各項扶持政策。（責任單位：市金融辦） 

15. 充分發揮「蘇微貸」、「小微貸」、「科技貸」、「蘇科貸」等財政融資資

金池政策作用，為我市中小微臺資企業、臺灣同胞提供融資服務。鼓

勵市內金融機構擴大臺資企業融資規模，支援臺資企業申請使用「過

橋資金」。支持臺資企業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責任單位：市金融辦、

市財政局、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各商業銀行） 

16. 鼓勵和支援臺資企業科技創新，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同等

享受江蘇省科技創新 40條及鹽城市聚力創新 10條政策。（責任單位：

市科技局、市經信委、市商務局、市財政局） 

17. 鼓勵和支持臺灣高層次人才以重大科技創新或科技成果轉化專案來鹽

投資創業。支持臺灣高層次人才以專利技術投資入股，享受與設備投

資同等補助。（責任單位：市人才辦、市人社局、市商務局、市財政局、

市科技局） 

18. 推進鹽臺經貿合作平臺建設，支持各級開發園區建立臺資區中園。引

導重點臺資企業向國家級、省級園區集聚。培育壯大鹽都臺灣農民創

業園、江蘇省海峽兩岸漁業交流合作（射陽）基地等合作平臺。支持

大豐東方 1 號創意園、城南新區大資料產業園等創建臺灣青年就業創

業基地。（責任單位：市農委、市海洋漁業局、市發改委、市商務局、

市財政局、市臺辦、各縣（市、區）政府，市開發區、城南新區管委

會） 

19. 積極推進「臺商走電商」，鼓勵臺資企業利用協力廠商平臺或自建平臺

發展電子商務，拓展銷售管道。支援臺資企業創建國家及省級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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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示範企業，同等享受我市支援電子商務發展的扶持政策。（責任單位：

市商務局、市財政局、市臺辦） 

20. 各類重點開發園區可為臺資企業代建廠房及配套基礎設施，一定期限

內可以供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免費使用。符合條件的臺資工業專案自

建廠房的，根據基建規模對土地等建設成本給予配套補助。（責任單位：

市規劃局、市城建局、市國土局、市財政局、市民防局、市商務局） 

21. 臺資企業與鹽城內資企業同等適用我市公積金管理政策，符合條件的

臺資企業可以按照規定降低繳存比例、緩繳住房公積金。（責任單位：

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22. 鼓勵和支援臺灣行業公會、臺資企業、臺灣同胞來鹽辦展辦會，加強

合作交流。（責任單位：市商務局、市經信委、市財政局、市臺辦） 

二、增進鹽臺人文交流方面 

23. 鼓勵和支持臺灣同胞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具體執業辦法依照國家規定由相關行政主

管部門組織實施。（責任單位：市人社局） 

24. 支持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臺灣同胞，按照相關規定在鹽城申請執

業註冊。（責任單位：市衛計委、市人社局） 

25. 在臺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臺灣同胞在鹽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

格時，隻需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責任單

位：市人社局） 

26. 支持在鹽臺灣優秀人才申報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鼓勵在鹽

臺灣同胞申報省、市「雙創計畫」等各類人才計畫。在鹽工作的臺灣

大學生、專門人才、領軍人才，同等享受鹽城人才政策各項待遇。（責

任單位：市人才辦、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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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符合高層次人才引進需求和招聘條件的臺灣同胞，可參加我市事業單

位公開招聘。（責任單位：市人社局） 

28. 鼓勵臺灣教師來鹽高校任教，其在臺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

價體系。（責任單位：市人才辦、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29. 支持重點產業、重點專案、重點學科聘用急需緊缺臺灣專門人才，用

人單位可採取「一事一議、量身定做」方式，提供啟動資金、專家公

寓、安家補貼等支援政策。（責任單位：市人才辦、市人社局、市財政

局） 

30. 鼓勵臺灣同胞來鹽創業，可同等享受我市全民創業的各項激勵扶持政

策。（責任單位：市人才辦、市人社局、市財政局） 

31. 為來鹽創業就業的臺灣同胞提供人事代理服務，説明組織臺資企業和

臺灣同胞專場招聘活動。支援使用臺胞證註冊登錄鹽城人才服務網等

招聘網站。（責任單位：市人才辦、市人社局） 

32. 支持臺灣同胞依據相關規定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責任單

位：市臺辦） 

33. 鼓勵臺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

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責任單位：

市文廣新局、市臺辦） 

34. 鼓勵臺灣同胞參評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

領域各類評獎專案。鼓勵和支持在鹽臺灣同胞參與勞動模範、「五一」

勞動獎章、技術能手、「三八」紅旗手、青年五四獎章等榮譽稱號評選。

（責任單位：市民政局、市文廣新局、市總工會、市科協、市婦聯、

團市委、市臺辦） 



 

 
539 

35. 支援臺灣同胞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參與鹽城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

視劇製作。支援鹽城廣播電視臺、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依法合規引

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責任單位：市委宣傳部） 

36. 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在鹽城合資合作經營娛樂場所從事娛樂場所經營

活動；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在鹽城投資設立合資、合作經營的演出經

紀機構從事營業性演出經營活動；鼓勵臺灣地區投資者在鹽城投資設

立合資、合作經營的演出經營場所從事演出場所經營活動。（責任單位：

市文廣新局、市工商局） 

37. 鼓勵臺灣同胞融入鹽城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專業性社團組織、

行業協會。鼓勵臺灣同胞及相關社團參與鹽城扶貧、支教、公益、誌

願者等基層工作。（責任單位：市發改委、市經信委、市民政局、市科

技局、市臺辦、市文廣新局、市科協、市扶貧辦） 

38. 協助臺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根據有關規定申請兩岸交流基

金專案，促進鹽臺兩地民間交流。（責任單位：市臺辦） 

39. 支持鹽臺兩地開展美食、民俗、旅遊等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人文深度

融合。（責任單位：市委宣傳部、市文廣新局、市旅遊局、市商務局、

市臺辦） 

40. 鼓勵在鹽臺灣同胞參與「鹽瀆風」全民閱讀、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淮劇、雜技等地方特色傳統文化發展工程。（責任單位：

市委宣傳部、市文廣新局） 

41. 支援省級對臺交流基地（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設，為市有

關部門組織開展的涉臺活動提供免費服務。（責任單位：市臺辦、市旅

遊局、市財政局、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42. 支持鹽臺兩地各類院校建立機製化交流平臺，開展學術研討、論壇講

座、學生交流、校際互訪等交流活動。（責任單位：市臺辦、市教育局、

市文廣新局、各省屬駐鹽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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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臺胞便利生活方面 

43. 支持符合條件的臺灣同胞申領臺灣居民居住證、申請市公租房、租房

補貼等住房保障待遇。臺灣同胞在鹽購買商品房貸款首付比例及貸款

期限標準享受本市居民同等待遇。（責任單位：市公安局、市房產局、

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人民銀行鹽城市中心支行、市各商業銀行） 

44. 在鹽城就業的臺灣同胞可自願繳存住房公積金，並同等享有住房公積

金的提取和貸款權利。（責任單位：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市房產局） 

45. 在鹽城的臺灣同胞及其家屬享有與鹽城居民同等的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各級醫療機構為臺灣同胞回臺報銷健保費用提供符合要求的醫療文書。

（責任單位：市衛計委、市臺辦） 

46. 臺灣同胞在鹽城居住期間參照鹽城居民標準，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城鄉

居民醫療保險。（責任單位：市人社局、市財政局、各縣（市、區）政

府、市開發區、城南新區管委會） 

47. 臺商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讀鹽城公辦學校，與鹽城居民享受同等待

遇。不符合施教區入學的臺商子女，市、縣兩級教育部門統籌安排到

公辦學校就讀，給予適當照顧。（責任單位：市教育局、市臺辦） 

48. 鹽城市各級公共文化場館免費向臺灣同胞開放，臺灣同胞享受與鹽城

居民同等公共文化服務待遇。（責任單位：市文廣新局） 

49. 臺灣同胞享受與鹽城居民景點遊覽服務、乘坐市內公共交通設施同等

優惠待遇。（責任單位：市旅遊局、市物價局、市交通運輸局） 

50. 支持臺灣及大陸航空公司增加鹽城至臺灣直航班次，加快鹽臺海空直

航運輸體系建設。（責任單位：市交通運輸局、市港口局、市財政局、

市口岸辦、鹽城南洋機場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