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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正處於轉變的過渡期，適逢國際經貿局勢轉

變與區域競爭，近年頻頻出現外商倒閉或撤出中國大陸市場案例，臺

商赴陸投資布局力度也趨保守，甚至在貿易戰的壓力下，相關影響加

速浮現，企業紛紛提前執行調整布局策略時機點，並極可能鬆動長期

群聚中國大陸的國際供應鏈體系。然吸引外資投資一直是中國大陸重

要的經貿政策，帶動其國內的經貿發展。面對當前局勢發展，中國大

陸外資政策亦隨勢進行調整。本研究分析近二年外資政策的變化，並

透過文獻彙整、出國考察、專家座談等方式，掌握外資在中國大陸的

投資布局特點，以掌握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及企業對於此等外資政策

變化的可能因應方式，作為政府擬訂助益臺商投資布局及相關政策參

考，藉此提升我經貿發展動能，鞏固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扮演的角色與

定位。

壹、外資與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特點

由投資數據及相關文獻觀察，外商在大陸的投資偏好滿足當地市

場需求的服務業，區位布局除華東地區，亦延伸布局西部、華北等區

域二三線城市；相較之下，臺商對內需服務業的投資雖然增加，但仍

聚焦製造業，因此中國大陸中南、東北地區推動製造業相關的有利政

策，對臺商相對具有投資誘因。再者，綠色環保、稅制(如反避稅措施)、

降低企業成本等外資政策，對製造業的影響性(或影響範圍)相較高於

服務業，其對臺商的影響相對外商企業明顯。

至於服務業，雖然臺商與外商皆投入服務業布局，但外商在服務

業的發展相對臺商具有競爭優勢(如品牌力、知名度、商業模式、創意、

人才吸引力等)，此等競爭力差異除對當地投資布局競爭形成影響，是

否也促使外商與臺商服務業面對中國大陸推動相關外資政策時，可能

形成不同的反應與布局策略，值得後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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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近年外資政策重點與方向

近二年中國大陸中央外資政策聚焦擴大開放市場、體制改革、降

低企業成本、人才等方向，符合外資企業的期待，同時也慮及國內需

要。就其開放領域觀察，與中國大陸產業結構改變與市場結構需求變

動有相當的關係；其他如體制改革、人才、研發等措施也多可見到類

似的安排與考量。就外資政策的方向與重點來看，此等安排有利營造

更公平、透明、便利的外商投資環境，確有助於提振外商投資信心，

搭配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需求下，具吸引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誘

因。

其次，就自貿區政策觀察，自貿區政策的先行試驗明顯有助政策

改革，從對外擴大開放、投資誘因、體制改革，到監管措施都可見到

先行試驗和示範的現象。然自貿區的政策試驗與推廣複製仍有其侷限

性，並非所有政策均可經由自貿區主導試驗或進一步複製推廣。

再者，就惠臺政策來看，國臺辦的惠臺政策係屬框架性的綱要，

落實需看地方規劃；而就目前蒐集的地方政策來看，不脫中央惠臺政

策框架與內涵，且各地惠臺政策同質性亦高，因此整體政策效益如何，

尚須視其實際執行落實的程度而定。就政策內涵觀察，惠臺政策主要

聚焦人才，協助臺灣人融入當地生活；至於產業開放方面，則各地方

惠臺政策較中央外資政策開放領域更廣，納入文化、藝術休閒、出版、

影音製作、傳播及通訊服務業、醫療保健等領域的開放，確實是給予

臺灣特殊開放優惠。

目前看起來，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將持續朝開放、制度化、透明化

的方向發展，但鑒於開放的領域已為其深度保護或者關乎其不可開放

之領域，加上目前美中貿易戰的因素滲入，因此何時開放、對誰開放

不排除會有戰略性談判籌碼的考量。再者，中國大陸監管措施的進展

與擴大開放的進程與範圍具相當關聯性，即便外資政策文件中有意淡

化監管議題，然單就監管政策盤點，確可見到其監管前行建置並在達

可控管的條件下，方陸續對外開放的關聯。而且監管涉及的部會、體

制與法規眾多，加上監管政策的執行仍存在相當的障礙待排除，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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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中國大陸對外資實際開放的範圍與執行速度。

參、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變化對企業布局影響

在外資政策持續朝有利經商環境優化、降低企業成本、擴大開放

市場商機的方向發展，符合當前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或市場開放

的期待，亦有助解決在當地經商面臨的問題(如經商成本、經商便捷化、

進出口條件、智財權保護等)，以及伴隨經濟成長、居民所得提升、消

費轉型升級等衍生的當地市場規模與市場成長性商機加持，仍創造吸

引外商與臺商赴大陸投資的誘因，即便有外商(包含臺商)撤出中國大

陸的案例，但中國大陸仍是不可忽略的市場。因此不論就外商或臺商

均可看到持續投入中國大陸布局的案例。就布局的方向而言，服務業

受到外資政策開放的激勵，將持續積極深耕中國大陸市場；而製造業

亦著眼當地市場的崛起，積極針對具市場商機的產品加強拓銷，另外

與政策導引、鼓勵相關的產業也是企業積極布局的領域。

至於外商(包含臺商)撤出中國大陸則明顯與當地投資環境變化有

關，而國際經貿局勢變化，特別是美「中」貿易戰加劇將促使外商與

臺商企業加快調整布局的時點(包含移轉海外第三地生產、調整生產配

比、變換原物料來源等)，甚或造成現有國際供應鏈的變動，對於此波

供應鏈的變動將可能影響臺灣在供應鏈的地位，值得關注。

肆、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變化對兩岸經貿的影響

就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宣示的方向來看，確實提供更多的引資誘因，

也有助臺資企業布局當地內需市場，提供企業發展的動能，惟此企業

發展動能的引入是否連帶促使企業在臺灣投入前瞻技術發展或擴大臺

灣經貿的動能則是需要觀察與注意的，若未能強化企業在臺灣的投資、

技術發展，提升臺灣的經貿動能，則此等發展雖有利臺資企業確未必

對臺灣本地經濟有所助益。其次，伴隨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崛起，臺商

的經營重心逐漸移往當地，加上強化當地稅賦要求、自製率要求提升，

當地投資與臺灣連結的變化，是需要關注的；再者，人才吸引政策是

否影響臺灣人才流失，也需要密切追蹤。至於監管方面，中國大陸對

於數據、資料儲存、網路加強監管，是否產生臺商資安或營業秘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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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問題；而稅制監管的強化以及強化當地稅賦要求，則影響臺商過

去將大陸經營利潤留在臺灣的做法，除了加重臺商的稅務負擔，也隱

含臺灣稅基可能流失，因此兩岸租稅協議盡快生效有助降低兩岸雙重

課稅與搶稅問題對臺灣的影響。

鑒於大陸外資政策的變化仍將牽引外資企業(包括臺商)投入大陸

市場，其發展方向不乏未來發展的產業，而大陸與外資相關的政策作

為也將牽動臺灣的經貿發展。加上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防堵政策的力

度提高，更將牽動國際供應鏈改變。為了維持臺灣在國際供應鏈上的

連結，臺灣應該密切追蹤國際局勢變化，追蹤美「中」貿易戰中國大

陸外資政策變化與對企業布局影響，以利掌握企業布局動態與相關布

局需要，同時研擬因應政策，符合臺商/臺灣人才發展需要，保持臺灣

競爭優勢，強化我產業競爭力，鞏固在全球企業布局位置。而中國大

陸仍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市場，在未來國際供應鏈朝短鏈發展下，更應

該重視每一個重要市場，搶占每一個商機，因此提供兩岸良好的經商

環境，給予企業經營與合作彈性，也是應該重視的。

此外，為了維持臺灣的競爭優勢，加強國內政策執行落實，提

供企業在臺發展與布局所需的資源與契機是應該關注的重點；再者，

對外連結，擴大海外市場也是臺灣經貿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臺

灣眾多的中小企業，雖機動力強，但可用資源少，此時政府的助力相

對重要，故建議政府建立海外當地聯繫管道，提供臺商(中小企業)海

外布局投資相關訊息，協助企業掌握當地商機。最後，美國的技術防

堵政策對於與中國大陸生產密切連結的臺灣企業而言，將面臨不可確

定的智財權技術連結困擾，因此建議對於美國關切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可仿效海關通報機制，建立臺美有關智慧財產權資訊交換平臺，降低

美國關切的疑慮，還可藉此強化美臺的技術關聯力度。

關鍵詞：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美「中」貿易戰、企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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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1978 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利用外資」一直是中國大

陸重要的經貿戰略，除關乎其經濟與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動能，更扮演

中國大陸建構開放型經濟模式的重要關鍵。過往，中國大陸以廉價要

素搭配財稅優惠措施的「招商引資」政策，然在邁入經濟「新常態」

下，要素價格快速飆漲、產業競爭嚴重失序、污染防治要求日趨嚴苛

等因素，已大幅墊高企業成本負擔、失去競爭優勢；同時，商貿制度

法治化程度進展不敷所需，更令外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壓力倍增。另一

方面，中國大陸的產業成長與政策方向也面臨新的轉型壓力，衍生出

不同以往的外資引進需求。

除中國大陸內部經濟轉型與投資環境惡化致使外資投資意願下滑

與結構轉變，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亦面臨來自區域間的競爭，例如

東南亞各國近年經濟發展轉趨穩定，且受惠市場大幅開放、人口紅利、

低廉要素成本等優勢，加以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有助對外商貿拓

展，因此吸引諸多外資擴大布局。另外，環太平洋彼端的美國，「美國

優先」政策積極吸引企業回流美國、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增溫，也

對中國大陸「招商引資」產生影響。在此等內外因素交錯影響下，據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中國大陸 2016 年吸引外人投

資(Inflow FDI, IFDI)為 1,337 億美元，較 2015 年(1,356 億美元)下滑；

同時，外商企業也出現撤出中國大陸市場，轉向其他區域布局的現象；

而長期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布局區域的臺商，近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力度

也轉趨保守。

然而外人投資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或產業轉型扮演著關鍵的

影響力，且中國大陸如何能持續吸引外資，尤其是符合中國大陸期望

的投資布局，更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基此，近年在中國大陸的政策規

劃中，改善經商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與企業成本，創造具吸引

力的投資環境，擴大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誘因，是重要且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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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安排。具體例如，2013 年起陸續設置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自貿

區)以推動經貿制度改革，並將較為前瞻的政策與制度含納其中進行漸

進式的革新與開放；其後又陸續公布「國務院關於建構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的若干意見」、「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

「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皆明顯可看到中

國大陸的強化引資企圖。據 UNCTAD 統計，2017 年中國大陸 IFDI 金

額達 1,440 億美元，吸引外資能力除僅次於美國，也持續蟬連發展中

經濟體之冠，顯示其對外資而言仍有相當的吸引力。

2018 年時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也是習近平推動「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稱新時代)的起始年。習近平在「十

九大」工作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國大陸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隱含中國大陸將由「新常態」邁入「新時代」的發展步調。誠如習近

平核心經濟智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劉鶴在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透露，中國

大陸在金融與製造業的市場開放程度將大幅超越各界預期；習近平則

在 2018年博鰲論壇再次釋出將擴大金融業、服務業、製造業市場准入，

擴大進口，並將全力推動「一帶一路」，開創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格局

的訊息。加以中國大陸公布「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原有組織大幅

精簡調整；同時，相關對外開放措施與對臺措施陸續也公布與執行。

各方面均突顯中國大陸，「吸引外資」政策與方法的制定，亦因應「新

時代」下「高質量發展」需求而轉變，進而影響外資企業布局。鑒於

中國大陸向來係臺商全球布局策略最為側重的環節，伴隨中國大陸外

資政策措施轉變，臺商全球布局亦將隨之調整，此對臺灣的影響值得

重視；同時，亦需關注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變動對我引資產生競合的可

能影響。

基於此，實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國大陸近期外資政策措施，掌握其

吸引外資投資的戰略思維與策略，並分析對臺商投資布局之影響，俾

利政府研擬相關應對政策，助益臺商投資布局，同時亦相應強化我國

吸引外資投資政策，提升我經貿發展動能，並鞏固在全球產業價值鏈

扮演的角色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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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壹、研究內容

依據研究議題和委辦單位需求，本計畫將先歸納近五年外商、臺

商在中國大陸之投資布局特點與動向，作為後續探討大陸外資政策對

外 /臺資企業布局影響的研究基礎；其次，綜整中國大陸近二年

(2017-2018 年)外資政策，剖析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與發展方向，

之後再進一步探討外資政策變化對於外 /臺商投資布局及對兩岸經貿

的影響方向，惟考量政策施行時間尚短，難以由外資數據佐證，故在

前述外資布局特徵上，佐以案例說明可能的影響方向。此外，由於美

「中」貿易戰確實已影響企業布局，也促使中國大陸調整外資政策，

本研究也將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策略布局及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

納入分析。以下分別說明各項研究要點：

一、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現況

此部分研究重點主要呈現外資企業(包括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布

局現況，並歸納出投資布局的特徵與動向以作為後續政策影響分析的

基礎。研究團隊將儘可能蒐集可取得之投資統計數據(包含但不限於中

國大陸商務部、我經濟部投審會、UNCTAD 等)，運用統計數據掌握

外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規模、產業結構、投資業別、投資區位選

擇概況；另外，為求多方面掌握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動態，也將藉由

文獻彙整，以完整呈現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之輪廓；再者亦將進

一步歸納外資赴中國大陸投資重點案例，期藉由重點投資案例，瞭解

因應政策或市場變化的企業布局變化趨勢，例如過去臺商基於要素價

格成本考量赴大陸投資；聯發科、Intel、Tesla 係著眼中國大陸內需市

場商機；台積電等半導體業者係因應中國大陸半導體政策誘因與市場

競爭；而高通、蘋果、華碩則基於監管要求做出不同的布局變動。基

此，本研究亦將綜整分析外資在中國大陸重要投資案，掌握近期外資

因應中國大陸政策變化採行之投資布局趨勢，作為後續中國大陸新外

資政策影響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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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追蹤

本項研究將著重於近兩年推動的外資相關政策，除回顧近兩年外

資政策之重點，也將持續追蹤 2018 年公布之新外資相關政策，瞭解中

國大陸自「新常態」過渡至「新時代」下，政策思維、目標及手段之

變化，作為後續政策影響評估的分析基礎。具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外

資政策預期將更大幅度鬆綁(包含行業範疇、業務、法令制度等)；同

時，政策亦由體制層面革新著手，強化投資便捷、投資環境優化；另

一方面，伴隨市場開放幅度擴增，中國大陸對於監管體制的完善程度

亦將隨之提升。基此，本研究在外資政策的綜整，將區分為開放與監

管等二大面向。

另鑒於中國大陸過去在自貿區試驗前瞻性制度改革、市場准入開

放政策，形成與中央部會一般性外資政策之區別，因此本研究亦將分

別追蹤中央部會一般性外資政策與自貿區前瞻性外資政策，深入探討

此所隱含的政策意涵與可能影響。

三、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評估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評估將區分為三部分，首先係中國大陸外

資政策對於外商布局影響，其次則係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於臺商布局

影響，第三部分則係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兩岸經貿的影響。以下分別

說明相關研究要點：

1.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於外商布局影響

基於外商企業投資業別、企業能耐(如規模、技術層次、供應鏈環

節等)、在陸商會運作模式等條件與臺商有所差異，中國大陸外資政策

的執行對其影響亦與臺商有所區別，因此分析外商企業對於中國大陸

外資政策的可能反應、考量重點與因應策略，相關經驗可提供我政府

與業者參考借鏡。此部分資訊將以各國商會白皮書、期刊文獻或報章

雜誌評論等次級資料為主。再者，中國大陸已因美「中」貿易戰調整

外資政策，且對企業布局造成影響，故本研究也將美「中」貿易戰對

企業策略布局的影響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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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於臺商布局影響

由於中國大陸長期係臺商全球布局策略的重點區域，因此新外資

政策的推動與執行將對臺商永續經營至關重要，並且對臺商布局之影

響深遠。基於此，此部分將係本計畫之研究核心重點。相關資料的掌

握除透過期刊、報導或其他研究報告等次級文獻，亦將透過專家座談、

企業訪談等方式進行蒐集各界對於外資政策之觀察、影響與政策建議，

並納入研究內容綜合分析。以完整評估中國大陸近期外資政策對於臺

商布局之影響。

3.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兩岸經貿的影響

外商投資係各國關注之重點，亦係我國經貿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環節。兩岸長期在產業與經貿政策時有競爭，近年更趨白熱化，尤其

在爭取外商投資，充實內部發展動能、參與國際供應鏈、鞏固經濟實

力等目標多有重疊，因此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於兩岸經貿的可能影響

值得關注。當然中國大陸新外資政策之思維、目標與方法，也將有助

於我政府持續因應並完善國內吸引外商投資相關政策配套(例如大陸

政策之制定及臺商輔導工作等)。此部分資料將以前述研究為基礎進行

分析，搭配專家座談、業界訪問所蒐集的觀點與政策建言進行綜合分

析。

四、結論與建議

此部分研究要點則係綜整前述研究內容成果，針對中國大陸外資

政策動態、臺商企業布局需求，提供我政府臺商輔導工作及可能影響

的具體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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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的研究內容，本計畫研究架構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

係臺商與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概況；第二部分為中國大陸外資政

策概況彙整；第三部分則係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意涵與其對外商、臺商

及兩岸經貿之影響分析。最後則係依據前述研究成果，提出相關政策

建議，供委辦單位制定相關政策工作參考。本計畫的研究架構如圖

1-2-1：

圖 1-2-1 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彙整

中國大陸

引資概況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分析

結論與政策建議

宏觀政

策建議

微觀政

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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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蒐集相關文獻與次級資料整理分析

針對本計畫研究內容，如臺商與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概況、中國

大陸外資政策解讀與影響評析、區域動態發展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

響等部分，研究團隊將盡力蒐羅彙整相關文獻、資料，包括政府(包含

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公布之法令措施、專業期刊、專書、新聞、評論、

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報告與出版品等，以求資料之完整性

及多元性，使研究兼具深度與實用度。

二、企業訪談

本研究將依研究主題安排相關已(擬)赴中國大陸投資之臺商進行

訪談，除了瞭解產業界對於中國大陸最新外資政策之看法與未來布局

展望，亦掌握當地產業競爭動態與布局需求，協助政府政策與輔導工

作更貼合產業發展與對外拓展之需求。在廠商挑選部份，將優先挑選

已 (擬)赴中國大陸投資之臺商業者做為訪談對象 (產業則聚焦中國大

陸近年發展重點及政策扶持的重點項目)，惟廠商訪談受限於業者意願，

故本研究團隊將盡力安排。

三、專家學者座談會

本研究將針對「中國大陸最新外資政策動態對臺商投資影響」安

排 1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產、學、研各界共同參與，以互動討論

方式，歸納整理與會專家學者意見與建言納入研究報告中，以增加報

告的可讀性及可用性。

肆、預期效益

一、掌握外商與臺商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狀況與未來的可能動

向，提供政府研擬大陸政策之參酌。

二、彙整中國大陸最新外資相關政策，協助政府掌握影響未來臺商

在全球與中國大陸布局之重要因素與需求，以及相關外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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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經貿政策之競合影響，以利政府強化我國對外經貿與吸引

外資投資政策。

三、瞭解外商企業對於中國大陸外資相關政策的可能反應，有助政

府掌握臺商企業與外商企業在中國大陸競合狀況，以利政府制

定協助與輔導之工作方向。

四、整合中國大陸外資政策重點與意涵、臺商企業布局需要、兩岸

產業與政策競合可能性與影響等面向，具體擬定相應的對策方

向，供委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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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吸引外資概況

本章將運用統計數據掌握外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規模、產業

結構、投資業別、投資區位選擇概況，呈現近年外資企業(包括臺商)

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輪廓。同時也透過文獻資料蒐集，歸納外資赴中

國大陸投資重點案例，瞭解外資因應中國大陸政策或市場變化，在企

業投資布局的轉變趨勢，作為後續中國大陸推動「新外資政策」對於

外商(包含臺商)企業的影響分析基礎。

第一節 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概況

壹、整體投資概況

自中國大陸於 1980 年代在東南沿海開放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

等四個經濟特區作為對外經濟交流管道，再搭配豐富的廉價勞動力、

與諸多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積極進入布局，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發

展帶來充沛的動能。對照外商對大陸投資金額(圖 2-1-1)，整個 1990

年代係外商布局中國大陸市場相當踴躍的時期，特別是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講話」後，確立中國大陸對外開放新階段(如陸續擴大產業開

放、開放內陸城市、制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1。而 1997 年

亞洲金融風暴雖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未有直接影響，不過亞洲周邊經

濟體(例如日、韓等)在經濟上受創嚴重，則間接影響對中國大陸投資

狀況，促使中國大陸於同年修正「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配套2，

強化外商投資誘因。

全球經濟在 2000 年後陸續面臨「.com 風暴」、2003 年「SARS」

衝擊，連帶影響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其後，全球經濟再進入榮景期，

促使全球 FDI 重啟動能，加上中國大陸於 2001 年加入 WTO，使外商

對中國大陸投資額快速增加。不過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global

1 高長(2012)，大陸政策與兩岸經貿，臺北：五南，頁 53。
2
如 1998 年起鼓勵外商從事技術開發和創新，對外商投資設立研發中心在設備、技術轉
讓提供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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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risis)爆發與緊接而來「歐債危機」(European debt crisis)，深

切影響全球經濟發展，致使歐美企業頻現經營危機，影響對中國大陸

投資動能。即便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受全球景氣反彈，很快地在 2010

年恢復成長，並首度突破 1,000 億美元大關，但在 2012 年後，又因國

際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全球直接投資水準放緩，加以中國大陸投

資經商環境伴隨其經濟發展邁入轉型階段而轉變，亞洲新興經濟體陸

續開放市場的磁吸效應，即便中國大陸在 2013 年起積極推動「深化改

革」、「設置自貿區」等政策，企圖改革內部發展矛盾問題(諸如貧富差

距、區域發展失衡、環保問題、企業成本等)，並朝擴大產業開放、提

升商貿制度便利性、管理法治化等面向，強化其吸引外資誘因，但據

UNCTAD 公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控報告」(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資料顯示，中國大陸自 2015 年起已被美國超越，自全球最受

外資歡迎的投資地點寶座跌落。

尤其 2016 年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雖達 1,260 億美元，但卻較

前(2015)年 1,262 億元微幅下滑，顯示外商衡量中國大陸內外情勢，對

於中國大陸投資布局意願轉向保守，此也意味其外資政策面臨更大的

轉變壓力。自 2017 年開始中國大陸加快對外資政策的調整，並且宣示

「擴大開放」的政策步調，而 2017 年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金額也一舉

突破 2015 年水準，來到 1,310 億美元，再創歷年新高。

至於美「中」貿易摩擦自 2017 年初現端倪，美國持續瞄準中國大

陸「過大的貿易順差」與「智慧財產保護問題」對中國大陸進行懲罰

性措施，更對外商在中國大陸經商不易、出口成本提升的狀況雪上加

霜，促使包含美商、日商、韓商等外資企業開始調整布局以因應。不

過，在美「中」貿易戰緊張情勢日益升高之際，當地市場商機、產業

擴大開放、商貿便捷化等因素，仍有助中國大陸引資。例如美商電動

車大廠特斯拉(Tesla)決定落腳於上海臨港地區，獨資 20 億美元興建集

研發、製造、銷售於一體的電動車製造廠，係 2018 年上海市最大的製

造業外資投資案；美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則在 2018 年 9 月釋

出將在廣東獨資 100 億美元興建大型石化項目；荷蘭電池商沃克斯

(Lithium Werks BV)與中國大陸簽署合作協議，將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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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18.5 億美元，設立新能源鋰電池超級工程項目並設立研發基地；

BMW 在中國大陸放寬汽車業外商持股比例後，將擴大對中國大陸投

資，持股比率增至 75%。另外，中國大陸於 2018 年鬆綁證券業外資

持股比例，則吸引瑞銀證券、野村證券、摩根大通等外商金融業提交

控股合資券商的申請案。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圖 2-1-1 1983-2017年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整體概況

貳、前十大投資來源

觀察中國大陸吸引外商投資的前十大來源 (表 2-1-1)，近五年

(2013-2017 年)外商前十大來源包含香港、新加坡、英屬維京群島、韓

國、日本、美國、開曼群島、荷蘭、薩摩亞、臺灣、德國、盧森堡等。

且前十大投資來源的投資金額即占外商整體投資九成以上，顯示中國

大陸外資來源相當集中，尤其來自香港投資的比重高達六成，2017 年

更突破七成。不過，除香港、韓國、薩摩亞於 2017 年的投資占比高於

2013 年外，其餘前十大投資來源(包含臺灣)均呈下滑的態勢。

不過，考量全球近年推動「反避稅」相關政策，在中國大陸加強

移轉訂價查核，以及與香港等地的稅務資訊進行自動交換等措施相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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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後，是否因此會促使外商企業調動放置在香港、海外避稅天堂等

地的資金，值得關注。但就目前資料觀察，來自「避稅天堂」投資仍

是大陸的重要投資來源，影響尚不明顯。

表 2-1-1 2013-2017年中國大陸吸引外資投資前十大來源

項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金額 占比

總計 1,175.86 100% 1,195.62 100% 1,262.66 100% 1,260.01 100% 1,310.35 100%

前十大

合計
1,074.09 91.34% 1,108.90 92.75% 1,165.25 92.29% 1,156.95 91.82% 1,183.37 90.31%

1 香港 62.42% 香港 67.97% 香港 68.42% 香港 64.65% 香港 72.12%

2 新加坡 6.15%
英屬維

京群島
5.21%

英屬維

京群島
5.85%

英屬維

京群島
5.35% 新加坡 3.64%

3 日本 6.00% 新加坡 4.87% 新加坡 5.47% 新加坡 4.80%
英屬維

京群島
3.05%

4
英屬維

京群島
5.24% 日本 3.62% 韓國 3.19%

開曼

群島
4.09% 韓國 2.80%

5 韓國 2.60% 韓國 3.32% 日本 2.53% 韓國 3.77% 日本 2.49%

6 美國 2.40% 美國 1.98% 美國 1.65% 日本 2.46% 美國 2.02%

7 臺灣 1.78% 德國 1.73% 薩摩亞 1.58% 德國 2.15%
開曼

群島
1.66%

8 德國 1.77% 臺灣 1.69% 德國 1.23% 美國 2.89% 荷蘭 1.66%

9 薩摩亞 1.58% 薩摩亞 1.31% 臺灣 1.22% 臺灣 1.56% 臺灣 1.35%

10
開曼

群島
1.42%

開曼

群島
1.05%

開曼

群島
1.14% 盧森堡 1.10% 德國 1.18%

註：灰底係指來自「避稅天堂」的投資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投資區位選擇

觀察 2008至 2017年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表 2-1-2)，，

明顯仍係以華東地區為主，占整體投資比重近五成；中南地區居次，

投資占比超過二成；接續為華北、西部與東北地區，其中，華北地區

投資金額占比仍超過一成，西部地區與東北地區則投資占比均在一成

以下。形成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明顯集中於華東、中南地區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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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理優勢有助企業連結海外市場，更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

政策傾斜、勞動力流動、產業聚落完善等因素密不可分。然而近年面

對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成本急遽上升，加以中國大陸在產業轉型升級、

區域平衡政策等推動下，吸引高科技產業及服務業進入經濟發展程度

較高的東部沿海，例如廣東省於 2008 年公布的「騰籠換鳥、雙轉移」

政策，以及隔年宣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等皆具

有東部沿海省份產業轉型的意涵。加以驅動高汙染、高耗能、勞動密

集特性的產業轉往中、西部發展，則帶動了外資在大陸投資布局的移

轉，甚或移出中國大陸市場。

2012 年後在中國大陸有意推動區域平衡的政策指引下，明顯看到

外商投資由江蘇、廣東等移逐步向內陸擴散、移動的趨勢。例如對比

2008-2012 年期間，近五年(2013-2017 年)外商在上海、安徽、江西、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等

省市投資比重均有所提升；甚至如貴州、西藏、陜西、寧夏、青海等

西部、西南省市也是外商投資移轉的區域選項；而過往外資投資主要

據點的江蘇、廣東，則占比下滑。此等現象凸顯在區域平衡政策與地

方政府積極的招商引資的推波助瀾下，外商在大陸投資區域已有更多

元的選擇。

另外，中國大陸自 2013 年開始陸續設置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

以試點的形式推動深化改革、對外擴大開放試驗政策。之後，中國大

陸於 2015年進一步擴大上海自貿區，並增設廣東、福建及天津自貿區；

於 2017 年，中國大陸又在上海等四個自貿區發展基礎上，搭配區域發

展需求及地方特色，再增設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

陝西等七個自貿區；2018 年再宣布於海南島建設第 12 個自貿區。搭

配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政策，對於外商的投資區位布局是否產生影響，

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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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2008-2017年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區位概況
單位：億美元：%

地區/省市
2008-2012 2013-2017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較 2008-2012 比重增減

總計 243,061 100.00 237,615 100.00 -

華東地區 126,325 49.37% 115,543 48.63% 

上海市 33,477 13.08% 31,821 13.39% 

江蘇省 44,116 17.24% 40,124 16.89% 

浙江省 16,320 6.38% 14,884 6.26% 

安徽省 2,665 1.04% 3,500 1.47% 

福建省 13,358 5.22% 10,134 4.26% 

江西省 3,584 1.40% 3,569 1.50% 

山東省 12,806 5.00% 11,511 4.84% 

中南地區 68,017 26.58% 58,818 24.75% 

河南省 3,576 1.40% 3,621 1.52% 

湖北省 4,475 1.75% 4,467 1.88% 

湖南省 2,889 1.13% 3,603 1.52% 

廣東省 49,038 19.17% 42,628 17.94% 

廣西省 2,860 1.12% 2,117 0.89% 

海南省 5,178 2.02% 2,3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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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2008-2017年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區位概況(續完)
單位：億美元：%

地區/省市
2007-2011 2012-2016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較 1997-2016 比重增減

總計 121751 100.00 200031 100.00 -

西部地區 12,907 5.31% 15,502 6.52% 

重慶市 2,807 1.15% 3,878 1.63% 

四川省 4,100 1.69% 4,507 1.90% 

貴州省 494 0.20% 1,005 0.42% 

雲南省 1,684 0.69% 1,525 0.64% 

西藏省 72 0.03% 99 0.04% 

陝西省 2,045 0.84% 2,690 1.13% 

甘肅省 539 0.22% 487 0.20% 

青海省 249 0.10% 287 0.12% 

寧夏省 427 0.18% 568 0.24% 

新疆省 491 0.20% 456 0.19% 

華北地區 15,945 6.23% 33,517 14.11% 

北京市 6,079 2.38% 16,729 7.04% 

天津市 5,348 2.09% 9,302 3.91% 

河北省 2,058 0.80% 3,708 1.56% 

山西省 1,253 0.49% 2,063 0.87% 

內蒙古 1,207 0.47% 1,715 0.72% 

東北地區 19,868 7.76% 14,235 5.99% 

遼寧省 15,015 5.87% 11,176 4.70% 

吉林省 2,818 1.10% 1,748 0.74% 

黑龍江省 2,034 0.80% 1,311 0.55% 

註：華北地區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東北地區包含遼

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華東地區包含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

省、江西省、山東省；中南地區包含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

自治區、海南省；西部地區包含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

西北地區。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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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資產業別變化

自 2012 年中國大陸服務業產值首次超過製造業產值後，反映其經

濟結構已邁入轉型期，加上內部投資環境變化，外部新興市場興起、

全球投資放緩、美「中」貿易戰等因素，引發外資開始調整布局策略(包

含移往中西部省分、撤出大陸市場等)。以愛迪達為例，其在 2012 年

宣布關閉中國大陸唯一一家自有工廠，並將生產線遷移至緬甸；另一

方面，愛迪達也宣布未來將在中國大陸開設超過 1,000 家分店，用以

滿足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換言之，伴隨中國大陸經濟與投資經

商條件的變化，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別也呈現變化。觀察不同

時期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產業別比較(表 2-1-3)，隨著中國大陸開始推

動服務業轉型升級，並擴大開放服務業，外商在 2013-2017 年間對服

務業投資的比重已超過六成，且相較於 2008-2012 年，投資服務業金

額比重已成長約 16 個百分點；製造業雖是外商投資重點，但比重則相

對以往明顯下滑；至於農林漁牧礦業則因中國大陸亦有相當多的投資

限制，外資投資比重甚少，且有下降的現象。

表 2-1-3 2008-2017年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業別概況

產業 2008-2012 2013-2017

金額(億美元) 比重(%) 金額(億美元) 比重(%)

整體產業 5,158.91 100.00% 6,204.51 100.00%

農林漁牧礦業 117.44 2.28% 103.97 1.68%

製造業 2,622.58 50.84% 2,157.00 34.77%

服務業 2,418.89 46.89% 3,943.53 63.56%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進一步細觀外商投資的業別(圖 2-1-2)，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製造

業在 2010 年後已經低於五成，相對而言，包含批發及零售、金融、房

地產、租賃及商務等服務業的投資占比則逐年上升，已明顯超越製造

業投資占比，且近五年(2013-2017 年)外商投資占比已在五成以上。此

與近年中國大陸製造業進行結構性調整，同時產業環境也不利傳統製

造業發展有關；另外，過往高速經濟成長帶動龐大內需成形、中國大



17

陸持續推動消費轉型升級、鬆綁服務業市場准入規範(包含業務範疇、

持股比例限制)等，則有助服務業市場商機，形成投資誘因。以金融業

為例，中國大陸 2013 年開始在上海自貿區推動服務業開放、金融改革

等措施；人民銀行於 2014 年放寬銀行卡業務等，均提升外商投資誘

因。

不過 2017 年外商製造業投資占比提升，與外商對服務業的投資金

額下滑幅度有關，但是否表示外商投資業別出現轉折，仍待觀察。特

別是服務業雖具龐大的內需商機作為支撐，但如房地產業受近年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持續放緩、房地產調控政策等因素影響，外商對中國大

陸房地產投資明顯降溫。據媒體報導，2018 年大陸各地方省市的房市

調控持續收緊，統計今年各地發布的調控政策數量已逾百項3，可能會

使外商對於中國大陸房地產業的投資更趨保守。然就整體服務業來看，

隨著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對外開放，龐大的市場對於外商仍極具吸引力，

特別是金融業、租賃及商務服務、研究發展、資訊軟體、醫療、養老

照護等服務業，除具備市場需求，更獲得政府政策支持，因此可望成

為吸引外資投資的重點方向。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圖 2-1-2 2008-2017年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重點產業比重

3 聯合新聞網(2018.5.9)，陸抑制房地產市場 調控政策已逾百，資料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313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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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布局概況

壹、整體投資概況

臺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規模自 1991 年開始逐年提升，至 2008 年

投資額突破百億美元，2010 年達到 146 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峰。2011

年以後，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水準明顯下滑，即便 2014 年、2015 年

投資金額短暫回升，但 2016年已跌破百億美元的投資水準(圖 2-2-1)。

大致上，臺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模式為運用當地廉價的勞動與生產成

本、當地政府提供之優惠政策，布建中國大陸為海外首要製造基地，

至於臺灣據點則逐步轉型成扮演「研發」、「營運總部」等策略性角色，

形成產品在臺灣研發，並於中國大陸加工產製後，再行分銷全球各地

的兩岸供應鏈「三角貿易」模式。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審會。

圖 2-2-1 1991-2016年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整體概況

中國大陸長期扮演臺商重要的海外投資據點與製造基地，但面對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升級、投資經商成本墊高，以及當地產業的崛起、

臺商供應鏈在地化程度提高，自當地取得研發資源比重增加等趨勢變

化，搭配區域經濟情勢的轉變(如 CPTPP、RCEP 等大型 FTA 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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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市場潛力、政府「新南向政策」等，皆形成臺商逐步移轉其他

海外區域布局的推力，使得近幾年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件數與金額占

臺商整體對外投資比重已明顯萎縮(表 2-2-1)。

然值得一提的是，2015-2016 年臺商對大陸地區投資件數雖然下

滑，但就我國政府核准臺商赴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來看，仍呈現持續

成長的態勢，主因係與臺商赴中國大陸的重大投資案有關(例如聯電

12 吋晶圓廠合資案、古雷石化案、台積電 12 吋晶圓廠等)，此亦使臺

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平均規模持續成長，甚至高於臺商平均對外投資規

模。而 2017 年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及平均投資規模呈下滑的情況，

則係近年赴大陸投資服務業件數占比持續增加，服務業投資規模較低

所致。

表 2-2-1 2013-2017年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概況

單位：件數；億美元

年 件數
占整體對外投資

件數比重
金額

占整體對外投資

金額比重

平均投

資金額

2013-2017 總計 2,327 52.82% 493.52 51.24% 0.21

2013 554 59.76% 91.90 63.72% 0.17

2014 497 50.20% 102.77 58.49% 0.21

2015 427 48.03% 109.65 50.51% 0.26

2016 323 39.44% 96.71 44.37% 0.30

2017 580 53.60% 92.49 44.42% 0.16
註：含件數與金額均含補辦；對中國大陸投資自 1991 年開始統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審會

貳、投資區位選擇

整體而言，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中，超過六成資金投資於華東

地區，中南地區約占兩成，其餘地區投資比重則相對低。不過，受到

近年中國大陸勞動成本快速上升、沿海地區缺工等問題，以及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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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推動區域平衡政策，則推動臺商布局區位的移轉。具體例如 2008

年後由廣東省開始推動的「騰籠換鳥」政策，驅動原先低技術、高勞

力密集、高汙染產業轉往中西部省份；2012 年以後，在「中部崛起」

等區域平衡政策驅使下，臺商對中南地區投資金額比重回升至兩成的

水準。另外，其他地區投資金額比重雖相對華東、中南地區微小，然

各地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以及中國大陸官方陸續推動「西部大開發」、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政策驅使下，部分臺商進一步轉向湖北、

安徽、吉林、黑龍江等中部、東北部城市布局，形成臺商近五年

(2013-2017 年 )對中南地區、華北地區及東北地區投資比重較

2008-2012 年期間成長。

整體來看，臺商在中國大陸布局區位與外商投資趨勢相似，除呈

現區域間的移轉外，區域內也出現移轉或擴散的現象。例如臺商過去

聚集江蘇省、廣東省、天津市等，但近年則有移轉或擴散至鄰近的省

份的態勢(包含福建、山東、安徽等)。另外，臺商亦抓住政策商機，

著手布局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等中南地區省市；西部地區近年則

有轉向貴州省發展的態勢；此外，東北三省亦有臺商擴大投資案例。

至於中國大陸持續推動自貿區進行前瞻政策的先行先試，自貿區是否

成為臺商投資布局區域的考量因素，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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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2008-2017年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區位概況

單位：億美元：%

地區/省市
2008-2012 2013-2017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較 2008-2012 比重增減

總計 596.21 100.00 493.52 100.00 -

華東地區 399.34 66.98 311.16 63.05 

江蘇省 203.59 34.15 122.68 24.86 

上海市 89.44 15.00 71.77 14.54 

福建省 39.82 6.68 53.17 10.77 

浙江省 36.55 6.13 25.63 5.19 

山東省 16.05 2.69 20.19 4.09 

安徽省 7.61 1.28 11.27 2.28 

江西省 5.44 0.91 3.50 0.71 

中南地區 110.64 18.56 109.83 22.25 

廣東省 90.25 15.14 62.08 12.58 

湖北省 7.58 1.27 9.65 1.96 

河南省 5.05 0.85 29.62 6.00 

廣西省 3.87 0.65 4.02 0.82 

湖南省 3.65 0.61 3.72 0.75 

海南省 0.14 0.02 0.65 0.13 

華北地區 33.30 5.59 33.37 6.76 

天津市 11.85 1.99 4.88 0.99 

北京市 8.14 1.36 25.46 5.16 

山西省 7.71 1.29 0.52 0.11 

河北省 4.81 0.81 1.93 0.39 

內蒙古 0.38 0.06 0.23 0.05 



22

表 2-2-2 2008-2017年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區位概況(續完)

單位：億美元：%

地區/省市
2008-2012 2013-2017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較 2008-2012 比重增減

總計 596.21 100.00 493.52 100.00 -

西部地區 40.81 6.84 29.01 5.88 

四川省 21.55 3.61 15.37 3.11 

重慶市 12.85 2.16 6.94 1.41 

陝西省 2.74 0.46 1.95 0.39 

貴州省 2.02 0.34 3.75 0.76 

雲南省 0.99 0.17 0.55 0.11 

新疆省 0.48 0.08 0.23 0.05 

甘肅省 0.14 0.02 0.06 0.01 

寧夏省 0.02 0.003 0.15 0.03 

青海省 0.01 0.002 - - 

西藏省 0.0004 0.0001 - - 

東北地區 12.12 2.03 10.15 2.06 

遼寧省 11.22 1.88 7.28 1.47 

吉林省 0.53 0.09 2.46 0.50 

黑龍江省 0.32 0.05 0.37 0.07 

註 1：華北地區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東北地區包含遼
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華東地區包含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

省、江西省、山東省；中南地區包含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

自治區、海南省；西部地區包含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

西北地區。

註 2：件數與金額含補辦資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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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產業別變化

就前述分析顯示，中國大陸「招商引資」提供的優惠政策與廉價

要素確實對於臺商具備相當大的投資誘因，但初期投資規模相對小，

至 1990 年代以後投資規模才逐漸放大，並於 2010 年來到投資高峰，

其後便反轉下滑；相對而言，臺商對中國大陸以外的投資金額則提升，

反映臺商已適度轉變布局策略。另外，臺商在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趨勢

轉變不僅在於投資區位變動、擴散，在產業別也出現變化。即使製造

業仍係臺商主要投資業別，但近五年 (2013-2017 年 )投資比重已較

2008-2012 年期間明顯下滑。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中國大陸積極推動

現代服務業發展，且中國大陸服務業整體服務品質提供仍相對臺商滯

後的背景下，臺商服務業也積極著手布局內需商機，促使臺商赴中國

大陸投資服務業金額占比有所提升。

實際上，伴隨中國大陸產業發展層次、居民所得提升，中國大陸

已不僅止於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中國大陸內需市場逐漸成為各方必

爭之地。除吸引臺商服務業者前往投資，臺商製造業也開始拓展當地

客戶尋求產品出海口，彌補近年歐美市場需求不振影響企業產品去化

的問題。一則顯示製造業臺商開始轉向對於內需的布局趨勢，也反映

出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對於臺商發展的重要性。

表 2-2-3 2008-2017年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業別概況

項目
2008-2012 2013-2017

金額 金額比重 金額 金額比重

總計 596.21 100.00% 493.52 100.00%
農林漁牧礦 0.89 0.15% 1.35 0.27%
製造業 437.90 73.45% 321.09 65.06%
服務業 152.67 25.61% 170.78 34.60%
未分類 4.75 0.80% 0.29 0.06%
註 1：金額均含補辦資料；
註 2：製造業業涵蓋製造業及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與營造業。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審會。

其次，細觀臺商投資重點產業之變化(表 2-2-4)，臺商在中國大陸

投資產業呈現高集中度的現象，且近年更為集中，投資前十大產業之

投資額已占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近八成比重。至於業別主要在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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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係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不過自中

國大陸積極推動服務業發展，並且兩岸於 2009 年 11 月簽署「兩岸金

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後，臺商金融及保險業者著眼中國大

陸內需商機積極布局，已超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電子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成為臺商近年對中國大陸投資主要業別。再者，政府自

2010 年 2 月 10 日宣布放寬臺灣不動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規定，國內

業者亦積極布局中國大陸不動產市場，近年也成為臺商對中國大陸投

資重點業別。

概括來看，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商機龐大，確實引起不少臺商服

務業者高度興趣。然而，臺商服務業相較當地業者規模普遍微小，品

牌知名度亦不如當地業者，在通路等掌握程度並不如當地業者，且須

與當地外商企業競爭，加上當地新服務模式或新興業態亦構成臺商傳

統營運模式的競爭威脅，因此服務業臺商後續投資概況值得關注。

表 2-2-4 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前十大業別概況(以金額排序)
單位：億美元

排序 2008-2012前十大產業 2013-2017前十大產業
總金額 596.21 100% 493.52 100%
前十大金 452.54 75.90% 389.55 78.93%

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3.69% 金融及保險業 17.80%

2
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11.93%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4.90%

3 批發及零售業 8.1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13.72%

4 金融及保險業 6.35% 批發及零售業 8.93%
5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5.52%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6.76%

6 不動產業 4.91%
化學原材料、肥料、塑橡

膠原料及人纖製造業
4.90%

7
化學原材料、肥料、塑

橡膠原料及人纖製造業
4.78%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3.33%

8 機械設備製造業 3.94% 基本金屬製造業 3.32%
9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3.56% 機械設備製造業 2.88%
10 塑膠製品製造業 3.07% 不動產業 2.38%

註：灰底表示服務業。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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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分析

面臨內部經營環境的變遷、要素價格優勢的逐漸消失，以及外在

國際競爭的壓力增加，已促使外資在大陸的投資轉趨保守，連中國大

陸本土企業亦積極出走；加上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戰端持續擴大，更

促使外商加速調整布局策略。再者，考量內部發展與結構轉變的需求，

即使中國大陸傾國家之力強化自主技術與創新，但中國大陸本土企業

短期內仍難取代，核心能力仍掌握在外資企業手中，其在中國大陸的

投資布局策略也將牽動中國大陸轉型升級的時程與轉型的成果。因此，

中國大陸有相當的誘因與壓力必須調整外資政策，強化引資。為了解

大陸近年外資政策的轉變對外資的投資布局有何可能影響，首先就需

了解目前外資在大陸投資布局的特徵、方向、與影響因素。根據前面

的分析結果，可大致歸納如下的幾點外資在大陸投資布局的特徵：

壹、投資模式與業別：外商投資偏好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的服務業；

臺商視中國大陸為製造基地，製造業為布局主軸

外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偏向服務業，貼近當地內需市場商機，僅

三成布局於製造業。雖然中國大陸經商環境已轉變，國際經濟情勢也

更加難測，不利當地投資，但伴隨當地市場的需求持續成長，加以持

續擴大開放的產業範疇與其他投資配套(如持股比例、業務、商貿便捷

化等)，當地市場商機仍舊對於外商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此包含 Tesla、

Exxon Mobil、Lithium Werks BV、BMW、瑞銀證券、野村證券、摩根

大通等外商企業仍持續擴大對中國大陸投資。

進一步觀察外商與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差異性，臺商明顯視中

國大陸為生產製造基地，超過六成的投資金額仍係投資於製造業。顯

示在中國大陸市場商機逐漸浮現之際，臺商雖重視中國大陸內需市場，

但仍偏向生產製造的連結。此與臺灣自身生產條件、兩岸地緣優勢、

國際供應鏈長期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群聚地點等因素有密切的關聯性。

即便目前因應國際局勢演變，國際供應鏈獨厚中國大陸的趨勢有鬆動

的跡象(包含朝東南亞、美國等地建構供應鏈)，布建於中國大陸的國

際供應鏈仍為各國企業所看重，因此臺商即便對非大陸地區投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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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長的趨勢，但是中國大陸仍係主要的投資地區。

貳、投資區位：外商貼近市場布局，轉向西部、華北的二、三線

城市；臺商著重中南、東北等製造業政策匯聚之區域

外商與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模式與產業別呈現明顯差異性亦可

能影響二者在投資區位的選擇，因此在投資區位擴散與移轉的方向有

不同的趨勢。例如中南、東北地區推動製造業的相關政策，因此對以

製造業為投資主軸的臺商相對具有投資誘因；另一方面以服務業為投

資主軸的外商企業，主要看重政策與市場商機規模，因此則在華東、

西部、華北的投資比重進一步提升。

另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中國大陸自貿區的設置，即便自貿區推動

的擴大開放、制度鬆綁係與服務業有較直接的關聯，惟似乎尚未形成

驅動外商投資布局區域改變的現象。至於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多係製

造業，且加工出口仍係主要投資模式，因此自貿區政策影響相對小。

不過隨著自貿區政策的逐漸深化，外商與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布局策

略受自貿區政策產生變化(包含業別、區位選擇)，值得觀察。

參、投資布局趨勢：臺商與外商皆更注重布局當地內需市場

觀察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布局的趨勢，外商與臺商對於服務業投

資均呈現明顯的成長，顯示二者均更加著重對於當地市場商機的布局，

而非僅將中國大陸視為廉價勞動力的製造基地。且在中國大陸積極開

放服務業(如金融、管理顧問、廣告行銷、律師、會計、證券、醫療等)、

鼓勵服務貿易(離岸業務、外包)等政策吸引下，外商與臺商對於服務

業的布局也更趨積極。例如近年許多臺灣大型金控公司亦進入中國大

陸投資、外商證券業加強布局等，即與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有明顯的關

聯性。

肆、臺商與外商投資特點之差異，影響其對政策的反應

從外商與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布局變遷，可發現投資環境、市場商

機、政策導引、制度規範等因素的確左右了企業的布局，不過由於外

商與臺商當前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競爭優勢與取向不同，對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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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外資政策的影響與反應也未必相同。如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以

製造業為主，因此對於綠色環保、稅制(如反避稅措施)、降低企業成

本等外資政策的影響性(或影響範圍)也應較投資於非以製造業為投資

領域的外商企業明顯。

再者，即使臺商與外商皆轉而重視服務業布局，但外商在服務業

的發展相對臺商具有競爭優勢(如品牌力、知名度、商業模式、創意、

人才吸引力等)，此等競爭力差異除對當地投資布局競爭形成影響，是

否也對於外商與臺商服務業面對中國大陸推動相關外資政策時，可能

形成不同的反應與布局策略，值得後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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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外商與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概況差異彙整

項目 外商 臺商

資料

期間
2013-2017 2013-2017

投資

模式

以提供服務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為

主

以當地為主要製造基地，但有轉

向內需布局趨勢

整體

趨勢

投資金額呈現持續成長趨勢，但

投資金額成長幅度已趨緩

投資金額波動，2015 年後呈現下

滑趨勢

投資

區位

 受政策引導，投資區位有擴散或移轉的趨勢

 自貿區對中國大陸引資影響尚不明顯，值得後續關注

 投資比重增加區域：西部、

華北

 投資移轉方向：上海、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重慶、四川、貴州、西藏、

陝西、青海、寧夏、北京、

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

 投資比重增加區域：中南、

華北、東北

 投資移轉方向：福建、山東、

安徽、湖北、河南、廣西、

湖南、海南、北京、貴州、

寧夏、吉林、黑龍江

投資

業別

製造業近年投資占比逐漸下滑，

2016 年僅剩三成比重，2017 年雖

有提升，但非外商投資首要業別

製造業投資金額占比仍超過六

成，比重相較過往已經降低，但

仍是臺商主要投資業別

著眼內需市場商機，未來皆重視對服務業之投資，且重點投資業別

鎖定金融及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等具市場商機，且有政策支持的

產業。

註：標註 表示係外商與臺商布局區域的差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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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彙整

伴隨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進入調整期、投資經商環境惡化(成本、

競爭加劇等)、周邊國家外商投資優惠政策磁吸，以及美國積極鼓勵製

造業回流下，產業轉移驅動因素浮現，企業亦重新省視布局策略，使

得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雖有成長，但成長幅度已趨緩；另一方

面，外資(包含臺商)逐步撤出中國大陸市場，加以陸資企業大舉海外

併購，中國大陸資金外流現象亦衍生不利其經濟發展之隱憂。為改善

經商環境、降低企業成本負擔，以利用外資提升經濟成長動能，中國

大陸陸續推動多項外資政策。本章將針對近二年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

進行分析，釐清政策的變化與重點發展方向。大致上，中國大陸的外

資政策可分為「一般性外資政策」(全國皆適用)、「前瞻性外資政策」

(試行性質且僅適用特定區域)，以及單獨適用特別對象的外資政策(惠

臺政策)；同時為符合其發展所需，且袪除「ㄧ放就亂」的隱憂，外資

政策除了「開放層面」(包含產業範疇與法令規範鬆綁)，亦涵蓋「監

管層面」的配套規範。因此本章的研究內容將依此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第一節 中國大陸中央部會外資政策彙整分析

隨著外資的投入，中國大陸已是「世界工廠」，但製造業長期依賴

外資設備及人才，從事代工和仿製為主的製造型態，因此中國大陸的

創新能力、品牌質量水準處於落後階段，缺乏高端(關鍵)技術更使產

業缺乏自主發展性。面對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發展能量不敷所需，提

出「中國製造 2025」為中國大陸製造業轉型最主要戰略路線，而缺乏

高端(關鍵)技術則係中國大陸產業轉型亟需解決的問題。因應其內部

產業經濟發展的需求，不僅在產業政策點出其發展方向，就外資引進

方面，也由以往「重量」轉變為「重質、重量、且符合需求」的方向

發展。以下將「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新外資法草案」、2017 年

到 2018 年 10 月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單位公布的 18 份外資政策，依開放

領域、體制改革、投資誘因、投資環境、監管措施等面向進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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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體制改革的宣示

一、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中國大陸於 2015年、2017年二度調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降低限制性措施，擴大市場開放；外商投資也由逐案審批改為事後備

案管理，簡化管理程序；而中國大陸所公布的外資政策在製造業開放

領域與「中國製造 2025」關切重點相呼應，並強調技術研發的引進等

均可看出此發展趨勢。

就「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內容而言，2017 版將外商投資審核

類別調整為「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和「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

施」(為負面清單模式)兩大類，其中「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則再進一步細分為限制與禁止二大類。至於備案制則適用於「不涉及

國家規定實施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產業。關於 2017 版目錄主要調整

方向則包含鬆綁投資限制、放寬外商投資範圍、內外資一致原則管理、

縮小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的範圍、支持外資參與「中國製造

2025」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此等措施變化反映中國大陸逐步

擴大開放其國內市場，減少法規面之限制。

不過刪除「限制類」與「禁止類」項目並非意味開放，而係按照

內外資一致的原則管理刪除內外資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例如高爾夫球

場、別墅等內外資均禁止新建，以及博弈業、色情業等內外資均禁止

投資等。同時，適用於內外資的限制性措施也未於 2017 版目錄列示，

因此臺商仍需注意欲投資之領域是否存在其他一般性的法律規範限制

或禁止要求4。

二、新外商投資法草案

中國大陸早期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

4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 年修訂)》曾列示相關禁止或限制產業，惟中國大陸發改
委、商務部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發布 2017 年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表示，2017
年版目錄修訂特點之一係刪除內外資一致的限制性措施，「 ...按照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
單模式特點，不再列示內外資一致的限制性措施。如大型主題公園的建設、經營 ...；高
爾夫球場、別墅，內外資均禁止新建；博彩業、色情業，內外資均禁止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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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統稱為外資三法）已難以適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的需要，亟需制定統一的外資基礎性法律，為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對

外開放、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基此，中國大

陸於 2015 年、2018 年、2019 年陸續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

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簡稱「新外資法草案」)，著手推動「外國投資

法」的修正工作。適逢美中貿易戰美國的施壓，此草案具有中國大陸

外資政策轉變的重要意涵。

首先觀察 2015 年版「新外資法草案」，就修法的精神來看，凸顯

中國大陸開放與法制化的方向改革，其中最受關注的係將現行外商投

資管理體制，由審查制度調整為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

理模式、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架構5、國家安全

審查等監管措施均納入該草案。其次，過去為人詬病的智財權、投資

管制、投資爭議協處與仲裁等，亦納入變革的範圍，提供更接近國際

規範的法制環境，亦呼應習近平對於法治化投資環境的政策主軸。而

為了能化解其內部對改革風險的憂慮，切實掌握變革的方向與進度，

監管措施的進行也成為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ㄧ環。

進一步觀察 2018 年版「新外資法草案」，此版草案大致精神仍延

續 2015 年商務部所公布的版本。不過相較於 2015 年版，2018 年版的

法條大幅精簡為 39 條(原 170 條)；同時，也更加強調投資促進與保護

的角色，以及接軌國際的保護機制。例如在投資促進方面，包含建立

健全外商投資服務體系的諮詢管道、推動投資便利化措施、在特定區

域內實行外商投資試驗政策，以及國務院可設立特殊經濟區，並將外

資企業融資管道法令化；在保護機制方面，除了嚴格限定徵收條件外，

尤其強調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促使地方政府遵守與外商簽訂的協定

等，以保障外商投資權益。在投資管理機制上，也將簡化外資投資訊

息報送的機制入法。

5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架構譯為「可變利益實體」，或稱為「協議控制」，是指境
外注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上市實體透過協議方式控制境內

的業務實體，而業務實體就是海外上市實體的可變利益實體(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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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2019 年初公布之新版「外資法草案」，主要係在 2018 年版本

上新增納入外商併購須接受反壟斷之審查、未按要求報送投資資訊或

將罰款之規定。同時，2019 年版亦更具體定義准入前國民待遇，以及

強調內外資「一視同仁」原則，例如再強調外商依法同等適用國家支

持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此外，2019 年版本修正 2018 年版對於國家

徵收與徵用之規範，改以原則上不徵收或徵用，但在「特殊情況」下

衡量公共利益的需要下徵收或徵用應給予合理的補償。另值得關注的

是，2015年版所關注的 VIE架構監管問題，並未出現在 2018版與 2019

年版草案之中。部分法律專家認為，此可能隱含 VIE 架構的合法性問

題以及監管模式問題可能重新回到灰色地帶6。不過因外商投資法尚未

審議通過，最終版本是否再納入 VIE 架構的相關規範，仍值得觀察。

6 資料來源：http://www.agugou.com/1/1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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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新外資法草案」重點彙整

項目 2015 年版 2018 年版與
2015 年版之差異

2019 年版與
2018 年版之差異

條文 十一章，共 170 條 六章，共 39 條 六章，共 41 條

深化

體制

改革

 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
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重

新構建「有限許可加全面

報告」的外資准入管理制

度。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大陸
境內投資，不區分負面清

單內外，均需要履行報告

義務。

- 更具體定義准入前國

民待遇。

擴大

對外

開放

 負 面 清 單 以 外 充 分 開
放，且外國投資者及其投

資享有不低於中國大陸

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

 將嚴格按照構建開放型
經濟新體制、實施高水準

對外開放的要求，進一步

放寬外資准入。

-
更強調內外資「平等

對待」，給予符合市場

經濟的一般規則。

促進

投資

規定國際投資促進的政策

措施。

 建立健全外商投資
服務體系的諮詢管

道。

 推動投資便利化措
施。

 在特定區域內實行
外 商 投 資 試 驗 政

策，以及國務院可設

立特殊經濟區。

 外資企業融資管道
立法。

強調「一視同仁」，減

少外商投資企業依法

同等適用國家支持企

業發展的各項政策的

限制。

投資

保護

加強對外國投資者及其投

資的權益保護與投資投訴

協調處理機制。

 嚴格限定徵收條件
外，尤其強調對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

 促使地方政府遵守
與外商簽訂的協定。

對於國家徵收與徵用

之規範，改以原則上

不徵收或徵用，但在

「特殊情況」下衡量

公共利益的需要下徵

收或徵用，應給予合

理的補償。

管理

機制

 納入 VIE 投資架構規範。
 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納入對外國投資者、外國
投資企業的投資和經營

行為監督檢查的內容，強

化事中、事後監管。

 未見 VIE 投資架構
規範。

 更強調投資促進與
保護的精神。

 簡化外資投資訊息
報送的機制。

 外資併購須通過
「反壟斷」審查。

 訂立未按要求報
送投資資訊的罰

則。

註：VIE 的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www.agugou.com/1/1757.html


34

三、2017年到 2018年 10月的外資政策重點

綜整 2017 年到 2018 年 10 月可蒐集的 18 份外資政策來看，體制

改革明顯是政策的重點。尤其是管理制度層面的變革，超過七成文件

均提及進行管理體制的更動7。重要論述與作法如 2017 年國發 5 號文

提到外資國民待遇、深化外資投資管理體制改革；2017 年國發 39 號

文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統一內外資法

律法規，以及完善中央及地方外商投資企業投訴機制；國發(2018)12

號文推動企業送達資訊共用機制；2018 年國發 19 號文推動外資領域

「放管服」改革、完善上市公司國有股權監督管理制度；2018 年國發

79 號文推進投資項目審批改革、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

度(「非禁即入」)，並推進跨部門聯合監管和「互聯網+監管」等。

再者，智財權和投資權益的保障也是體制改革的重點，約四成的

文件有提到相關的想法或作法。如 2017 年國發 5 號文提到加強知識產

權對外合作機制建設，保護外商知識產權、設立仲裁調解中心；按內

外資統一標準、統一時限審核外商業務牌照和資質申請，且促進內外

資企業公平參與政府採購招投標。並循序在 2017 年國發 39 號文、國

標委綜合聯 119 號文中、2018 年國發 19 號文將智財權規範延伸至網

路，加強懲治力度，並嚴格履行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外商

投資過程中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議定，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

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技術轉讓)。如 2017 年國標委綜合聯 119 號文

除要求依法依規保護外商投資企業知識產權，亦允許外資參與中國大

陸標準化工作及相關規範；2018 年國發 19 號文提到建立健全各地外

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以及各地不得限制外商投資企業依法跨區

域經營、搬遷、註銷等規範。

7
依中國大陸政策文件的習慣，優先項目放在前面，但本研究探討重點非僅是優先重點，

更要了解政策施行的廣度與管道，以釐清施政影響，故從文件涵蓋面項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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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外開放投資領域的宣示

「市場擴大開放」是中國大陸考量在經濟「新常態」發展、產業

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需要，以及因應資金淨流出快速擴大等背景下訂

定的「引資」新戰略方向。在邁入「新時代」後，歸納各方資訊均顯

示中國大陸市場開放格局將進一步擴大。就對外開放領域的內容而言，

上述期間公布的政策中有 50%的政策文本提到服務業的開放，以及製

造業(22%)、人才(22%)、和鼓勵創新及創業(22%)的措施或方向。以下

分就產業、創新及創業、人才、與政府採購等四個面向加以說明。

一、產業開放

綜觀服務業開放領域，主要集中於商業服務業(business services)

中專業服務業、金融服務業 (financial services)、通訊服務業

(communication services)中的電信服務業(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交通運輸服務業(transport services)。例如中國大陸首先於 2017 年國發

5 號文放寬金融業(銀行、證券、期貨、保險、評等服務)、審計業等外

資准入限制，同時推動有序開放網路電信業、文化教育業、交通運輸

業等。同年，國務院亦批准北京市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試驗工作(國

函 86 號文)，降低包含航空運輸業、其他建築業、廣播電視電影音像

業、文化藝術業、銀行業、企業管理服務、法律服務、人力資源服務，

以及醫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等九個行業外資准入門檻。2017 年 8 月公布

的 39 號文再進一步推動交通(海上、鐵路)運輸，並明確加油站、網路

營業場所、客服中心、演藝經紀、金融產業等對外開放時間表及方向。

此等政策宣示文件明確中國大陸積極開放服務業的方向。此外，為完

善中國大陸產品、過程及服務之適切性，以達成既定目標，防止貿易

障礙、促進技術合作，中國大陸於國標委綜合聯 119 號文鼓勵外商投

資企業開展標準化服務，提供標準諮詢、標準訊息交流、標準比對分

析、標準追蹤研究等服務。2018 年國發 19 號文接續前述中央政策，

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及業務範圍(例如推動原油期貨市場建設

立、支持外資金融機構參與地方政府債券承銷)、取消或放寬交通運輸、

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外資准入限制。最後在 2018 年的「外商投資准

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進一步開放地理繪測、文化教育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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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出版業、表演及經紀業、醫療、法律等服務業。此外也進一步開放

外資企業建設及經營核電站、城市燃氣，熱力和供排水管網，以及香

菸批發零售。

至於製造業的開放，則在過往開放的基礎上持續就交通運輸、化

工能源、礦產等行業進一步開放與減少股權限制，如 2017 年國發 5

號文中計畫放寬交通設備(軌道交通、摩托車)製造、化工(燃料乙醇、

油脂加工)製造、能源(石油、頁岩氣、天然氣等)採集等外資准入限制；

其次於 2017 年國發 39 號文持續推動交通設備(專用車、新能源車)製

造、船舶設計、飛機維修等，並明確對外開放時間和方向；2018 年 6

月的 19 號文則接續前述中央政策，取消或放寬煤炭、非金屬礦等採礦

業領域，汽車、船舶、飛機等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最後於 2018

年 6月 28日發布最新版本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

除開放前述交通設備製造、化工製造、能源採集等製造業，進一步開

放稀土礦產(鎢，鉬，錫，銻，螢石、放射礦)採集、放射性礦產冶煉

加工、核燃料生產、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產業(中藥、宣紙、墨錠)生產、

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及關鍵零件生產等製造業。

有關農業的開放，中國大陸政策文件所提不多，主要於 2018 年 6

月的 19 號文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擴大開放，放寬

小麥、玉米等民生必需植種的育種、稀有和特有優良品種的研發種植、

畜禽及水產基因選育，以及管轄海域和內陸水捕撈等。從服務業、製

造業，到農業的開放領域，明顯可見中國大陸期望外資投入與其國家

產業發展期望相符的領域，其優惠措施也支持企業往此方向投入。

二、鼓勵研發、創新及創業

在鼓勵研發、創新及創業方面，2017 年初中國大陸國務院公告的

5 號文即從強化技術能力著手，宣布外商同等適用「中國製造 2025」，

支持外商投資高端製造產業(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與設立研發中心。

之後再於 19 號文和 79 號文宣告支持外商投資研發中心。如 2018 年 6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 19號文積極落實外商投資研發中心支持政策、

高新技術企業政策，鼓勵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同時為進一步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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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鼓勵各省市設立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提供融資擔保、再

擔保等服務，支持國家級開發區引進境外創新型企業、創業投資機構

等。其後在 2018 年 8 月的 79 號文中提及推動科研機構、建設好「雙

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範基地，提升眾創平臺品質。

三、人才吸引

人才吸引係中國大陸近年政策的主要重點之一，除彌補技術不足、

加速科技發展外，也改善中國大陸過往的引才政策不足，例如窗口紊

亂、政策效果被中間人(買辦集團)稀釋等所導致成效不彰的缺失。因

此中國大陸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均推出簡化人才進入措施，尤其高端

人才。如 2018年初的 5號文首先發布鼓勵海外人才在中國大陸創業(科

技類)，符合資格者且持有永久居留證者，給予公民同等待遇，同時依

法提供外籍人才配偶、子女辦理簽證的便利化措施；其後 2017 年 8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再公布 39 號文說明將在全國實施外籍人才工作

「許可制」，採用告知承諾、容缺受理等方式，提供外國人才辦理工作

許可便利，並於 2017 年 11 月公布「外國人才簽證實施辦法」(外專發

〔2017〕218 號)，明確外籍人才評價標準、放寬人才簽證效期與次數、

簽證辦理「綠色通道」等細部措施；2018 年 6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19

號文針對許可制進一步說明，將推動外國高端人才服務「一卡通」試

點，簡化許可制辦理時間，亦鼓勵地方政府發給具突出貢獻之外商或

高端人才獎勵。

四、政府採購

就政府採購而言，中國大陸中央公布的外資政策亦有著墨，如

2017年國發 5號文中支持外資企業依法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基礎建設，

並強調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政府採購案；2018 年 6 月 28 日發布的「外

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則取消電網、鐵路幹線路網的

建設與經營須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參、投資誘因、投資環境和監管措施的宣示

此部份將就 2017 年到 2018 年 10 月可蒐集的 18 份外資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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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投資誘因與環境、監管措施的相關重點加以說明。

一、投資誘因與環境

就投資誘因和投資環境兩個面向觀察，近期中央部會公布外資政

策偏向符合其總體發展戰略(如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平衡發展、自主創

新等)的政策支持，並提供資金籌措的協助。具體例如 2017 年國發 5

號文支持內外資企業與科研機構開展研發合作、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參

與承擔中國大陸科技計畫項目；對符合條件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外

商實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同時對由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地區、

東北地區的外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依申請及時辦理社會保險

異地轉移接續。2017 年國發 39 號文則將服務外包示範城市符合條件

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推廣到全國，並支持各地依法

籌畫包括資金支持在內的吸引跨國公司區域總部政策措施；依法對具

備條件的研發中心簡化研發用樣本樣品、試劑等進口手續，促進外資

研發投入；2018 年國發 19 號文支持外資參與國家級開發區環境治理

和節能減排並提供金融支援，為國家級開發區引進先進節能環保技術；

支持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國家級開發區合作引入國際「雙元制」職業教

育機構，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人力資源有效供給。

此外回應外資企業反映資金籌措不易，近期的外資政策意涵蓋資

金籌措協助的部份，如 2017 年國發 39 號文明示各地可依法制定含有

資金支持的吸引跨國公司區域總部政策；支援外商拓寬融資管道，如

在主機板、中小企業版、創業板上市、在新三板掛牌，以及發行公司

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等；2018 年國發

19 號文允許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境外發行

人民幣或外幣債券，並可全額匯回所募集資金，用於所在省份投資經

營；鼓勵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業務範圍內加大對邊境經濟合作

區、跨境經濟合作區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可通過完善公共

服務定價、實施特許經營模式等方式，支援綠色環保基金投資國家級

開發區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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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管調整

對於監管措施調整，僅少數的中央部會公布之外資政策文本點到。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放管服」的發展。所謂「放管服」係指「簡政

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目前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核心理念。

除持續推動減少事前審批、下放審批權限、簡化商貿管理制度等「簡

政放權」措施，更進一步聚焦「放管結合」， 著重事中事後監管，並

優化政府服務，打造良好經商環境。李克強指出，「我們給市場放權不

是放任，而是為了騰出手來加強監管。只有管得好、管到位，才能放

得更開、減得更多。要改革監管體制，創新監管模式，強化監管手段，

切實提高事中、事後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使市場活而不亂」8。具

體例如中國大陸首次於 39 號文提及推動網路結合政務服務、跨部門資
訊共用等方式提升監管技術，其後 2018 年 8 月 79 號文有關數據蒐集
匯流的相關措施，即推進信用監管，加快企資訊歸集共用，實行守信

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並再次強調以「雙隨機、一公開」9作

為監管基礎，以網路結合政務服務及跨部門聯合監管，形成「智慧監

管」，並計畫全面實施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的資訊共用，不只強化

監管，亦滿足政策上的普遍性需求。另外，伴隨美國於 2018 年 7 月 6
日正式對中國大陸課徵第一批商品懲罰性關稅後，中國大陸除推出反

制措施，亦透過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降低逾 1,500 稅項進口關
稅，以及部分進境物品之進口稅率，以降低企業成本，減抵美國課徵

懲罰性關稅外資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影響。

歸納大陸中央部會外資政策的重點，即藉由體制改革，提升環境

法治化，以吸引外資的持續投入，亦深化擴大開放領域(尤其與生產相
關的服務業)、放寬研發創新准入限制、協助資金籌措，藉此擴大吸引
先進製造業外商進入，引導成熟外商提升其服務業水準；同時針對高

端人才提供明確改革方向和引才優惠政策，以彌補人才技術缺口，並

且通過各級政府推動「放管服」措施，提升監管技術。惟中央政策多

為綱要性指導原則，地方政府執行程度係「擴大市場開放」的關鍵。

8 資料來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3/c_111891084
0_3.htm。

9 即在監管過程中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抽查情況及查處結果及

時向社會公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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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中國大陸有關外資的中央政策整理

對外開放 體制改革 投資誘因 監管措施 投資環境

政策 發布時間 農業
製造

業

服務

業
人才

鼓勵

研發

鼓勵創新

及創業

政府

採購

管理

制度

IP

保護

投資權

益保障

研發

補助

資金

流

特殊

優惠

金流 (外

匯管制 )

稅改

制度

數據蒐

集匯流

環保

意識

區域

平衡

國發 (2017)5 號文 2017/1 /17 ○ ○ ○ ○ ○ ○ ○ ○ ○ ○ ○ ○

國函 (2017)86 號文 2017/7 /11 ○ ○ ○ ○ ○ ○ ○ ○ ○

國發 (2017)39 號文 2017/8 /16 ○ ○ ○ ○ ○ ○ ○ ○ ○ ○

國標委綜合聯 (2017)119 號文 2017/11/6 ○ ○ ○ ○

財稅 (2017)88 號文 2017/12/21 ○

銀保監發 (2018)16 號文 2018/4 /27 ○ ○

銀保監發 (2018)19 號文 2018/4 /28 ○

國辦發 (2018)32 號文 2018/5 /17 ○

國發 (2018)12 號文 2018/5 /23 ○ ○

國發 (2018)19 號文 2018/6 /15 ○ ○ ○ ○ ○ ○ ○ ○ ○ ○ ○ ○ ○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負面清單 )(2018 年版 )
2018/6 /28 ○ ○ ○ ○

國辦函 (2018)46 號 2018/8 /3 ○

國發 (2018)28 號文 2018/8 /13 ○

國發 (2018)79 號文 2018/8 /14 ○ ○ ○ ○ ○

稅委會公告 (2018)9 號文 2018/9 /30 ○

稅委會 (2018)49 號 2018/9 /30 ○

國發 (2018)37 號文 2018/10/13 ○ ○ ○

財稅 (2018)123 號 2018/10/22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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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惠臺政策」彙整分析

壹、國臺辦「惠臺 31措施」重點

2018 年 2 月底，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臺辦)發

布實施「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涵蓋投資、經

濟合作，以及臺灣民眾赴中國大陸就學、就業、生活等 31 條措施。其

中與企業有關的措施 12條，包括明確臺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

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等；另有 19 條措施則

與個人有關，包括臺灣民眾在中國大陸就學、就業、創業、生活等(例

如開放臺灣民眾參與逾百項職業資格考試、參與「千人計畫」或「萬

人計畫」等各類基金項目等)，並放寬臺灣影視和圖書等市場准入限制。

明顯得此波「惠臺政策」偏向人才面的吸引與服務業的開放，

細觀中國大陸國臺辦「31 條措施」的政策思維，主要仍緊扣當前

中國大陸中央公布的外資政策，在優化投資環境、擴大招商引資、引

進高端人才、區域平衡等主軸上提供「惠臺措施」。因此部分政策係屬

外資一體適用，抑或是過去臺商與外資均已享有之政策。至於各地區

的「惠臺政策」，雖有部分細項措施可能相對國臺辦「31 條措施」更

優惠或更加具體，但整體仍不脫國臺辦「31 條措施」的框架範疇。因

此各地「惠臺政策」可說是大陸外資政策的延伸配套。不過，部分「惠

臺政策」文件提出包括臺資企業可參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中國

製造 2025」、基礎建設、租稅優惠等政策，讓臺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享

有「同等待遇」，亦係為臺商創造更趨公平的競爭條件。儘管早期臺資

企業的確享有許多優勢，但在內需市場的拓展上卻也面臨不少限制，

加上如今中國大陸企業的崛起，讓臺商擁有「同等待遇」等同給予臺

商更多公平競爭的機會，亦係營造有利中國大陸引資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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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1 國臺辦「惠臺 31 條」措施內容

貳、各地惠臺政策重點綜整

國臺辦公布 31 條惠臺措施之後，中國大陸各級地方政府亦陸續出

臺諸多「惠臺政策」。以下將 2018 年 3 月福建省公布「福建全面啟動

臺商臺胞服務年活動具體工作內容」至 2018 年 10 月中國大陸各級政

府宣布的惠臺政策，在可蒐集資料的前提下進行彙整分析。統計此期

間，中國大陸各級政府共計公布 31 份「惠臺政策」文件，以華東、中

南地區為主，包括華東地區 16 份、中南地區 7 份、西南地區 2 份、華

北地區 2 份、西北地區 1 份、東北地區 1 份、中央 2 份。

就其內容涵蓋面剖析，各地惠臺政策的涵括範圍同質性相當高(表

3-2-1)，不論是中央或地方公布的「惠臺政策」，均包括製造業和服務

業的開放，對於人才、研發和金流相關的優惠措施。至於各地區關注

的重點是否相同，則各地「惠臺政策」明顯偏向人才相關優惠措施，

包含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北、四川等

中西部省市，均有超過四成的條文內容落於人才面的優惠；而廣東、

天津等地所公布的條文也接近四成著重人才面優惠措施(表 3-2-2)。

其次，在兩岸文化、語言相近，且服務業為中國大陸政策著力重

點下，「惠臺政策」亦有諸多服務業的開放，尤其是服務業領域的特殊

優惠，有超過一成的各地「惠臺政策」內容係屬服務業開放措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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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包括人力資源服務業、徵信業、旅遊服務業、電子商務、經

營性租賃業、智慧財產租賃業、創業投資業、醫療保健與社會工作服

務業、學術研究等。與中央開放政策相比，除專業服務業、金融服務

業(financial services)外，惠臺政策中更提及文化、藝術休閒、出版、

影音製作、傳播及通訊服務業、醫療保健等領域的開放。另值得一提

的是，對比各省市「惠臺政策」中，僅上海市推出的「關於促進滬台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施辦法(滬臺 55 條)」著重在服務業，並無製造產

業相關之擴大開放，呈現相當的獨特性。

至於農業，相較於中央的一般性政策為主(取消或放寬種業等農業

領域外資准入限制等)，「惠臺政策」則是各省市因地制宜的執行措施，

使臺商同等享有當地政府提供之優惠支持政策，如農機購置補貼、參

與展售農產品銷售市場、參與農業創業示範園區建設，以及集約用地

便利措施(經批准可採取轉包、租賃等方式取得土地經營權；優先安排

技術程度高、帶動性強及投資總額較大企業之土地利用計畫)等。

另外，打造公平、法治的投資環境是目前中國大陸持續推進的改

革方向，中央政策亦針對外資企業參與政府採購、競標，以及國有企

業私有化進一步優化措施，而各地區「惠臺政策」也多提及支持臺資

企業公平參與國有企業混和所有制改革、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基礎建設，

具體例如廣東省、湖北省於地區公共建設提及導入「PPP 專案」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在實現公共建設同時，亦為私營部門帶來
利益、為政府部門減少債務。

參、各地惠臺政策差異化分析

進一步分析各省市「惠臺政策」在作法或涉及的細部領域是否相

同。自 2008 年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開始推動「騰龍換鳥」政策等產業轉

型升級、區域平衡發展政策起，已驅使諸多低技術、勞力密集、高汙

染、高耗能產業轉往內陸省分，因此華東地區「惠臺政策」在此等背

景下，對製造業擴大開放的產業明顯著重於具高端技術的先進製造業、

且涉及領域較中央政策更多元，除支持臺商投資電子資訊、精密製造、

生物科技、高端醫療器械、智慧製造、智慧機械、半導體、新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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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光電等高端技術產業之外，浙江省杭州市惠臺政策則首次出現「綠

色製造」。

其次，中南、西南、華北地區亦少量提及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

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綠色低碳等戰略新興產業。此外，部分「惠

臺政策」亦提及擴大開放傳統製造業，例如福建省莆田市開放傳統鞋

服製造；江蘇省崑山市開放食品製造業、化妝品製造業；四川省開放

能源化工等。

另廣西與福建公布的「惠臺措施」中，歸屬未分類的行政、協助

等活動措施比例相對偏高。其中，廣西除與其他地方政府均提及對臺

商的「商業便捷化」的措施(如簡化工商登記手續、多證合一、電子化

申請流程等)，更提供「降低企業成本」的相關措施(如臺商在工業園

區地企業開辦、施工許可證、工商用水、用電、用氣等措施)。而「福

建全面啟動『臺商臺灣人服務年』活動具體工作內容」則有 25%比重

係「臺商臺胞服務年」活動具體工作內容，例如每年舉辦涉臺政策輔

導培訓班、針對臺商轉型升級遇到的困難給予個性化幫扶服務、追蹤

及落實福建省政府確立的臺資專案、開通臺胞服務熱線、臺商臺胞單

一服務窗口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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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各地惠臺政策涵蓋面向

惠臺發布

區域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中央部門 中央部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福建省 福建省莆田市 福建省廈門市 國臺辦 國務院 福建省 上海市 福建省 浙江省

措施名稱

福建全面啟動「台商

臺灣人服務年」活動

具體工作內容

關於促進莆台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實

施意見

關於進一步深化廈台經濟社會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進一步深化中國 (福

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改

革開放方案

福建省開展 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核心區創新驅

動發展試驗實施方案

關於促進滬台

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實施辦法

福建省貫徹〈關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實施意見

惠台 76 項

措施

發布年月 2018/3/15 2018/3/30 2018/4/10 2018/5/14 2018/5/24 2018/5/30 2018/6/1 2018/6/7 2018/7/8

製造業 ○ ○ ○ ○ ○ ○

服務業 ○ ○ ○ ○ ○ ○ ○

其他 ○ ○ ○ ○ ○ ○

人 ○ ○ ○ ○ ○ ○ ○ ○ ○

研發 ○ ○ ○ ○ ○ ○ ○

金流 ○ ○ ○ ○ ○ ○ ○

惠臺發布

區域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東地區 華北地區

上海市 江蘇省崑山市 浙江省杭州市 江蘇省淮安市 福建省福州市 浙江省寧波市 山東省濰坊市 山東省 天津市

措施名稱

支持台資企

業發展金融

合作協議

關於深化崑台經

濟社會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

於進一步深化杭台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于促進淮台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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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進一步深化甬台

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進一步深化濰

台經濟社會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魯台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關於進一步深化津台

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發布年月 2018/7/10 2018/7/18 2018/7/20 2018/7/23 2018/8/12 2018/8/14 2018/8/14 2018/8/15 2018/7/4

製造業 ○ ○ ○ ○ ○ ○ ○ ○

服務業 ○ ○ ○ ○ ○ ○ ○ ○ ○

其他 ○ ○ ○ ○ ○ ○ ○

人 ○ ○ ○ ○ ○ ○ ○ ○

研發 ○ ○ ○ ○ ○ ○ ○ ○

金流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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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各地惠臺政策涵蓋面向(續完)

惠臺發布

區域

中南地區 中南地區 中南地區 西南地區 中南地區 中南地區 西北地區 西南地區 東北地區

湖北省 廣東省 廣東省廣州市 四川省 廣東省珠海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 陝西省 貴州省 遼寧省

措施名稱

省台辦省發展改

革委關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粵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關於進一步深化穗台

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川台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

關於促進珠台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桂台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

關於促進陝台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實

施意見

關於促進黔台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實

施意見

遼寧省貫徹〈關於促

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實施意

見

發布年月 2018/7/11 2018/7/26 2018/7/30 2018/9/3 2018/9/10 2018/9/13 2018/9/17 2018/9/30 2018/10/15

製造業 ○ ○ ○ ○ ○ ○ ○ ○

服務業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人 ○ ○ ○ ○ ○ ○ ○ ○ ○

研發 ○ ○ ○ ○ ○ ○ ○ ○ ○

金流 ○ ○ ○ ○ ○ ○ ○ ○ ○

惠臺發布

區域

中南地區 華東地區 華北地區 中南地區 華東地區

湖南省 江蘇省常州市 北京市 河南省 山東省青島市

措施名稱
關於深化湘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實施意見

關於深化常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

實施意見

關於深化京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河南省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青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發布年月 2018/10/19 2018/10/23 2018/10/23 2018/10/30 2018/10/31

製造業 ○ ○ ○ ○

服務業 ○ ○ ○ ○ ○

其他 ○ ○ ○ ○ ○

人 ○ ○ ○ ○ ○

研發 ○ ○ ○ ○ ○

金流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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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各地惠臺政策重點

發布區域

華東地區

福建省 福建省

莆田市

福建省

廈門市

福建省 上海市 福建省 浙江省 江蘇省

崑山市

浙江省

杭州市

江蘇省

淮安市

福建省

福州市

浙江省

寧波市

山東省

濰坊市

山東省

措施名稱

福建全面

啟動「臺商

臺胞服務

年」活動具

體工作內

容

關於促進

莆台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的實

施意見

關於進一

步深化廈

台經濟社

會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

福建省開

展 21世紀

海上絲綢

之路核心

區創新驅

動發展試

驗實施方

案

關於促進

滬台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實施

辦法

關於促進

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

干措施實

施意見

惠台 76項

措施

關於深化

崑台經濟

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

施

杭州市人

民政府辦

公廳關於

進一步深

化杭台經

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

淮台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實施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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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進一

步深化甬

台經濟社

會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

關於進一

步深化濰

台經濟社

會文化交

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

魯台經濟

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

干措施

發布年月 2018/3/15 2018/3/30 2018/4/10 2018/5/30 2018/6/1 2018/6/7 2018/7/8 2018/7/18 2018/7/20 2018/7/23 2018/8/12 2018/8/14 2018/8/14 2018/8/15

對
外
開
放

農業 5.0% 7.0% 1.6% 14.3% 5.3% 4.3% 2.5% 1.4% 3.3% 3.1% 4.2% 1.2% 4.7% 3.5%
製造業 - 2.3% 1.6% 14.3% - 2.9% 2.5% 2.9% 3.3% 1.6% 4.2% 1.2% 1.2% 1.8%
服務業 - 16.3% 14.1% - 12.3% 13.0% 11.4% 24.6% 8.2% 9.4% 13.9% 15.1% 9.3% 17.5%
政府

採購

- - 10.9% 14.3% 12.3% 5.8% 10.1% 5.8% 8.2% 6.3% 5.6% 5.8% 7.0% 12.3%

其他 10.0% 2.3% 4.7% 14.3% 5.3% 4.3% 1.3% 1.4% 1.6% 3.1% 5.6% 5.8% 4.7% -
人才 40.0% 69.8% 53.1% 28.6% 40.4% 44.9% 41.8% 47.8% 55.7% 54.7% 48.6% 45.3% 61.6% 49.1%
研發 - 2.3% 4.7% 14.3% 8.8% 5.8% 10.1% 5.8% 8.2% 7.8% 2.8% 9.3% 3.5% 7.0%
IP保護 - - - - 1.8% - 1.3% - - - - 2.2% 1.2% 1.8%
金流 10.0% - 3.1% - 10.5% 8.7% 5.1% 5.8% 3.3% 1.6% 5.6% 7.0% 1.2% 5.3%

特殊

優惠

用地 - - 1.6% - 1.8% 1.4% 3.8% 1.4% 1.6% 4.7% 1.4% 2.3% 1.2% 1.8%
其他 10.0% - - - - 2.9% 3.8% - 1.6% 4.7% 5.6% 2.3% 3.5% -

未分類 25.0% - 4.7% - 1.8% 5.8% 6.3% 2.9% 4.9% 3.1% 2.8% 3.5% 1.2% -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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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各地惠臺政策重點(續)

發布區域
華東地區 中南地區

江蘇省常州市 山東省青島市 湖北省 廣東省 廣東省廣州市 廣東省珠海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 湖南省 河南省

措施名稱

關於深化常台經

濟社會文化交流

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青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省台辦省發展改

革委關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粵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關於進一步深化

穗台經濟社會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

關於促進珠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桂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

關於深化湘台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實施意見

河南省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實施意見

發布年月 2018/10/23 2018/10/31 2018/7/11 2018/7/26 2018/7/30 2018/9/10 2018/9/13 2018/10/19 2018/10/30

對
外
開
放

農業 2.3% 2.8% 2.8% 1.9% 1.6% 1.9% 4.7% 3.2% 7.4%
製造業 - 1.4% 2.8% 3.8% 1.6% - 1.4% 1.6% 3.0%
服務業 7.0% 22.2% 11.1% 15.1% 14.3% 13.5% 10.8% 14.3% 14.7%
政府採購 16.3% 12.5% 8.3% 11.3% 9.5% 7.7% 8.8% 11.1% 11.8%
其他 2.3% 2.8% 4.2% 1.9% 3.2% - 2.0% 1.6% 1.5%
人才 51.2% 41.7% 48.6% 35.8% 44.4% 55.8% 39.2% 50.8% 41.2%
研發 11.6% 8.3% 4.2% 11.3% 4.8% 11.5% 5.4% 6.4% 7.4%
IP保護 - 1.4% 1.4% 1.9% 1.6% - 4.1% 1.2% 2.9%
金流 4.7% 4.2% 9.7% 5.7% 6.3% 5.8% 2.7% 4.8% 4.4%

特殊

優惠

用地 2.3% 2.8% 1.4% 3.8% 4.8% 1.9% 6.1% 4.8% 1.5%
其他 2.3% - 4.2% 3.8% 3.2% - 4.7% - 1.5%

未分類 - - 1.4% 3.8% 4.8% 1.9% 10.1% - 2.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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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各地惠臺政策重點(續完)

發布區域

西南地區 西北地區 華北地區 東北地區

四川省 貴州省 陝西省 天津市 北京市 遼寧省

措施名稱

關於促進川台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關於促進黔台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於促進陝台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實施意見

關於進一步深化津台經濟

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

關於深化京台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遼寧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實施意見

發布年月 2018/9/3 2018/9/30 2018/9/17 2018/7/4 2018/10/23 2018/10/15

對外

開放

農業 12.3% 18.6% 6.5% 1.8% 1.8% 1.9%

製造業 1.4% 9.3% 1.6% 3.6% 1.8% -

服務業 11.0% 9.3% 9.7% 23.6% 10.9% 11.5%

政府採購 6.8% 4.7% 9.7% 7.3% 7.3% 11.5%

其他 4.1% 2.3% - - - 1.9%

人才 46.6% 31.4% 58.1% 38.2% 60.0% 50.0%

研發 5.5% 11.6% 6.5% 9.1% 7.3% 11.5%

IP保護 4.1% 2.3% 1.6% 1.8% 3.6% 1.9%

金流 2.7% 2.3% 4.9% 5.5% 3.6% 3.9%

特殊

優惠

用地 5.5% 1.2% 1.6% 9.1% 1.8% 3.9%

其他 - 1.2% - - 1.8% 1.9%

未分類 - 5.8% - - - -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註：未分類項目涵蓋各地區延續中央政策之體制改革，以及各地區為因應臺商需要進行之行政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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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外資政策彙整分析

中國大陸在面臨內部轉型與外部競爭磁吸的壓力背景下，於 2013

年在上海劃設首個自貿區，擬定「開放倒逼改革」戰略，運用小區域

先行試驗，累積經貿制度及外人投資之改革與管理經驗，再進一步將

政策擴散至其他地區，提供整體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基礎，同時

也形塑接軌國際規範之條件，優化投資經商環境。自 2013 年上海設立

首個自貿區之後，至今，中國大陸已建成上海、廣東、福建、天津、

四川、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陜西、海南等 12 個自貿區。

同時，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布新版「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

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則是在 2017 年版「負面清單」基

礎上有序地擴大開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3-1 中國大陸自貿區設置進程

壹、自貿區重點政策彙整

綜觀 2013 年至今公布的自貿區相關政策，各自貿區的政策可初步

歸納為對外開放、體制改革、投資誘因、監管措施與投資環境等政策

構面，尤其著重管理制度、服務業開放、人才優惠、投資權益保障、

鼓勵研發、鼓勵創新及創業、提供資金及特殊優惠等面向。以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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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試驗改革為例，超過九成的自貿區政策宣示進行此部份的改革試

驗，如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商事登記制度改革、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

單管理模式、自貿港區與相關配套、完善國家安全、反壟斷審查工作，

以及其他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機制等，凸顯自貿區肩負中國大陸運用

小區域先行試驗，累積經貿制度及外人投資之改革與管理經驗的戰略

任務。雖然自貿區在前瞻性的政策試驗，對於中國大陸推動擴大開放

與相應監管配套具有相當的指標性意涵，許多政策均先於中央政策推

出，在進一步推廣複製到中國大陸其他區域(包含其他自貿區、國家新

區、海關特殊監管區、其他指定試點區域或城市等)，甚至部分亦適用

於全中國大陸。不過，也有部分政策(例如貿易便捷化措施、金融創新、

電子商務等)因政策的本質或需要特殊的執行條件，因此僅能在特定區

域試行，或呈現階段性開放(如擴散至其他試點城市)，甚或短時間仍

未具備推行的條件，因此仍保留在自貿區進行試驗。

其次，就 12 個自貿區側重的外資政策重點觀察，仍以產業開放、

管理制度革新為主軸，如貿易便捷化、檢驗檢疫等管理制度改革，以

及金融改革開放、高端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新營運模式(例如融資租

賃、離岸貿易與服務外包)等領域之對外開放政策，戮力相當深。至於

監管措施則係開放政策的相應輔助工具。以下就開放、引才、與監管

等面向進一步說明自貿區政策條文重點或特點。

一、產業開放政策

在製造業擴大開放部分，各自貿區皆係以先進製造業、戰略新興

產業為主要開放領域。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於 2017 年 3 月 30 發布

「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首次擴大開放

醫療器材產業，允許自貿試驗區內醫療器械註冊申請人委託上海市醫

療器械生產企業生產產品，以及中國大陸陝西自貿區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發布「中國(陝西)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明確鼓勵外商投資

高端裝備製造、新一代資訊技術、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先進製造業領

域，係當時中央政策(國發 5 號文)未提及之產業方向，並領先「惠臺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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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服務業擴大開放亦是政策亮點之一。例如上海自貿區早在

2013 年即先於中央政策擴大開放船舶運輸業、資訊調查業、人力資源

服務業、旅遊業、演出經紀、醫療等產業，對於吸引服務業外商投資，

累積服務業升級、服務業開放及管理經驗有相當的助益，特別是金融

業開放與創新更被視為上海自貿區試驗的最重要項目。其後各地區自

貿區皆依循此方向或中央政策推動金融業、租賃業、醫療、法律等服

務業進一步擴大開放，且亦支持在自貿區內進行金融創新試驗，此凸

顯上海自貿區在前瞻性政策試驗與示範的重要定位。而第二波自貿區

除推廣複製上海經驗，更依循自身優勢與條件凸顯試驗特色與差異性，

如廣東自貿區依託港、澳重點產業(金融、物流)，著重於發展特色金

融、現代物流等服務業；天津自貿區將重點擺在推動跨境電子商務、

融資租賃等新興服務業態。至於福建自貿區則定位兩岸區域性金融服

務中心及貿易中心推動相應政策。第三波自貿區與 2018 年新設的海南

自貿區，就目前揭示文件看來，係以複製先前自貿區的相關政策為主。

不過，海南自貿區也進一步提出了醫療衛生、文化旅遊、生態綠色發

展等符合海南發展定位的特色試點內容；另外，為朝「自由貿易港」

發展，亦將重點放至提升國際航運能力，同時利用島嶼特色，發展郵

輪航線及相關遊客免簽、海關改革政策，提升高端旅遊服務能力。

至於農業方面，僅陝西自貿區與海南自貿區提及相關政策。其中，

陝西自貿區提出與國際交流平臺、制定標準化工作、促進產學合作、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組件農業合作、智庫聯盟等改革。海南自貿

區規劃的農業領域政策則包含創建南繁育種科技開放發展平臺；建設

全球動植物種質資源引進中轉基地，探索建立中轉隔離基地(保護區)、

檢疫中心、種質保存中心、種源交易中心；推進農業對外合作科技支

撐與人才培訓基地建設。

二、高端人才引進

自主創新係中國大陸的重要發展戰略，而人才則係創新的關鍵資

源。故 2017 年 3 月上海、浙江、湖北、河南、遼寧、重慶、四川、陝

西自貿區皆針對「高端人才」制定引才標準、提供便利管道(包含外籍

配偶、子女)。其中浙江、湖北、河南、廣東、四川自貿區另針對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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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環境提出輔助政策。上海自貿區亦承接中央

公布的國發 5 號文，給予高端科技創業人才公民待遇。除引進高端人

才，河南、重慶、四川、陝西自貿區提供碩士級以上或同等學歷青年

就業政策；福建省、上海市自貿區亦先於中央提出改革，或依地方產

業特色進一步提出引才措施，例如 2018 年 5 月福建自貿區先於中央推

動外國人才「一卡通」試點；2018 年 6 月上海自貿區則於「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關於擴大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進一步形成開發開

放新優勢的意見」針對金融人才提供相關支持政策。

三、監管政策

伴隨擴大開放需求，中國大陸需進一步縮減管理範疇(簡政放權)，

因此相應的監管配套措施也需進一步完善。基於此，中國大陸除在自

貿區推動國安審查、反壟斷工作等監管制度試驗，同時也推動諸多事

中、事後監管機制先行先試，例如企業年度報告公示、社會信用體系

應用(加入協力廠商監督機制)等，並且建構資訊共用機制和平臺，以

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機制的完備度。綜整中國大陸國務院等部會陸續公

布之自貿區政策複製推廣資料，包含社會信用體系、資訊共用和綜合

執法制度、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和經營異常名錄制度、社會力量參與市

場監督制度、仲介機構開展保稅核查、核銷和企業稽查，以及海關企

業進出口信用資訊公示等制度，均已陸續複製推廣至全中國大陸適

用。

貳、各地自貿區政策差異化分析

對比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第三批自貿區在重慶、陜

西、四川、河南等自貿區政策條文涉及類別相對廣泛(如涉及投資環境

相關措施試驗)，藉以形塑與其他自貿區在定位的差異性，但整體仍未

脫複製上海、廣東、天津、福建等四個自貿區經驗與政策，同時區位

分布上更擴散到中國大陸主要的經濟區。而此現象是否隱含中國大陸

的自貿區經驗已邁入區域推廣複製階段，尚待觀察。不過在累積三波

自貿區建設後，中國大陸主要的經濟區基本都已含有一個(或以上)的

自貿區，自貿區的規劃布局已呈現點線面的鋪開趨勢，並且依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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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條件與需要，承擔著不同的改革任務與使命。

至於第四波自貿區建設，以海南自貿區做為開端，而全省(島)範

圍皆納入自貿區的海南自貿易區，對比先前設置之 11 個自貿區，主要

差異包含具戰略地理區位(鏈結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門戶)、地理自成一

格的特色(封閉性的島嶼)、試驗面積大於現有的自貿區10、區內發展程

度不一等，均有助於累積複製推廣自貿區現有政策或政策先行先試的

經驗，有益於中國大陸將自貿區政策進一步推廣或擴散。另外，海南

自貿區定位除直接賦予對接國際的高標準外，更直接以建設自貿港區

為定位目標，顯然目標訂定的高度亦有別於過往新設自貿區的高度。

此等結果皆凸顯中國大陸在第四波自貿區建設的戰略目標在高度、深

度將進一步提升。

另值得一提的是，「北雄安、南海南」被視為第四波自貿區建設走

向的代表11，而當前海南已建設成為中國大陸第 12 個自貿區，至於依

託「雄安新區」為主的「河北自貿區」，推估應是繼海南自貿區後新設

的自貿區。鑒於「雄安新區」是首個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成

立的國家級新區，也是習近平致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代表，對

中國大陸未來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意涵。

根據 2018 年 4 月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區規畫綱要」，「雄安新區」

雖在打造肩負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12、強調環境乘載能力的開發

10 海南自貿區的面積相當於之前 11 個自貿區面積總和的 27 倍，達到 3.54 萬平方公里。
11 資料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22000174-260301；

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8_04_23/51442622_0.shtml；
https://3g.163.com/dy/article/DFH580DF0519901L.html；
http://www.bbtnews.com.cn/2018/0426/238904.shtml；
http://www.sohu.com/a/228572350_313745。

12 2014 年 2 月，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時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戰略。習近平指出，北
京身為首都，集聚了過多的人口和功能，經濟社會各要素處「緊平衡狀態」。要堅持和

強化首都核心功能，調整和弱化不適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轉移到河北、天津去。

而在當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

2015 年 2 月 10 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

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探索出一種人口經濟密集地區

優化開發的模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資料來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9%A6%96%E9%83%BD%E5%8A%9F%E8
%83%BD。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22000174-260301
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8_04_23/51442622_0.shtml
http://www.bbtnews.com.cn/2018/0426/238904.shtml
http://www.sohu.com/a/228572350_3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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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宜居示範城市，但在產業發展、擴大開放、管理制度等政策面

向與當前自貿區相當類似。具體來看，「雄安新區」聚焦的產業仍在先

進製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和生命健康、節能環保、新材料

產業、現代服務業、綠色生態農業等戰略產業；但也鼓勵符合發展方

向的傳統產業實施現代化改造，朝數位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而

產業升級相關配套則有推動建設國家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系

統，以及發展高等教育、支持中關村科技園在雄安新區設立分園區等

政策，以培養人才、創新、科研能量。其次，對外開放也是「雄安新

區」建設的關鍵重點，例如打造開放發展先行區，促進投資貿易便利

化、大幅度取消或降低外資准入限制、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

面清單管理模式等。至於體制改革部分，主要則係推動高效政務服務

環境，簡化審批程序環節、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及打造創新開放的政

策環境(包含土地、財稅、金融、人才、對外開放等政策措施)。

肆、自貿區的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大陸政策開放的速度將視可監管的程度而定，例如「分送結

報、分批核銷」、「整批查驗、分批核銷」這項舉措並非為設立上海自

貿區之後才新創立的，早在 2005 年海關保稅港區、保稅物流園區的管

理辦法便提出相關措施，但當初大陸政府還無法確保可控的監管而導

致政策皆未落實執行。因此，2013 年上海自貿區設立後，中央便賦予

上海此項任務，在可監管之情況下確切落實「集中報關、分批出貨」

或「分批報關、集中出貨」，並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措施，推行至全

中國大陸境內。而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上海在大陸自貿區中乃扮演領頭

的位置，因此自貿區的未來可能發展方向將以上海自貿區舉例說明。

ㄧ、朝符合國際定義的「自由港」發展

目前中國大陸實際是以「境內關內」方式管理，貨物進口至區內

須先查驗，若貨物直接出口至其他地區得再查驗一次，而進口至國內

也還要再查驗，形成查驗兩次的問題，且細至貨物放在倉庫貨架動向

都要管，與國際的監管方式有很大的落差。未來上海將仿照新加坡與

香港的自由港運作模式，落實「境內關外」，貨物在港區內可自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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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區後再行徵稅，為達此目標中國大陸海關須先落實「一線放開」，讓

企業真正能夠憑艙單進區。

二、允許第三方機構出示證明文件

中國大陸現是以國家為主體直接對貨物進行檢驗與監管程序，而

非經由第三方檢驗機構出具證明文件，此與國際作法有很大的落差。

有鑑於此，自貿區已嘗試將法檢交由第三方檢驗機構負責，但現僅針

對一般性產品放開，對於核心產品還是由政府單位直接檢驗。但目前

大陸政府部門推進第三方法檢力度尚弱，還有待改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3-2 自貿區政策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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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各地自貿區政策面向

區域別 政策/涉及面向

對外開放 體制改革 投資誘因 監管措施 投資環境

發布時間 農業

製

造

業

服

務

業

人才
鼓勵

研發

鼓勵

創新

及創

業

政府

採購

管理

制度

IP
保

護

投資

權益

保障

研發

補助

資

金

流

特殊

優惠

金流

(外匯
管制)

稅改

制度

數據

蒐集

匯流

環保

議識

區域

平衡

勞動

成本

華東

地區

上海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

2013/9/27 ○ ○ ○

國發(2017)23號 2017/3/30 ○ ○ ○ ○ ○ ○ ○ ○ ○ ○ ○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關於擴大金融服務業對

外開放進一步形成開發開

放新優勢的意見

2018/6/22 ○ ○ ○ ○ ○ ○

上海市貫徹落實國家進一

步擴大開放重大舉措加快

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行

動方案(擴大開放 100條)

2018/7/11 ○ ○ ○ ○ ○ ○ ○ ○ ○

浙江 國發(2017)16號 2017/3/31 ○ ○ ○ ○ ○ ○ ○ ○ ○

福建 國發(2018)15號 2018/5/24 ○ ○ ○ ○ ○ ○ ○ ○ ○

中南

地區

湖北 國發(2017)18號 2017/3/31 ○ ○ ○ ○ ○ ○ ○ ○ ○

河南 國發(2017)17號 2017/3/31 ○ ○ ○ ○ ○ ○ ○ ○ ○ ○

廣東 國發(2018)13號 2018/5/4 ○ ○ ○ ○ ○ ○ ○ ○

海南 國發(2018)34號 2018/10/16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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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各地自貿區政策面向(續完)

區域別 政策/涉及面向

對外開放 體制改革 投資誘因 監管措施 投資環境

發布時間 農業

製

造

業

服

務

業

人才
鼓勵

研發

鼓勵

創新

及創

業

政府

採購

管理

制度

IP
保

護

投資

權益

保障

研發

補助

資

金

流

特殊

優惠

金流

(外匯
管制)

稅改

制度

數據

蒐集

匯流

環保

議識

區域

平衡

勞動

成本

華北

地區

天津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金融支

持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
驗區建設的指導意見(金
改 30條)

2015/12/9 ○ ○ ○ ○ ○

國發(2018)14號 2018/5/4 ○ ○ ○ ○ ○ ○ ○ ○ ○ ○

河北 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 2018/4/20 ○ ○ ○ ○ ○ ○ ○ ○ ○ ○ ○

東北

地區
遼寧

國發(2017)15號 2017/3/31 ○ ○ ○ ○ ○ ○ ○ ○ ○

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

首批政策清單
2017/3/30 ○

西南

地區

重慶 國發(2017)19號 2017/3/31 ○ ○ ○ ○ ○ ○ ○ ○ ○ ○ ○ ○

四川 國發(2017)20號 2017/3/31 ○ ○ ○ ○ ○ ○ ○ ○ ○ ○ ○

西北

地區
陝西 國發(2017)21號 2017/3/31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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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大陸投資開放相應之監管機制

由於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型態的經濟運作模式下，政府部門對於

經濟運行的掌控是不可忽略的。即便在國際競爭、內部經濟與產業結

構轉型壓力、市場接軌國際、強化外人投資誘因等發展需要因素下，

已逐步朝向開放、法治化發展，但可掌控的程度仍是其重視的。此外，

伴隨市場的擴大開放，市場發展失序的風險相對提升，也凸顯對應監

管政策的重要性，必須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開放。換言之，監管機制

的建置在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或自貿區政策中，重要性不言而喻，亦

係中國大陸持續推動「擴大開放」的重要基礎。故特別將中國大陸近

期有關的監管政策進行分析，探討其變化。初步歸納中國大陸監管政

策面向包含金流、稅制、數據蒐集匯流、投資事中事後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信用監管、國安審查及反壟斷工作等面向，以下將以此歸類，

並分別針對中央部會所採取的全國性的監管政策，以及自貿區為因應

特別開放所施行的監管政策加以說明。

壹、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之監管政策方向

一、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機制的政策重點

觀察中國大陸中央部會監管政策，近兩年主要著重於投資事中、

事後管理與產業監管措施，而就蒐集的政策文件檢視，有幾點值得關

注。首先，信用監管係中國大陸近期的市場監管政策主軸，主要奠基

於中國大陸持續加強資訊歸集與共用的基礎上。如在「國家發展改革

委辦公廳、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對失信主體加強信用監管的通知」指

出，中國大陸將透過國家「信用中國」網站、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

系統等平臺，強化信用資訊對政府各部門乃至公眾社會揭露(包含建立

失信行為限期整改制度、失信提示與警示約談制度等)，同時完善守法

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達到建構「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目的，藉以將失信企業與個人透過經濟、道德、行政懲戒等機制剔除。

而信用監管政策亦在「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全國深化『放管服』改

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提及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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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執行。

其次，除適用整體的產業監管規範，中國大陸事中事後管理機制

也針對特定產業或商業行為，以及新興業態或新商業模式進行規範。

如「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的通知」指出將針對電

子商務、平臺、直銷等業務型態的企業或涉及食品、醫療、藥品、醫

療器械、保健食品等重點商品或服務，加大違法廣告整治力度；「國務

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

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則提及對電商平臺銷售「CCC 目錄」13內

的產品進行線上核查。另外，透過互聯網推播廣告以觸及消費者成為

當前相當有效的行銷管道，且具有成本低廉、形式多元、曝光快速、

觸及消費者能力強等優勢，但相關違法廣告也容易藏身其中，傳統監

管手段難以追蹤、查處。因此「工商總局等部門關於印發 2017 網路市

場監管專項行動方案的通知」除延續前述監管措施推動，更進一步提

出建設廣告監管平臺和互聯網廣告監測平臺，用以健全廣告監測制度

體系。

再者，基於新興業態或新商業模式(如互聯網企業、電商、平臺經

濟、共用經濟、手機應用軟體商城、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等)興起帶來的

管理需要下，中國大陸監管政策也積極規畫，透過結合行業特點與資

訊技術，探索創新的監管方式。例如在「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

市場監管規劃的通知」提及對於新商業模式或新型業態加強監管，領

域包含社交電商、手機應用軟體商城等新模式，以及農村電商、跨境

電商和服務電商等新業態。而在「交通運輸部辦公廳、中央網信辦秘

書局、工業和資訊化部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辦公廳關於加強網路預

約計程車行業事中事後聯合監管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則指出，將加強

對網約車平臺公司有關經營行為的監管。另外，在「市場監管總局關

於開展網路餐飲服務食品安全專項檢查的通知」則針對網路餐飲服務

進行食品安全專項檢查工作，進一步加強網路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管，

打擊違法、違規行為。至於如何建構新興業態或新商業模式的相應監

13 中國大陸規範產品強制性認證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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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制，則仍係著重在構建資訊互換、執法互助的綜合監管機制，不

過在「關於做好引導和規範共享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

中提到，若尚未制定統一標準的領域，中國大陸則強調充分發揮龍頭

企業和行業協會作用，形成產業自律與未來產業標準制定的雛形。另

外，中國大陸也針對其他商貿活動進行監管，包含合同監管，仲介服

務機構的監督管理、會計監管、檢驗體系監管、質量監管等；同時在

部分政策文本亦提及關於國安及反壟斷工作。

此外，中國大陸在事中、事後管理機制上，也納入加強企業「提

質增效」的重點工作，期藉此提升市場運作效率，也賦予企業更加公

平的競爭環境。例如 2016 年工商總局與稅務總局即聯合公布「關於清

理長期停業未經營企業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針對長期停業未經營企

業給予查核定義，並且提出相關具體查核工作與處罰機制。而 2017

年公布的「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的通知」亦提及

將對長期未履行年報義務、無生産經營活動、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等

嚴重違法失信企業建立強制退出市場制度，同時也配合「中國大陸「去

産能、去庫存」的市場整頓措施，對違反法律規範或達不到節能環保、

安全生産、食品藥品、工程質量等強制性標準的企業，依法予以取締，

吊銷相關證照。至於如何落實，主要係加強部門資訊互通與連動，並

且納入科技執法、社會監督機制。如在「工商總局關於加強國家企業

信用資訊公示系統應用和管理的通知」即指出加快推進資料協同共用，

有效實現政府部門精準監管；「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全國深化『放管

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則提

出將建設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互聯網+監管」子系統，通過分類梳理

國務院部門和地方現有監管資訊平臺，聯通彙聚重要監管資料，推動

監管資訊全程可追溯和「一網通享」，為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提供技術平

臺支撐。

二、金流相關監管措施的政策重點

除針對事中、事後管理機制(包含信用監管)的相關監管方法，中

國大陸亦針對金流、稅制、數據匯流部份提出相關監管配套。就金流

的相關監管措施部分，主要係隨著中國大陸網路支付行為的盛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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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支付的規模以日益擴大，據工信部數據統計，2017 年前三季，中國

大陸行動支付交易規模已超過人民幣 80 兆元(約合 374 兆臺幣)，居全

球之冠。為防範數位化支付趨勢帶來的數位金融風險，中國大陸人民

銀行在 2017 年 8 月公布「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關於將非銀行支付

機構網路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臺處理的通知」，將行動支

付納入人民銀行監管業務，且規定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只要涉及

銀行帳戶的網路支付業務，都統一交由中國人民銀行主導的「網聯平

臺」集中處理。除提高清算效率，了解支付業者經手的商品與資金，

並強化資金流向監測，更能獲得金融大數據進行控管風險。

三、數據匯流相關監管措施的政策重點

在數據蒐集匯流部分，主要係依循近年「互聯網+」的發展態勢

下，資訊數位化與數位科技蓬勃發展，進而衍生的數據資訊監管需求。

歸納相關政策，主要圍繞互聯網市場、大數據監管、個資保護等方面。

如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加強事中事後管

理的指導意見」提及稅務監管大數據應用；「工商總局關於新形勢下推

進監管方式改革創新的意見」、「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市場監管

規劃的通知」、「工商總局關於貫徹落實國務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

劃》的通知」則提及需加強市場大數據監管措施。至於近年蓬勃發展

的新商業模式(共享經濟)，在「關於做好引導和規範共享經濟健康良

性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則強調將依法強化對平臺企業收集、保存、

使用、處理、共用、轉讓、公開披露、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等行為的

監督，督促平臺企業運用匿名化、去識別化等技術，提高個人資訊保

護水準，防止資訊洩露、損毀和丟失。而在金融領域的數據匯流具體

監管措施則如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8〕第 7 號「外商投資支付機構

准入和監管政策」要求外商投資支付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

的個人資訊和金融資訊的存儲、處理和分析應當在境內進行；倘若係

為處理跨境業務必須向境外傳輸的資料，則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

和相關監管部門的規定，要求境外主體履行相應的資訊保密義務，並

經個人資訊主體同意。另外，支付業務納入人行監管體系在某種程度

上，亦屬金融領域數據蒐集匯流與大數據監管具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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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制相關監管措施的政策重點

就稅制相關監管措施來看，中國大陸除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創新創

業、鼓勵研發、優化稅收環境、稅收制度透明化等)，推動相關稅制優

惠或稅改措施外，也依循產業轉型升級(新業態、新技術等)、國際近

年的反避稅趨勢等，陸續推動相應的稅制監管措施。如國家稅務總局

2016 年公布的「關於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加強事中事後管理的

指導意見」即提出要運用大數據深化資料分析，提高「互聯網」時代

稅務稽查的精準性與風險管理，並加強稅警協作，依法打擊稅收犯罪

活動。而反避稅相應的監管措施包含「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完善預約定

價安排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除細緻化規範「預約定價」的相關措施，

亦將預約定價訊息納入強制自發情報交換框架，以符合「利潤轉移和

稅基侵蝕」(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相關行動計畫要求；

另外，「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布《特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式管

理辦法》的公告」，則依循國際近年的反避稅趨勢，陸續推動移轉訂價、

無形資產、勞務關聯交易等相關規定。

表 3-4-1 中央部會之監管政策措施整理

監管措施
發布

時間

金
流

稅
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深化行政

審批制度改革切實加強事中

事後管理的指導意見

2016.02 ○ ○

工商總局 稅務總局關於清

理長期停業未經營企業工作

有關問題的通知

2016.05 ○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政府部門

涉企資訊統一歸集公示工作

實施方案的復函

2016.08 ○

工商總局關於新形勢下推進

監管方式改革創新的意見
2016.09 ○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完善預約

定價安排管理有關事項的公

告

2016.10 ○

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

市場監管規劃的通知
2017.0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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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中央部會之監管政策措施整理(續)

監管措施
發布

時間

金
流

稅
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布《特

別納稅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

程式管理辦法》的公告

2017.03 ○

商務部財政部稅務總局質檢

總局統計局關於開展 2017年
外商投資企業年度投資經營

資訊聯合報告工作的通知

2017.03 ○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

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的通知

2017.04 ○

工商總局等部門關於印發

2017 網路市場監管專項行動
方案的通知

2017.05 ○

工商總局關於深入推進 “放
管服 ”多措並舉助力小型微
型企業發展的意見

2017.05 ○ ○

商務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外商

投資資訊報告制度和資訊公

示平臺建設有關工作的通知

2017.06 ○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關

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

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

聯平臺處理的通知

2017.08 ○

工商總局關於貫徹落實國務

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
的通知

2017.11 ○ ○ ○

工商總局 稅務總局關於加

強資訊共用和聯合監管的通

知

2018.01 ○

工商總局關於加強國家企業

信用資訊公示系統應用和管

理的通知

2018.02 ○

商務部 財政部 稅務總局

質檢總局 統計局 外匯局關

於開展 2018年外商投資企業
投資經營資訊聯合報告的通

知

2018.03 ○

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8〕
第 7 號(就外商投資支付機構
准入和監管政策)

2018.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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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中央部會之監管政策措施整理(續)

監管措施
發布

時間

金
流

稅
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銀行保

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外

匯管理局聯合發布《關於規

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

指導意見》

2018.04 ○

關於加強非金融企業投資金

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
2018.04 ○

交通運輸部辦公廳 中央網

信辦秘書局 工業和資訊化

部辦公廳 公安部辦公廳 中

國人民銀行辦公廳 國家稅

務總局辦公廳 國家市場監

督管理總局辦公廳 關於加

強網路預約計程車行業事中

事後聯合監管有關工作的通

知

2018.05 ○ ○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

於將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

地區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

得稅政策推廣至全國實施的

通知

2018.05 ○

關於做好引導和規範共用經

濟健康良性發展有關工作的

通知

2018.05 ○ ○ ○ ○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銀行保

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發

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於進一

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

意見

2018.06 ○

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 人

民銀行辦公廳關於對失信主

體加強信用監管的通知

2018.07 ○ ○

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關於加

大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違

法行為力度的通知

201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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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中央部會之監管政策措施整理(續完)

監管措施
發布

時間

金
流

稅
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全國

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

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

務分工方案的通知

2018.08 ○ ○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貫徹落實

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

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議精

神優化稅收營商環境有關事

項的通知

2018.08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落

實好簡政減稅降負措施更好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有關工作

的通知

2018.09 ○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科技部關

於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

計扣除比例的通知

2018.09 ○

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關於開

展網路餐飲服務食品安全專

項檢查的通知

2018.09 ○

市場監管總局關於加強認證

檢測市場監管工作的通知
2018.09 ○

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辦事

指南
2018.09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中國大陸自貿區監管政策之方向

歸納中國大陸自 2013 年於上海建設第一個自貿區至今，監管政策

係建構以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方式相應的事中事後監管機制為主軸，特

別是中國大陸近年積極發展的信用監管機制，即由自貿區先行試驗並

逐步完善配套後，進一步推動在全中國大陸適用之監管措施。例如上

海自貿區初期主要推動以建構信用監管基礎為主，其後在第二批自貿

區建置上，進一步推動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並且加強信息公開(如

企業年報公示、經營異常名錄、嚴重違法企業名單等)、失信懲戒制度、

與境外追償保障等措施，並同時引進協力廠商與社會監督機制，加強

協力廠商評價、徵信等配套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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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逐漸成熟的企業信用監管機制(包含企業資訊公示平臺、異常

經營目錄、失信懲戒機制等)、也因應新商業模式、新科技技術(如互

聯網、大數據分析)的發展，持續強化並探索對於外商投資的全面監管

(包含國安與反壟斷工作)。例如在因應新型態貿易(如電子商務、跨境

電子商務、服務貿易)、新興業態(如融資租賃)、重點產業(如生物醫藥、

半導體)、重點政策(自由貿易港區)發展下，自貿區也積極推動海關監

管、檢驗檢疫等監管配套創新。至於自貿區在金融相關領域開放所應

對的風險控管部分，相關文本規畫主要係朝向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完善跨行業、跨市場的金融風險監測評估機制，加強對重大風險的識

別和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同時也持續完善對持有各類牌照金融

機構的分類監管機制，以及加強自貿區推動金融創新等監管配套。

中國大陸基於經濟體制的特殊性，目前仍有外匯管制措施，以維

繫其經濟與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因此在自貿區金流監管部分，其政策

主軸即防範金融產業開放措施帶來的金融風險、外匯風險。例如在上

海自貿區設立初期，主要係以自貿區相應金融開放(如自由貿易帳戶、

資本項目可兌換等)相關的監管配套措施為主要推展方向，其後在第二

批自貿區則更進一步細分企業與個人在投資或跨境金流的監管方向，

包含建立境外融資與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框架與區內個人

投資的資金流動監測預警和風險防範機制等，並且完善跨境資金監控

體制機制，強化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工作，及時發現跨境洗

錢和恐怖融資風險，防範利用跨境貿易從事洗錢犯罪活動。而第三批

自貿區與 2018 年新設的海南自貿區則係以推廣複製先前的金流監管

政策為主。

至於在稅制相關的監管措施部分，中國大陸在自貿區的相關監管

措施試驗，主要搭配國際慣例及不違反 BEPS 等考量下，持續推動研

究稅收政策改革的試驗，如針對服務貿易、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

發展的相應稅制政策等。

另值得關注的是，在第三批自貿區建置後，中國大陸也開始引進

實際控制人概念，以應對近年國際投資新型態投資架構(如 VIE 架構)

所引發的監管風險隱憂。其次，自貿區亦肩負周邊區域協同發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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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天津自貿區與京津冀地區、上海自貿區與長江經濟帶、廣東自貿

區與港澳地區、四川自貿區連動長江沿岸、湖北自貿區與中部地區、

遼寧自貿區與東北地區、陝西自貿區與大西部地區等，因此也陸續提

出與各區域之聯合執法、資訊共用、預警應急聯動機制，以形成監管

網絡。至於自貿區提出國安審查相關工作部分，主要依循國務院於

2015 年公布之「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執

行，由發改委、商務部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對國防、國家經濟穩定、社

會基本生活秩序、國家文化安全、公共道德、網絡安全、關鍵技術研

發能力的影響，展開安全審查，並由自貿區管理機構持續進行投資監

管工作(金融領域的監管則另有規定)。另，關於數據蒐集匯流相關的

監管措施，此部分並未在自貿區相關的政策文本中提及，主要係由中

央部會統籌發布實施。

表 3-4-2 自貿區監管政策整理

監管政策文本
發布

時間
金流 稅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上海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3.08 ○ ○ ○ ○

進一步深化中國 (上海 )自由
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

2015.04 ○ ○ ○ ○ ○

中國 (廣東 )自由貿易試驗區
總體方案

2015.04 ○ ○ ○ ○ ○

中國 (天津 )自由貿易試驗區
總體方案

2015.04 ○ ○ ○ ○ ○

中國 (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
總體方案

2015.04 ○ ○ ○ ○ ○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自由

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

全審查試行辦法的通知

201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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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自貿區監管政策整理(續完)

監管政策文本
發布

時間
金流 稅制

數據蒐

集匯流

投資事中事後

管理與產業監

管措施

信用

監管

國安審查及

反壟斷工作

中國 (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
廈門片區深化環評審批制度

改革方案(試行)
2016.04 ○

國務院關於印發全面深化中

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改
革開放方案的通知

2017.03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四川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浙江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河南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重慶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湖北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遼寧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陝西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7.03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

中國 (天津 )自由貿易試驗區
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

2018.05 ○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

中國 (廣東 )自由貿易試驗區
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

2018.05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

中國 (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
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

2018.05 ○ ○ ○

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 (海南 )
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

通知

2018.10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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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分析

壹、體制改革、擴大開放領域是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但多

為方向性的提點，主要落實仍仰賴地方或產業部門的政策措

施

彙整 2017年到 2018年 10月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單位公布的 18件

外資政策，有 3 份文件為業務主管單位發布的外資相關政策文件，即

財稅(2017)88 號、銀保監發(2018)16 號、銀保監發(2018)19 號，此三

份文件因業務主管單位的業務範圍，而偏重境外投資者獲利的遞延納

稅稅制變革，以及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其餘 15 份中央外資政策文件重

點，明顯是體制改革與產業領域的開放，至於投資誘因和投資環境所

涉及的稅制、資金與其他優惠政策提供的企業成本降低措施相對較少，

此與外資企業ㄧ般對中國大陸經商環境的反映重點相符。至於關乎中

國大陸外資投資領域開放或相關體制改革幅度與進展速度的監管措施，

在以對外開放、體制改革為主的中央外資政策之中，僅部分文本點到。

意味中國大陸雖言明在可控管的前提下開放，但在外資政策文件中則

有意淡化監管的議題，事實上單就監管政策盤點，確可見到其監管前

行建置，以及在達到可控管的條件下陸續對外開放的關聯性。以下歸

納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亮點。

就產業開放而言，包含金融業、文教娛樂、交通運輸、專業服務、

商貿物流等服務業領域的開放或持股比例限制放寬(提升或解除)；以

及新能源交通設備、先進製造、能源、礦產資源等製造業業務開放或

持股比例的調整，此等產業開放明顯與中國大陸產業結構改變與市場

結構需求變動有關，顯示其藉由外資政策帶動或配合國內的結構變動。

在體制改革部分，中國大陸強調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商貿便捷化措施、智財權保護、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機制、外資適用「中

國製造 2025」戰略政策等措施，則與外資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開放與

法制保護的需求相關，顯示其外資政策除朝國際接軌方向改善外，也

優先處理外資企業關切的議題，以吸引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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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才、研發、創新創業方面的政策亮點，在於提供外國人工

作與生活相關便捷措施，甚至也鼓勵地方政府提具獎勵予具有突出貢

獻之外商或高端人才；鼓勵研發部分則提及國家科技專案得向外資開

放等政策，顯示在人口紅利放緩，國內產業結構轉變需要不同的海外

人力支援之際，外資政策也做相應的安排與配套。同時，中國大陸也

由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開放外商在中國大陸掛牌與上市、支持外商參

與基礎建設等政府採購案、標準制定等等稅制規範化、市場開放的方

式來吸引外資、解決融資問題，此部份也呼應外資企業關切的制度化

與市場開放的議題。

整體來看，中國大陸確實相當積極推動外資措施的調整，特別在

投資便利化、放寬市場准入、加大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宣示，營造出更

公平、透明、便利的外商投資環境。而此等措施確實也對於中國大陸

近期吸引外資形成正面助益。依據 UNCTAD 的 2018 年 10 月公布之

「全球投資趨勢監控報告」(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顯示，

中國大陸 2018年上半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金額成長 6%，總額超過 700

億美元，成為 2018 年上半年全球最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區域。同時，

根據商務部資料顯示，中國大陸 2018 年前三季度吸收外資成績亦相當

斐然，累計今年 1 月至 9 月，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45,922 家，較去年

同期達 95.1%；實際使用外資達人民幣 6,367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2.9%。顯示在諸多內外因素交雜的影響之下，中國大陸持續推動外資

政策的調整，實有助於提振外商投資信心，在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需

求下，仍持續吸引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

貳、自貿區政策的試行具有引領效益，但政策試驗有其侷限性，

政策能否能複製，也有賴中國大陸的各地經貿透明度、制度

化程度，以及產業貿易結構

在自貿區政策的盤點中，不少政策先於中央對外資政策試行，從

對外擴大開放、投資誘因，到體制改革都可見先行試驗和示範的例子，

凸顯自貿區作為中國大陸前瞻性試驗的定位。尤其當政策在自貿區內

執行確認具可執行與可複製性時，即進一步將政策擴散至其他地區，

如貿易便捷化的海關分類監管措施，由上海自貿區漸次推廣到其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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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區與海關特殊監管區；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由上海保稅區漸次推廣

到上海自貿區，再推廣到全中國大陸；信用監管的擴展由自貿區到全

中國大陸適用等，此等循序推廣的做法確實具有引領的意涵，也有利

於優化中國大陸的投資經商環境，形塑接軌國際規範之條件。只是相

關政策是否能複製到其他區域，乃至於全國推行，則仍有賴中國大陸

的各地經貿透明度、制度化程度，以及產業貿易結構而定。

其次，觀察監管措施的施行，明顯可見有關信用監察的措施係以

上海自貿區開始試行，再複製到其他自貿區，最終於 2017 年開始在全

國區域執行；至於金流、稅制、產業監管等面向也可看到相似的發展

趨勢，顯示自貿區的試行前導地位，並不僅止於外資政策的開放，也

涵蓋監管面。不過數據匯流的相關監管措施則是由中央部會籌畫政策，

並直接於全中國大陸執行，意味自貿區的試行前導，即便是監管措施

亦有其限制性，會因產業特性而不同。

參、中國大陸「惠臺政策」短期成效並不明確，且對臺商布局尚

無明顯成效，但值得關注相關措施對於臺籍人才的磁吸，以

及解決臺商經商痛點而影響當地布局策略

盤點中國大陸公布的「惠臺政策」，明顯的偏重於人才相關優惠

措施，雖顧及優化投資環境、擴大招商引資、區域平衡等中央政策主

軸，惟其中部分措施已於過往政策文件中宣布(如「5 號文」與「39 號

文」的內外資同等待遇、鼓勵設置區域總部與研發中心等)，外商、臺

商已經適用 (如高新技術企業優惠 )或已於中國大陸自貿區推動 (如高

端製造等)。對於重點關注的人才吸引，其措施主要著重於臺灣人才在

提升當地生活、就學、就業的便利性，搭配當地市場規模提供的發展

機會，此對於人才吸引具有加分的作用。不過國臺辦「31 條措施」仍

係屬於相對模糊的綱要性宣示，缺乏具體做法的施行細則；就各地區

「惠臺政策」提出的面向或者是擴大開放的領域觀察，雖部分省分提

出之政策措施雖較國臺辦「惠臺政策」擴增，或提供更為具體的工作

任務，但整體而言，各地出台的措施並未突破國臺辦「31 條措施」的

框架，且其內容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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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情況或許隱含各地方政府推動之「惠臺政策」在中央尚未出

台相關政策施行細則前，對於政策該如何落實、落實程度如何，仍未

有定見。因此，「惠臺政策」之成效仍待觀察。特別是對於政策涉及地

方財政負擔的「同等待遇」、「特殊優惠待遇」等，在各地方政府普遍

面臨自身財政負擔的壓力下，地方政府是否具有推動「惠臺政策」的

高度意願，實則有待商榷。因此，「惠臺政策」短期成效尚不明確，且

就目前提出的內容觀之，對臺商布局策略影響應有限。

再者，不可小覷中國大陸推動相關政策的重點─吸引臺灣人才，

對臺商布局的影響。由於此等「惠臺措施」符合其人才引進與自主創

新戰略，具有相當的推動誘因。具體例如，此等政策欲吸引我專業人

才，特別是我國醫學、金融、教育等專業人才赴中國大陸發展。雖目

前尚缺乏全面的配套措施或相關的合適環境，但在中國大陸持續擴大

產業類別開放並推動單向「惠臺」人才措施下，難免吸引更多產業之

專業人才西進發展，此對臺灣產業發展、人才培育是否形成不利之影

響？抑或對臺商的經營和臺灣的連結度可再度強化?諸如此類議題仍

需關注與研究並及早因應。

至於，「惠臺措施」涉及臺商當地採購、設置區域總部、設置研

發中心等優惠，搭配中國大陸近兩年積極推動「反避稅」等相關措施

執行力度的持續強化，亦可能轉變臺灣總部扮演的功能角色，進而影

響臺商投資布局策略。再者，對臺商或臺灣人與大陸居民或企業的同

等待遇，此或將有助於解決臺商經營內需市場面臨的痛點(包含經商成

本高漲、融資困難、補助潛規則、內需商機掌握於當地企業、缺工等)。

尤其擴大對臺開放參與如基礎建設、影視，進入門檻的特殊許可(如參

與大陸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措施，倘若地方政府積極落實，

仍有利臺商布局，畢竟涉及服務業的開放，很難開放後只限經營ㄧ隅，

這也是中國大陸此等服務業開放速度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中國大陸

內需仍然暢旺下，或可進一步提升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之意願。

總的來看，在面臨歐美等國在高端技術的箝制、海外併購投資的

阻力，以及美「中」貿易戰所形成對於經濟、產業發展壓力等因素，

中國大陸未來仍將持續依其發展需要制定更多政策，甚或不排除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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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的對臺優惠措施外，亦針對歐、美提供特別優惠措施，藉以創造

更多「引資」條件或給予經貿談判的彈性空間。因此，後續宜持續追

蹤政策走向，並審慎研擬因應，使政府政策得以符合臺商/臺灣人才發

展需要，亦能兼顧我產業競爭力之鞏固。

肆、伴隨開放帶來的風險可能影響政府宏觀控制力度，中國大陸

監管政策扮演可擴大開放的重要關鍵，而掣肘擴大開放的力

度與速度

在可控管的前提下開放，是中國大陸推動產業擴大開放、體制改

革、投資環境優化等政策的最重要思維主軸。盤點中國大陸因應開放

政策，採取的監管政策包括金流、稅制、產業監管政策(事中、事後管

理)、信用監管、國安與反壟斷審查等面向。其中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是

中國大陸監管政策的重點方向，而信用監管則隨著近期中國大陸市場

經營模式與需求的轉變漸形重要，成為中國大陸近年推動的政策主軸。

中國大陸透過信用監管，搭配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

機制，達到建構「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目的，藉以重整產業秩序，

提供企業一個更為公平、透明的經商環境，同時也健全退出市場機制，

以解決長期以來過剩產能問題。其具體措施包括重建構資訊互換、執

法互助的綜合監管機制，並納入科技執法、社會監督，形成多面向的

監控機制。至於金流、稅制、數據匯流的監管措施，則係以自身需要

或國際規範等方向制定相應的監管措施。另外就時間軸來觀察監管措

施的施行，明顯可見信用監察措施係以上海自貿區開始試行，再複製

到其他自貿區，最終於 2017 年開始在全國區域執行；至於金流、稅制、

產業監管等面向也可看到相似的發展趨勢，此也顯示自貿區的試行前

導地位。不過數據匯流的相關監管措施則是由中央部會籌畫政策，並

直接於全中國大陸執行，意味自貿區的試行前導有其限制性，會因產

業特性而不同。

其次，細觀中國大陸對於監管政策的核心思維，強化風險防控扮

演主要的角色，而具體監管措施則係透過政府部門資訊共享、信用監

管、科技執法(包含大數據監管)、聯合執法(中央與地方、區域間或部

門間)等方式，解決產業開放、新型態商貿活動、新興產業領域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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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控管需求；同時也配合國際反避稅、反恐、反洗錢等趨勢，推動

相應的監管措施，達到宣示接軌國際體制、標準的說法。由於監管政

策可視為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重要依託，並且牽涉到擴大開放的進展

時程(包含自貿區前瞻政策向外擴散適用)，即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廣

度、深度與速度將取決於其監管政策的完備程度與落實程度而定。此

亦可從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監管政策的重

要性得到印證。

即便監管措施相當重要，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壓力亦伴隨美

「中」貿易戰等內外因素加大，但監管涉及的部會、體制與法規眾多，

因此監管政策的執行進展仍存在相當的障礙待排除，此也將拖延中國

大陸的外資開放範圍與速度。以自貿區金融改革為例，中國大陸金融

體制改革堪稱自貿區最大亮點，不過自貿區推動金融改革範疇主要仍

係以「一行三會」為決策主軸，受制於現行中國大陸金融體制與發展

條件、系統風險隱憂等因素，自貿區金融變革的格局亦隨之受限，此

已由自貿區金融改革步伐放緩得到印證。其次，自貿區內創新金融業

務、跨境金流往往牽涉層面複雜，當前中國大陸現有金融監管體制能

力尚不足有效監管風險，金融監管的理念與手段創新仍有進一步提升

的需要，因此相關措施仍無法進一步擴散適用。再者，服務貿易是中

國大陸未來積極推動的開放領域，但目前仍有跨境資金、交易真實性

審核、監管技術不足等瓶頸，另外，中國大陸推動監管措施的基礎建

構在資訊互聯互通，但當資訊來自於各行政部門體系乃至於不同的監

管平臺，在資訊的共享格式、資訊的互享機制、資訊平臺建置完善度、

資料安全性等，均有待進一步確認與細緻化，方能使各方資訊有效串

連、歸集，進一步構築系統性風險示警與防範機制，並建構有效的聯

合執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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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中國大陸監管政策彙整

政策面向 重點內容

投資事中
事後管理

以信用監管為主軸，著重構建資訊互換、執法互助的綜合監管機制，

並納入科技執法、社會監督機制

1. 以信用監管為主軸，同時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
機制，達到建構「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目的

2. 針對特定產業或商業行為，以及新興業態或新商業模式進行規
範：電子商務、平臺、直銷等業務型態的企業或涉及食品、醫療、

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等重點商品或服務如互聯網企業、平

臺經濟、共用經濟、手機應用軟體商城、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等

3. 加強企業「提質增效」的重點工作，期藉此提升市場運作效率，
也賦予企業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4. 國安審查與反壟斷工作

金流
降低金融風險、外匯風險與強化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工作

1. 數位化支付趨勢的相應監管模式
2. 金融創新等監管配套

稅制
1. 運用大數據深化資料分析，提高「互聯網」時代稅務稽查的精準
性與風險管理

2. 反避稅趨勢下的相關稅制工作(預約定價、移轉訂價等)

數據匯流
主要圍繞互聯網市場、大數據監管、個資保護等方面，並且強調個

人資訊和金融資訊的存儲、處理和分析應當在境內進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美「中」貿易戰加大中國大陸大陸擴大開放壓力，並影響外

資政策；而持續擴大開放的壓力也對監管政策的完備度形成

壓力

自美國於 2018 年 7 月 6 日正式對中國大陸產品課徵懲罰性關稅

開始至今，川普政府已對約 2,500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加徵 10%到 25%

的懲罰性關稅，大約占美國 2017 年自中國大陸進口商品總額 50%；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則對大約 1,100 億美國商品實施等值的報復性關

稅措施。至於原先預估在今(2019)年 1 月 1 日起將再面臨 2018 年 9 月

24日實施懲罰措施的第三波商品，關稅由現行加徵的 10%提升至 25%，

因美「中」雙方於 2018 年底 G20 會議達成的進一步磋商的協議而延

後，不過中國大陸仍持續面臨美國提高關稅的壓力。因此，在美「中」

貿易戰演變趨向白熱化後，雖中國大陸發布訊息宣稱影響中國大陸的

貿易表現有限14，實際上內部與外部的壓力，已使中國大陸調整外資

政策。

14 詳見中國大陸商務部 11 月 12 日公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8 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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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有蒐集的政策文件來看，美「中」貿易戰於 2018 年 3 月美

國公布「301 調查報告」後開始增溫，此階段中國大陸所公布的外資

政策仍係維持其原先規劃的政策方向，以體制改革、產業擴大開放(服

務業、先進製造業)、人才等措施為主軸，並未明顯受到美國對中國大

陸貿易政策轉變的影響。而後中國大陸在歷經 2018 年 7 月 6 日、8 月

23 日美國陸續針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約 500 億美元加徵 25%關稅，以及

9月 24日再進一步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約 2,000美元等值商品加徵 10%

關稅，並且威脅若中國大陸不調整現行不公平的貿易政策與外資政策，

已加徵 10%關稅的 2,000 億美元的商品稅率將進一步提升至 25%，甚

至揚言不排除再進一步針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但尚未加徵關稅的產品課

徵懲罰性稅負。面對美國持續強硬的對華政策，中國大陸在外資政策

上，明顯開始加強推動投資誘因與現行稅制調整的措施，包括透過調

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降低逾 1,500 稅項進口關稅稅率，以及針對

部分進境物品之進口稅率予以調整，期望藉由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

口成本，達到降低企業成本、改善營商環境，並且提供投資誘因，以

因應美國課徵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大陸經濟與吸引外資的影響。不過對

外開放、體制改革仍將持續扮演中國大陸持續推動的外資政策方向。

此外，監管政策是否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據目前蒐集的資料尚

未觀察到如外資開放政策的明顯的轉折趨勢，不過美「中」貿易戰的

僵持局勢，中國大陸面對擴大開放的壓力也將持續增加，但在監管機

制可能影響擴大開放的力度與進程前提下，勢必也將進一步形成監管

機制完善的壓力。

至於美「中」貿易戰的發展，在 2018 年 11 月 6 日的美國期中選

舉結束後，一般認為川普政府強硬對華政策更弦易張的機率並不大，

主要係因政策獲得美國人民甚至國會跨黨派的支持，並反映在此次期

中選舉結果。因此推估短期內貿易戰落幕的機率並不高。不過在 2018

年 11 月底舉行的 G20 高峰會，川普與習近平二人於會談達成雙方進

行協商談判的協議，轉圜緊張的貿易戰局勢。即便美中雙方已進行數

輪的磋商，但是否達成最終的協議，各方對於美「中」貿易戰的走向

看法仍相當分歧，此也意味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施加的壓力仍未消除，

美「中」貿易戰仍將持續影響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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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評估

本章將探討中國大陸近二年外資政策變化，對外商與臺商當地布

局的影響。然礙於政策施行時間尚短，難以由外資數據佐證，故在第

二章的外資布局特徵上，佐以案例說明外資政策可能的影響方向。基

此，本章參考各國商會或機構之調查，並整理近幾年外/臺資撤出或擴

大中國大陸投資之之案例，從企業布局角度，瞭解企業轉變中國大陸

布局的考量重點，釐清企業策略布局的變化，藉以瞭解中國大陸外資

政策對其布局的影響與因應方式。此外，美「中」貿易戰在美方強勢

主導下快速增溫，「中」方因應推動的政策變化也是迫使企業變更或加

速策略布局變更的重要變數，故也納入本章探討。最後，依據前述中

國大陸的外資政策對外/臺資的投資變動可能影響趨勢，進一步探討此

種趨勢變動對於兩岸經貿及臺灣影響。

第一節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外商布局影響分析

壹、外商對中國大陸經商條件與外資政策之看法

根據 2018 年出版的中國大陸外商白皮書15，一如既往的列示出中

國大陸諸多的投資經商環境問題待解，例如多數報告均提及在體制層

面的繁冗行政措施、高漲的勞動成本、人才缺乏、未臻完善的智財權

保護措施、不公平的產業政策與補貼、趨於嚴格的網路監管、外商市

場准入、行政法利透明度、強制技術移轉、當地企業崛起競爭等課題(表

4-1-1)。但即便如此，在當地市場潛力龐大、可觀的市場規模、持續

對於市場開放的政策宣示與持續的制度改革、已經成形的生產聚落等

因素下，外商對於中國大陸經商展望普遍仍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且

也多半對於其在當地經營績效表現抱持正向的看法。事實上，根據多

份白皮書調查結果顯示，外商企業雖面臨來自當地企業的激烈競爭，

但在掌握關鍵技術、創新能力等優勢條件下，多數仍可維繫競爭優勢，

因此當地市場依然有利可圖，且在預期下一年度營運經營績效可望伴

15
此等報告調查期間主要落於 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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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當地市場成長而增加，特別是與消費相關的零售領域。基於相對樂

觀的市場展望，外商企業多數仍有擴大在當地投資布局的意願，只是

將中國大陸視為優先投資區域的比重確實受到投資經商課題、國際局

勢(包含其他市場成長性)等影響因素而下降，其中又以歐商相對悲觀。

不過中國大陸仍係外商投資前三大目標市場，至於有計畫或已變更當

地布局策略 (包含移轉其他區域投資 )的比例則不高 (多數均占受訪企

業 5%以下)，而計畫移轉(或已移轉)的區域主要係東南亞市場。以下

就不同投資來源的外資企業看法，加以說明。

一、美商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看法

依據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發

布的「2018 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大部分在華的美國企業繼

續看好中國大陸市場，認可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正在持續優化，對華投

資信心進一步增強。因此 74%的企業計畫於 2018 年擴大在華投資(此

一比例為近年來最高)；同時，約 60%的會員企業仍視中國大陸為前三

大投資目的地之一。同時，46%的受訪企業認為，未來三年中國大陸

仍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62%的受訪企業認為，過去五年中國大陸

在政策制定和溝通的透明度有提高；另外，受訪企業也認為，近年來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亦有所提升。

即便就多份美商會調查報告顯示，多數受訪美商認為當地經商環

境正在逐漸好轉，但仍有持續改善的空間，特別是法規執行不一致、

勞動成本、監管合規風險、產能過剩問題等經商課題應持續加強。雖

然 2018 美商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美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持續擴大，但

在美國總統川普持續提高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保護手段與技術阻擋政策

下，對美商企業的可能影響仍應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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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商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看法

歐盟企業雖多數(86%的受訪企業)願意適時擴大在中國大陸的投

資，與美商、日商、澳洲商會等調查結果大致相同，但對於中國大陸

外資政策落實程度不滿的程度卻相對明顯。根據中國歐盟商會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出版的「中國歐盟商

會商業信心調查 2018」報告，即便有 61%的受訪企業在收益部分較前

一年度增加，但在當地市場競爭環境與投資經商課題等因素掣肘下，

歐盟企業對於中國大陸市場持相對悲觀的展望，並且超過 46%企業計

畫削減成本以因應當地市場的變化。

其次，相對於多數外商，歐商企業並不滿意中國大陸對於投資經

商環境的改善進程，認為中國大陸在改革的執行力度低於預期。例如

中國德國商會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調查報告

「German Business in China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指出，即便

多數德商仍滿意於當前企業的發展，但滿意度相較 2017 年已有所下降，

特別是徳國在中國大陸投資的三大產業(機械製造、汽車及企業服務)

對 2018年的發展評價不如以往樂觀，同時亦保守看待 2019年的發展。

概括來看，德商認為勞動成本、市場競爭、官僚主義、行政障礙、法

律不確定性、不明確的監管框架條件，以及受限的網路仍是當地經商

挑戰。儘管仍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德商有意在未來兩年擴大當地投資，

但在未來無投資計畫的受訪企業中，有 30%表示係因監管透明性和政

策不確定性因素所致。再如擴大開放政策，即使約一半的德商正向看

待中國大陸的政策宣示，但多數仍認為政策落實度並不如預期，約莫

一半的德商認為中國大陸仍需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方能為外資企業

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調查報告另顯示，有 45%受訪企業期望中國

大陸改善法治規範和監管框架。

此外，中國荷比盧商會(Benelux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公布的「Sino Benelux Business Survey 2018」同樣也認為薪資成本、

法令遵循成本、不公平競爭、人才流動、法令透明度等仍係當地經商

障礙重點，並且期望中國大陸持續推動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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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商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看法

中國日本商會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China)出版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 2018 年白皮書」指出，日商 2017

年對中國大陸投資 32.7 億美元，較 2016 年成長 5%，反轉連續 4 年的

下降趨勢，同時，48.3%受訪企業有意擴大發展當地業務。調查指出，

儘管勞動成本上升、當地市場競爭激烈、法律制度執行不透明等課題

仍存，但龐大的內需市場，加上製造與消費轉型升級、擴大開放市場、

體制改革、自貿區設置等政策措施所帶動的市場商機，開始吸引日商

企業加強布局當地消費市場。不過該份報告亦點出期望中國大陸未來

持續以「確保公平性」的改革方針，以內外資一視同仁的標準，朝向

強化市場體系、推動行政體制改革與完善擴大開放格局，以建造一個

開放、透明、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在美「中」貿易貿易摩擦持續擴

大範圍與力度，以及日本透露參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中日韓 FTA

重啟談判下，仍需持續關注日本企業動向的可能變化。

四、澳商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看法

澳商對於中國大陸商業展望、投資環境及、外商的政策看法以及

布局方向與美、歐、日等外商差異不大。具體例如中國澳洲商會

(China-Australia Chamber of Commerce) 在 「 2018 Westpac

Australia-China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指出，有 79%受訪的澳洲

企業預期 2018 年在當地投資仍可獲利，且較 2017 年 66%的比重明顯

提升，顯示儘管全球貿易環境波動，但澳洲企業仍被中國大陸市場潛

力(包含市場規模與市場成長性)所吸引，並對中國大陸市場抱持樂觀

態度。不過該報告亦點出 39%的澳洲企業認為當地監管法規的變革以

及快速發展的技術，使得企業於當地經商更加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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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2018 年中國大陸外商白皮書經商障礙彙整

名稱 出版年 外國商會

市

場

准

入

不公

平政

策

法令

透明

度

體

制

問

題

資安

及 IP
保護

人才

與勞

工

其

他

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 2018.1 中國美國商會 v v v v v v

中國營商環境白皮書 2018.2 華南美國商會 v v v v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2018.3 中國澳大利亞商會 v v v v v v

2018 Westpac Australia-China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2018.4 中國澳大利亞商會

(上海) v v v v v

美國企業在中國 2018.5 中國美國商會 v v v v v v v

Sino Benelux Business Survey 2018 2018.6 中國荷比盧商會 v v v v v v v

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 2018 年白皮書 2018.6 中國日本商會 v v v v v v v

2018 商務環境調查報告 2018.7 上海美國商會 v v v v v v v

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 2018.9 中國歐盟商會 v v v v v v v

German Business in China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18.11 中國德國商會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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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商撤出/投入中國大陸市場近況

從第二章中國大陸前十大 FDI 來源可明顯發現，近幾年中國大陸

主要幾個重要 FDI 來源多呈下滑趨勢(包含臺灣)，僅韓國的 FDI 金額

占比有微幅提升的趨勢(參考圖 4-1-1)。再者，政策施行時間尚短，難

以由外資數據佐證，因此整理外商企業撤出/投入中國大陸市場案例，

歸納企業調整布局策略的可能原因，說明外資政策可能的影響方向。

至於臺商撤出/投入中國大陸市場案例則留待第二節探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1 主要國家 FDI 占中國大陸外商投資金額比重

一、近年外資撤出中國大陸案例彙整

近年，中國大陸投資環境受到內部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競

爭失序、要素成本大幅上漲、人口紅利漸失等因素影響，已墊高企業

在當地經商的門檻條件，使得外商企業(尤其勞力密集型產業)逐漸調

整布局策略，甚或選擇撤出中國大陸市場，轉進東協市場或其他區域

布局。儘管中國大陸近年已積極進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政策，並從

供給側著手，欲以制度面與法規面的調整，優化其投資經營條件，加

強外商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或擴大當地布局)的誘因，然在投資優勢

轉化不再完全有利勞力密集產業，法治化程度、體制改革進展仍不若

外商所預期，環保、網路等監管機制又日益趨嚴，加上中國大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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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著陸」疑慮、外部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如「一帶一路」戰略的受挫)，

以及 2018 年美「中」貿易摩擦快速升級為貿易戰等因素影響下，於

2016 年起呈現明顯的外商撤離中國大陸的現象，尤其是屬於勞動密集

型的產業(如表 4-1-2)。

(一)製造業外商撤出案例

就中國大陸引資前十大來源中，日本近年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

(FDI)的規模不斷下降，2012 年占中國大陸吸引外資比重 6.58%，至

2016 年僅剩 2.46%，即便 2017 年商務部統計的資料顯示日本投資占

比有微幅增加至 2.62%，但相較於 2012 年仍明顯反映出日系供應鏈退

出中國大陸的趨勢。而日商的撤出潮，除前述經商條件變化、成本高

漲的影響，「中」日間的歷史矛盾情結、紅色供應鏈崛起競爭、規避美

「中」貿易戰火等都係影響日商企業策略的可能因素。例如廣受中國

大陸市場喜愛的日本家電品牌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大金空

調(DAIKIN)的商品產線已於 2015 年、2016 年陸續退出中國大陸；日

本電子零件大廠東電化(TDK)亦因成本因素，2016 年選擇將中國大陸

產線遷回日本。2018 年美國先後對「中」實施三次制裁措施使美「中」

貿易戰火加劇，再形成一波外商出走潮，日商供應鏈包括品牌家 IRIS

Ohyama、化工大廠旭化成 (Asahi Kasei)、土木機械廠小松製作所

(Komatsu)、機電大廠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日東電工 (Nitto

Denko)、相機品牌廠奧林巴斯(Olympus)等考量市場競爭、成本、避免

遭受貿易戰波及等因素，紛紛撤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外商撤出潮不僅止於日商供應鏈，包含歐美等業者也陸

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例如飛利浦(Philip)於 2016 年選擇關閉深圳產

線；同年，德國 LED 品牌大廠歐司朗(OSRAM)旗下子公司朗德萬斯

(Ledvance)則將中國大陸事業體股權全數出售予陸資 LED 照明大廠木

林森集團旗下的明芯光電。此等 LED 大廠退出中國大陸主要係受當地

LED 產能過剩致使市場惡性競爭侵蝕利潤的結果。而電子零組件、消

費性電子產品領域包含樓氏電子 (Knowles Electronics)出售揚聲器業

務予陸資私募基金正心谷創新資本；硬碟製造商希捷(Seagate)關閉蘇

州工廠並移轉至東南亞生產；韓國三星電子則在智慧型手機製造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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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深圳廠之後，後續可能再關閉天津廠，未來只剩下惠州廠，明顯

縮小中國大陸投資規模；樂金(LG)則受當地市場競爭影響，宣布手機

業務退出中國大陸市場；空調設備雷諾士國際集團公司 (Lennox

International Inc.)則轉移生產線至東南亞和其它符合低製造成本國家，

以避免美國加徵的關稅成本。此外，伴隨美「中」貿易戰持續惡化，

包含電視、網通設備、光學儀器製造、工具機製造、化學製品等產業，

也陸續選擇縮小投資規模、撤出或轉往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投資。值得

關注的是，美國國防軍工 FPGA 器件頂級供應商美高森美(Microsemi)

半導體雖然在中國大陸上海工廠未面臨經營問題，不過在川普政府決

定在韓進行薩德系統部屬之後，遂宣布 2017 年 10 月關閉位於中國大

陸唯一的上海工廠，一般認為與美中摩擦、呼應美國政策有關。

綜整來看，外商製造業的退出，仍係與投資環境因素關聯性較高，

包含中國大陸製造成本大幅上漲、當地供應鏈崛起競爭、強制性技術

移轉、地緣政治因素影響、避免美「中」貿易戰波及等均係影響外商

撤出的重要考量。不過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阻礙政策的力度提高，

未來美商退出大陸市場或者進行策略切割的可能性加大，應密切關注

其所牽動的臺商供應鏈變化。

(二)服務業外商撤出案例

除製造業外商撤出中國大陸外，外商服務業亦有撤出中國大陸市

場的跡象。例如 2015 年，美國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因中國大

陸速食市場飽和且利潤微薄，決定分拆出售旗下肯德基(KFC)及必勝

客(Pizza Hut)中國大陸事業；2016 年，麥當勞(McDonalds)出售麥當勞

中國大陸事業八成股權及中國大陸、香港三分之二特許加盟店予私募

基金凱雷集團和中國大陸中信集團；同年，可口可樂亦出售其在中國

大陸可口可樂生產、經銷及銷售業務予太古飲料控股。而在中國大陸

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之後，已逐漸改變中國大陸居民消費習慣，致使當

地百貨零售業面臨嚴苛的經營挑戰，如英國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

於 2016 年選擇關閉當地全數實體店鋪、2017 年再轉手港、澳業務，

且更因中國大陸電商已趨飽和之際，再於 2018 年關閉其在天貓的官方

旗艦店，徹底退出中國大陸市場。此外，沃爾瑪(Wal-Mart)亦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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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帶來的當地民眾消費轉型衝擊的影響，已縮減當地門市規模。至

於韓國新世界集團、樂天集團則因地緣政治影響(2017 年美方在韓國

安置「薩德系統」引發中國大陸對韓商的抵制行動)致使當地業績慘澹，

遂決定將超市業務撤出中國大陸市場。另外，全盛期曾在中國大陸擁

有 300家分店的日本知名服飾集團伊都錦(Itokin)也不堪中國大陸市場

競爭激烈、投資環境條件轉變，選擇於 2016 年退出中國大陸。

歸納來看，此等服務業者主要係基於市場飽和且過度競爭、新興

業態帶來當地市場消費習慣轉變，甚或因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等，最終

選擇(或被迫)退出中國大陸市場，不過其中也不乏是因為新興商業型

態引發的產業更迭，如百貨零售業在其他市場也面臨競爭困難的局

面。

另外，即便中國大陸雖積極爭取外商在當地設置研發中心，但有

部分外商選擇裁撤其當地研發中心業務的案例。具體例如通用集團

(GE)在考量中國大陸研發成本效益後，決定自 2016 年起陸續裁撤中國

大陸健康(Health care)、基礎科研等研發中心業務；2016 年，美國製

藥大廠禮來(Eli Lilly)宣布關閉位於中國大陸上海張江的研發中心，除

考量當地的成本效益之外，外商研發中心難以申請重大專利、無法開

展基因定序、高科技人才不能申請補助等待遇亦成裁撤的重要因素。

此外，甲骨文(Oracle)則係著眼當地產業發展需求轉變，決定裁撤北京

研發中心的硬體研發業務，轉型投入雲端運算業務發展。歸納來看，

此等研發中心的布局變動，主要與當地市場環境轉變、產業發展趨勢，

還有政策配合不及有關，而後者則是值得臺灣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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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近年外商撤出中國大陸市場案例彙整

年分 2015 2016 2017 2018

農業 酪農業 恆天然集團

製
造
業

鐘錶製造 CITIZEN

工具機製造 北京松下控制 三菱電機、東芝機械

化工設備製造 小松

半導體製造
上海美高森美半

導體(SMSC)

消費性電子產品

微軟諾基亞、松

下、夏普、大金

空調

樓氏電子(揚

聲器業務)

Iris Ohyama、LG、三

星電子、雷諾士國際

集團

電子零件製造 TDK 希捷

自動控制零件及設備 歐姆龍精密電子

物聯網配備製造 科雅創工

光學儀器製造 索尼(Sony)* 尼康 Olympus

LED 照明製造
飛利浦、朗德

萬斯、MFLX

汽車製造製造 鈴木汽車

化學製品製造 旭化成

鞋業及配飾製造
黛安芬集團 Steven Madden、

Brooks Running

服
務
業

飯店餐飲業
美國百勝餐飲

集團

麥當勞、可口可

樂

百貨零售業

馬莎百貨 馬莎百貨、伊都

錦(Itokin)、易買

得(E-Mart)

沃爾瑪、馬莎百貨、

樂天瑪特

研發中心
GE(Health

Care)

GE(基礎科研)、

禮來、甲骨文

註：索尼(Sony)於 2016 年出售其位於中國大陸廣州的相機工廠給當地陸資企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近年外資擴大布局中國大陸案例彙整

就過往的發展可知，中國大陸運用「改革開放」促進外商赴大陸

投資，最終成為「世界工廠」，更係國際供應鏈重要的群聚區域。憑藉

外商在當地投資設廠與技術移轉，中國大陸雖生產不少高科技產品，

但主要係依靠外國技術、設備及人才，當地企業則以從事代工或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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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仿製階段為主，導致中國大陸本土製造業缺乏高端(關鍵)技術，且

在創新能量不足的情況下，更加掣肘產業自主發展與轉型升級。在產

業條件、國際經貿環境大幅轉變之際，中國大陸市場開放政策也開始

轉變，有別於過往注重「量」的引資觀點，逐漸轉向「質量並進」的

外資政策，此等趨勢發展已由前述章節對於外資的開放政策得到印

證。

換言之，「高質量」、「符合產業需求」的外商投資項目與人才係目

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鎖定的重點。而透過市場開放、簡政放權、投資

審查轉備案制、負面清單管理、放寬外資准入等措施，搭配其內需市

場潛力，仍極具吸引外商赴大陸投資的誘因，特別是在全球外國直接

投資(FDI)流入量大幅下滑情況下，中國大陸卻能逆勢成長，顯見其政

策引導投資環境的改善仍可對外商投資具吸引力。加上 2018 年度持續

推動「內外資一致」、支持外資參與「中國製造 2025」、加強智財權保

護、並且欲推動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等政策，即使相應的監管措施(如

反壟斷、國安審查、信用監管、互聯網監管等)亦伴隨中國大陸擴大開

放而提升，外商著眼當地市場商機，仍願意提前卡位布局。

(一)戰略產業布局案例

對比過往吸引外商的投資業別，除 DRAM、面板、石化等傳統上

極具戰略意涵的重點產業之外，包含新興製造業的新能源汽車(含汽車

電子、鋰電池)、新能源、AI 設備(如智慧音箱)，以及電子商務平臺、

雲端數據服務等新興服務業態，甚或新興科技(AI、大數據、雲端運算

等)的研發中心等，則係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與外資政策轉變後，外商

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重點項目。

此等引資的趨勢，明顯係受政策與市場商機引導。例如中國大陸

係全球最大汽車市場，而「中國製造 2025」除將新能源車納入重點項

目，亦宣布將研擬禁止販售汽、柴油車的時程表，並且目前也已陸續

透過新能源車補助措施，強化當地對新能源車需求，因此吸引諸外商

積極搶進市場，提前布局這極具龐大潛力的電動車市場。具體例如，

2018 年在中國大陸擴大市場開放並放寬外資在汽車產業的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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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吸引包含德國寶馬汽車(BMW)、戴姆勒集團(Daimler AG)、大眾

汽車(Volkswagen)、特斯拉(Tesla)等歐美車廠進一步擴大對「中」投資，

並且規劃投入新能源車的研發製造。而在電動車供應鏈部分，三星電

子早於 2015 年即在陝西西安建立電池工廠，並於 2016 年投資中國大

陸電動車品牌比亞迪(BYD)，同時加強純電動車載半導體業務；大眾

汽車除宣布於 2019 年擴大投資外，亦將交由旗下奧迪(Audi)負責大眾

集團在中國大陸的高壓電池電芯開發；而此前，Tesla 的電池供應商日

本電池大廠松下(Panasonic)已於 2018年 3月宣布其遼寧大連工廠已開

始量產中國大陸和北美市場的車用鋰離子電池。

除前述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在市場商機與政策引導下的積極對中國

大陸展開布局的案例，諸如環保、綠能等新興產業在中國大陸政策支

持與市場開放的背景下，外商亦抱持高度的投資意願。例如中國大陸

在宣布「美麗中國」目標後，對於環保、綠色生態的日益重視，也促

使外商積極呼應政策，而蘋果(Apple)於 2016 年投資中國大陸新能源

產業企業─新疆金風科技(Goldwind)即是一例。

(二)內需產業布局案例

除戰略產業外，傳統製造業亦有著眼政策與市場商機因素，擴大

對中國大陸投資或進行跨業合作的案例。如美國玩具業龍頭美泰兒

(Mattel)、丹麥知名玩具樂高(LEGO)係著眼中國大陸「開放二胎」政

策對兒童玩具市場的助益，分別與陸資企業阿里巴巴、騰訊合作，開

發新玩具與網路遊戲；而中國大陸 2018 年進一步開放的石化業產業規

範，同樣吸引美商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德國巴斯夫集團(BASF)

宣布擴大投資；另外荷蘭皇家殼牌集團(Royal Dutch Shell Plc.)亦與中

海油集團(CNOOC)簽訂合作備忘錄。

其次，不少外商服務業亦因中國大陸服務業開放政策而擴大布局。

例如金融業的開放被視為相當重要的亮點政策。如中國大陸 2017 年 6

月取消徵信調查與評級服務的外資准入限制後，惠譽(Fitch Ratings)已

於 2018年 11月正式在陸成立信用評等公司，布局大陸在岸債券市場；

另一國際評等公司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也有意在華成立獨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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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此前，證券業擴大開放政策也吸引瑞銀(UBS AG)、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日本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等外資證

券商擴大布局；且除實體券商之外，網路券商也進一步擴大當地業務，

如美國盈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s)等。另外，保險業擴大開放政策則

係吸引德國安聯集團(Allianz)、法國安盛集團(AXA)投資布局。而 2018

年 11月 9日獲批准的美國運通(AE)投資案則係在中國大陸開放金融業

後首家通過銀行卡清算業務的亮點案例。事實上，包含萬事達卡

(MasterCard)及 Visa 等外資信用卡業者也積極謀劃布局當地市場。此

外，當前中國大陸龐大的第三方支付市場也吸引英國知名支付機構

WorldFirst 在 2018 年 5 月向人行提交第三方支付業務申請，若通過審

批，則標示著中國大陸金融開放的另一里程碑。

「健康中國」政策係服務業開放另一重點項目，在諸多政策文本

也提及對於養老、長照的市場開放政策，標誌中國大陸對於長照、養

老產業的迫切需要，特別是目前中國大陸老年人口已突破 1.6 億，快

速進入高齡化社會的人口結構將帶動中國大陸對於此等服務的大量需

求。因此長照產業發展相對成熟的日本，其相關產業公協會亦曾多次

派團赴中國大陸參展或舉辦研討會，表達對於中國大陸養老、長照產

業市場的重視與投資意願。而早於 2014 年即進入中國大陸養老市場的

日本最大養老機構日醫學館(Nichii Gakkan)已計畫擴大在當地業務，

除在大連的護理機構已於 2018 年 12 月開始運營，同時更計畫於 2019

年在北京開設擁有 200 個床位的護理機構；而日本護理公司

LONGLIFE則預計 2020年在青島建設約 3,000個房間的超大型老年人

住宅；此外，日本 Medical Care Service 公司則於 2018 年 10 月在天津

開設「認知症」(即失智症)患者的護理機構。另外，於 2012 年與陸資

復星集團 (FOSUN)合資投入養老服務的美國峰堡投資集團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則有計劃再擴大投資中國大陸養老產業。

(三)新科技與新業態布局案例

在網路、智慧型裝置、行動支付快速普及化，加以中國大陸政策

支持發展，造就中國大陸近十年的電子商務、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發

展迅速，並且為居民消費、傳統零售業發展注入新動能。此等趨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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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如蘋果 (Apple)於 2016 年投資中國大陸網路叫車平臺滴滴出行

(DiDi)、2018 年 Google 投資中國大陸電商京東集團(JD)等。另在新興

科技領域中，「人工智慧」(AI)科技係習近平多次提及的發展重點，同

時也納入「中國製造 2025」範疇，中國大陸國務院亦在 2017 年公布

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相關政策(國發〔2017〕35 號文)，欲透過資金支持

和鼓勵中國大陸高教、科研機構投入相關研究。故在政策誘因的引導

下，三星電子投資中國大陸 AI 新創公司深鑒科技(DeePhi Tech)，而

2018 年，美國 FPGA 大廠賽靈思(Xilinx)再併購深鑒科技；至於闊別

中國大陸市場 8 年的 Google 則於 2018 年成立上海 AI 實驗室，投入人

工智慧研究發展。而在此前，微軟、亞馬遜等業者早已在中國大陸投

資 AI、雲端運算等新興科技實驗室或研發中心，亦係著眼中國大陸政

策及市場應用商機。

表 4-1-3 外商中國大陸投資(擴大投資)案例彙整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戰
略
產
業

新能源汽車(含汽

車電子、鋰電池)

三星

電子

三星

電子

BMW、戴姆勒(Daimler AG)、特斯拉、大

眾汽車、松下、沃克斯(Lithium Werks B.V.)

新能源 蘋果

AI 科技 三星電子 賽靈思(Xilinx)

DRAM SK 海力

士

面板製造 樂金電子

內
需
產
業

石化工業 埃克斯美孚(ExxonMobil)、皇家殼牌集團

(Royal Dutch Shell Plc)

玩具製造 樂高 樂高 美泰兒

養老與醫療照護 日醫學館(Nichii Gakkan)、LONGLIFE*、

Medical Care Service

金融業 World First、美國運通、惠譽、安聯集團

(Allianz)、安盛集團(AXA)、盈透證券

(Interactive Bro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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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外商中國大陸投資(擴大投資)案例彙整(續完)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新
科
技
與
新
業
態

電子商務平臺 蘋果 Google

雲端數據服務 蘋果 蘋果

物聯網操作系統 西門子

研發中心 蘋果 Googl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外商布局影響

一、政策調整滿足企業布局需要

觀察上述白皮書及其調查結果，基於中國大陸市場規模與成長性，

以及持續推動投資環境改善、擴大市場開放政策等，多數外商對於中

國大陸投資展望仍抱持樂觀的態度(雖歐盟企業相對悲觀)。然而，誠

如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調

查結果，許多企業在當地仍面臨諸多課題待解，不滿過於遲滯的改善

措施，因此疾呼中國大陸當局必須加快相關改革進程，方有助提供公

平的競爭環境，吸引外商企業持續投資布局。觀察中國大陸當前外資

政策的推動方向，多數仍符合外商建議書歸納的投資經營障礙與相關

建議方向，例如「放管服」等體制改革、擴大開放市場政策、稅制改

革、降低企業成本等政策。因此也形成外商樂觀看待中國大陸的經商

展望。不過政策的成效仍取決於實際落實的進展，不論歐盟商會或美

商的調查報告結果，均顯示在令人詬病的政策執行程度下，對於中國

大陸投資環境的改善，多數外商企業並不樂觀看待，換言之，加強政

策落實是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未來應該重視的重點。

其次，藉由外商近年擴大布局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案例來看，被

視為相對「傳統」的製造業，如面板、石化、玩具製造業等，外商投

資主要著眼在政策引導衍生的市場商機；至於近年興起的新能源汽車、

新能源、或 AI 科技，以及電子商務平臺、雲端數據服務、物聯網操

作系統、養老與醫療照護等新興產業，則係在政策、市場與新興科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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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等)的交互結合下，即便當地市場的人口紅利優

勢正在消退，但在人均所得的提升、居民消費習慣轉變衍生相關需求、

人口結構老化衍生的需求等商機擴大下，仍成為吸引外商赴中國大陸

投資的誘因。顯示近年外商擴大投資布局的產業，主要則係受政策與

市場商機所引導，至於投資產業別上則偏向當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推

動開放的產業別。

再者，在風險可控的考量下，中國大陸政策開放常伴隨相對提升

的監管要求，尤其在網路、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化發展下，中國大陸在

2013 年推動「打擊整治網絡違法犯罪專項行動」、2017 年執行的「網

路安全法」等，均顯示其對網路監管趨嚴已是既定趨勢，由前述章節

相關監管政策的彙整亦可見端倪。即便眾多外商抗議相關法規對於網

路的監控形成企業的經營隱憂，部分外商白皮書亦反映網路監管對其

經商的障礙，有退出的外商，但在著眼當地市場的規模與成長潛力下，

也有服膺相關法律要求以搶佔布局契機者。例如，2017 年蘋果(Apple)

選擇與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公司以合資方式在貴州建設資料中心

(data center)，提供中國大陸用戶 iCloud 服務；亞馬遜(Amazon)則將

Amazon Web Services(AWS)在中國大陸部分資產出售予當地合作業者

以符合中國大陸政府法令規範。甚至 Google 為重返中國大陸市場，也

啟動「中國版」搜尋引擎專案，以遵循當地法令規範。

二、企業撤出與投資環境變化關聯性較高

歸納近年中國大陸撤出或移轉投資區域案例，主要與當地投資環

境的變化有關，特別是在 2016年以後，外資企業撤出的案例明顯增加，

凸顯中國大陸市場投資環境惡化的狀況日益加劇，因此引起勞力密集

型或當地市場競爭較劇烈的產業，如消費性電子產品、電子零件製造、

LED 照明製造、鞋業及配飾製造、飯店餐飲業、百貨零售業選擇撤出

中國大陸市場；再者，政策配合不及也引發部分研發中心撤出。另外，

在美「中」貿易戰加劇下，亦對外商撤出形成推力，引起如半導體製

造、工具機製造、化工設備製造、汽車製造、化學製品製造等外商企

業選擇移轉投資區域。整體來看，外資政策的變化(例如收緊優惠、加

強監管力度)雖然可能是影響企業撤出的可能原因，但相形之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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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投資環境、政策執行力、國際經貿局勢變化等因素，有較直接

的關係。

三、美「中」貿易戰是影響政策與外商布局的變數

多數外商白皮書雖對於中國大陸投資展望仍相對樂觀，不過須留

意的是，其主因在於執行問卷調查期間仍處於美「中」雙方仍保持友

好氛圍(如 2017年底川普訪華期間)或雙方達成之協議仍有效的期間內，

即使部分外商白皮書調查期間已涵蓋美「中」貿易戰事件，但相關措

施造成的實際影響不明顯，因此仍然呈現較為樂觀看待中國大陸商業

展望與外資政策等改革措施(歐盟企業除外)之態度。在 2018 年貿易戰

轉趨白熱化後，外國商會對於中國大陸投資經商展望則明顯轉折，多

數企業已有開始展延投資計畫的打算，甚或不排除將產線撤出中國大

陸。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阻礙政策的力度提高，未來外商退出大

陸市場或者進行策略切割的可能性加大，應密切關注其轉變以及其可

能牽動的臺商供應鏈變化。

第二節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臺商布局影響分析

壹、臺商對中國大陸經商環境與惠臺政策之看法

一、臺商對中國大陸經商環境之看法

隨著中國大陸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提高，近年臺商

在中國大陸經營布局出現明顯的變化。對製造業臺商而言，土地與勞

動力成本仍為海外投資重要的決策因素，臺商對外投資區域也呈現逐

漸向低生產要素成本區域轉移之趨勢，但成本因素已非投資的最優先

考量因素。特別是臺商對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重視度已明顯提升，如

面板、機械、鋼鐵、橡膠與醫藥醫材業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係為了就

近供應當地市場，搶佔中國大陸市場商機；半導體、通訊設備、塑化

與紡織業等其他製造業臺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為重要市場布局的考量

下，仍積極布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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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造業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看法

而中國大陸為了擺脫對國外進口產品的過度依賴，大力推動進口

替代導向政策，具體作法如推出一系列的產業扶持政策，由政府多方

面給予企業各項補貼措施，希望各行各業內資企業能夠提升產品自製

能力。這對製造業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確實面臨不小的競爭壓力，像

是臺灣半導體、機械與生技醫療業，雖目前整體技術能力與產品品質

皆優於中國大陸廠商，但隨著中國大陸積極投入資金、設備、人才，

以及相關法規逐漸完善、人員思維不斷進步，預期此等行業兩岸技術

差距會越來越小，臺商受中國大陸同業追趕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至於在面板、電聲與紡織業，由於中國大陸該等產業發展已相對

成熟，相關供應鏈體系已相當完備，中國大陸廠商還不斷擴大規模，

造成市場普遍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價格激烈競爭。此等行業臺商雖

仍保有一定的技術水準，但避開與中國大陸廠商之產量規模競爭，轉

為發展利基型產品或其他領域應用，像是電聲業臺商轉向研發特殊功

能耳機；紡織業臺商轉為生產特用品紡織纖維；面板業臺商則開發車

載與工控等領域應用，走向差異化發展以維持企業競爭力。

(二)服務業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看法

對服務業臺商而言，赴中國大陸投資本就是看重其潛在內需市場

商機，近來隨著中國大陸國民所得增加，消費水準不斷提升，以及中

國大陸產業政策越趨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更讓市場潛力逐漸化為市

場消費力，讓服務業臺商更積極的布局中國大陸市場，持續加重投資

力度、廣度與速度。例如百貨零售業與不動產業臺商除了布局主要沿

海城市外，更加積極在中西部地區擴展據點，如成都、西安等地，甚

至有運動用品零售業臺商赴內陸三、四線城市展店、鋪設通路。此外，

運動用品零售業與不動產業臺商也積極在中國大陸發展品牌，至於百

貨業與金融業臺商則積極將臺灣特色服務融合當地市場文化。此等發

展均說明服務業臺商仍重視中國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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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商當地經商課題

現階段臺商在中國大陸面臨的經商障礙，主要包含環保、勞工、

稅務與資金問題，以及其他制度面問題。在環保部分，近來隨著中國

大陸環保法規日趨嚴格與政府執法力度不斷增強，環保議題成為臺商

在中國大陸經營面對的最大困擾。雖然大部分臺商都能夠符合中國大

陸的環保規定，但加強查驗與限排仍墊高了臺商的經營成本。例如中

國大陸增加廢氣與廢水的查驗頻率，讓臺商每年須額外增加一筆查驗

費用；以及經常對工業用鍋爐限縮廢氣排放量標準並限時改善，讓臺

商須不斷更新設備來減排。除此之外，還有臺商的上游供應商或下游

客戶因環保問題被迫關廠或停工，而面臨料源不足或業務減少的間接

影響。例如醫藥業臺商的上游供應商被歸為化工類，受到嚴格的環保

標準要求，許多中小型原料藥廠因無力更新環保設備而選擇關廠，導

致原料藥料源不足；而紡織業與塑化業臺商因下游客戶無法符合環保

標準被迫關停，導致業績間接受到影響。

在勞工部分，隨著中國大陸政策鼓勵人才往內陸發展，使得沿海

城市人力供給數量下滑；以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使服務業人力需求

增加，壓縮了製造業的人力供給。在整體環境因素影響下，沿海地區

臺商面臨缺工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受到周邊其他工廠用人旺季而

產生排擠效應，季節性缺工問題更為嚴峻。至於內陸地區由於高校人

才供給充沛，大部分臺商暫無缺工問題，且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人

員流動率亦較低。但相對於沿海地區，內陸地區臺商普遍認為具行業

相關工作經驗者較缺乏，須從低階技術開始自行重新培訓人才。

在稅務部分，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主要面臨企業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TP)與員工個人所得稅等問題。在移轉訂價方面，近

來中國大陸對企業移轉訂價查核相當嚴格，要求臺商必須在中國大陸

有合理的利潤留成，即使臺商在中國大陸留有利潤，當地稅局也會要

求以同業平均做判別標準。因此，臺商還得聘請會計師出具移轉訂價

報告，進行價值鏈分析，以佐證留置的利潤合理且合乎同業水準。在

個人所得稅方面，由於兩岸租稅協議遲未通過，導致派駐中國大陸的

臺籍員工既被中國大陸稅務單位要求在當地申報個人所得稅，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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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再繳一次所得稅，造成兩岸重複課稅的問題；或是所得扣抵規範

模糊不清、制度不夠標準化，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臺灣員工造成不小

的困擾。

在資金部分，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主要面臨銀行借貸不易、資金

調度過慢、資金來源與成本高等困擾。像是鋼鐵業臺商在中國大陸向

本地銀行借貸不易，相對貸款利率較高、信用額度低、貸款期限短，

整體資金借貸成本較高，且還需有資產作為抵押擔保，手續相當繁雜。

又如，不動產業臺商同樣面臨資金借貸不易，不利其開發新建案，若

其自臺灣匯出需通過主管機關的核准，在資金調度速度仍較中國大陸

同業慢，且資金籌措壓力較大。再者，金融業臺商則面臨資金來源與

成本高的問題，由於臺資銀行規模較小，做為分行—在中國大陸推展

業務的資金都由臺灣總行支應，無法獨立運作，相對資金成本較高。

作為子行—藉由可經營業務範圍的擴大，存款在地化的推展，可降低

資金成本、提高效率、並增加利差，惟業務牌照的取得並不容易，且

成本不低。

此外，生技醫藥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還面臨醫材檢測時程延宕、

醫療管理體系混亂、藥價零加成等其他制度面困擾。像是在醫材檢測，

由於中國大陸規定官方實驗室不得再向廠商收費(原可收費)，又不開

放民間實驗室進行認證，導致醫療器材申請檢測案件數量多到無法消

化，從 2017 年至今中國大陸只收其本土廠商的檢測案件，對國外廠商

醫材檢測暫不收件，造成臺商產品上市時程延後。又如，在醫療管理

體系，目前中國大陸醫療體系恰似臺灣在健保制度建立之前的混亂狀

態，中國大陸醫院屬事業編制(如國立醫院)；而民營醫院的監管單位

為衛生局，但因營利性質的不同，營利性質(社團法人)歸工商局管轄，

非營利型(財團法人)歸民政局管轄。各型態醫院管轄單位不同形式作

法也不同，且有重複監管問題，導致常會出現「沒事沒人管，出事大

家管」的情況。再者，中國大陸實施藥價零加成雖可降低醫藥與醫材

在中間採購環節的高報價問題，但也讓醫院原有的藥價留成減少，不

僅降低醫院的可動用資金、壓低藥價，也減少醫師的實際薪酬，不利

醫師招聘(如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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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臺商在中國大陸經商障礙彙整

障礙 製造業 服務業 生技醫療

環保

問題

半導體、機械、水泥業因環保

增加經營成本；塑化、紡織業

受間接影響

醫藥業受間接影響

勞工

問題

沿海地區鋼鐵、橡膠業面臨缺

工問題嚴重；內陸地區半導體

業面臨較缺乏具經驗之人才

稅務

問題

半導體、面板、通訊設備、電

聲業面臨移轉訂價認定，及員

工個人所得稅重複課稅問題

資金

問題
鋼鐵業面臨借貸不易問題

金融業面臨資金來

源與成本高問題；不

動產業面臨資金調

度慢問題

其他

醫材檢測時程延宕、醫

療管理體系混亂、藥價

零加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臺商對惠臺政策之看法

臺商除了適用中國大陸一般的外資政策外，還有與臺商關聯性高、

針對性較強的惠臺政策。然而，中國大陸頒布惠臺 31 條屬於原則性政

策，為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明確向各級政府表達對臺灣議題的重視。由

於惠臺 31 條部分方向與中國大陸現有法令有所牴觸，中國大陸內部出

現反對的聲浪，認為不應給予臺商特殊待遇，使得許多部會遲未公布

相關施行細則。譬如，對臺灣開放文化與演藝相關行業，須由中央廣

電部頒布施行細則後，各地方政府才能夠依此執行地方的惠臺措施，

但廣電部卻遲遲未發布細則，各地方政策自無法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惠臺 31 條中，有 19 條都與個人有關，顯

見中國大陸對於協助臺灣人融入當地生活相當重視。而各省市惠臺政

策亦將人才吸引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主要涵蓋三個面向：(1)行業領

域開放，如醫生執業、申請科研計畫等；(2)臺灣人在大陸享有同等待

遇再加碼，比照中西部地區偏遠艱困地區給予人才安家費、交通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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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優惠措施；(3)臺灣人才在中國大陸享有與大陸居民同等升遷與晉升

機會。

在就學方面，中國大陸開放臺灣均標以上學生就讀「985」工程的

頂尖大學，雖對臺灣學生降低入學標準，但畢業門檻並未降低，與大

陸學生同等標準。依據目前的執行情況，許多臺灣學生就讀中國大陸

頂尖大學後，陸續出現無法順利畢業的現象。至於在居住證方面，主

要係取消工作許可證，讓臺灣人享有同等市民待遇，提供生活與就業

的便利性，但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完整出台。對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而言，

讓臺灣人領有居住證，享有當地社會福利保險，會增加財政的負擔，

因此可能不太會努力推行。

另各地區的惠臺措施執行度不同，舉上海為例，由於上海對外資

與臺資企業早已施行同等待遇且落實程度高，因此上海惠臺措施主要

是再進一步深化落實。具體而言，在上海惠臺 55 條中，首創逐條明定

權責單位，清楚界定每項措施應負責的部門，加強政策的落實力度。

再如針對中央的惠臺 31 條開放醫師資格，上海惠臺措施則增納護士，

以完善整個醫療團隊的運作。然而，對比其他省市的惠臺政策，僅上

海市惠臺 55 條著重在服務業，並無製造產業相關之擴大開放，呈現相

當的獨特性。此外，上海在制定惠臺政策前，便已積極向臺商諮詢意

見，臺商企業也花心思考量符合上海的特色與中央惠臺 31 條的精神，

向上海市臺辦提出一些需求與建議。上海最終出台的惠臺 55 條中，對

臺商最有用的措施在於市場准入與生活、就業的便利性，特別是市場

准入實際也為臺商呼聲最高的選項。

對於臺商而言，是否可享受到中國大陸惠臺政策的商機，一則視

政策執行力度，一則端看產業型態與公司經營狀態。譬如，大型企業

與當地政府本就有溝通與聯繫管道，惠臺政策對其效益較有限；而對

中小型企業而言，惠臺政策則為其開了一條較透明的管道，相對較可

感受到惠臺政策的效益或幫助。再如，土地優惠措施對於已有土地的

企業效益不大，但對正想獲取土地的企業就有所幫助；專項研發基金

的取得與參與，對有需要的企業就可突破過往的限制，以及參與到中

資企業和政府的研究計畫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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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個人而言，惠臺政策確實讓臺灣人在大陸當地生活與就

業更具便利性，例如取消臺灣人員在大陸工作證許可、讓臺灣人也可

考取大陸多項資質認證等，但效益則視相關配套的完整性而定，如居

住證方面，中國大陸給予臺灣人的居住證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完善，在

當地生活居住證還不如臺胞證好用。舉例而言，目前中國大陸機票部

分已成功連線，臺灣人已可使用居住證 13 碼訂票；而高鐵部分卻尚未

全面連線，還是須使用臺胞證 8 碼訂票。因此，目前臺灣人在中國大

陸仍還是以使用臺胞證為主。

貳、臺商撤出/投入中國大陸市場近況

一、近年臺商轉赴或擴大其他國家投資案例

(一)製造業臺商撤出案例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一直為臺商對外投資主要目的地之一，亦是

臺商在全球供應鏈布局重要之一環。近來面對中國大陸本土供應鏈的

崛起、產業升級轉型、環保與勞工等議題，臺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策

略也逐漸在轉變。尤其是面對國際經貿局勢的瞬息萬變，促使臺商加

快調整全球布局，以分散經營風險。就製造業臺商而言，近年來由中

國大陸轉赴或擴大其他國家投資，以東南亞地區為最多，像是電聲大

廠美律將部份產能從中國大陸移轉到泰國；電源開關模組及連接器廠

崧騰在泰國擴增產能；機械設備廠正崴從中國大陸轉移至緬甸設廠；

塑化業者長春、台化、南亞、聯成也都在印尼、新加坡、越南、馬來

西亞等地設有生產基地。

在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組裝代工，仁寶、英業達、緯創與和碩等業

者不但擴大對東南亞國家投資，還分散投資中南美洲與歐洲等地區，

而緯創亦在印度與美國等地設廠，隨時可調整全球產能。廣達則是在

美國與歐洲設有筆記型電腦與雲端伺服器產線；新金寶在泰國和菲律

賓工廠也不斷地在擴增產能。在自動化與工控設備，電源供應器廠台

達電將泰國的關係企業台達電子泰國公司變為子公司，計畫逐步撤出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工業電腦製造商研華則是擴編美國組裝產線規模，

增加在當地組裝產品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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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訊設備，鴻海則考慮將高階雲端伺服器由中國大陸轉至美國

生產，並在墨西哥收購機構廠以強化當地供應鏈完整性，以及在越南

生產部分家用網通產品與 LTE/5G 網通產品；而網路線材廠貿聯在東

南亞、美國、中南美洲、歐洲等地已有設廠，以及萬泰科在東南亞亦

有投資，因美「中」貿易戰的轉單效益，部分產品將由中國大陸轉往

各生產基地製造。

在紡織成衣製造業，過去因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許多

臺商紛紛轉往東南亞投資，如儒鴻、遠東新、力麗、聚陽、廣越、新

纖、福懋等，從紡織上中游原料到下游成衣加工都已有業者進駐，形

成完整的供應鏈體系；近來又因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讓臺商再

擴大對東南亞的投資，亦有少數業者增加其他地區投資，如聚陽在中

美洲設廠、廣越在東歐設廠等。在鞋類製造業，豐泰準備在印度與東

南亞擴張產能，並改善越南和印尼廠生產效率，以持續降低在中國大

陸的生產比重；寶成則是在越南設置大型製造基地，持續擴展東南亞

業務。

(二)服務業臺商撤出案例

除製造業臺商從中國大陸轉移生產基地或擴大對其他國家投資外，

服務業臺商對中國大陸以外市場亦是積極布局，特別是東南亞市場，

餐飲業、電子商務和百貨零售業等均有臺商布局。如餐飲業之鼎泰豐、

千葉火鍋、CoCo、日出茶太、天仁茗茶、茶湯會、拉亞漢堡、弘爺漢

堡等都已進駐東南亞市場；電子商務之 PChome、momo、Pinkoi 則以

泰國作為進軍東南亞市場的首站；百貨零售業之麗嬰房已進駐新加坡、

泰國、印尼等地，未來計畫擴展馬來西亞、越南市場。此外，還有餐

飲業者布局美國、歐洲與印度市場，如鼎泰豐、日出茶太、CoCo、天

仁茗茶進軍美國市場，而鼎泰豐與日出茶太還有布局歐洲市場，以及

日出茶太進駐印度市場(如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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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近年臺商轉赴或擴大其他國家投資案例彙整

業別 東南亞 印度 美國 中南美洲 歐洲

製
造
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美律、崧騰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製造業

仁寶、英業達、

緯創、新金寶、

和碩

緯創、和碩 廣達、緯創 仁寶、英業

達、緯創、和

碩

廣達、仁寶、

英 業 達 、 緯

創、和碩

自動化與工控設備 台達電 台達電 研華 台達電

通訊設備
鴻海、貿聯、萬

泰科

鴻海、貿聯 鴻海、貿聯 貿聯

機械設備製造業 正崴

塑化業
長春、台化、南

亞、聯成

紡織成衣製造業

儒鴻、遠東新、

力麗、聚陽、廣

越、新纖、福懋

聚陽 廣越

鞋類製造業 豐泰、寶成 豐泰

服
務
業

餐飲業

鼎泰豐、千葉火

鍋、CoCo、日

出茶太、天仁茗

茶、茶湯會、拉

亞漢堡、弘爺漢

堡

日出茶太 鼎泰豐、日

出 茶 太 、

CoCo、天仁

茗茶

鼎泰豐、日出

茶太

電子商務
PChome、

momo、Pinkoi

百貨零售業 麗嬰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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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製造業臺商回流或擴大臺灣投資案例

受到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改變與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製造業臺

商除了將生產基地由中國大陸移往其他國家外，亦有部分臺商考慮回

臺灣投資或擴大在臺灣的投資規模。在半導體業，台積電規劃持續加

大在臺灣投資；力成則在臺灣設立新的封裝廠，採用較新的面板級封

裝(Panel Level)技術。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被動元件廠國巨近期購入

高雄大發工業區土地，預計未來三年投資 100 億元；大立光則希望在

臺中現有生產基地鄰近區域擴廠；而台郡、欣興有意降低中國大陸生

產比重，將部分產線從中國大陸移回臺灣。在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仁寶、英業達、廣達、和碩、亞旭電腦則同樣都有意在臺灣擴增

產線，特別是將銷往美國的產品移回臺灣生產。

在自動化與工控設備，台達電考慮規劃回臺灣擴廠；而研華則不

排除調整兩岸產能，將高單價產品由中國大陸移回臺灣生產。在機械

設備業，電梯廠崇友打算放棄中國大陸市場，回頭深耕臺灣市場；上

銀則規劃在臺灣擴大生產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及機器人前段製程。在

通訊設備製造業，鴻海有意將高階產能留在臺灣生產，如 GPU、車載

與北美儲存產品，擴大先進智慧技術、拉高技術層次、高價值應用等

布局；啟碁為配合客戶要求及全球產能布局，向友達購買竹科廠房、

及向茂迪購買臺南科學園區之廠房及附屬設備，以作為在臺灣擴充產

能之使用；網通設備廠中磊也要在竹南蓋設新廠，加快回流臺灣投資；

而萬泰科在臺灣生產基地則獲得轉單效益。

在自行車業，巨大(捷安特)因受美「中」貿易戰之影響，決定將

部份產能從中國大陸移回臺灣，估計拉回的產能 1 年規模達 30 億元，

並將在臺中工業區附近設立物流中心。在輪胎業，華豐橡膠打算在臺

灣設立新的自動化產線，以提高輪胎的生產品質。在化妝品業，太和

生技早在 2016 年便有意回臺灣投資，但執行速度較緩慢，採取「邊走

邊看」的態度，現卻因化妝品被美國列入制裁清單，而加快落實在臺

灣設廠的規劃(如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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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近年製造業臺商回流或擴大臺灣投資案例彙整

業別 廠商

半導體業 台積電、力成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國巨、大立光、台郡、欣興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仁寶、英業達、廣達、和碩、亞旭電腦

自動化與工控設備 台達電、研華

機械設備製造業 崇友、上銀

通訊設備製造業 鴻海、啟碁、中磊、萬泰科

自行車製造業 巨大(捷安特)

輪胎製造業 華豐

化妝品製造業 太和生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近年臺商擴大中國大陸布局案例

(一)製造業臺商布局案例

臺商無論是回臺投資或是加強其他海外市場布局，主要都僅是轉

移部份產能，調整非在中國大陸地區銷售之產品布局，並非要放棄中

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現仍有許多製造業臺商表明將持續深耕中國

大陸市場，像是偏光板臺商看好中國大陸大尺寸電視面板商機，在昆

山增設超寬幅偏光板產線以供應當地需求。又如，機械業臺商看好中

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商機，於 2018 年再加碼投資，規劃未來將生產滾

珠螺桿、工業機器人與下肢復健機等搶攻中國大陸商機，且便於醫療

設備通過中國大陸 CFDA 的認證。再者，有塑化業臺商看好中國大陸

PVC 需求量每年成長 10%左右，對可塑劑之需求仍強，未來將持續拓

展中國大陸市場。另亦有醫材業臺商則看好中國製造 2025 的國產化目

標，對人工關節自製率要求達 70%-80%，因此與中國大陸廠商共同設

立合資公司，就地生產相關醫材產品以供應當地市場。顯見隨著中國

大陸市場需求持續成長，製造業臺商仍持續積極布局中國大陸內需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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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業臺商布局案例

服務業臺商基於中國大陸消費力成長，更是積極拓展中國大陸消

費市場。例如，有運動用品零售業臺商規劃在中國大陸提高產品與運

動、生活的連動性，把商品販售與賽事結合，針對不同的賽事、不同

的年齡層，設計不同的聯名商品。並致力於提供「364+1」服務，除

了舉辦賽事當日外，還為 364 天的賽前準備提供完整的運動商品與訓

練場地，讓消費者在非賽事期間也能延續對賽事的熱情，增加消費者

購買慾望。

再者，有不動產業臺商先在中國大陸市場打開酒店知名度，像是

舉辨草根性賽事進行酒店的宣傳活動；下一步再進行房地產開發，推

出新建案，並以一般商品房的銷售為主。而金融業臺商將由法人金融

逐步展開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業務，待中國大陸子行的資金成本下降，

資金保持暢通而沒有流動性風險之後，更考慮複製香港分行的相關業

務，包括債券買賣、房貸業務等。顯見各服務業領域臺商對中國大陸

市場布局相當積極，且有深耕市場、長久經營之思維。

(三)新科技或新業態臺商布局案例

部分臺商以新商業模式布局當地市場商機，例如食品零售業臺商

正規劃在中國大陸市場將從傳統的經營模式，轉變為線上加線下整合

的經營模式，並將組織結構劃分更細緻，以往依產品線作區分，現在

依經營業務區塊不同進行切割，如分為電商通路、實體零售與外食、

外賣等，其認為零售業各產品供應鏈需要垂直整合，才能有效地掌握

契機。此外，同樣有百貨業臺商將朝跨業結合的經營模式發展，推動

新業態的融合(如將引進醫美診所進駐)，並持續發展新零售，結合線

上與線下銷售渠道，走向全通路的整合。並善用線上資訊，如在線上

部分，透過大數據蒐集，從大量消費者中辨別目標客群、精準營銷，

再根據消費者購買習慣，進行客製化推薦；在線下部分，延伸至實體

場景應用，根據客戶喜好及路線發送相關訊息，提供客製化體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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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臺商布局影響

一、政策優惠/導引是吸引臺商布局的重要因素

從臺商在中國大陸實際投資數據來看 (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 )，

2017 年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平均規模出現下滑之情形，雖投資件數仍

佔整體對外投資超過 5 成，但投資金額已明顯低於 5 成，反映臺商對

中國大陸雖仍有投資意願，但投資規模已不如從前，或是投資型態已

出現改變。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大陸本土供應鏈的崛起、產業升級轉

型、環保與勞工等議題，臺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策略確實正逐漸在轉

變。特別是中國大陸推動一系列外資政策，藉由體制改革、增加投資

誘因、改善投資還境、擴大對外開放等來進行招商選資，臺商赴中國

大陸投資型態亦因應產生變化。

接著，若從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區域分布來看，以往臺商高度集

中的江浙地區投資比重明顯下滑，而福建、山東、安徽、河南、湖北、

湖南、貴州與東北等地投資比重增加，顯見臺商投資區域出現轉移，

且還有區域內擴散的現象。這與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推動區域平衡發展

相吻合，特別是鼓勵外商企業(包含臺商)由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與

東北地區投資，提供企業所得稅優惠、社會保險異地轉移接續、雙元

制職業教育等措施，以增強該地的投資誘因與塑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臺商在土地，勞動力、稅賦等綜合因素考量下，對中西部地區與東北

地區投資比重逐漸增加。

再者，從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業別分布來看，製造業仍為臺商對

中國大陸投資主要領域，但對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

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投資比重出現下滑；而服務業則以投資金融及

保險業為主，且 2013-2017 年間投資比重相較於 2008-2012 年間增加

11.45 個百分點，成長幅度相當大。由於中國大陸早期改革開放以製造

業為優先，較早對外開放製造業領域投資，過往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

也大量集中在此行業，而近期中國大陸進一步深化製造業領域開放，

係為交通運輸、化工能源、礦產等行業，較非為臺商所擅長的領域，

因此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中有關對外開放投資領域，對製造業臺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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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無太大作用。反而是擴大服務業領域開放，對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

有明顯的助益，像是近五年臺商以金融及保險業投資比重為最高，這

也與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狀況相同。

綜觀近期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布局情形，可知大多數臺商對中國

大陸市場布局仍保持正面態度，特別是服務業臺商最為積極深耕中國

大陸市場，而製造業臺商則是針對具市場商機的產品加強拓銷，如半

導體業、面板業、塑化業、機械業與醫材業等。

二、美「中」貿易戰影響臺商布局

基於國際經貿情勢變化與中國大陸內部經營成本上升的考量，臺

商同時也在加速分散全球生產布局，針對銷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產

品，積極重新調整產能配置。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下，

許多臺商轉赴或擴大其他國家的投資，如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及周邊

設備業、自動化與工控設備、通訊設備業、機械設備業、塑化業、紡

織成衣業與鞋類製造業等，都已有臺商逐漸將部份產能移轉至東南亞、

印度、美國、中南美洲與歐洲等地，或者是回流臺灣投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中」貿易戰開始前便有部分臺商已轉往

其他國家投資，主要係因中國大陸經營成本持續攀升與招商選資政策

等因素驅動下，促使臺商早已開始布局其他海外生產基地，如紡織成

衣業、鞋類製造業、塑化業、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及周邊設備業與通

訊設備業等。在美「中」貿易戰的催化下，臺商再加快與加重其他國

家投資或回臺灣投資布局，以調降中國大陸的生產比重，而臺商完全

撤出中國大陸市場之案例相對較少。

三、惠臺政策暫不影響臺商布局

關於中國大陸的惠臺政策，由於推行時間尚短，許多實行細則還

陸續在頒布中，政策尚未完全落實，臺商普遍未明顯感受到正面效果，

因此也暫不影響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與投資布局之決策，未來是否會

有確切的助益還有待觀察。至於在個人方面，雖然惠臺政策為臺灣人

在中國大陸生活提供許多便利性，但這並非讓臺灣人願意赴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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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就學的主因，中國大陸本身的發展條件才是最大的誘因。

以上海地區為例，臺灣年輕人赴該地大多從事服務業和白領階層

的工作，而非待在製造業領域任職。中國大陸的惠臺政策提供臺灣人

相關便利措施，確實有助於臺商聘僱臺灣年輕人才赴上海地區工作。

但這前提是因為中國大陸市場發展前景備受看好且成長快速，使臺灣

人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意願增加，惠臺政策僅是就人員生活與就業便利

性提供一些誘因，但非影響臺灣人決策的主因。

第三節 美「中」貿易戰對外資布局影響分析

近來美國依據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針對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

權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展開調查，如智財權保護不足、侵害與強制技術

移轉等。2018年 3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公布調查結果，認定：(1)中國大陸利用對外資所有權的限制，

要求或迫使美國技術移轉給中國大陸企業；(2)中國大陸政府對美國企

業的投資與經營活動施加大量的限制與干預，如限制技術許可；(3)

中國大陸指導與鼓勵企業系統性投資和收購美國公司與資產；(4)中國

大陸對美國公司的網路進行未經授權的入侵與竊取資料等。

基於此，美國川普總統決定對中國大陸採取提高關稅、投訴 WTO

與限制投資等措施，包含自 2018 年 7 月 6 日起美國陸續對中國大陸數

千項產品額外加徵 10%或 25%進口關稅；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控訴

中國大陸違反《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相關規定；以

及通過《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增強美國外人投資

委員會(CFIUS)對中國大陸併購案的審查權限。雖然在 2018 年 11 月底

G20 會議後，美國與中國大陸再度回到談判桌商討後續事宜，但就雙

方多次交手的紀錄來看，美「中」貿易戰僅是暫時性的停火，在變數

大，不確定性因素強下，除牽動全球經貿局勢，亦影響企業布局與外

資政策調動。此由前述章節內容可得到印證。

雖然中國大陸對此事件的官方說法是「中美貿易摩擦」，定調為美

「中」兩國偶發的經貿糾紛，而非雙方全面開打的貿易戰，儘可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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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再升級美「中」兩國貿易爭端。但回顧美「中」雙方貿易摩擦升溫

至 2018 年底 G20 會議落幕期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是多面

向的，不僅是針對貿易赤字相關商品加徵關稅，亦從智慧財產權保護、

對伊朗禁運等面向，針對中興通訊祭出制裁，更積極對華為、福建晉

華等陸資企業展開調查；同時，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於 2018 年 11 月中下旬也擬出一份針對關

鍵技術與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有意針對人工智慧、晶片、量子

計算、機器人、臉部辨識和聲紋技術等 14 項戰略科技進行嚴格的出口

管制16，背後隱含針對中國大陸製造業轉型戰略─「中國製造 2025」。

面對美國直接對中國大陸提高貨品關稅，或是對中國大陸個別企

業祭出司法制裁，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商與臺商企業或多或少造成

影響，甚至是正在改變著企業投資布局之決策。以下將先分析美國貿

易戰對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影響，接著說明中國大陸政府在此情境

下所採取的因應措施，最後探討美「中」貿易戰下企業在中國大陸經

營布局之變化。

壹、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經營之影響

一、企業對美「中」貿易戰之看法

根據 2018年底天下雜誌對兩千大企業 CEO調查顯示，有超過 75%

的受調者對於 2019 年全球景氣並不看好，且悲觀程度更是七年來最糟，

反轉去年對景氣抱持樂觀的態度。而看壞全球景氣的主因，有 67.2%

受調者認為是川普新政帶來的動盪，導致全球經濟被受打擊。關於

2019年企業經營面臨的最大挑戰，亦是有 70.3%受調者最擔憂美「中」

貿易戰所造成的影響，被列為企業經營最大的憂慮；其次有 40.8%受

調者則是擔憂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所帶來的挑戰，較去年比重明顯

增加 2 成以上。

16
資料來源：

http://technews.tw/2018/11/19/china-us-trade-will-open-up-us-proposed-14-types-of-techn
ology-restricted-exports/。

http://technews.tw/2018/11/19/china-us-trade-will-open-up-us-proposed-14-types-of-te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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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的影響程度，就全體企業來看，有 46.3%

受調者認為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經營是「弊大於利」，認為「無影響」

有 43.7%，而能從美「中」貿易戰得利的企業僅佔 10%，比重相對不

高。若依行業來看，金融業認為「弊大於利」比重高達 6 成以上，為

最有感美「中」貿易戰負面影響之行業；其次為科技製造業，有 50%

的受調者認為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經營是「弊大於利」；而傳統製造

業，亦有超過 4 成受調者認為「弊大於利」。至於服務業受美「中」貿

易戰影響程度相對為最小，甚至約有 6 成受調者認為不受影響(如圖

4-3-1)。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622 期。

圖 4-3-1 美「中」貿易戰對企業的影響程度

二、美國加徵關稅之影響

針對「中國製造 2025」產業政策具有貢獻或受益的產品，美國於

2018 年 7 月與 8 月對中國大陸產品分兩部分額外課徵 25%的關稅，第

一部分清單內容有 818 項產品，如化學品、輪胎、儲存元件、面板等；

第二部分清單內容則有 279 項產品，如石化、鋼鐵、機械及電子電機

等。接著，針對中國大陸未善盡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強制技術移轉的領

域，美國於同年 9 月對中國大陸 6,031 項產品初步加徵 10%的關稅，

幾乎已涵蓋中國大陸多數部門別的產品，且原訂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將關稅調高至 25%，但目前暫緩實施中，未來將視雙方磋商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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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排除美國會再追加關稅。

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可細分為直接影

響或間接影響。受美國加徵關稅的直接影響，經營模式係以中國大陸

為生產基地、供貨美國，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後直接出口至美國。如

電聲配件類產品多在中國大陸生產後直接供給美國客戶，而零件類產

品最終亦有高比例為銷往美國市場，因此直接受美國課徵報復性關稅

的影響。又如，工控類產品亦有在中國大陸生產再銷往美國市場，而

直接受到加徵關稅的影響，粗估當美國關加徵 10%的關稅，便有臺商

的關稅成本會因此增加約占營收的 1%。

另一方面，企業經營模式即便為中國大陸當地生產、當地銷售，

亦可能會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間接影響。這類型企業的產品雖以供應

中國大陸內銷市場為主，但若下游客戶的產品有出口至美國且被列入

課稅清單，同樣也會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間接波及。舉例而言，鋼鐵

類產品雖都就地銷售給大陸地區客戶，但下游壓縮機與電機客戶，在

中國大陸產製的產品因被美國加徵關稅而減少產量，間接影響鋼鐵類

產品在中國大陸的供貨量下滑。又如，有部分機械零組件類產品就地

生產、就地供應大陸市場，但卻因美「中」貿易戰，使中國大陸產製

的泛用型低階工具機訂單大幅萎縮，間接導致對機械零組件的需求下

滑。再如，塑化與通訊設備類產品，因下游相關產品被美國列入課稅

清單，導致在中國大陸地區客戶要求共同成本分攤。可見得美國對中

國大陸數千項貨品課徵報復性關稅，確實對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造成

不小的影響。

三、美國技術防堵之影響

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課徵報復性關稅，表面上看似為了解決美中

兩國鉅額的貿易逆差問題，但實則美國更不滿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未妥

善處理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導致美國企業的技術遭剽竊、抄襲。因

此，除了對貨品加徵關稅之外，美國還針對中國大陸個別企業祭出司

法手段制裁，如中興、晉華與華為等，並藉由《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

代化法案》(FIRRMA)授權 CFIUS 嚴加審查中國大陸海外併購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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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中國大陸透過各種管道取得先進技術。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政策

積極發展的行業領域，如半導體、5G 等，為美國打擊中國大陸的首要

目標。

當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展尖端技術存有濃厚的疑慮，相關高科技業

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便會受到潛在的不確定因素影響。舉例而言，原

在中國大陸進行半導體封裝製程的外商與臺商企業，因美國頻對中國

大陸高科技領域進行施壓，企業考慮將銷往美國的晶片改在其他鄰近

的亞洲國家進行封裝，如臺灣與韓國等地。又如，原與中國大陸企業

在半導體領域有密切的技術合作關係或共同設立合資公司者，因美國

對晉華發布制裁禁令的警告意味濃厚，導致企業重新思考與調整在中

國大陸的經營布局。具體而言，晉華受美國司法制裁後，許多外商與

臺商企業逐漸縮減與其合作關係，如半導體設備商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磊(KLA-Tencor)和科林研發(Lam Research)等外商直接撤

離人員，而聯電亦暫停與晉華的合作計畫。顯見美國對中國大陸高科

技領域的技術防堵，確實對企業在中國大陸布局策略產生變化。

貳、中國大陸政府採取的因應措施

面對美方的制裁，中國大陸採取部份產品減徵稅收的方式降低進

口成本，開放產業引進外商投資，強調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但有範圍

限制的政策措施將制約政策效益，框架性的政策方向仍有待具體執行

落實與細部安排，加上原本即存在的進口相關檢驗檢疫等非關稅貿易

障礙、經濟成長帶動之市場購買力與市場商機等因素，均影響引資的

實際政策效益。以下分述中國大陸政府採取的因應措施。

一、出口退稅、貨幣貶值與降低關稅

面對美「中」雙方貿易制裁措施後，中國大陸出口美國的部分產

品開始面臨關稅成本驟升壓力。基此，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9 月下旬提

高包括化工、半導體、機電、文化等領域的 397 項產品出口退稅措施，

並對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符合條件的出口貨物，試行增值稅、消費稅

免稅政策；其後更於 2018 年 11 月再提高出口退稅率，並對信用評級

高、納稅記錄好的出口企業也將簡化退稅程序、縮短退稅時間。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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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中國大陸並未證實其貨幣貶值係為緩解在美「中」貿易戰帶來的

出口衝擊，然而人民幣匯率自 2018 年 4 月中旬至今呈貶值趨勢，且在

美國升息、2019 年經濟下行壓力，以及美「中」貿易戰未落幕的前提

下，各界預期仍有續貶的壓力。歸納來看，出口退稅與貨幣貶值皆達

到降低出口企業成本負擔，並且加強其產品出口的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進一步透過降低進口關稅措施，降低企業

進口成本。如中國大陸自 2018 年 7 月 1 起，降低包括食品、服裝鞋帽、

傢俱用品、日雜百貨、文化體育娛樂、家用電子、日化用品、醫藥健

康等 8 類日用消費品，共計 1,449 個稅項進口關稅17；同時也降低汽車

整車及零組件進口關稅18，但對美國汽車則加徵關稅19。2018 年 9 月，

中國大陸再降低涵蓋紡織品、建材、卑金屬製品、鋼材、機電設備、

非金屬礦、無機化學品、木材及紙製品、寶玉石等 1,585 個稅目的產

品進口關稅，並整合部分同類或相似商品的稅率，以及進境物品進口

稅(行郵稅)稅目稅率的調整20。

歸納來看，降低關稅、貨幣貶值、推動貿易便捷化等措施，對於

外商與臺商企業布局而言，係進出口成本下降、持續優化的貿易便捷

化，有利於緩解企業高漲的經營成本，有助抵銷部分美國加徵關稅的

壓力，但隨著課徵關稅範圍一再擴大，美國宣布第三波對中國大陸

2,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10%關稅措施，並揚言 2019 年進一步提升至

25%(雖然因雙方磋商而暫緩實施)，甚至不排除進一步對中國大陸進口

產品全面加徵關稅，此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商與臺商企業明顯將面

對更大的壓力，也非目前中國大陸的因應措施可減抵的。

17 消費品平均稅率由 15.7%下降為 6.9%，平均降幅為 55.9%。
18 稅率分別為 25%、20%的汽車整車關稅降至 15%；稅率分別為 8%、10%、15%、20%、

25%的汽車零組件關稅降至 6%。
19 在 G20 會後的川習會達成美中貿易戰共識，兩國將持續協商，貿易戰暫時休兵。美國
同意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停止對對價值 200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加徵新關稅 90天，
「如果這段時間過後，雙方仍未達成協議，那麼 10%的關稅將提高至 25%」；而中國大
陸財政部 12 月 14 日也宣布，中國大陸將暫停徵收對美國製造汽車和汽車零部件所加
徵的關稅，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為期三個月。

20 整體來看，此等產品項目約占中國大陸 19%的總稅項，平均稅率由 10.5%降至 7.8%，
平均降幅約 26%；透過此次降稅，中國大陸關稅平均水準亦將由 2017 年的 9.8%降至
7.5%，平均降幅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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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市場開放(包含開放產業與擴大進口)

擴大市場開放係近期外資政策的重要主軸，在中國大陸市場規模、

市場成長性，以及受政策指引的新興戰略產業範疇，已陸續吸引跨國

企業擴大布局，例如石化、電動車、AI 研發中心或金融等服務業。但

由於習近平在上海進口博覽會的致詞內容多係框架性的政策方針，並

未見具體承諾，因此外商普遍仍對中國大陸市場開放帶來的效益保持

審慎態度。如德國之聲報導指出：「習近平未具體指出將推出哪些法規

政策保障措施的實際執行」。而 BBC 則認為中國大陸的政策承諾缺乏

具體時間安排；同時，習近平也沒有回應美國對雙方貿易中，有關中

國大陸對國有企業實行補貼等特別待遇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亦報

導，產業界會對北京做出的模糊承諾保持警惕，且正等待北京在市場

准入和智慧財產權方面做出更具體的改革方案。此等訊息均顯示中國

大陸雖持續在擴大市場開放(包含產業開放與內需市場進口)，卻缺乏

具體安排與時間表，且無法解決當地供應鏈不公平競爭問題、「進口替

代」政策的走向、對進口品課徵高關稅及增值稅的成本負擔，以及管

控人民幣匯率對經貿影響等課題。

隨著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未來中國大陸推行外資政策時不

排除對美國企業採取額外、優先的開放態度，以換取美國的協商。但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在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已過度競爭的情況下，中

國大陸還允許 Tesla 以獨資方式在上海設廠，已係向美國釋出讓步的

善意，而美國並未就此停止貿易戰，顯見美國並非以貿易與投資為目

標，其最終實是為了抨擊中國大陸人權、政治與經濟等價值觀問題。

換言之，美國抨擊中國大陸存有鉅額的貿易逆差，以及對外商投資不

夠開放，但中國大陸若進一步開放投資領域，美國企業加大在中國大

陸投資，反而會造成中美兩國間更大的貿易逆差，在說法上是自相矛

盾，突顯美國針對中國大陸最終目標並非在貿易與投資領域。

三、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

智慧財產權保護為美「中」貿易戰爭論的焦點，美國相當不滿中

國大陸在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和創新方面的作為，美國「301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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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更是直指中國大陸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而此議題不僅是美

國不滿，也同時是令外商與臺商企業長期詬病的議題。面對美國的指

控，中國大陸除了針對相關說法進行辯駁，亦以實際行動表述對於智

財權保護的態度。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與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知識產權

局、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運輸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中國鐵路總

公司，以及中共中宣部、中組部、網信辦等 38 單位於 2018 年 12 月初

共同發布「關於對知識產權(專利)領域嚴重失信主體開展聯合懲戒的

合作備忘錄」，針對嚴重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個人及機構，將採取懲戒措

施。根據該份備忘錄，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採取的懲戒措施包括：加大

監管力度，依法從重處罰違法行為；取消進入各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心

和快速維權中心的專利快速授權、快速維權通道資格；取消申報國家

智慧財產權示範和優勢企業資格等。其次，跨部門聯合懲戒措施則包

括：限制政府性資金支持，對政府性資金申請從嚴審核，或降低支持

力度；限制補貼性資金和社會保障資金支持；依法限制其作為供應商

參與政府採購活動等。同時該備忘錄也要求，實施細則和操作流程各

部門應密切協作且積極落實，並且於 2018 年底前實現智慧財產權(專

利)領域嚴重失信主體的聯合懲戒機制。此外，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於

2018年 12月 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亦通過「專利法修正案(草

案)」，加大打擊侵犯智慧財產權，而該草案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

議。這是繼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公告將懲戒知識產權失信者後，

中國大陸另一項針對智財權保護的行動表示。

此外，中國大陸全國人大於 2018 年 12 月 23 日審議「外商投資法

草案」，其中亦包含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減損外商企業合

法權益或增加義務，也不得違法設置市場准入和退出條件、干預或影

響外商企業正常生產經營21。中國大陸司法部長傅政華表示，為加強

對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的保護，草案從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產權保護、

強化對涉及外商投資規範性文件制定的約束、促使地方政府守約踐諾、

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維權機制等四個方面作出規定。中國大陸此等

21 資料來源：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4/355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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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動作，明顯具有正面回應美方要求、對美釋出談判

善意的重要訊息；當然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亦係對於企業展現

改善決心、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向法制化發展的重要意涵。

另據新華社報導，2018 底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七

項 2019年年重點工作任務中，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落實 G20美「中」

會晤共識，推進美「中」經貿磋商成為重要的工作重點。因此，伴隨

美「中」貿易戰持續對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的關注，中國大陸智慧財

產權保護機制可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然政策成效仍須視執行到位的

程度而定，後續宜持續觀察。

四、淡化「中國製造 2025」戰略

「中國製造 2025」係中國大陸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也是外資布

局中國大陸的重要政策引導方向。隨著中國大陸在先進技術、新興科

技領域關鍵技術的漸進發展與掌握，挑戰歐美等先進國家對技術掌握

的話語權等，已然引起美國對於「中國製造 2025」的關注，而中國大

陸在部分新興產業以「技術換市場」方式，要求(或強迫)企業技術移

轉，大量的財政補貼與政策優惠措施、政府鼓勵企業對外併購，尤其

與「中國製造 2025」相關的關鍵技術產業等作法更引發美國不公平競

爭的憂慮，也對企業形成壓力。綜使中國大陸鼓勵外商企業參與，並

且強調內外資一致待遇，但就過往的經驗顯示，外商企業不容易取得

相關政策優惠或補貼；抑或是限制需與當地陸資合作、合資。因此美

「中」貿易戰之初，「中國製造 2025」的相關議題即為美國多次要求

中國大陸改善，以強化公平競爭與技術保護的重點。

事實上，對於「中國製造 2025」的推動措施不滿與憂慮的國家不

僅止於美國，諸多歐盟成員亦有同樣的認知。如中國歐盟商會即曾發

布有關「中國製造 2025」相關調查，其中有新能源車歐盟企業批評面

臨以先進技術換取近期的市場准入的巨大壓力；其次，西門子(Siemens)

等跨國公司依照許可證協議交出技術，結果卻發現中方合作夥伴反成

為歐盟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者；同時，「中國製造 2025」為國內和

國外市場的占有率訂出精確目標，亦可能促使國企大舉布局產業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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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秩序失衡等問題。且面對中國大陸積極在「中國製造 2025」領域

的布局(例如併購德國機器人公司 KUKA、機械設備商 Krauss Maffei

等)，也引起歐盟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代表在考量「國家安全」背景下，

欲研擬限制外國直接投資(FDI)法案，對「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

的外國投資項目設立審查機制，以防中國大陸等外資收購計劃威脅歐

洲國家安全。

面對歐美各國對於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的警戒持續提

高，以及美國的反制動作與力度不斷提升，如過去幾波制裁措施(包含

對於中興通訊、福建晉華、華為等企業的調查或制裁)、美國商務部工

業安全局(BIS)日前擬定針對關鍵技術與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框架等。

近期中國大陸似有意淡化「中國製造 2025」戰略，降低對於「中國製

造 2025」宣傳。如中國大陸工信部在 2018 年 7 月中下旬報告 2018 年

上半年工業與通訊發展情況時，並未提及「中國製造 2025」計畫，而

是改以「製造強國建設」一詞帶過；當被外媒追問「中國製造 2025」，

是否依照原定計畫執行，工信部亦未給予正面答覆；對比 2018 年 1

月工信部報告 2017年工業與通訊發展時，大篇幅說明「中國製造 2025」

的實施概況，明顯低調許多，避免激化美「中」衝突。此外，據華爾

街日報(WSJ)報導，中國大陸已規劃草擬新的工業政策用以替代「中

國製造 2025」，預估新計畫將對外國公司參與大陸市場抱持更開放的

態度。

另由 2018 年甫落幕的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來看，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具體提出的 2019 年七大重點任務內容，首要任務即係「堅定

不移建設製造強國」，強調要增強製造業技術創新能力。即便未言明持

續執行「中國製造 2025」戰略，但由官方多次表明推行「製造強國」

的方向與重視程度，其製造轉型升級的戰略方向、目標並未因美國施

加壓力而變更。而 2018 年 12 月 29 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更首度表

示，「中國製造 2025」只是「規劃指南」，還不是正式「行業政策」。

此舉顯示北京在貿易戰中承受美方巨大壓力，逼使官方必須調整口徑。
22然而即便有諸多跡象顯示中國大陸正積極淡化各界對於「中國製造

22 陸改口：中國 2025 只是規畫。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56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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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的擔憂，但是否採用「中國製造 2025」的名稱並不是爭論的重

點，如何公平競爭的推動才是各國的真正關注，且考量中國大陸自身

發展利益及過去的經驗判斷，實際上轉趨低調運作的可能性較高，因

此市場多數看法也不相信中國大陸已停止「中國製造 2025」政策的推

動。甚至華爾街日報(WSJ)報導指出，部分美國官員認為即使中國大

陸有意透過修訂戰略方向與措施，但嚴格來看只是「換湯不換藥」。換

言之，中國大陸近期欲推動替代「中國製造 2025」的新計畫可能仍不

足以深入解決美方所關切的問題。

不過仍有對於中國大陸開始正視各界對「中國製造 2025」擔憂進

而調整政策抱持相對正面看法，認為新計畫若推動，或可能獲得外商

企業支持，甚或說服美方部分官員相信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

進行實質且有意義的調整，提升市場機制在中國大陸經濟扮演的角色。

例如華府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中國大陸工業政策專家 Scott

Kennedy 認為，當政策由政府聚焦扶植產業轉向強調使生產流程更有

效率，這代表中國大陸政策已逐漸朝正向轉變。

參、企業經營布局之變化

現階段美「中」貿易戰局勢仍處於混沌不明狀態，雖中國大陸政

府採取出口退稅、貨幣貶值與降低關稅等措施，以降低企業在中國大

陸的經營成本，並回應美國的要求，擴大市場開放、逐步完善智財權

保護機制、淡化中國製造戰略等。但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加徵關稅與

技術防堵等措施，對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影響仍逐漸在發酵中，特

別是製造業企業的經營布局正在轉變，主要因應策略包含兩岸產能調

配、轉移生產基地、改變原料或零配件進口來源等。

一、兩岸產能調配

若企業在中國大陸與臺灣皆有設廠，面對美國對中國大陸產製貨

品加徵關稅之影響，短期內會先調整集團內部的兩岸產能分配以為因

應，將銷往美國產品轉至臺灣工廠生產。例如，有企業考慮將部分工

控、電機與通訊設備類產品從中國大陸移回臺灣生產，以避免被美國

加徵關稅，而產線調整約需花 3-6 個月的作業時間。又如，半導體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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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企業雖暫未受關稅之影響，但因美國正加強對中國大陸技術管制，

為了避免在中國大陸封裝之晶片讓美國有所疑慮，企業則考慮將晶片

移至臺灣封裝，以因應美國技術防堵所造成的潛在影響。

二、轉移生產基地

若企業在兩岸以外之國家已設有生產基地或正規劃投資新廠，則會

考慮將銷往美國產品移至該地生產，或移往美國當地生產。例如，有企

業考慮將銷往美國的電聲、紡織與電機類產品，從中國大陸移往泰國或

越南生產；而部分紡織與通訊設備類產品則考慮直接移往美國當地生產，

以避免被加徵關稅。然而，企業考慮轉移生產基地為重大的投資決策，

還須綜合考量當地供應鏈完整度、生產成本與制度環境等因素，這類決

策多屬於中長期的投資布局規劃，而非短期的應變措施。

此外，根據天下雜誌調查顯示，2018 年僅剩 17.7%的受調企業在

中國大陸有新的投資計劃，較 2010 年佔比 50%明顯下降許多。反而

是東南亞成為企業首選的投資地，有 18.4%的受調企業準備在 2019 年

增加對東南亞國家投資，首次比重超過中國大陸，特別是以規劃赴越

南投資者為最多。顯見在美「中」貿易戰之影響下，驅使企業轉移生

產基地的動力逐漸增強。

三、改變原料或零配件進口來源

針對上游產品的供應來源若有選擇性，企業則會考慮轉變原料或

零配件進口來源，以降低產品在美國銷售的成本。例如，有塑化企業

交換生產基地的原料來源與供貨地點，原從美國出口原料至中國大陸

生產、再銷往美國的產品，為了避免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被加徵關稅，

改將美國原料出口至日本與韓國、生產完畢後再回銷美國市場；而原

從他國出口至日本與韓國之原料，改出口至中國大陸生產、再銷售至

其他市場，即從原料端開始調整全球的產能配置與市場布局。又如，

有機械企業在美國已設有組裝產線，針對在美國當地銷售的組裝性產

品，有選擇性零配件自他國採購或美國當地採購，如硬碟改由泰國或

越南進口、CPU 則在美國當地採購，以降低零配件進口關稅成本；但

若無選擇性零配件(如電源線)，便只能繼續自中國大陸進口，藉此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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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組裝性產品的生產成本。

第四節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兩岸經貿影響分析

兩岸開展經貿往來已經四十年，大陸外資政策則是其對外的整體

施政方向，臺商僅是其政策施行含納的一環，或有特別對臺商的單列

優惠(不論是優先開放或者國民待遇的執行)，但也隨著因應國際局勢

變遷、國內因應能力的掌握，而逐漸對外全面開放，所謂臺商的特殊

單列優惠也就逐漸失去其獨特性。面臨此種國際經貿局勢變化，臺商

的海外布局也轉向全球化考量，而非特別偏向中國大陸，然大陸仍是

外商投資布局的重要地區，也是臺商不可忽略的市場，因此大陸外資

政策的走向仍對臺商投資布局有其影響，在兩岸供應鏈串連下，中國

大陸經貿與政策的變化仍對臺灣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除了政策本

身影響發展趨勢，過往發展導致的走向也正影響著兩岸的經貿發展，

基此，本節將先略述過往導致的影響，再說明目前外資政策對兩岸經

貿的影響。

壹、基於中國大陸本土供應鏈崛起、經營成本上升、兩岸關係趨

冷等因素作用下，臺商投資帶動貿易效果轉弱，兩岸經貿連

結度逐漸弱化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 12 月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階段性引入市

場經濟，推行計畫經濟，藉由外資帶動經濟成長。而兩岸經貿往來，

即便中國大陸在 1979 年元旦對臺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兩岸三

通、經濟交流的主張，但因當時兩岸情勢仍未和緩，臺灣並未開放與

中國大陸經貿交流，直至 1980 年代中期陸續開放轉口貿易、1990 年

代放寬經由香港等第三地間接投資，兩岸經貿與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

連結才陸續開啟。

自 1991 年我國開放臺商赴大陸投資以後，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快

速成長，且伴隨臺灣投資環境的變化與中國大陸招商引資政策磁吸，

中國大陸成為臺商海外投資布局的重要環節。特別是自 2001 年廈門、

金門與馬祖開放小三通，以及自 2008 年起兩岸開啟大三通後，兩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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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往來越趨熱絡發展。從圖 4-4-1 可知，自 2001 年起臺灣對中國大陸

進口與出口依賴度明顯增加，且在 2003 年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依賴度

首度超過進口依賴度，出現反轉現象，往後便一路維持。而臺灣對中

國大陸投資佔整體對外投資比重亦維持一定水準，自 2002 年起臺灣對

中國大陸 FDI 流出佔比均在 4 成以上，甚至在 2010 年兩岸大三通後

比重更高達 8 成以上。

註 1：1993 年 4 月辜汪第一次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定位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及功
能性會談；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1999 年 7 月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2001
年 1 月廈門、金門、馬祖小規模通商、通航、通郵；2002 年 8 月陳水扁總統提出
「臺灣中國，一邊一國」；2008 年 5 月馬英九當選總統，重申「九二共識，一中各
表」；2008 年 11 月「江陳會」簽訂三通協議，全面開啟大三通；2014 年 3 月服貿
爭議引發 318 學運；2015 年 11 月馬習會在新加坡舉行，兩岸分治 66 年來首次領
導人會面；2016 年 5 月蔡英文當選總統，兩岸關係趨冷。

註 2：進口依賴度係指臺灣自中國大陸進口佔自全球總進口的比重，出口依賴度係指臺灣
對中國大陸出口佔對全球總出口的比重，當比重越高表示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依賴

度越高。FDI 流出佔比係指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佔整體對外投資的比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4-1 1991-2017年臺灣對中國大陸進口與出口依賴度、

FDI 流出佔比及兩岸關係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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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 2002 年陳水扁總統提出「臺灣中國，一邊一國」之論述，令

兩岸關係陷入冷和時期，但亦不影響民間的經貿往來熱度，形成「官

冷民熱」、「政冷經熱」的狀況。在這段期間，臺商以投資帶動貿易方

式，兩岸逐漸形成緊密的產業垂直分工關係。臺灣轉型成為企業總部，

著重接單、產能調度、財務、研發、採購等功能性業務，而中國大陸

則扮演量產製造的生產基地角色。形成「臺灣接單、大陸出口」的三

角貿易模式，逐漸改變臺灣的產業結構與貿易內涵，中間財成為臺灣

的生產與出口主力，對歐美的出口貿易也漸由直接轉為間接。

但隨著中國大陸本土供應鏈崛起，兩岸產業分工格局亦發生改變，

即所謂的紅色供應鏈(red supply chains)形成，對他國產品產生進口替

代效應，同樣亦逐漸取代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之產品。中國大陸自

2000 年起便開始逐步降低對國外進口產品的依賴度，改由國內生產供

應，並鼓勵自主創新，建立自主品牌。中國大陸政府祭出諸多措施，

像是財政補貼、政策性融資、要求外資(包含臺商)企業在地化、限制

當地採購須達一定比例等手段，甚至由政府成立大型產業投資基金，

以及支持企業海外併購等措施。這使得中國大陸本土供應鏈實力不斷

增強，同時技術亦獲得提升，而臺商在地化採購比例明顯增加。過去

由臺灣出口零組件、半成品等中間財至中國大陸組裝代工，隨著紅色

供應鏈崛起，臺商採取在地化的經營模式因應競爭，對兩岸垂直分工

體系明顯造成衝擊。由過往實證研究顯示，此等趨勢的發展已促使臺

商投資帶動貿易效果轉弱，兩岸間連結度逐漸弱化，即大陸生產活動

與臺灣本地生產就業的連結外溢帶動效益漸弱。

貳、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對兩岸經貿連結有利有弊

利用外資一直係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為產業結構轉型

注入動能，因此擴大開放，引進外部能量成為重要的政策考量。就製

造業來看，缺乏高端(關鍵)技術使得中國大陸難以在先進製造業有進

一步的突破，因此，以「中國製造 2025」重視的先進製造業，包含新

能源車、智能製造、新材料、再生能源等，為製造業進一步開放的領

域。同時，基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化，為實現「中國製造 2025」，

並掌握關鍵技術，中國大陸除積極對外開放特定製造產業外，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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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投資、研發、人才、融資等相關配套。另一方面，服務業亦係產

業開放的重點，綜整中國大陸近二年公布的外資政策，即有泰半比例

提及服務業的開放，並以推動包含金融業、運輸業、文化藝術、演藝

經紀、法律、醫療等業務開放或股比限制下降。且除產業層面的開放，

中國大陸也透過降低關稅、擴大進口方式，加強貿易層面的市場開放。

綜上分析可知，無論中長期或短期，製造業或服務業，中國大陸

都會朝持續開放的政策方向邁進，且會優先開放產業發展所需領域。

就短期而言，會以自貿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先試先行23，搭配具

體的貿易與投資便利化措施，建立更加透明與有效率的體制，再逐步

複製至全中國大陸境內推行。就中長期而言，亦會逐步擴大對外開放，

但何時開放、對誰開放、開放何領域，則有戰略性談判籌碼的考量。

尤其是美「中」貿易戰局勢不明，中國大陸將不排除優先對美國企業

特例開放，以對美國釋出談判的善意。值此之際，臺灣需特別關注中

國大陸優先對他國開放的領域，以便為臺商爭取同等待遇。

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對兩岸經貿連結可說

是有利亦有弊。若藉由此波製造業供應鏈重新調整的機會，製造業臺

商透過重構兩岸連結，以中國大陸市場收益支撐臺灣母公司的前瞻技

術研發，將有助於臺灣的經貿發展；但若臺商將經營大陸市場的重心

移往中國大陸，而能強化建構臺灣與非中國大陸地區的連結，可能會

因企業功能分割而出現中國大陸與臺灣連結弱化的問題，但此種發展

未必對臺灣的風險分散不利；若臺商將經營重心移往中國大陸，臺灣

並未能在新的供應鏈中維持或強化原有扮演的角色，則將不僅是中國

大陸與臺灣連結弱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服務業將會持續對

大陸投資，但因在地化經營策略，投資帶動貿易效果不大，不過臺灣

經貿的影響可能來自無形資產交易(例如授權等)或以其他服務貿易型

態展現，相關的影響則係未來可以持續關注的面向。

23 2018/12/25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發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18 年版)》，包括
「禁止准入類」和「許可准入類」兩大類，共 151 個事項、581 條具體管理措施。這標
誌大陸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

場主體皆可依法進入。經濟日報

ht tps : / /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355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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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加強體制改革，有助於臺商在當地經營，但同時也

須面臨本土供應鏈的競爭加劇

中國大陸體制問題仍有待改革，特別是不公平競爭問題、智慧財

產權保護問題、諸多體制制度法治化程度不足、政策透明度低、內外

資仍有差別待遇等，均形成企業當地經商障礙。因此中國大陸外資政

策在體制改革部分，主要聚焦於優化投資經營環境、朝向法制化發展，

並且強化經商與貿易便利性，亦有助降低企業經商成本。具體例如，

2017 年國發 39 號文即宣布加快內外資法律法規統一，是內外資公平

競爭的重要進程，另宣布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

度；2018 年國發 19 號文則持續深化「放管服」，提升政府職能；另外，

2017 年國發 5 號文首次提及知識產權的相關保障政策後，2018 年國發

19 號文更將智財權延伸至網路範疇。另外，面臨美「中」貿易戰壓力

下，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權方面則推動相關政策或透過法令的完善，

加強保護機制與相關懲罰措施。此外，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

羅列包含推動服務業、新興產業的體制調整；國企改革、企業汰弱留

強機制、完善負面清單管理機制、外商投資保障(尤其智財權)工作任

務。

此等制度面的改革，就方向而言皆有助中國大陸加強投資環境與

引資優勢提升，故可望提高臺商當地布局的意願；同時，體制改革的

方向因貼合企業布局需要，因此應有助臺商加強布局當地市場，從投

資帶動貿易效果的角度，即便效果已弱化，但仍應有正面帶動貿易的

助益。不過，中國大陸推動體制改革，持續優化中國大陸投資環境，

除有助於臺商與外商企業赴陸投資，亦有助於當地供應鏈發展。故伴

隨中國大陸供應鏈的崛起、茁壯，未來臺商仍將無可避免面臨來自陸

資企業的競爭壓力，因此必須加強自身競爭優勢(不論係朝前瞻布局或

轉向利基發展)，方有助緩解陸資企業崛起競爭對於兩岸經貿的影響。

肆、中國大陸人才政策對兩岸經貿影響待觀察

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亦將人才列為重要方針，如中國大陸國臺辦於

2018 年針對臺公布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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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臺 31 條)，以及各地政府陸續響應推出的惠臺政策得到類似的政策

措施，包含產業資格認定、證照獲取、人才獎勵、科研專案參與，甚

至在中國大陸的生活起居等配套，相關政策皆顯示中國大陸對於人才

吸引相當積極。即便人才對於引資的效益不一定直接關聯，但是伴隨

人才帶來的技術新知、智慧財產、管理 know-how 等，均有助當地產

業發展、以及企業在當地招募人才，甚或影響跨國企業的人員派駐意

願，間接對於企業當地經商形成正面的效益。此等措施短時間可能不

容易觀察對於臺灣經濟、貿易的影響，但就其政策方向主要鎖定開放

醫療、法律、高等教育、文化創意等第三級產業，放寬臺灣人才准入

限制，同時鼓勵創新、創業。需特別注意在人才流出後，對於兩岸產

業競爭優勢之維繫。這可能有中長期產業與人才流失的遠憂，尤其是

中國大陸本身的發展條件對人才極具吸引力，再搭配相關留才措施，

更強化人才引進。

伍、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建立在監管之前提下，資安監管不利於臺

商經營，稅務監管可能導致臺灣稅基流失

中國大陸基於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動改革進展，因此監管政策的

推展將左右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程度的進展。回顧近期中國大陸監管措

施主要從加強事後監管出發，並以信用監管為主要手段，且透過加強

跨部門資訊互通、聯合執法方式，達到「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同時

監管也進一步延伸至互聯網(網路)、雲端大數據等新興領域。例如中

國大陸在 2016年 11月通過「網路安全法」，嚴懲網路詐騙及網路攻擊、

保護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網路實名制法令化、危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突

發事件可限制通訊 ；另一方面，在諸多的監管政策聚焦網路安全、網

路詐騙、網路廣告、VPN 等，抑或對於資訊的處理、應用分析提出相

關監管措施。雖然日趨嚴格的監管政策已成中國大陸必然趨勢，但多

數網路科技業者(如 Apple、Google、Amazon)仍在當地市場商機誘因

下選擇與當地企業合作布局；目前僅有 ASUS 選擇關閉並退出當地雲

端服務市場的案例。儘管目前中國大陸監管政策並未對兩岸造成實質

影響，但以「網路安全法」為例，針對雲端資料儲存及網路相關的限

制，是否在未來造成臺商資安問題，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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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對於稅收相關的監管政策，如移轉訂價、CRS 等

政策的執行，對於兩岸經貿則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當然相關影

響亦須視政策實際執行程度而定。但就移轉訂價問題來看，中國大陸

加強移轉訂價的查核，就企業訪談、專家座談或其他報章雜誌等管道

取得的資料顯示，部分臺商企業確實面臨追稅的問題 (包含仍在協商

中)，又或是需要更多資料以佐證採用適切的移轉訂價政策，進而墊高

法令遵循的成本。除此之外，過去企業在兩岸即有雙重課稅問題，現

中國大陸又在 2018年 9月起實施與他國交換非居民金融帳戶涉稅資訊

(CRS)，強化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資訊。因此臺商在中國大陸留置的

利潤高低將直接影響企業在臺的稅收基礎，而過去兩岸重複課稅問題

目前仍無解，未來中國大陸與各國近稅務資訊交換，又或是進一步兩

岸進行稅務資訊交換，過去臺商在多地安排人員薪資等彈性做法，則

可能面臨需要課徵稅賦的負擔；另外，當地需要強化稅務功能方能應

付當地稅局的查核需要，也進一步弱化臺灣總部在財務的功能性業務，

進而降低臺商與臺灣的連結程度。故伴隨臺灣稅基的流失，對於臺灣

經濟發展的問題需要多加關注；而兩岸企業連結弱化降低企業在臺總

部的功能，則可能在中長期又形成企業加速外移，甚或造成產業外移，

導致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隱憂。

陸、中國大陸日益強調招商選資，惠臺政策對臺商投資布局決策

暫無明顯影響

在後金融海嘯時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招商引資政策雖為中

國大陸帶來高速經濟成長動能，但產業結構失衡、市場競爭失序、缺

乏高端(關鍵)技術，加上快速經濟發展下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問題逐漸

浮現，中國大陸開始調整其外資政策，由招商「引」資轉向招商「選」

資。特別是中國大陸 2014 年 11 月發布「國發 62 號文」要求當地方政

府限期取消各項投資優惠政策(包括租稅減免、社會保險減免、土地優

惠等)，規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亂象。此等措施的頒布意味臺商(外

商)過去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即將落日，不過因措施影響

層面過大且引發各界抗議，加以時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已影響臺

(外)商投資意願，中國大陸遂於 2015 年再公布「國發 25 號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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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優惠的落日緩衝期，減少政策調整對引資成效的衝擊。惟隨經商

成本不斷提高、紅色供應鏈崛起等因素，已使臺商逐漸調整布局策略，

美「中」貿易戰的白熱化更加速臺商的全球化布局(或非大陸地區投資

布局)，此趨勢亦可在近年臺商對外投資占比的變化得到印證。

雖然中國大陸針對臺商有頒布多項惠臺措施，但由於許多實行細

則還未出台，臺商普遍未明顯感受到正面效果。且是否可藉此獲取商

機，還需視產業型態與公司經營狀態。大致上惠臺政策對響臺商在中

國大陸經營與投資布局並無明顯影響，未來是否會有確切的助益還有

待觀察。

表 4-4-1 近二年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對兩岸經貿影響綜整

政策重點外資政策 對兩岸經貿的可能影響

擴
大
開
放

製造業轉型升級仍以「中
國製造 2025」為核心；服
務業以金融、醫療、養老
照護等為亮點

 擴大開放政策，有助於臺商布局當地市場和臺灣人才發展，

但政策效益需視實際落實程度而定。

 製造業透過重構兩岸連結，並且建構臺灣的產品拓展當地市

場的管道，獲得以中國大陸市場收益支撐臺灣母公司的前瞻

技術研發，都有助於臺灣的經貿發展。

 臺商的發展重心若移往大陸市場，可能促使臺商在中國大陸

設置區域總部以加強市場掌控，屆時臺商與臺灣的連結仍可

能因企業總部、研發、採購等功能分割而出現連結弱化問題。

 服務業以在地化經營為主，投資帶動貿易效果有限，而對臺

經貿影響可能來自無形資產交易或其他服務貿易，相關的影

響須再觀察。

體
制
改
革

備案制、准入前國民待
遇、負面清單、內外資一
致待遇、放管服

 優化投資環境有助臺商獲取商機，提供臺灣經貿發展動能。

 當地供應鏈亦受惠於投資環境優化，故伴隨中國大陸供應鏈

崛起、茁壯，未來臺商仍將無可避免面臨來自陸資企業的競

爭壓力，須加強自身競爭優勢。

人
才

惠臺政策 (千人、萬人計
畫)、關於人才資質認定、
專業證照考試、鼓勵參與
政府科研計畫等

 政策提供臺灣人才發展機會。

 影響可能在於中長期產業與人才流失的遠憂。

監
管
技
術

智慧監管、偕同執法、信
用監管、網路安全、移轉
訂價規範、稅務共同申報
準則(CRS)

 針對雲端資料儲存及網路相關的限制，是否在未來造成臺商
資安問題，值得觀察。

 稅務相關監管機制可能導致臺灣稅基流失、加大臺商企業成
本負擔；另外，強化當地稅務功能方以應付當地稅局的查核
需要，可能弱化臺灣總部在財務的功能性業務，進而降低臺
商與臺灣的連結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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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迄今已 40 年，吸引外資投資一直是其重要

的經貿政策，在中國大陸內部投資經貿環境巨幅轉變，經濟與產業結

構進入轉型調整階段，大陸的競爭優勢處於轉變的過渡期，又面臨商

貿制度法治化程度進展不敷外資企業需求，外在國際經貿局勢轉趨複

雜，區域經濟整合(包含 CPTPP、RCEP 或其他雙邊 FTA 等)快速發展，

新興經濟體已積極加入引資的競爭行列，美、日等國推動「製造業回

流」政策，引動外商調整布局策略，衍生的外商倒閉或撤出潮，連長

期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布局區域的臺商，近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力度也轉

趨保守，不利大陸的經濟與產業發展。而美「中」之間持續擴增大的

貿易逆差、中國大陸對智財權保護的不力，以及中國大陸的「中國製

造 2025」產業轉型升級戰略相關措施，更將美國的不滿堆疊到容忍極

限，對中國大陸展開多方向的貿易制裁。貿易戰雖在 2018 年下半年產

生戲劇性的轉折，但各界對於美「中」貿易戰在短期內落幕的看法仍

分歧。故在貿易戰的壓力下，相關影響加速浮現，例如企業紛紛提前

執行調整布局策略時機點，並極可能鬆動長期群聚中國大陸的國際供

應鏈體系。面對當前局勢發展所產生的壓力，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亦隨

勢進行調整。

觀察近年中國大陸的政策規劃，改善經商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與企業成本，擴大開放創造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明顯是迎合外

資的需求，而符合中國大陸期望的投資布局亦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固

然在內部發展需求與國際經濟情勢均較過往大幅轉變的背景下，分析

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變化，是各界關注的方向，但本研究更關注中國

大陸外資政策之變動，如何影響臺商全球布局，乃至於對臺灣的影響。

本研究透過文獻彙整、出國考察、專家座談等方式，首先歸納近五年

外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之特點，作為後續政策影響其布局的研究

基礎；其次，本研究從綜整中國大陸近二年(2017-2018 年)外資政策變



130

化著手，歸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與發展方向，再進一步探討臺

商與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特點下，外資政策變化對於臺商投資布局

及對兩岸經貿的影響。然礙於政策施行時間尚短，難以由外資數據佐

證，故以案例說明外資政策可能的影響方向。另外，基於美「中」貿

易戰亦係影響企業布局、外資政策調整的重點要素，本研究也將美「中」

貿易戰對企業策略布局及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納入分析。藉由上述

研究內容，了解企業對於外資政策的因應布局方式，作為政府擬訂助

益臺商投資布局及強化我國吸引外資投資政策的參考。

壹、即便外商與臺商的競爭優勢和在大陸的投資重點不同，但面

對中國大陸內部投資環境變動與國際經貿局勢影響，兩者同

樣變動海外布局策略，但仍重視中國大陸市場

外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約七成係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的服務業

為主，一則與外資的服務業競爭優勢有關，再則也貼近中國大陸經濟

與居民所得的提升，內需市場的發展逐漸成熟的趨勢。當中國大陸不

斷釋出改善經商條件、擴大開放市場的政策措施(如持股比例、業務、

商貿便捷化等)或宣示，伴隨當地市場的需求持續成長，對外商而言大

陸仍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此外商企業仍持續擴大對中國大陸投資，

如 Tesla、Exxon Mobil、Lithium Werks BV、BMW、瑞銀證券、野村

證券、摩根大通等。

相對而言，臺商近年雖逐漸轉向內需市場布局，服務業對中國大

陸投資較過往增加，然緣於臺商製造業具競爭優勢、兩岸地緣優勢、

國際供應鏈長期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群聚地點下，投資主軸仍以生產製

造為主。即便大陸的經商條件與外在國際經貿大幅變化，國際供應鏈

伴隨企業布局策略的變動而有分散不聚焦於中國大陸的跡象(包含朝

東南亞、美國等地建構供應鏈)。但中國大陸的國際供應鏈仍為各國企

業所看重，因此臺商雖擴大對非大陸地區的投資，中國大陸仍係主要

的投資地區。不過由於投資產業重點的不同，綠色環保、稅制(如反避

稅措施)、降低企業成本等外資政策，對製造業的影響性(或影響範圍)

相較高於服務業，也致使對臺商的影響相對外商企業明顯。



131

此外，即使臺商與外商皆呈現朝服務業布局的態勢，但外商在服

務業的發展相對臺商具有競爭優勢(如品牌力、知名度、商業模式、創

意、人才吸引力等)，此等競爭力差異除對當地投資布局競爭形成影響，

是否也對於外商與臺商服務業面對中國大陸推動相關外資政策時，可

能形成不同的反應與布局策略，值得後續關注。至於當前中國大陸自

貿區的設置，即便自貿區推動的擴大開放、制度鬆綁係與服務業有較

直接的關聯，惟似乎尚未形成驅動外商投資布局區域改變的現象。不

過隨著自貿區政策的逐漸向外擴展適用，其對外商與臺商在中國大陸

投資布局變化，值得持續觀察。

貳、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彙整

一、擴大開放、體制改革、降低企業成本、人才等政策是中國

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而監管措施的掌握則關乎開放的進程

與範圍

產業擴大開放、體制改革、降低企業成本、人才等政策是中國大

陸外資政策的重點，此與外資企業ㄧ般對中國大陸經商環境的反映相

符，顯示中國大陸確實回應外資企業的訴求積極推動外資措施的調整，

特別在投資便利化、放寬市場准入、加大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宣示，營

造出更公平、透明、便利的外商投資環境。而由產業開放的面向觀察，

包含金融業、交通運輸、專業服務、商貿物流等服務業領域；以及新

能源交通設備、先進製造、能源、礦產資源等製造業，明顯與中國大

陸產業結構改變與市場結構需求變動有關，換言之，外資政策也兼顧

帶動或配合國內的結構變動。

其他如體制改革、人才、研發等措施也多可見到類似的安排與考

量，此等措施確有助於提振外商投資信心，搭配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

需求下，仍具吸引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誘因。相關的外資政策安排，

如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商貿便捷化措施、智財權保

護、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機制、外資適用「中國製造 2025」戰略政策等

體制面改革相關政策，除朝國際接軌方向改善外，亦與外資企業對中

國大陸市場開放與法制保護的需求相關。再者，提供外國人工作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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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相關便捷措施、給予獎勵等與人才、研發相關的外資政策，則顯示

因應人口紅利放緩、產業結構調整所為之相應安排與配套。至於降低

企業成本負擔、開放外商在中國大陸掛牌與上市、支持外商參與基礎

建設等政府採購案、標準制定等等稅制規範化、市場開放的方式，也

呼應外資企業關切的制度化與市場開放的議題。

雖然中國大陸當前外資政策大致符合外商與臺商所建議的方向改

善，也兼顧其本身發展需要，但政策執行程度明顯還有待加強，顯見

加強政策落實是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未來應該重視的重點。

其次，由於開放的風險會影響政府宏觀控制力度，中國大陸政策

主軸係在可控管的前提下，進一步推動產業擴大開放、體制改革、投

資環境優化等。換言之中國大陸監管政策的推展是擴大開放的關鍵，

影響著開放的力度與速度。關於監管措施部分，包括金流、稅制、產

業監管政策(事中、事後管理)、信用監管、國安與反壟斷審查等面向。

其中投資事中事後管理是中國大陸監管政策的重點方向，而信用監管

則隨著近期中國大陸市場經營模式與需求的轉變，漸為中國大陸近年

推動的政策主軸。因中國大陸仍以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行開放，即便

外資政策文件中有意淡化監管的議題，然單就監管政策盤點，確可見

到其監管前行建置，以及在達到可控管的條件下陸續對外開放的關聯

性。因此即便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壓力伴隨美「中」貿易戰等內外因

素加大，但監管涉及的部會、體制與法規眾多，加上監管政策的執行

進展仍存在相當的障礙待排除，此都將拖延中國大陸對外資開放的範

圍與速度。以自貿區金融改革為例，推動金融改革範疇係屬「一行三

會」，即便自貿區的金融變革格局亦隨之受限，且相關措施無法進一步

擴散適用。甚至中國大陸近期積極推動的信用監管機制，其基礎建構

在資訊互聯互通，但當資訊來自於各行政部門體系乃至於不同的監管

平臺，面對資訊的共享格式、資訊的互享機制、資訊平臺建置完善度、

資料安全性等涉及跨部會、體制協調時，亦面對相當的推展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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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貿區政策的試行對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開放確有引領的

效益，但政策能否全盤複製，仍有賴各地條件而定

在自貿區政策的盤點中，不少政策先於中央對外資政策試行，從

對外擴大開放、投資誘因、到體制改革，都可見先行試驗和示範的例

子，凸顯自貿區作為中國大陸前瞻性政策「實驗室」的重要定位。尤

其當政策在自貿區內執行確認具可執行與可複製性時，即進一步將政

策擴散至其他地區，如貿易便捷化的海關分類監管措施，由上海自貿

區漸次推廣到其他自貿區與海關特殊監管區；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由

上海保稅區漸次推廣到上海自貿區，再推廣到全中國大陸；信用監

管的擴展由自貿區到全中國大陸適用等，此等循序推廣的做法確有利

於優化中國大陸的投資經商環境，也形塑接軌國際規範之條件。

另外觀察監管措施的施行，明顯可見有關信用監察的措施係以上

海自貿區開始試行，再複製到其他自貿區，最終於 2017 年開始在全國

區域執行；至於金流、稅制、產業監管等面向也可看到相似的發展趨

勢，此也顯示自貿區的試行前導地位，並不僅止於外資政策的開放，

也涵蓋監管面。不過數據匯流的相關監管措施則是由中央部會籌畫政

策，並直接於全中國大陸執行，意味自貿區的試行前導，即便監管措

施亦有其限制性，會因產業特性而不同。

不過自貿區的未來發展方向，不論是上海自貿區的落實「境內關

外」、允許第三方機構出示證明等深化試驗；或是 2018 年 10 月成立的

海南自貿區，對於中國大陸因應中美貿易戰的戰略思維具有指標性意

義。且由於其試驗面積大於現有的自貿區，並為閉鎖式區域，適合服

務業領域的制度創新，且其規劃政策也納入了部分惠臺措施，後續發

展值得持續關注。

三、中國大陸「惠臺政策」短期成效不明顯，但值得關注對臺

人才、產業布局的影響

綜整來看，國臺辦「31 條措施」仍屬於相對模糊的綱要性宣示，

而彙整觀察各地區「惠臺政策」提出的面向或者是擴大開放的領域，

整體也並未突破國臺辦「31 條措施」的框架，且其內容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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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所提內容分析，中國大陸「惠臺政策」相當側重人才相關優惠措

施，著重於臺灣人才在提升當地生活、就學、就業的便利性，亦不乏

提供臺商國民待遇的政策，搭配當地市場規模提供的發展機會，若地

方政府積極落實，此或對於人才吸引具有加分的作用，也將有助於解

決臺商經營內需市場面臨的痛點或商機獲取。但在中央尚未出台相關

政策施行細則前，地方政府對於政策該如何落實、落實程度如何，仍

未有定見。特別是對於政策涉及地方財政負擔的「同等待遇」、「特殊

優惠待遇」等，在各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自身財政負擔的壓力下，地方

政府是否具有推動「惠臺政策」的高度意願，亦有待商榷。至於其他

優化投資環境、擴大招商引資等政策則係臺商與外商皆適用的相關措

施。因此「惠臺政策」短期成效尚不明顯，且就目前提出的內容觀之，

對臺商布局策略影響應有限。

不過仍須關注中國大陸推動相關政策對臺灣人才的磁吸或對臺商

布局的影響。特別是此等「惠臺措施」符合其人才引進與自主創新戰

略，具有相當的推動誘因，雖目前尚缺乏全面的配套措施或相關的合

適環境，但在中國大陸持續擴大產業類別開放並推動單向「惠臺」人

才措施下，難免吸引更多產業之專業人才西進發展，特別是醫學、金

融、教育等專業人才，此對臺灣產業發展、人才培育是否形成影響皆

須持續觀察並及早研擬相應配套。再者，「惠臺措施」涉及臺商當地採

購、設置區域總部、設置研發中心等優惠，搭配中國大陸近兩年積極

推動「反避稅」等相關措施執行力度的持續強化，亦可能轉變臺灣總

部扮演的功能角色，進而影響臺商投資布局策略。另外，惠臺政策另

外提及優於中央惠臺措施的產業開放項目(如文化、傳播等)，或許可

以視為中國大陸未來開放的領域。不過該等產業觸及中國大陸最保守

的領域，是否落實開放，仍有待觀察。

此外，未來中國大陸仍將持續依其發展需要制定更多政策，甚或

不排除持續單向的對臺優惠措施外，亦針對歐、美提供特別優惠措施，

藉以創造更多「引資」條件或給予經貿談判的彈性空間。因此，後續

宜持續追蹤政策走向，並審慎研擬因應，使政府政策得以符合臺商 /

臺灣人才發展需要，亦能兼顧我產業競爭力之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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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影響評估

一、外商與臺商企業有因生產成本撤離中國大陸，亦有因消費

力加強布局中國大陸市場

面對中國大陸國內外局勢變動，所引發的外商撤出中國大陸，探

討其原因明顯與其投資環境、政策未到位、國際經貿局勢變化有較直

接的關係，像是勞力密集型或當地市場競爭較劇烈的產業選擇撤出中

國大陸市場為最多；或是政策配合不及引發部分研發中心撤出；亦有

因美「中」貿易戰加劇對外商撤出形成推力。而隨著中國大陸本土供

應鏈的崛起、國際情勢轉變、環保與勞工等議題，許多臺商亦加速分

散全球生產布局，針對銷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產品，積極重新調整

產能配置。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的催化下，讓臺商加快與加重其

他國家投資或回臺灣投資布局，以調降中國大陸的生產比重。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推動一系列外資政策，藉由體制改革、

增加投資誘因、改善投資還境、擴大對外開放等來進行招商引資，也

有很多外商與臺商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布局仍保持正面態度。近年外

商擴大投資布局的產業，主要即係受政策與市場商機所引導，故在投

資產業別上亦偏向當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推動開放的產業別。再加上

中國大陸人均所得的提升、居民消費習慣轉變衍生相關需求、人口結

構衍生的需求商機擴大等變化，為吸引外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誘因。

而臺商亦有相同的投資趨向，服務業臺商積極深耕中國大陸市場，製

造業臺商則是針對具市場商機的產品加強拓銷。

二、美「中」貿易戰使外商與臺商企業重新調整布局，中國大

陸政府亦採取出口退稅、貨幣貶值與降低關稅等措施協助企

業降低成本

隨著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美國採取的加徵關稅與技術防堵

措施，已對外商與臺商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產生影響。受美國加徵

關稅的直接影響，係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供貨美國，產品在中國

大陸生產後直接出口至美國的經營企業為主，然企業經營模式為中國

大陸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企業，亦會受到上下游客戶的影響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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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游客戶的產品有出口至美國且被列入課稅清單，同樣也會受到美

國加徵關稅的間接波及。此外，當美國針對中國大陸個別企業祭出司

法手段制裁，如中興、晉華與華為等，則更會使原在中國大陸進行半

導體封裝製程的外商與臺商企業，考慮將銷往美國的晶片改在其他鄰

近的亞洲國家進行封裝；或是原與中國大陸企業在半導體領域有密切

的技術合作關係或共同設立合資公司者，因此撤離或終止合作關係。

為了減緩美「中」貿易戰對企業之影響，中國大陸政府採取出口

退稅、貨幣貶值與降低關稅等措施，以抵銷部分美國加徵關稅的壓力，

緩解企業高漲的經營成本；以及回應美國的要求，擴大市場開放、逐

步完善智財權保護機制、淡化中國製造戰略等。惟具範圍限制的政策

措施除將制約政策效益，框架性的政策方向也仍待具體執行落實與細

部安排；再者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加徵關稅與技術防堵等措施，並不

排除進一步擴大，此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商與臺商企業明顯將面對

更大的壓力，也非目前大陸因應的措施可減抵。換言之，美「中」貿

易戰對企業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影響仍在發酵中，特別是製造業企業的

經營布局正在轉變。再者，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圍堵政策的力度

提高，未來美商退出大陸市場或者進行策略切割的可能性加大，應密

切關注其轉變以及其可能牽動的臺商供應鏈變化。

至於企業主要因應策略則包含：(1)兩岸產能調配，短期內先調整

集團內部的兩岸產能分配，將銷往美國產品轉至臺灣工廠生產；(2)

轉移生產基地，在兩岸以外已設有生產基地或正規劃投資新廠，則考

慮將銷往美國產品移至該地生產，或移往美國當地生產，此屬於中長

期的投資布局規劃，而非短期的應變措施；(3)改變原料或零配件進口

來源，針對上游產品的供應來源若有選擇性，企業則會考慮轉變原料

或零配件進口來源，以降低產品在美國銷售的成本。

三、臺商投資帶動貿易效果轉弱，兩岸經貿連結逐漸弱化，須

注意中國大陸近期外資政策對兩岸經貿的影響

鑒於早期臺商赴陸投資主要係著眼其廉價生產要素，長期以來多

偏重製造業投資，即便 1992 年中國大陸針對第三產業制定「關於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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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產業發展的決定」，服務業商機亦開始為臺商所注意，但當地居民

所得不高24，且臺商赴陸投資服務業又係以批發及零售業為主，投資

規模有限。在當地產業發展落後，產業周邊配套不足的早期，兩岸形

成的產業鏈分工，在原料、半成品、機械設備等臺灣中間材供應下，

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果較為明顯。但隨著當地產業聚集、產業鏈逐漸成

形、中資企業崛起與臺商間的競爭益發激烈，臺商採取在地化的經營

模式因應競爭，兩岸的連結將更朝向特定產業(品)、功能性發展，投

資帶動貿易的效果更趨轉弱25，影響臺商投資與臺灣經貿的連結度。

而近來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推動面向與臺商、外商所關切投資環

境、經營成本、市場准入、人才等面向有密切的關聯性，即便當前的

政策主要仍係以綱要性的架構為主，實際落地的做法與執行程度仍有

待觀察，但就政策方向性而言，實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引資條件，並

且吸引企業赴當地布局投資。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對外開

放，對兩岸經貿連結可說是有利亦有弊。若藉由此波製造業供應鏈重

新調整的機會，製造業臺商透過重構兩岸連結，以中國大陸市場收益

支撐臺灣母公司的前瞻技術研發，將有助於臺灣的經貿發展；但若臺

商將經營大陸市場的重心移往中國大陸，而能強化建構臺灣與非中國

大陸地區的連結，雖可能會因企業功能分割而出現中國大陸與臺灣連

結弱化的問題，但此種發展未必對臺灣的風險分散不利；若臺商將經

營重心移往中國大陸，臺灣並未能在新的供應鏈中維持或強化原有扮

演的角色，則將不僅是中國大陸與臺灣連結弱化的問題。

此外，當中國大陸加強體制改革，改善經營環境，雖有助於臺商

在當地經營與獲取商機，在回饋臺灣經濟發展下，提供臺灣經貿發展

動能；但同時當地廠商亦受惠於投資環境優化，隨著本土供應鏈崛起、

茁壯，臺商仍將無可避免面臨來自陸資企業的競爭壓力，換言之臺商

24 根據World Bank資料顯示，中國大陸人均所得(GNI per capita)自 2001年後才突破 1,000
美元；2012 年突破 1 萬美元。2017 年為 10,366 美元。

25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研究指出，2006 年之前，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增加 1%時，約可
使臺灣總出口增加 1.64%至 1.67%，但 2006 年之後隨著亞太區域整合，參與區域整合
的國家之間產業連結關係趨於緊密，加上對外投資的臺商逐漸在地化，導致對外投資

帶動臺灣出口效果趨弱，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增加 1%，帶動臺灣總出口增加幅度略微
下降，約為 1.6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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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強自身競爭優勢。在人才方面，中國大陸各項人才政策提供臺灣

人才赴大陸發展的機會，對臺灣而言則可能面臨中長期產業與人才流

失的遠憂，除進一步觀察外，也應思考強化人才留置的臺灣優勢策略。

在監管方面，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實建立在可監管之前提下，針對雲端

資料儲存及網路相關的限制，未來可能造成臺商資安問題；稅務相關

監管機制可能導致臺灣稅基流失、加大臺商企業成本負擔，以及可能

弱化臺灣總部在財務的功能性業務，進而降低臺商與臺灣的連結程

度。

此外，臺商是否可享受到中國大陸惠臺政策的商機，一則視政策

執行力度，一則端看產業型態與公司經營狀態。目前雖臺商普遍未明

顯感受到惠臺政策正面效果，暫不影響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與投資布

局之決策，未來是否會有確切的助益還有待觀察。至於在個人方面，

惠臺政策確實讓臺灣人在大陸當地生活與就業更具便利性，但這並非

讓臺灣人願意赴中國大陸工作或就學的主因，而影響中國大陸本身的

發展條件才是最大的誘因。

第二節 政策建議

鑒於大陸外資政策的變化仍將牽引外資企業(包括臺商)投入大陸

市場，其發展方向不乏未來發展的產業，而大陸與外資相關的政策作

為也將牽動臺灣的經貿發展。加上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防堵政策的力

度提高，更將牽動國際供應鏈改變。為了維持臺灣在國際供應鏈上的

連結，臺灣應該密切追蹤國際局勢變化，追蹤美「中」貿易戰中國大

陸外資政策變化與對企業布局影響，以利掌握企業布局動態與相關布

局需要，同時研擬因應政策，符合臺商/臺灣人才發展需要，保持臺灣

競爭優勢，強化我產業競爭力，鞏固在全球企業布局位置。此外，中

國大陸仍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市場，在未來國際供應鏈朝短鏈發展下，

更應該重視每一個重要市場，搶占每一個商機，因此提供兩岸良好的

經商環境，給予企業經營與合作彈性，也是應該重視的。

再者，為了維持臺灣的競爭優勢，加強國內政策執行落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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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企業在臺發展與布局所需的資源與契機是應該關注的重點；而且對

外連結，擴大海外市場也是臺灣經貿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臺灣

眾多的中小企業，雖機動力強，但可用資源少，此時政府的助力相對

重要，故建議政府建立海外當地聯繫管道，提供臺商(中小企業)海外

布局投資相關訊息，協助企業掌握當地商機。最後，美國的技術防堵

政策對於與中國大陸生產密切連結的臺灣企業而言，將面臨不可確定

的智財權技術連結困擾，因此建議對於美國關切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可仿效海關通報機制，建立臺美有關智慧財產權資訊交換平臺，降低

美國關切的疑慮，還可藉此強化美臺的技術連結力度。以下就各點建

議詳細說明。

壹、宏觀層面

一、持續追蹤美「中」貿易戰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變化與對企業

布局影響，以利掌握企業布局動態與相關布局需要

中國大陸係臺商相當重要的布局市場，在其市場規模與成長性逐

漸浮現之後，對於中國大陸內需商機的布局也越加看重。因此，即便

過去投資環境與政策大幅轉變，促使部分產業環節已移轉布局區位(如

紡織、製鞋等)，但中國大陸仍係臺商布局的重要區域，特別是伴隨服

務業的市場准入調整，服務業臺商更是相當積極規劃。由此可知，中

國大陸外資政策仍係臺商企業布局策略的重要考量。

就前述研究可知，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已轉向「質量並進」的模式，

粗方式的政策優惠已逐漸走入歷史，更多政策則是細緻化的盤算以服

膺當前中國大陸自身發展戰略與需求。然面臨中國大陸內部投資環境

與政策雙雙轉變，外部國際局勢的變化，甚而近期美「中」貿易戰轉

趨白熱化，外(臺)資企業也正調整其海外投資布局，而此種變動可能

鬆動長期群聚中國大陸的國際供應鏈。對此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也正進

一步因應調整，以減緩企業策略布局變化對其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影響，

同時強化其引資條件，提供符合企業需要的投資誘因。

惟當前美「中」雙方的貿易戰涉及層面已不僅止最初美方所關切

的龐大貿易逆差問題，更多糾結於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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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技術移轉、國家積極扶持的產業轉型戰略，甚或是對於匯率走

勢、先進關鍵技術掌握、國際標準話語權等。換言之，美「中」紛爭

已不僅止於貿易層面的競爭，有範圍限制的政策措施並不足以發揮抵

減的效益。由於中國大陸已就目前雙方紛爭的趨勢轉變進一步調整外

資政策，因此，在美「中」貿易戰落幕前，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仍將因

雙方談判協商的進展與美方態度而有所變動。基於此，有必要持續追

蹤美「中」貿易戰的走向變化，並且掌握中國大陸外資政策因應美「中」

貿易戰影響的變化，方能掌握臺商布局的動態，了解其策略布局的相

關需要，以求為國內產業提供更好的發展契機。

二、保持臺灣競爭優勢，鞏固在全球企業布局位置

因美「中」貿易戰影響，全球企業策略布局開始出現明顯的轉折，

外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布局鬆動，並且轉向東南亞等地，而回臺投資

或擴大在臺投資亦成為臺商或外商企業的策略選擇之一。不過此趨勢

就目前觀察來看，可能僅是企業短期策略布局的選擇，因此如何持續

擴大企業回臺或擴大在臺布局係相當值得思考的議題，亦係政府施政

相當重要的環節。

而觀察臺灣的投資環境，市場開放程度高、人才素質優良、重視

智財權保護等是臺灣吸引投資的加分環節，然我國在國際各項競爭力、

投資環境的評比報告或外國商會投資白皮書皆反映臺灣的引資條件仍

有精進改善的空間。具體來看，臺灣在環境與體制層面包含投資自由

度、體制與政府效能、基礎建設、金融市場發展、教育與工作技能等

指標有弱化的趨勢；市場層面的議題呈現在經濟表現、商業市場、勞

動市場、商業活力、創新能力、企業效能的部分指標也出現弱化跡象。

此等指標弱化的發展，促使勞動政策彈性、能源政策、稅制、人才、

產業政策、國際連結多項因素對臺灣前景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並面臨

法規修正與產業發展之平衡問題，即便多數企業對臺灣前景持審慎樂

觀態度，然此等議題的發展顯然不利企業對臺灣的投資信心，需要政

府正視且研議因應配套，方能持續保有臺灣競爭優勢，尤其是在臺灣

之企業競爭優勢，鞏固臺灣在全球企業布局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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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國或可進一步突出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相關優勢條件，

藉此與歐美等國建立連動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機制，藉此達到強化

與歐美進行技術合作的目的與效益，除提供臺灣企業技術提升，以及

與歐美建立更趨緊密的合作機會，更可藉此強化臺灣與歐美的連結，

鞏固臺灣持續扮演企業全球布局考量的重要位階。

三、提供兩岸良好的經商環境，給予企業經營與合作彈性

兩岸交流在近年受兩岸關係影響轉趨停擺，因兩岸法令制度差異

形成的相關經商課題也因相關交流與協處機制的暫停，影響臺商當地

經營。具體例如臺商在中國大陸面臨的資金與稅務問題，即係礙於兩

岸法規限制所產生的經商障礙。其中，在資金問題部分，融資難是臺

商在中國大陸經營普遍的問題，但資金調度則受制於當地法令，以及

臺灣匯出資金的相關限制，致使資金調度速度難以即時，造成經營上

的競爭劣勢；另外，而在稅務問題部分，臺商派駐中國大陸的臺籍員

工普遍面臨個人所得稅兩岸重複課稅之困擾，或是部分可扣抵而部分

又無法扣抵，缺乏標準化制度。特別是中國大陸近年近年積極推動反

避稅相關措施，對於企業移轉訂價查緝力度持續增強，特別是採三角

貿易經營模式的臺商，面對移轉訂價的問題更具挑戰。因此兩岸稅務

協議若能有所突破，將可緩解臺商企業面臨被當地政府要求利潤留成

之壓力。

政府除重新架構良好的交流管道與機制，並且推動兩岸租稅協議、

放寬資金匯出管制等政策措施之外，對兩岸企業合作亦可保持開放態

度。若是臺商彼此間合作就能達成目標，自然會優先與臺灣廠商合作。

不過臺商與大陸廠商合作，雖知其風險，但多數仍係考量能在經營上

有所突破(如切入當地供應鏈、掌握新銷售通路與管道、布局中國大陸

內需等)，因此在與大陸廠商合作時，仍會審慎評估合作對象，如彼此

公司文化、經營理念是否相符合、公司的營運狀況等，並建立可長久

維持的合作模式，而非單純只是重視利潤保留。因此，在屏除國安等

疑慮下，應讓臺商經營有足夠的發揮空間。而對於陸資來臺投資的管

理政策，參考美國最新通過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FIRRMA)作法，鎖定具國安或產業安全威脅性的特定清單嚴加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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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思考的方向，當然仍需符合我國國情的需求。此外，維持兩岸

穩定的政經局勢對臺商而言亦是相當重要的經商條件。多數臺商普遍

希望兩岸關係能重新有良好的互動，重啟兩岸經貿交流與協商。

貳、微觀層面

一、加強國內政策執行落實，提供企業在臺發展與布局所需的

資源與契機

即便當前我國政府已陸續規劃並推動諸多貼合產業需要的政策，

提供企業在投資布局、研發獎勵等相關措施，然許多產業白皮書或外

國商會白皮書仍提出勞基法的執行彈性、能源政策的合理規劃、海外

人才相關政策、鼓勵新創、私募投資、稅制等政策配套措施的建議，

顯示各界認為政策的規劃與執行落實仍有優化的空間。因此政府應持

續推動政策與執行措施的滾動調整，強化政策到位，方有助顯現政策

的效益，讓企業、民眾有感。

以新創事業為例，新創具有培育人才、引進新興技術等優勢，政

府也相當積極輔導新創發展。而國內新創能量也持續成長，但當前國

內對於新創的資源挹注並不多，致使許多新創團隊需要尋求海外資源，

甚或移往海外發展，如何協助新創團隊在最需要資金挹注的階段取得

適當資源，是政府需要思考的課題。而目前政府雖透過補助、獎勵、

廣設試驗場域、孵化器、加速器、媒合平臺等方式提供協助，但執行

面仍有持續優化的空間。部分業者建議，臺灣可近一步著重在孵化器

與加速器的角色扮演，強化臺灣是新創聚落的印象，再結合臺灣長期

在硬體的技術優勢，以及持續深化朝向軟硬體整合的發展趨勢，擴大

新創團隊產品(服務)構想商品化的可能性。倘若臺灣能成功打造新創

聚落的印象，除有助臺灣形成新創的群聚(cluster)，更可進一步匯聚國、

內外創投與天使投資人之資源，助益國內新創與海外來臺創業的團隊

資源獲取。其次，政府亦可從產品(服務)構想商品化輔導機制著手，

結合國內在硬體生產開發的優勢，協助新創企業加速將產品或服務真

正落地。另外，政府也應鼓勵中小企業、新創團隊參與政府標案，特

別是在保密性高、國安等需要具有高度客製化與彈性的採購案，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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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善用中小企業的彈性與靈活度，亦可提供新創發展機會。

除新創的發展外，近年伴隨電腦技術進步、運算能力提升，新興

科技融合商業模式帶來的新應用蓬勃發展(如 Fintech、區塊鏈、大數

據、雲端運算等)，甚至對於既有的商業模式帶來革新浪潮。不過當前

國內環境對於此等新興科技與新業態的發展仍顯得促狹。特別是許多

新興科技或新業態在導入國內市場推廣時，常有與當前相關法令抵觸

的相關問題，並且引起既有產業的反彈。在考量產業發展脈絡與趨勢

下，倘若新興科技或新興業態確實有助推動產業發展，強化國內經濟

動能，政府或應站在產業發展立場，適切調整相關新興或創新領域範

疇的法令規範，並且透過輔導機制，協助國內產業引進新興科技或投

入新興業態發展，進而達到產業轉型升級的效益，強化臺灣企業在產

業生態系的競爭優勢。

二、政府建立當地聯繫管道，提供臺商海外布局投資相關訊息，

協助企業掌握當地商機，尤其是中小企業

由於臺商近年布局中國大陸以外市場的比重已較過往提升，顯見

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與政策的轉變，臺商分散投資風險的意識亦逐漸提

升。當然，海外其他新興市場崛起或因歐美等國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流

等政策磁吸也是臺商調整布局策略的考量重點之一。不過針對臺商因

應美「中」貿易戰影響，企業轉向東南亞市場布局的意願升高，政府

可針對有意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的臺商提供相關投資環境資訊。由於

新南向國家語言與宗教信仰多元，文化隔閡的障礙，加上部分國家員

工效率低，又有罷工、排華等問題，臺商在當地經商並不容易，特別

是中小型臺商資源相對缺乏，對於新南向各國政商環境、法規制度、

投資程序等資訊取得較不易，若政府可提供相關國家法規相關資訊，

對企業(尤其中小企業)應有相當實質的助益。

不過，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能投入在新南向國

家的資源相對有限，與當地政府交流的密切程度亦難比擬，因此或可

先行選擇近年經濟成長較快速的東南亞新興國家集中人力和資源投入，

並與當地政府建立聯繫管道。對於屬中央決策的事權，可針對臺商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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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接觸的中央部會建立聯繫管道，屬於授權地方決策的事權，則建議

可針對臺商常有接觸的地方部門或人員建立溝通管道，讓臺商有正規

的投資管道能夠溝通與反映相關投資意見，除確保臺商當地投資權益，

也可進一步促成相關協處機制的建構，加深雙邊政府的交流。另外，

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亦係政策可施力的重點方向之一。

目前政府雖已加強吸引新南向國家學生來臺就讀，作為臺商布局東南

亞市場的重要人才庫，對臺商在當地拓展市場相當有助益，但此等來

臺就學人才與企業的連結將係政策效益展現的關鍵，因此應加強推動

落實。

另值得一提的是，就可蒐集的資料顯示，臺商赴新南向國家投資，

多數臺商並非直接將全部製程或產線完整搬遷至東南亞，仍有部分生

產過程係留在中國大陸，導致在計算原產地時可能出現困擾。特別是

原產地規定方式繁複，實務上如何準確計算將是廠商(尤其是中小企業)

在進行投資安排的一大困擾。目前國貿局已在官網提供相關資訊供企

業參考，惟有關原產地的規定相當繁複，且涉及不同生產製造流程的

各地認證立場，僅提供認定方式恐仍未能有效協助廠商規劃生產布局，

政府部門宜提供相當的幫助，以利廠商回臺投資，再者對於如何認定

原產地及其銜接也需相關部門確認目前的政策執行，讓臺商在全球布

局時能掌握更多有利的資訊。

三、對於美國關切的智慧財產權問題，可仿效海關通報機制，

建立臺美有關智慧財產權資訊交換平臺

在貿易方面，原先美國以解決貿易逆差為目標，對多個主要貿易

夥伴提出重新談判 FTA 的主張，但在美國已談完美韓 FTA、「美國-

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逐漸收攏針對目標為中國大陸的情況

下，臺灣需注意立場的表達，例如思考該如何與歐美等國建立互信，

確立幫助臺商發聲不會變相成為支持中國大陸的立場，避免衍生不必

要的困擾又可協助臺商。

以最近的福建晉華遭受美國出口制裁為例，聯電已被牽扯其中，

萬一審判確認後，確定聯電需付出巨額賠償，將導致公司破產，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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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臺灣企業的發展。換言之，在兩岸供應鏈緊密結合下，美方對於

臺商智財權保護之疑慮增高的機率不低，臺灣或可就美國關切智慧財

產權議題切入，仿效海關建置仿冒品通報機制，與美國建立資訊交換

平臺，表達臺灣與大陸是基於產業需求才建立供應鏈及合作關係；臺

灣也支持智慧財產全的保護，因此臺灣不會對美國利益造成損害，相

對的臺灣反而同樣身為受害國，臺廠也是因此牽連受害；臺灣同步關

切涉及美國企業關鍵技術案件發展，而最新情勢可在臺美資訊交換平

臺立即提供。

不過基於企業智財權保護資訊揭露可能牽涉其營業秘密，因此實

際推動仍需要考量可執行程度，政府宜參考各界的意見後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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