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經貿對話登場

聚焦智財權、美牛、美豬                  

綜合民報及中央社7月26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
的首次台美雙邊經貿對話26日登場，美方代表包括貿易代表
署（USTR）官員，我方代表則是經濟部貿易局長楊珍妮；雙
方預計將針對美對台貿易逆差、美豬進口等議題交換意見。

整理／紀建國

台灣經貿消息

於此同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25日公布「2016年度
貿易報告」指出，美國在去（2016）年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會談上，對台灣應移除美國豬肉及部分牛肉產品禁用
瘦肉精，表達強烈關切。報告中將去年於華府舉行的台美TIFA
會談、討論到的四大障礙逐一羅列，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農
產品障礙、貿易的技術性障礙及投資障礙，都遭點名。
根據美國商務部4月17日聯邦公報，美國重大貿易逆差
的16大逆差國中，台灣位居第14名。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
室5月8日報告指出，台灣是美國第10大貿易夥伴，2016年
美國對台灣貨品與服務貿易總逆差高達91億美元（約新台幣
2,758億元）。其中貨品貿易逆差133億美元，服務貿易順差
42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順差30億美元。
行政院報告中也針對美國商務部報告回應指出，美國前
10大貿易逆差產品主要為汽車、石化及電子機械產業，然台
灣均非這類產品的主要進口來源國；而鋼品、紡織品、汽車
等與就業關聯性高的製造業，台灣進口占比也甚低。
此外，政院報告中也指出，台美貿易關係有明顯「互補
性」，台美企業垂直分工關係程度高達78%，台灣部分貨品雖
對美享有貿易順差，但實為產業垂直分工的「健康互補」，如
半導體積體電路（IC）、螺絲螺帽扣件、汽車零組件等。
政院官員表示，預料美國將提及智財權、農業發展、美
牛、美豬進口與台美貿易逆差等；台灣方面則重視美國是否
能簡化衛生醫療器材的審查程序、反傾銷調查等議題。

7 月起多項簡政便民新制上路
據經濟日報6月30日報導，7月1日起有40項新措施實
施，行政院長林全29日指示相關部會加強宣導，並主動提供
說明與協助，以有效縮短新制上路的適應期。
林全在行政院會表示，7月1日起總共有涉及九個部
會、40項新措施開始實施，多為簡政便民及強化管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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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9月1日起更將放寬適用範圍，節省外籍旅客辦

的考量與需求，都是在展現高度的行政效能，提

理退稅時間。

供民眾更便捷、周全的服務。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目。這些新措施不論是配合法律修正，或行政目

戶政便民服務方面，7月3日起民眾得向戶籍地

例如7月1日起納稅義務人得使用健保卡或金融
憑證，辦理遺產及贈與稅網路申報及線上轉帳。7

地方政府任一戶所辦理出生登記，也可上網傳送數
位相片後再赴戶所辦理國民身分證。

月11日起外籍旅客可持銀聯信用卡申請特約市區退

交通新制方面，7月1日起交通執法單位將開始
針對變換車道未使用正確方向燈，以及未依

7月1日主要新制
項目

規定開啟或關閉車門而肇事等違規行為進行
事件

說明

舉發及處罰，並實施保護高齡駕駛人安全的

勞工

優先選高工時、高違規勞檢，但會
一例一休勞檢期開
先輔導再檢查，授權地方視個案是
跑重點
否開罰。
電子支付（第三方 未實名認證的使用者，每月總交易
支付）帳戶實名制 金額上限從1萬元降至5,000元，以
第二階段上路
刺激使用者願轉為實名認證。

金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戶往返門診、轉診或出院的交通
給付標準修正
費用總額不可以超過2萬元。

2G走入歷史

7月1日起至7月7日2G用戶只能打
給客服，打給2G用戶則無法撥通，
但號碼可保留半年。

台北市調整房屋稅

採「降新屋、漲舊豪宅」，取消新
屋中央空調、電扶梯、玻璃帷幕等
加價項目；豪宅採「1+120%固定
率」加價；房屋標準單價採六年分
段緩漲。2014年7月後取得使照的
新豪宅可望明顯降稅。

電信

稅負

食安

進口人免稅進口次數每上下半年逾
貨物進口次數頻繁
六次者，不適用3,000元以下免稅
不適用低價免稅
規定。
擴大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業者，
食品業者投保產品
納入具有工廠登記但未有公司登記
責任保險
或商業登記之食品業者。

業車輛全面裝置具有GPS功能的設備，以加
強安全監控。
林全表示，這些交通新制推行的目的，
並不是要處罰或增加民眾及業者的不便，而
是要籲請民眾守法，藉此引導建立更安全的
交通秩序，以有效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啟動法人革新
經濟部 4 年投入 50 億帶動產業創新           
據中央社7月24日報導，經濟部24日由
部長李世光宣布，啟動法人革新，重新定位
為「平台型法人」及「領域型法人」兩種類
型，未來4年，目標投入約50億元，以跨法
人合作帶動13個領域產業積極發展。
經濟部長李世光宣布全面啟動法人革
新，因應外在挑戰與產業需求，將經濟部所
屬法人依規模與專業能量，重新定位為「平
台型法人」及「領域型法人」兩種類型，支
援產業發展，以加速產業創新與成長。首先

新增「跨區受理同 開辦同性伴侶註記之直轄市、縣市
性伴侶註記」服務 政府可跨區受理同性伴侶註記。
戶政

殯葬

執照管理制度；9月1日起，要求遊覽車客運

醫院均不得設置牌位區等殮、殯、
醫院不得附設殮殯
奠、設施，恢復原本醫療診治功
奠祭設施
能。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整理

以16個產業科技研發法人引領，由工研院、
資策會、外貿協會三大「平台型法人」領軍，
與「領域型法人」緊密結合。經濟部未來4
年，目標投入約50億元，以跨法人合作帶動
13個領域產業創新成長，鎖定人工智慧、區
塊鏈、自動駕駛、精準醫療等國際重要趨勢

2017 年 08 月號 ˙ 308 期

27

其次為農業建設次類別約274億元、約占

進行相關研發，以因應全球工業4.0與數位經濟帶來

18%，主要辦理農村再生計畫、整體性治山防災、

的產業革命新浪潮。

森林永續經營、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及重劃區外緊急

李世光指出，經濟部轄下法人在過去台灣技術
升級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國際上少有能將基
礎研究與產業化連結的典範，也是台灣產業的寶貴資
產。面對近年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勢以及社會長久以

農路設施改善等。
軌道建設次類別約為177億元、約占12%，主
要為台鐵車輛購置及汰換、台北都會大眾捷運系統
環狀線及萬大－中和線一期工程、高雄市區鐵路地

來對法人的建言，包括其定位是否符合原本的目的，

下化等。下水道建設約137億元、占9.2%，文化、

法人的任務勢必進行階段性調整。因此，經濟部將以

教育及體育次類別約148億元、9.9%，海洋文化及

「創新帶動改革，改革加速創新」為主軸，新的部分

流行音樂中心、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等計畫。

為透過法人平台集結跨領域知識、協助軟硬整合、強
化國際鏈結，以加速跨領域產業創新生態體系的建

6 月工業生產指數連 2 紅

年增 3.14%

據中央社7月24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24日公

構、引領產業從領域創新邁向平台創新。

布6月工業生產指數111.35，年增3.14%，其中比

2018 年公共建設預算近 2,389 億
創 7 年新高



據中央社7月24日報導，國發會委員會議通過
2018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核
列中央公務預算近1,494億元，加上前瞻、治水特
別預算分列747、147億元，共近2,389億元，創近
7年新高。
國發會委員會議提報2018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先期作業，各部會共提出150項，共同審議並討
論通過，中央公務預算核列額度內新台幣1,320億
元、依法律義務撥充農村再生基金96.194億元、擬
向行政院請增78.727億元，共計1,494.921億元。

長。累計上半年整體表現，工業生產增加3.24%、
製造業增加4.65%，下半年為出口旺季，預估製造
業生產可持續暢旺。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製造業生產指數
113.01，年增3.60%，其中以電子零組件業年增
4.57%為主要貢獻來源，主因半導體庫存去化順利，
加上新興科技應用擴展，帶動積體電路及面板分別
增產9.22%及10.39%。機械設備業則因全球景氣回
升，電子產業相繼擴廠，加上智慧自動化機械需求
殷切，機械設備業年增10.80%，連續8個月正成長。

國發會表示，2018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年度

另外，化學材料業因去（2016）年同期部分廠

預算先期作業審議結果，經委員會議討論後，原則

商檢修，加上石化原料買氣回溫，又以泛用樹脂增產

同意依審議結果陳報行政院。

較多，年增4.01%；汽車及其零件業則年減5.16%，因

另外，2018年度公共建設預算包括近日通過的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747億元，以及原編列的治
水特別預算147億元，因此，公共建設計畫額度將達
2,389億元，較今年增加約226億元，創近7年新高。
國發會解釋，列在公共建設中央公務預算的重
大公共建設計畫，以公路次類別約405億元、約占
27%為最高，主要辦理台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善、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工程、生活圈道
路、西濱快速公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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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占多數的製造業年增3.60%，連續第14個月正成

兩岸經貿 ˙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去年同期逢部分熱銷車款停產前加速增產，比較基期
高，加上汰舊換新補助政策效應遞減所致。
其餘工業項目部分，僅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減少
10.5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用水供應業以及建
築工程業皆為正成長，分別年增3.17%、2.74%、
12.37%。
王淑娟指出，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國外需求增
溫，手持行動裝置朝向功能高階化發展，加上新興

今年上半年前5大專利申請國依序為日本、美

業生產更趨活絡，由於第3季為出口旺季，製造業

國、南韓、大陸和德國。洪淑敏分析，美國申請

生產將續呈成長態勢。

件數減少主要是因為美國中小企業專利申請數減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智慧應用擴展，可望帶動我國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

少。

上半年專利申請年增 3% 半導體專利佈局積極
據中時電子報7月26日報導，今（2017）年上半

6 月出口連 9 紅

重回雙位數成長

年半導體產業熱絡，也反映在企業專利佈局上，台

據中央社7月8日報導，新機拉貨效應提前啟

積電上半年專利申請大增4倍、聯發科大增近6倍，

動，6月出口連9紅。財政部7日公布6月海關進出

記憶體廠華邦電子和旺宏電子專利申請更是首次躋

口統計，出口值258.3億美元、年增率13%，重回

身前10大，總計前10大專利申請企業大增47.4%。

雙位數成長；上半年出口值1,477.5億美元，增幅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6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智慧

12.5%，創下過去6年同期最大增速。

財產權趨勢，上半年專利申請案達3.5萬件，年增

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表示，受到全球經濟

3%。智慧局局長洪淑敏表示，本國人和外國人專

循環持續向上、及去（2016）年基期較低影響，帶

利申請分別增長2%和5%，專利申請增加顯示研發

動我國第2季出口，年增率達10.2%，連續3季成長

動能回溫。

超過1成；而上半年出口表現與主要國家相比，僅

台積電上半年專利申請案達329件居冠，申請數
已經是連4季正成長，排名第3的聯發科更是連11季正
成長，顯示半導體大廠越來越重視國內專利佈局。

稍稍低於韓國的15.8%，但皆優於新加坡、日本、
美國、中國大陸與香港。
主要出口貨品中，6月電子零組件出口表現為

洪淑敏稱，今年半導體產業表現良好也反映在

「豔陽高照」，年增率19.5%，為各類貨品中最大

企業專利申請量上，前10大專利申請企業近半屬於

增幅，出口值達89億美元，為歷年單月次高。蔡

半導體相關廠商。

美娜指出，每年8至11月為手機對電子零組件的需

發明、新型、設計3種專利中，發明類專利申
請表現最佳。洪淑敏表示，發明專利中，本國跟外

求高點，但今年6月表現亮眼，顯示iPhone8新機拉
貨效應，已提前湧現。

國申請案都呈現增長，尤其是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

此外，6月資通產品年增17.2%，其中手機出

己經是連3季正成長，今年第2季更是以雙位數增長

口達2.2億美元，年增率逾6成，蔡美娜表示，應是

幅度增加。

宏達電所推出的新旗艦機，頗受市場好評，帶動手

外國法人部分，阿里巴巴為上半年申請最多
專利的外國企業，申請件數增加近6倍，洪淑敏表
示，從今年第一季開始阿里巴巴就積極進行專利佈
局，主要還是電子商務相關。

機出口表現；另外，光學鏡頭年增25%、手機零組
件年增32%，增幅表現亮眼。
在主要出口國家方面，以亞洲較為熱絡。蔡美
娜說，過去兩個月，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2、3名的英特爾和高通專

但幅度不高，但6月明顯動能增強，主因包括電子

利申請數都呈現衰退。洪淑敏稱，英特爾專利申請

零組件、光學器材及自動化設備需求提升，年增率

首次由負轉正，高通則已連2季負成長，從這兩家

21%，規模回到百億美元以上，為今年最佳水準，

公司的專利申請數減少也可以反映出美國是5大專

使大陸回到主導出口地位；而東協因電子零組件跟

利申請國中，申請數唯一減少的國家。

資通產品帶動，年增也回到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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