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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公會公布「2017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   

風險調查」 

據中央社8月31日報導，電電公會發布「2017 年中國

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結果顯示台商在中國大

陸投資布局日益困難，連續7年下降，呼籲台商要強化產業

轉型，並建議政府恢復兩岸溝通。

電電公會發布「2017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

調查（TEEMA調查報告）」，歸納大陸台商對中國大陸經

營有五大趨勢。

一、台商增加對中國大陸布局意願下降：「擴大對大

陸投資生產」比例從2011年的50.95%，下滑至2017年的

32.46%；台商不斷縮減對中國大陸投資，並隨著政府的新

南向政策擴大對東南亞國家布局。

二、台商與中國大陸企業合資意願呈上升趨勢：受訪

企業「與陸資企業合資經營」2011年為5.37%，2017年上

升為12.98%；但是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台商轉型升

級刻不容緩。

三、中國大陸台商返台上市意願呈上升趨勢：因為台

灣資本市場法令較健全、金融市場較成熟及有穩健的本益

比等特性，因而提升台商回台上市融資意願，受訪企業

「希望回台上市融資」2010年為1.41%，2017年已上升為

7.45%。

四、中國大陸台商未來經營預期呈現悲觀趨勢：大陸

過去快速成長的同時，也帶來產能過剩、環境惡化等問

題，中國大陸試圖放緩經濟快速成長，以維持穩定長久的

發展，也壓縮到台商經營成長空間。

「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績效分布」調查中，台商認為

在大陸事業淨利將呈現負成長部分（包含-1%至-50%以上

占比），2013年為59.02%，2017年為69.75%。

五、中國大陸台商經貿糾紛比例連續呈上升趨勢：

「調查區域別經貿糾紛發生分布」可窺見，2013年發生糾

紛為2,566次，2017年上升為2,804次。

中原大學企管系教授呂鴻德呼籲，台商不論留在中國

大陸或轉往南向，又或者回台發展，都必須強化轉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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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應推出輔導轉型政策，並恢復兩岸實質溝通、

改善兩岸關係，台灣才有可能擴大國際參與或是對

岸所舉辦的相關活動。

台商赴陸投資　L型發展趨勢明顯 

據自由時報9月11日報導，根據統計，台股

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認列轉投資中國大陸獲利達

1,189億餘元新台幣，較去年同期的1,039億元新台

幣成長；但有近4成是認列虧損，鴻海、日月光及

可成等認列獲利前十大的公司就占逾5成，顯示台

商投資大陸已有「Ｌ型」發展趨勢，大者恆大、且

獲利集中化，多數台商已陷入營運困境，甚至難以

翻身。

台股有近8成、約712家上市公司轉投資中國

大陸，今年上半年有269家帳上認列虧損，占比達

38％，有33家是零認列（推估是清算或解散）；也

就是有逾4成上市公司投資大陸是賠錢的。

不只獲利困難，西進「Ｌ型」化趨勢更明顯，

鴻海、日月光、可成、統一、台積電、和碩、南

亞、正新、裕日車及GIS-KY等10家，上半年認列獲

利達607億元新台幣，占所有認列獲利金額1,189億

餘元新台幣的5成以上。

鴻海上半年因富智康受到諾基亞品牌手機新業

務成本及印度snapdeal.com投資減值等因素影響，

造成認列獲利大減，否則去年光鴻海認列占比就高

達43%，上市公司中國大陸獲利幾乎是靠鴻海撐起

「場面」。

第 14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   

壇」在金門舉辦 

據聯合報、旺報9月19日報導，「2017第14

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由華聚產業

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

會、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共同主辦，於9月19、20

日在金門舉行，本次會議聚焦車聯網及AI（人工智

慧）領域，今年論壇也首度把半導體業列入標準合

作領域。標準論壇過去在電子資通訊領域共發布了

46本兩岸共通標準文本，有助於促進兩岸產業掌握

知識產權制高點與市場商機，未來將把5G、物聯

網、人工智能、語音計算、大數據等列為標準論壇

的工作重點。

本次論壇約300位兩岸產官學界代表參加，陸

方代表有工信部前副部長暨現任中國通信標準化協

榮譽理事長奚國華，另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

會董事長陳瑞隆、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理

事長胡燕、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以及地主金門

縣政府副縣長吳成典與會。

首日論壇中還有「兩岸太陽光電共通標準」、

「兩岸雲計算應用案例彙編及共通標準」、「兩岸

服務應用共通標準」與「兩岸車聯網共通標準合作

備忘錄簽署」成果發表；並有分組針對智慧製造、

雲計算、移動通信、移動互聯網、車聯網，以及工

作組會議包括半導體照明、平板顯示、網路演進、

服務應用論述。

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強調「大環境就是這

樣，如何找出一個更好的處理的方式，我想民間可

以好好做」，產業除本身面對解決處理的問題，相

關協會及團體也能扮演很好的角色。雖然現在兩岸

碰到一些「狀況」，但台商還是有必要積極利用各

種兩岸產業交流場合、平台，打進大陸市場，並提

升產業競爭力。

2017 京台科技論壇　北京公布 5項新政策 

據中國時報9月8、9日報導，北京市台辦主任

王力軍9月8日在第二十屆京台科技論壇峰會上公布

了5項新政策，涉及台灣民眾在北京學習、就業、

創業、生活等方面，5項新政策其一，簡化台灣民

眾在北京創辦企業名稱登記程序，實施工商登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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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備案「一窗受理、一表登記」，實現

「七證合一、一照一碼」。其二，台灣民

眾創新創業，經認定，可以享受北京市對

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型企業、創新創

業人才及「雙創」等方面相關政策支持；

其三，台灣民眾就業，符合用人單位規定

條件的，可以享有與北京市居民平等的就

業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待遇、共同生活的

台籍子女可進入北京市中小學就讀等。其

四，在北京投資、就業和創業的台灣民

眾，符合公租房條件的，與北京市居民享

受同等待遇，可納入「新北京人」配租範

圍，也與北京居民同等享受住房租賃權益

和相關公共服務；其五，在北京生活的台

灣民眾及其配偶、子女可享有與北京市居

民同等醫療衛生服務。

「2017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9月7日開幕 

據經濟日報、聯合報9月1、11日報導，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9月7日至10日在東莞國際會展

中心舉行，本次展會主題為「跨界資源整合—創新

智造倍增」，有330家企業參加，共安排800個攤

位，共吸引逾19.6萬人次進場參觀採購，其中專業

採購商1.05萬人次、一般民眾超過18.55萬人次。

創造總成交金額約人民幣29.86億元，現場零售人

民幣1.26億元，現場採購訂單人民幣10.8億元，1

年內採購意向約人民幣17.8億元。

東莞台協從33個分會中，挑選5個分會參加本

屆台博會，分別有東城、寮步、松山湖、南城、莞

城分會館。其中東城分會館是這屆台博會最大展

館，集結東城37家會員企業，共同呈現出東城分會

的理念及實力。松山湖分會館以船舶形象展出，將

分會企業集結一體，引領而行。

莞城分會館這次與文創公司好合苑合作，搭建

可以倒影照相的奇妙小屋及幾米月亮故事屋。為了

增加與東莞民眾互動，此次展會增加台灣黑鮪魚推

介會、台博會遊玩地圖100萬大抽獎、親子模特兒

大賽及青創路演等。

第 12屆台商論壇　淮安盛大開幕 

據工商時報8月30日報導，為期3天的第12屆

台商論壇8月29日在江蘇淮安盛大開幕，包括兩岸

知名學者、企業、商界領袖600多人與會。從2006

年舉辦第一屆台商論壇至今，淮安市累計批准台商

項目1,200多家，總投資120多億美金，讓淮安成為

繼東莞、深圳、昆山之後大陸又一台商地。

本屆論壇以「兩岸智慧共話發展大計、攜手合

作共繪美好願景」為主旨、「集聚創新動能、共築

智創高地」為主題，秉承「國際化、高端化、品牌

化」辦會思路，堅持「合作、共贏、繁榮、發展」

的原則來舉辦。在兩岸經濟轉型穩步加快的大趨勢

下，深入探討台資集聚服務新模式、新舉措、新力

量，拓展合作共贏新路徑，開啟創新驅動新引擎，

2017 年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共吸引 19.6 萬人次進場。左圖為首次
現場切割從台灣空運來兩條重達 300 公斤的巨型黑鮪魚。右圖供民
眾親身體驗的倒影奇妙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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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開放發展新空間，著力構建兩岸「商界交融合

作、學界坦誠對話、媒體傾情聚焦、民間親密往

來」的新格局。

此次論壇策畫了「兩岸互動、媒體造勢、主題

論壇、產業論壇、服務共用」五大特區。其中，8

月9日在台北舉行第12屆台商論壇啟動儀式，已先

期為論壇暖身造勢。而8月29日上午舉辦主論壇，

論壇期間圍繞兩岸產業合作還有4個分論壇：兩岸

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論壇、兩岸電子資訊產業發展

論壇、兩岸食品產業發展論壇、蘇台（淮安）青年

菁英峰會。

人民幣升勢猛又急　出口型台商受衝擊 

據工商時報9月8日報導，近日人民幣升勢強

勁，分析人士指出，大陸內需行業將因此受惠，尤

其是航空、旅遊、造紙3大行業。大陸台商也受到

這波人民幣升值的衝擊，台企聯榮譽總會長郭山輝

說，8月以來人民幣升勢既快又突然，台商若未避

險恐難逃匯損之災。

中新社報導，人民幣持續升值，對

於原料進口或高負外債的企業是利多，

尤其是對進口資源依賴較大的行業，如

造紙、化工等，可降低進口成本，提升

業績。

此外，近年經營艱難的航空公司屬

於典型的外匯負債類行業，此前人民幣

貶值時，中國南方航空、東方航空等公

司均遭受較大的匯兌損失，如今人民幣

持續升值，航空公司更多的是以美元負

債，匯兌收益將改善其業績表現。

大陸業內人士指出，航空業的利潤

直接受益於人民幣升值，匯率每升值

1％，可望為中國國航、南航、東航這

3大航空公司，帶來2.5億～4.5億元人

民幣的淨利潤。旅遊業也是受益大戶，

在價格效應下，人民幣升值可帶動大陸民眾消費力

提升，對出境旅遊是利多；再從成本角度看，出境

旅遊的主要成本來自於旅店和機票，以外幣結算的

旅店占成本約40％，以外幣結算的機票占成本約

50％，人民幣升值使成本降低，利潤因此提升。

然出口微利型企業面對人民幣持續升值，則是

苦不堪言，例如紡織服裝、家用輕工、白色家電等

出口產業，因人民幣升值而持續受到影響。

東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葉春榮則表示，當前

美元處於弱勢，美國施政成效尚未顯現，而中國

大陸經濟數據轉佳，人民幣或能再保持一段升值

態勢。

第 13屆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   

深化一帶一路機遇 

據NOWNEWS 9月18日報導，第十三屆桂台經

貿文化合作論壇暨第十屆兩岸產業共同市場論壇9

月15日在廣西南寧舉辦，兩岸約400餘位專家學者

圖／東莞台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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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東（右 1）擔任銀
川台協首屆會長，各地
台協紛派員前往祝賀。

和企業家代表出席論壇，探討深化交流合作和兩岸

產業共同市場合作的新途徑。論壇上，簽約30個專

案，總投資達53億人民幣，涵蓋園區共建共贏戰略

合作、金融合作、文化教育合作和產業專案等，同

時舉行了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授牌和簽約儀式。

根據台灣網報導，本屆論壇以「共用絲路機

遇，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旨在全面落實「一帶

一路」倡議，充分發揮廣西資源區位等優勢，引導

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大廣西承接台資轉

移力度，力爭在重點區域、產業、專案合作實現新

突破。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致詞表示，廣西地處華

南經濟圈、西南經濟圈和東盟經濟圈的交匯點，區

位優勢獨特，自然資源豐富，當前廣西正加快建設

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的

新戰略支點、「一帶一路」的重要門戶，蘊含無數

發展機遇。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則對廣

西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資源優勢作了介紹。他

說，廣西作為大陸與台灣開展經貿文化交流較早、

較活躍的省份之一，與台灣交流日益頻繁，合作愈

加緊密。眾多台企不斷擴大投資，兩地資源、產

業、市場等緊密聯繫，優勢互補。台商可以利用廣

西與東盟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五通」的優

勢，利用西部大開發和沿邊開發政策，開拓東盟和

南亞市場。

江西九江舉行第 15屆贛台會 

據中國時報、經濟日報8月30、31日報導，第

15屆贛台經貿文化合作交流大會（簡稱贛台會）30

日開幕，現場共簽約79個台資進入江西投資項目，

分別為工業項目50個、服務業項目22個、農業項

目7個，投資總額達40.6億美元。其中，工業項目

涉及節能環保、新型電子、智能裝備、新材料等產

業，服務業項目涉及總部經濟、旅遊、大健康、教

育、商貿綜合體等產業。

自2003年開始，贛台會已連續舉辦14屆，台

資企業於江西投資，截至今年6月，江西省累計引

進台資項目3,349個。

圖／蘇州台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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