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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舉辦
「2017 傑出大陸台商頒獎典禮」
據經濟日報10月1日報導，「2017傑出大陸台商頒獎
典禮」9月30日在海基會大樓公亮廳舉行，共有12家台商獲
獎。除了嘉獎外銷、連鎖、綠色節能等領域的優秀台商外，

拚的辛苦台商更多掌聲。

鋁業獲得外銷傑出獎；上海Otto2、四云乃蓋貢茶獲得連鎖
標竿獎；台灣玻璃獲得綠色節能獎；田野休閒農牧、上海八
融食品、河南正本清源獲得轉型升級獎；以及明耀國際獲得
接班傳承獎；天心天思集團、美律電子獲得創新經營獎。
在公益類的獎項方面，本屆由東莞台商協會監事郭文津
和冠軍建材董事長林榮德獲得。但內銷典範獎、回饋鄉里獎
則是從缺，也顯示大陸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是不容易。
獲獎者皆為大陸台商界各個領域的佼佼者。
前經濟部長陳瑞隆在表示，過去30年，台商在大陸布局
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意義，大陸台商除了對台灣經濟也做成
了具體的貢獻，也提升了大陸產業專業管理的進展、研究發
展的水準。更重要的是，台商在大陸的布局，也讓台商取得
了全球布局的經驗。
經濟部長沈榮津說，面對雲端、物聯網（IOT）、人工
智慧、大數據等科技智慧化的應用接踵而來。這一個科技時
代的來臨，台商要怎麼要升級轉型，甚至是台商面臨二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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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傑出大陸台商獎包含8類優秀業績獎，分別由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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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著重台商轉型升級、接班傳承等經驗，希望能給在海外打

班的種種，這都是台商跟政府之間要一起面對的問題。
沈榮津強調，新政府上來以來，為了因應這樣新世代科
技的來臨，推出了「5+2產業」創新的計畫。最重要的是IOT
和亞洲矽谷。未來在推動智慧應用化的同時，也會推動智慧
交通、智慧醫療、智慧節能、智慧教育、智慧生產等領域，
最終希望達到智慧化的生活、城市，乃至於智慧化的國家。
他還舉汽車產業為例，要幫助產業做好數位化、電子化
的工作；而外界關心的台灣缺水、缺電等「五缺」問題，也
要「一起解決」。
獲獎台商、冠軍材料董事長林榮德表示，台灣的社會問
題一直顯現，也希望台商在大陸事業有成之餘，應思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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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關心、多回饋台灣社會，而不是只有響應政府的

外匯管理改革完善真實合規性審核的通知」，規定

政策。同時，還應思考怎麼回台灣投資，讓台灣更

內保外貸可借款或資本金方式回流大陸使用。劉芳

加蓬勃發展。

榮強調，以前台商透過「內保外貸」在境外借到的
錢是不能回流大陸，現在不但完全開放，連外債額

中國大陸 3 大法規

台資銀行應關注

據中時電子報10月30日報導，台資銀行中國
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理事長劉芳榮提醒，2017

度也大幅放寬。這讓台商可以利用在大陸資產，向
境外銀行貸款後，透過外債等名義再把這些資金匯
回大陸使用。

年有3大法規值得中國大陸台資銀行關注，包括全

不過，劉芳榮提醒，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雖然

口徑外債、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及大陸針對非居

可「增加台資銀行在大陸業務機會」，但需要台灣

民個人帳戶展開清查，即所謂中國版CRS（Common

總行或分行配合，而且大陸外管局近來嚴查內保外

Reporting Standard）。

貸業務，因此需三思而後行。

劉芳榮27日在「2017第三屆台資銀行西部業

此外，大陸多個部委共同公布的「非居民金融

務與大陸最新法規研討會」上表示，今年1月時，

帳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即所謂中國大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

陸版CRS。該辦法規定今年6月30日以前要完成調

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其中特別提出「全口徑外

查；明年9月30日只要非大陸居民、擁有100萬美

債」的新規定。

元以上的帳戶都需申報。也就是說，為配合大陸這

劉芳榮指出，所謂「全口徑外債」規定即外資銀
行在大陸分行可按營運資金80％借入人民幣或外幣

項反避稅新措施，未來台資銀行的作業成本必然將
會增加。

的外債。換言之，在大陸的台資銀行可以通過這個
規定，從台灣總行「借錢」，以解決資金不足問題。

中國大陸稅務新規定 經濟部提醒台商及早準備

其次是「內保外貸」資金可回流。今年1月底

據中央廣播電台10月27日報導，經濟部投資

左右，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

業務處10月27日於金門舉辦「大陸投資實務研討
圖／海基會

經濟部投資處於金門舉辦「大陸投資實務研討會」，提醒台商注意大陸稅務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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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月1日起，在大陸的台籍律師執業範圍將擴大

人士及中國大陸台商等約60人與會，會中針對「從

至237項，新增涉台合約糾紛、智慧財產權糾紛、

中國大陸的稅務新規定對台商的影響」，由熟稔兩

與公司、證券、保險、票據等有關的民事訴訟。

岸稅務相關規定與資訊的專家進行專題演講，並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大陸司法部近

邀請海基會以兩岸投資實務經驗角度，共同參與討

日公布第136號部令和第176號公告，自2017年11

論、交流意見，協助台商瞭解赴中國大陸投資應注

月1日起，取得大陸律師執業資格並獲得大陸律師

意的法律問題及風險，預先作好因應措施。

執業證書的台灣居民在大陸執業可代理涉台民事案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表示，大陸稅務規範已逐漸

件的範圍將擴大至5大類237項。此次放寬的範圍，

與國際接軌，除持續稽查企業避稅行為外，並加強

即在2008年已開放的涉台婚姻、繼承訴訟業務基

查核集團內相關企業交易合理性，以及企業移轉訂

礎上，新增涉台合約糾紛、智慧財產權糾紛、與公

價調查，中國大陸並於今年５月發布「非居民金融

司、證券、保險、票據等有關的民事訴訟以及與上

帳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履行金融帳戶

述案件相關的適用特殊程式案件。

涉稅資訊自動交換國際義務，未來中國大陸將透過

上海台協副會長、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主持律

與其他國家進行稅務資訊交換方式，落實移轉訂價

師蔡世明指出，這次開放範圍在兩岸服貿協議中其

查核。

實已有涉及，但卡在服貿未能落實，因此大陸才改

為協助台商因應大陸稅務新規定的衝擊，經濟
部持續蒐集大陸稅法動態，並利用與台商交流場

變作法，單方面決定放寬執業項目給台籍律師，對
在陸台籍律師而言，不啻為一項大利多。

合，宣導相關稅務風險，提醒台商及早因應規劃。

登陸執業近10年的蔡世明強調，台灣律師行業

本次研討會邀請漢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游博超

目前已趨近飽和，但要西進大陸執業也不容易，除

會計師解析「非居民金融帳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

要通過錄取率僅8％的司法考試，還得通過1年的

理辦法」的內容與查核重點，並安排資誠聯合會計

實習考核後，需要「過五關斬六將」，才能正式執

師事務所徐丞毅會計師，說明近期反避稅法令規定

業。按大陸司法部資料統計，截至目前為止，通過

與查稅重點，提供台商最新稅務法規資訊，以及降

大陸司法考試的台灣民眾只有約300位，而取得執

低風險規劃的相關建議與提醒，協助台商強化預防

業證照的僅100位左右。

及處理投資糾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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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邀請相關政府部門、產業公協會、國內企業

蔡世明指出，從大方向來看，兩岸雖然都是大

面對大陸投資環境的快速改變，經濟部鼓勵台

陸法系，但雙方在具體法律制度、條文以及判例實

商運用國內「五加二」創新產業商機，回台投入高

務上，仍有些不同，大陸司法部規定已經在台取得

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經濟部成立的「台商聯合服

律師證照的台籍律師，仍須通過相關考試。

務中心」，將持續結合經濟部資源及所屬法人能
量，加強對台商服務功能，提供專人諮詢服務，並
由專業法律顧問，提供投資糾紛法律建議，協助解
決問題。

中國大陸環安執法嚴  台商需嚴謹恪守
中國時報10月25日報導，中國大陸環安法規越
來越嚴格，環保部也在十九大記者會上，宣示環安
「零容忍」，未來將加重處罰污染企業。

中國大陸放寬在陸台籍律師執業項目
據工商時報10月31日，中國大陸國台辦表示，

面對大環境改變，兩岸律師共同呼籲台商需謹
慎應對，他們並提出3點建議：首先，企業應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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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實作兩方面徹底進行體檢，建立預防與管理機

聚焦人工智慧、 物聯網、智慧生活等產業發展趨

制，隨時監督與檢查；其次，文件保存和處理都要

勢，吸引超過7.6萬人次參觀。

審慎以待；最後，應建立可操作、稽核的內部制
度，避免發生實際操作行為與書面規定不一致。

今年展區規畫5大展區，包含機器人及智能裝
備區、智能生活及消費電子區、零組件及電子信息

如果台商被抓到違規，不僅面臨停產、關廠等

技術區、資通訊及雲端應用區、新能源及節能環保

刑事處分，投資人、管理高層更可能吃上刑事官

區；建置八大主題館: 如穿戴裝置與健康照護館、

司。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蕭偉松指出，依據大陸

智慧生活館、台灣軟件信息館、工業節能減排示範

法律規定，原則上只要死亡1人、重傷3人，或是造

館、台灣雲端與物聯網主題館、AIOT智慧生活體

成直接經濟損失100萬人民幣，就可被入罪。

驗館、智慧工廠主題館及新能源車與車聯網主題館
等，內容豐富。

台灣西進商機

環保醫療業夯

兩岸參展企業眾多包含正崴精密、士林電機、

據中國時報10月26日報導，關於十九大後台商

英業達、華孚精密、科達新能源汽車、康佳照明等

在中國大陸的商機與挑戰，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兩岸指標性大廠共計167家參加展會；會展期間，

資深總監陳子昂指出，隨著大陸朝向製造業強國邁

吸引2,392位專業展商和採購商雲集馬鞍山，現場

進，並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一流企業，兩岸未來

交易額4,165萬人民幣，預期未來一年內可獲致93

競爭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不過，在大陸推動「美麗

億人民幣的交易值。

中國」、「健康中國」之下，未來5年至10年，台灣

明年海峽兩岸（馬鞍山）電子信息博覽會定明

倚靠自身環保、醫療照顧產業優勢，有很大商機。

年2018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舉辦。電電公會指

陳子昂指出，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大陸強調

出，主辦單位將持續突顯出經貿特徵、產業特點、

供給側改革，推動「互聯網+」、「人工智慧」與實

區域特色，努力使參與者透過會展，尋求商機，謀

體經濟融合，朝向製造業強國邁進，並培育具有全

求合作，開拓兩岸共同發展契機。

球競爭力的一流企業，這讓兩岸未來的競爭只會增
加不會減少。他提到，報告中對於自貿區著墨不
多，相信未來重點會放在「一帶一路」，而不是自
貿區，台商不用放太大心思在上面。
陳子昂表示，台商未來5年至10年的商機就在

義烏森博會台灣館開拓商機
據經濟日報10月31日報導，第10屆中國義烏
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以下簡稱森博會）11月1日
至4日，在義烏國際博覽中心舉行。

「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大陸近年來一直強

本屆森博會將以「綠色富民，生態興業」為主

調「美麗中國」，所以台商在大陸若是經營環保產

題，有32個國家和地區的1,639家企業參展，設有

業，將會越來越火紅；另一方面，大陸高齡化速度

9個展館，共計國際標準展位3,723個，展覽面積達

非常快，以台灣醫療照顧產業優勢，在這方面有很

8.5萬平方米。

大商機。

本屆森博會以綠色辦展，打造綠色品牌，大力引
導綠色消費，加速「互聯網+」融合，宣導以綠色方

馬鞍山電博會 10 月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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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利用森林資源，致力推動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據聯合報10月31日報導，「2017年馬鞍山電

實現林業一、二、三產的有機融合。參展展品主打

子信息博覽會」10月27日正式開幕，4天展會，

「綠色、低碳、環保」理念，涵蓋傢俱及配件、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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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會上設立台灣農林精品館，協助台商拓展市場，

產品、花卉園藝、林業科技與裝備等8大類。

今年共有199家台灣企業參展。

展會特設「義烏•中國眾創鄉村」主題館、

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是大陸國家林業局舉

「一帶一路」主題展區、大陸國家精準扶貧展區、

辦的五大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之一，自2008年創辦

台灣農林精品展、紅木傢俱精品展、中國木（竹）

至今，已累計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8萬家企業

雕展、創意林業產品展、浙江省佘鄉林產品展、鐵

參展，展位數達2.65萬個，主展館展覽面積達56.3

皮石斛展、木屋展、茶葉展等11個特色展區，參展

萬平方公尺；共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2.64

商品達10萬種以上。

萬名採購商到會採購，累計實現成交額達人民幣

台灣作為森博會的「常客」，已連續9年在森

台 商 園 地

構木建材、木竹工藝品、木竹日用品、森林食品、茶

344.8億元。

台商園 地
整理／玹

聿

第 36 屆西南西北台商會長聯誼會在柳州舉行

長胡興中、楊明潭、劉季強、秘書長汪友華及副會

第36屆西南西北片區台協會會長聯誼會9月22

長、副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等近150人出席會

日至24日在廣西柳州舉行，包含台企聯、重慶、海
南、四川等10個省市20多個台協的120多位會長、
副會長參加會議。
活動內容包含舉辦柳州市推介會；安排台商考

議。
本次會議主要內容包含：說明6項協會今年以
來開展的重點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情況，提交並討論
7個事項，同時簡報協會近期有關活動情況。

察了柳江沿江建設、融安縣民族風情、三江縣侗寨

會議中也討論協會成立23周年慶典籌備情

文化，實地瞭解柳州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山水景觀；

況、第8屆理事會第2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舉行片區會長會議等行程。

告、2017年度優秀台資企業名單；審議通過

柳州是以工業為主的城市，當地投資的台資企
業已有38家，涉及汽車配件、商貿、五金配件、農
業和木業加工等多個領域。

2018年協會會務安排以及協會成立文創工委會
等重點議題。
針對協會今年度開展的相關工作，李政宏會長
表示，今年協會的招聘、招展、招募會員等活動，

上海台商協會召開第 8 屆第 5 次理事會
上海台商協會於10月20日在雅悅新天地展會中
心召開第8屆第5次理事會，會長李政宏及常務副會

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都辦得精彩、成功，也讓更
多的人瞭解到了上海協會今年的工作重心，也希望
明年可以有更多的人參與會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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