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國慶演說盼兩岸關係突破
據中央廣播電台電子報10月10日報導，蔡總統在國慶
大典中發表今年的國慶談話，在兩岸關係方面，總統重申
「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總統希望兩岸關係能在開放交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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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消息

年所累積的成果及善意基礎上尋求突破也期待兩岸領導人展
現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
模式。蔡英文總統在國慶談話中，以3個面向闡述如何打造
「更好的台灣」，其中包括「全力捍衛台灣民主自由的價值
及生活方式」。
總統表示，「我們全力強化戰力，但不會求戰」。將致
力維護台海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
式及台灣人民選擇未來的權利不受影響。
總統表示，從去年520到現在，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
定發展，我方已盡了最大的善意，雖然因為雙方政治立場差
距造成兩岸的波折，但也努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基本穩定。總
統並再次重申「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
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這是她處理兩岸關係的
一貫原則。
總統也指出，今年是兩岸開放交流30週年。她希望能在
這30年來累積的既有基礎上尋求突破。總統並強調，面對兩
岸及區域發展的新情勢，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努力，展現長
年累積而來的圓融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
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為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奠定
基礎。

全球招商論壇登場 蔡總統：投資台灣最好時刻到來
據今日新聞10月6日報導，「2017台灣全球招商論壇」6
日登場，蔡英文總統主持開幕典禮，宣揚「現在就是最適合
投資台灣的時刻」。蔡總統強調，台積電以及華邦電剛宣布
將在高雄以及台南加碼投資，即展現對台灣經濟的信心，是
台灣經濟潛力最好的背書。今年招商論壇有22家外商與經濟
部簽署投資意向書，預估未來3年對台投資金額上千億元。
經濟部舉辦「2017台灣全球招商論壇」，以「投資台
灣‧驅動新成長」為主題，聚焦政府推動的5+2產業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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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指出，國內半導體、機械

中等12個地方政府在現場設置攤位加強招商力道。

設備今年出口暢旺，在年底傳統旺季帶動下，我電

蔡總統為開幕式致詞時強調，今年許多重要的

子零組件、資通產品、機械等出口金額可望持續擴

經濟以及商業指標不斷向上提升，包括出口連12

增，貿易局也將盡全力為業者開拓商機。貿易局表

紅、GDP成長遠超過預期、失業率達26個月新低，

示，9月進出口金額統計較上年同月擴增達28.1%，

「現在就是最適合投資台灣的時刻」。

連續12個月正成長，亦為近7年最大增幅；進口部

至於台積電宣布將3奈米廠設於台南，也成為
蔡總統招商訴求，強調過去幾十年投資不斷外流，

分亦成長22.2%，累計1～9月出、進口年增率分別
為14.3%、14.7%。

現在已經可以將工作機會帶回台灣，他指出，台積

根據進出口地區分析，9月份我對主要出口地

電、華邦電最近剛宣布數十億元在高雄以及台南的

區成長率皆超過20%，其中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已連

投資案，都展現對台灣經濟的信心，也是台灣經濟

續15個月正成長，另美國、歐洲及新南向18國則連

潛力最好的背書。

續12個月正成長。至於我主要出口產品之電子零組

今年招商論壇，共有22家具指標性之外商代表

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基本金屬、機械、塑橡膠及

與經濟部政務次長龔明鑫簽署投資意向書（Letter of

其製品、化學品、光學器材、礦產品及運輸工具全

Intent, LOI），包括歐洲11家、亞洲6家以及北美洲地

數2位數大幅成長，其中機械更成長超過5成。

區5家，預估未來3年對台投資金額將達1,063億元。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策，以及衍生之投資商機，並邀請雙北、桃園、台

今年1～8月我智慧機械產業中，工業用機器人
出口成長70.4%，表現亮眼，對美國、中國大陸、

我 9 月出口創新高

全年出口可望持續擴增

日本、韓國及新南向18國出口增幅皆達2位數以

據經濟部10月11日新聞稿，財政部公布進出口

上。貿易局引述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詹子奇副主任

統計資料，受惠全球景氣及貿易持穩，9月進出口

意見表示，由於國際景氣復甦，對智慧化及客製化

金額達289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連續12個月正

機械設備需求殷切，對未來我智慧機械產業競爭力

圖／經濟部

「2017 台 灣 全 球 招商論壇」於 10 月 6 日登場，今年有 22 家外商與經濟部簽署投資意向書，預估未來 3 年對台投資金額達上
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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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口有所助益，今年上半年我機械產業產值創新

結高峰論壇」，於25日於台中舉行，除雙邊產官學

高，首度突破新台幣5,000億元。

研深度交流外，並簽署15項合作備忘錄。此次論壇

為協助廠商掌握全球景氣復甦契機，貿易局持

以台馬雙邊具合作潛力的「紡織」、「食品醫藥化粧

續規劃各項拓銷工作，今年截至9月底已辦理70項

品」、「智慧城市」及「資訊服務」等4大領域為主

海外推廣活動，服務廠商達2萬7,000家次，促成逾

軸進行交流，並吸引超過500位的雙邊產官學研代

1,900家次買主對台採購，爭取商機超過55億美元。

表出席。
經濟部次長王美花在出席致詞時表示，政府推

十一長假

陸客來台自由行人數創新高

動新南向政策後，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逐步擴

據中央社10月11日報導，移民署表示，10月1

大深化，馬來西亞在台灣有許多僑生，在貿易、投

日至8日陸客自由行入境人數達6萬多人次，創下開

資、觀光與文化交流有重要地位，與馬來西亞各產

放陸客自由行6年多來，入境人數的最高紀錄。內

業深入交流具有指標意義。

政部移民署發布新聞稿指出，大陸十一長假為期8

王次長強調，台灣產業有創新技術與研發動能，

天，經統計，1日至8日陸客自由行入境人數高達6

更具有信賴及可靠的文化特質，適合與馬來西亞及其

萬1,908人次，創下開放陸客自由行6年多以來，入

他新南向國家進行衡平性的產業合作與發展，政府會

境人數的最高紀錄。

持續在輔助的立場，協助產業持續交流，營造良好發

移民署表示，金門更創下「小三通」16年多以
來，入境陸客人數和落地簽人數均最多的紀錄。

展環境，同時解決產業面對的共通性問題。
經濟部表示，台馬雙邊在論壇期間共簽訂15

移民署統計，今年10月1日至8日陸客來台觀

項合作備忘錄，包括工總與馬國FMM簽署合作意向

光，包括自由行及團體旅遊入境人數計8萬多人

書，為雙方產業正式對接的重要里程碑，並可作為

次，較去年同期成長近4成，其中自由行人數達6萬

雙方後續業者溝通窗口。

多人次，創下自2011年開放陸客自由行以來的新高

至於個別產業合作亦有多項進展，例如紡織領

紀錄。移民署說，10月1日自由行入境人數為1萬

域促成雙邊紡織染整供應鏈合作，並促進我方染整

8,643人次，更寫下單日入境人數最高新紀錄。移

自動化系統整合輸出；食品醫藥化粧品領域合作開

民署表示，往年十一長假陸客以小三通方式入境人

發保健成分及化妝品，共同開拓東南亞國家化粧品

數均未突破萬人，今年10月1日至8日陸客入境人數

市場；智慧城市領域強化雙邊於智慧無人機之產學

高達1萬1,981人次，不僅比去年同期增加5,454人

合作，促成系統整合輸出商機；資訊服務領域則促

次，更創下開放小三通16年多以來新高紀錄。移民

成我方輸出電子書暨其售後服務等方案予馬國教育

署說，政府歡迎陸客來台觀光立場不變，也未改變

機構及經銷商等。

相關法規，會持續配合觀光政策，與旅行業者共同
努力，打造友善且安全優質旅遊環境。

第 14 屆海峽兩岸電子展在台北舉行
據今日新聞10月11日報導，由中國機電產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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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簽 15 項合作備忘錄

出口商會（簡稱「機電商會」）和台灣區電機電子

據經濟日報10月25日報導，由經濟部指導、

工業同業公會（簡稱「電電公會」）主辦的第14屆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主辦，與馬來西亞製造商聯

海峽兩岸電子資訊暨自動化設備展在台北開幕。海

合會（FMM）對接的「2017台灣馬來西亞產業鏈

峽兩岸電子展與第43屆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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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舉辦，展會以「智慧科技、創新應用」為主題，

市場，創造更多商機。

專門設立了AIOT智慧生活應用館及新創展區，以交

電電公會徐興副秘書長表示，當前ICT產業發

互式情境展示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IOT）技

展到了需要軟硬體整合的階段，應借助人工智慧與

術的應用和發展趨勢，囊括智慧農業、智慧交通、

物聯網等技術的融合，擴大產業效應，在教育、交

智慧健康、智慧製造、智慧零售、智慧家庭及智慧

通、零售、健康等領域構建智慧城市。

教育等多個領域。除兩岸知名電子廠商外，印度、
日本、南韓等地的廠商也踴躍參展，展商數量400
家，展位逾800個，期間並舉辦系列專業論壇，在
智慧生活聯網應用、智慧手持聯網服務鏈結等領域

汽機車銷售續創新高
電動機車表現搶眼年增 76.8%
據中時電子報10月25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25日發布產業統計，國內汽機車零售業因國際景氣

進行深度討論。
機電商會台北辦事處李榮民主任在論壇上致詞

回升，政府持續補助汰舊換新、業者強力促銷，再

時表示，兩岸智慧城市建設重在實現優勢整合、共

加上進口車熱賣，累計1到9月營業額已達4,663億

同提升，對於大陸智慧城市建設衍生出的龐大市

元，為歷年同期新高，年增率3.6%，預估全年營業

場，毫無疑問台商要踴躍進場。他指出，兩岸智慧

額可望超越去（2016）年的6,141億元再創高峰。

城市建設總體上處於起步階段，發展重點相近、發

統計處指出，2016年汽車新增掛牌數達到44

展水平和綜合技術實力不同，兩岸在推動智慧城市

萬輛的歷史新高，而今年1至9月掛牌數量已達32.6

建設中很有必要探討解決共同關注的問題。面對歐

萬輛，全年可望再創新高。

美、新加坡、印度等國家與地區智慧城市科技研

依使用燃料觀察，今年前9月石油製品燃料汽

發、應用創新、基礎環境規劃和部署的競爭，兩岸

車新增32萬輛，年增0.8%，電動（包括電能及油電

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中很有必要探討解決共同關注

混合）汽車新增7,000輛，年增3.8%，增幅超過傳

的問題。

統燃油汽車，統計處分析認為，在推廣綠能汽車潮

李榮民建議：一是要優勢
整合，增強兩岸先進製造業與

圖／ Gogoro 官網

現代服務業的優勢互補、暢通
相互投資管道和人才交流；二
是要共同提升，兩岸智慧城市
建設的合作既要借助於物聯
網、雲計算等新一代資訊技術
的支撐，也要共同推動智慧城
市國際標準化工作；三是要攜
手共進，抓住「一帶一路」建
設這一難得發展機遇，兩岸相
關工商團體可攜手搭建更多同
業交流合作平台，引導兩岸企
業早做布局，聯手開拓第三方

在 政 府 補 貼 政 策 激 勵 下， 電 動 機 車 近 兩 年 來 銷 售 成 績 亮 眼， 圖 為 市 占 率 最 高 的
Gogoro 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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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及政府賦稅減免獎勵下，電動汽車未來仍具成長

美元，減13.93%。投資業別前5名分別為非金屬

空間。

礦物製品製造業（17.58%）、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另外在政府補貼政策激勵下，電動機車也

（12.96%）、批發及零售業（12.3%），以及電腦、

逐漸受到消費者青睞。去年機車新增掛牌85.2萬

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11.21%）與金融及保

輛，其中電動機車首度突破2萬輛，占2.5%，年

險業（9.48%）。

增89.3%；今年前9月電動機車新增掛牌數達2.4萬
輛，已超越去年全年總數，年增76.8%。若以各廠
生產量觀察，又以睿能所生產的Gogoro占82.2%獨
占鰲頭。

工業區閒置土地

將採強制拍賣

據中時電子報10月14日報導，為解決產業界
「五缺」的問題，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行政
院長賴清德14日主持會議，邀請相關部會官員討論

前 3 季東南亞對台投資成長逾 2 成
據中央社10月20日報導，根據投審會統計，今

議採取強制拍賣。

年1～9月核准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件數為411件，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行政院長賴清德會

金額逾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近25%，其中以

議中，做成相關裁示，包括針對工業區閒置土地處

印尼成長130.72%幅度最大。

理，決議採取強制拍賣，有關法規設計及執行面，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9月核准僑外投

並請政務委員羅秉成召集法務部、經濟部進一步研

資、陸資來台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

商。行政院長指示，原則上採取「先罰後賣」，若

統計；其中僑外投資9月核准件數為348件，投資

地主仍不釋出土地，政府得「強制拍賣」。

金額合計3億1,944萬8,000美元。今年1到9月僑外

關於土地供需問題，賴院長說，並非各個產業

投資金額累計則為51億8,569萬5,000美元，年減

都缺地，目前產業需求580公頃土地；2年內，政府

48.57%。

可盤點出604公頃土地供產業需求。他指示，經濟

觀察僑外投資來源，新南向國家今年1～9月來
台投資件數為411件，增21.59%；金額累計2億917

部再進一步盤整詳細數據，並透過多方媒合，提供
產業所需用地。

萬美元，增24.88%。其中印尼增130.72%最多，馬

有關產業園區容積率放寬部分，賴清德表示，

來西亞（增117.68%）、新加坡（增55.58%）、印度

原則上以六都為主，請內政部邀集六都都市發展局

（增55.25%）及菲律賓（增39.05%），投資金額都

長或都市計畫單位負責人，告知六都產業園區容積

較去年同期顯著成長。

放寬是為解決「缺地」問題的重大政策。

陸資來台投資方面，去年5月曾核准大陸商

另外，有關財政部所有的公有工業地出售部

瀋陽凱迪絕緣技術有限公司，投資台北順捷科技

分，賴清德指示，請財政部公開資訊並設立單一窗

有限公司9,995萬3,639美元。而今年9月大陸來台

口；有關台糖土地，請經濟部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

投資金額為229萬9,000美元，1到9月合計投資1

會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討論研商台糖「只租不

億6,980萬6,000美元，但由於去年基期太高，減

售」的政策能否更有彈性，是否有調整空間。有關

20.04%。

前瞻基礎建設的經費運用，賴清德表示，為協助產

9月對大陸投資共57件，核准投資金額為3
億6,140萬1,000美元，1到9月累計60億9,47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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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地」問題，並裁示，工業區閒置土地處理，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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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解決土地缺乏的問題，除了開發新的平價工業園
區，也要協助現有工業園區的公共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