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升溫

在陸設廠台商影響大

據大紀元 3 月 24 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3 月 22 日簽署備忘錄，將對
中國大陸銷往美國高達 600 億美元的貨品課徵高關稅，有可能遭課重稅包
括資通訊、紡織等輸美大宗的產品，估計有 1,300 項產品可能會被列入高
關稅打擊清單。由於制裁清單尚未公布，且公布後還有 30 天的公眾意見
評論等程序，大陸台商仍在觀望。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表示，中美貿易戰對在中國大陸設廠的台
商影響大，美國可能還有後續措施。經濟部分析，會受影響的台灣廠商，
主要有 2 類，包括：供應大陸半成品或零組件的廠商，去大陸投資做成產
品銷美的台商。
上海台商協會會長李政宏、昆山台協會長宗緒惠表示，目前尚未接獲
有企業會員反映可能遭受此波貿易摩擦升溫影響，但影響一定會有，只是
要看後續的發展與變化。宗緒惠指出，川普的個性就像商人，商人性格往
往會隨著當下最新情況做出變化，因此現在也很難評估影響範圍。
針對美國 3 月 23 日起對進口鋼鐵、鋁產品祭高關稅的部分，李政宏
表示，台商主營製鞋、電子等製造業，單就鋼鐵和鋁來說，這並非台商的
主力市場，家數較少，且做鋼和鋁的台商大多數還是以大陸市場為主。
宗緒惠的企業就做鋁合金，他說，美國對進口鋼鐵、鋁課重稅，自家
企業很有可能會受影響，但也要看詳細的制裁清單才能釐清是對鋼鐵、鋁
材課重稅，還是涉及所有的鋼鐵、鋁製品，因此目前都很難說。
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蔡世明表示，以現在台商在大陸的產業分布來
看，上海台商多數以服務業為主，承受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衝擊相對較小，
但廣東境內仍有不少台商從事零組件加工，只要是製造商品有出口到美國
的台商，相信影響就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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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一名台商直言，面對這種情況，台商其實只能大嘆無奈，目前只
能去想說怎樣把傷害降到最低，才不會讓自己「血本無歸」。

中國大陸加強追查逃漏稅

台商應審慎因應

據工商時報 3 月 7 日報導，全球反避稅浪潮中，中國大陸也從移轉
訂價、金稅三期到 CRS（共同申報準則），展現全面追查逃漏稅的決心。
KPMG 建議，台資企業必須對大陸諸多措施有更深入瞭解，如金稅三期互
聯網查稅、42 號公告等相關規定，盡快調整集團投資架構及營運交易流程
的改造，謹慎因應相關稅務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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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大陸及香港地區全球轉讓訂價服務主
管合夥人池澄表示，42 號公告將 BEPS（稅基侵

來源，若資金較高，會再進一步審視是否已繳
稅，台商稅務成本極可能大增。

蝕和利潤轉移）第 13 項行動計畫中的移轉訂價

KPMG 安侯建業稅務部營運長張芷建議，除

文檔，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國別報告的三

繼續深化兩岸合作外，集團總部除了最基本的遵

層文檔架構，整合進大陸的稅務法規。而其中主

法程序，也應運用文檔資料為工具，檢視集團整

體文檔與本地文檔，若有審核不合格，大陸稅局

體營運功能的配置與利潤分配是否一致，進行調

將根據所發現的問題，約談報告企業，做進一步

整及追蹤，以有效管理集團租稅風險。

瞭解和問題確認，或對明顯不合規的本地文檔和
特殊事項文檔退回，限期改正，把有明顯避稅的

薪資漲招工難

台商成本大增

企業，列為 2018 年度潛在反避稅調查對象等。

據旺報 3 月 25 日報導，中國大陸人社部公

池澄建議，企業應搶在稅局的數據庫亮起紅燈之

布 2017 年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最高月薪

前，先行確保及修正稅務遵循狀況。

是上海的 2,300 元（人民幣、下同），時薪最高

KPMG 中國所稅務合夥人李瑾表示，金稅三

的是北京的 22 元。上海、深圳、浙江、天津、

期上路後，大陸稅務機關用大數據評估與雲端計

北京五地每個月基本薪資邁入 2,000 元大關，依

算，連結各級國地稅機關，橫跨稅務、工商、海

序為上海的 2,300 元、深圳 2,130 元、浙江 2,010

關、銀行等多部門聯網，覆蓋所有稅種，只需輸

元，再來是天津的 2,050 元與北京 2,000 元。去

入納稅識別號，所有資訊都將自動帶出，風險事

年全大陸共有 20 個地區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

項就會自動監控和自動提醒，將使企業或個人的

均增幅為 11%；專家表示，對台商來說，調漲工

避稅行為，更直接反應給稅務人員。

資牽動到員工的社保與加班費，台商目前面臨的

李瑾指出，台商須從新角度審視自身稅務管

是綜合性成本上升，各地招工也困難。

理。此外，CRS 自去年 7 月實施稅務資訊交換，

大陸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合理

過去帳戶與交易無所遁藏，例如銀行帳戶在去年

調整社會最低工資標準，今年以來已有江西、遼

6 月底前超過 100 萬美元，銀行將注意帳戶資金

寧、西藏、廣西等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廣西更
圖／海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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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商近年面對基本工資年年調漲，各地招工困難。
圖／海基會

台商經營與活動
昆山限污令雖然暫停，但又在短時間內又

全面性漲了 20%。
華信統領企管顧問總經理袁明仁指出，以製
造業來看，最低工資調漲主要會牽動社保與加班

掀起治污減排動員令，吳政隆對於環保議題的表
態，等於是給台商示警。

費，而目前台商面對的是「綜合性成本」上升，
如近日中美貿易戰的關稅上升會影響外銷；近來
環保稅、原料上漲也增加成本。

台商「走電商」拓展大陸市場
據北京新浪網 4 月 1 日報導，中國大陸消

招工也是大問題，袁明仁舉例，大陸年輕人

費升級腳步加速，順應互聯網時代的消費習慣，

目前傾向選「滴滴出行」開車、「餓了麼」送餐

越來越多台商台企選擇借力電子商務渠道開拓大

等自由業，收入及自由度都比工廠打工吸引人；

陸市場。

企業主若找臨時工，又有製造品質不良或忠誠度

台企斯米克集團為旗 3 大主打產品系列先後

等問題，且不只東莞，大陸各地都有招工困難情

在天貓和京東等電商平台開設了旗艦店。據該集

形。

團辦公室主任鄭君揚介紹，斯米克瓷磚的電商平
台企聯發言人葉惠德則分析，漲基本工資不

台重在展示產品，潔雲紙品已經在線上取得了不

是針對台商，是所有外企、民企都一樣地逐年提

俗的銷售業績，上線不久的米婭女性衛生用品則

升，企業只能透過管理、自動化等轉型改善，而

呈現出銷售快速增長的勢頭。

環保成本增加也是趨勢，台商都要有心理準備。

有 些 電 商 平 台 推 出 的「 網 購 狂 歡 日 」，
也被台企視為發力電商的好時機。去年的「雙

江蘇持續治污減排

台商應做好準備

１１」，旺旺集團特別定製「搞大了」禮盒，各

據自由時報 3 月 7 日報導，台商重鎮昆山近

種「放大版」經典產品和限量版周邊產品吸引消

期實施限污令，雖然江蘇省努力整治污染，但最

費者踴躍下單；主要經營家居生活用品的多樣屋

近江蘇省長吳政隆透露，現在昆山的治污未成，

近幾年「雙１１」銷售額也連年翻倍。

仍然有污染規模大、水質達不到標準等問題。江

2017 年在大陸積極推廣的「台商走電商」，

蘇持續治污，將會影響江蘇的台商，面臨嚴格的

使台企產品能夠更加便捷地進入大陸市場。去年

考驗。

５月，江蘇宿遷電子商務產業園區的「京東•台

中國大陸將地表水質分為 5 大類，依序為 I、

企名品館」正式上線，大到美朴生活的傢具，小

II、III、IV、V，排序愈高、水質愈差，劣 V 類

到台灣謝記的瓜子，形形色色的台企產品進入了

污染程度又超過 V 類水。吳政隆表示，雖然過去

更多大陸民眾的消費清單。

治污行動，已經讓江蘇不少指標已低於大陸平均
值，但是江蘇經濟規模大、污染總量仍大，城市
的空氣和水質都居於排名中後。

深圳機械展

台商參展踴躍

據經濟日報 3 月 29 日報導，第 19 屆深圳國

吳政隆指出，今年江蘇環保工作的重點，

際機械製造工業展（SIMM 2018）3 月 29 日在深

首先要讓經濟綠色轉型，優化空間結構、產業結

圳國家會展中心開幕，以升級產業優勢、融合未

構、能源結構，做好空氣、水、土壤污染和環境

來製造、創造智慧價值、聚合加工新力量為主題，

執法。

合併深圳國際機器人及工廠智能化展、深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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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床展、深圳國際工業零件展，共使用 9 個館及

中、美、日、韓等多國專利，透過長期參展等

二樓精工大道，展出面積 11,000 平方公尺。

行銷努力，在大陸有相當知名度。陳治平說，

工具機及零組件是台灣出口強項，本次參展

SIMM 算是效益不錯的展，現場反應或許不明顯，

的台商踴躍，包含台灣麗馳、直得科技、合濟、

但展後買主詢問函不斷。台灣麗馳近年來在大陸

臻賞、普森精密、台灣快密刀、世邦、安威、精

航太加工產業市場屢創佳績，今年度也預計參加

展精機、高鋒等大廠。

兩岸各場工具機大展，爭取最大商機。

以生產刀庫馳名全球的臻賞工業是本展常
客，副總經理陳治平表示，臻賞的刀庫已獲得

深圳機械展為華南地區具代表性之機械大
展，自 2000 年開始辦理以來，已經辦理 18 屆。

台商園地
◆整理／玹 聿

南京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20 周年慶
南京台商協會於 3 月 23 日在南京國際青年
會議酒店舉行成立 20 周年慶。

稅務、法規及政策等各類諮詢服務。另外，協會
也積極參與公益慈善等愛心活動，樹立台商正面
形象。

林銘田會長致詞時表示，南京台協今年將首
開先河，最快在年中就會推出大陸台商協會第一

拓展商機

個「台商共享平台」App，讓台商產品、服務以

據旺報 4 月 1 日報導，由重慶市台辦和上

及台廠跟台資企業的招聘資訊全都在線上公開，

海市台辦共同舉辦的上海台協重慶考察活動，於

未來更希望與各地台協串聯，拓展大陸內銷市

3 月 28 日至 31 日前往重慶。此次活動邀請了上

場。林銘田會長強調，台協就是台商在大陸的娘

海金融、商貿、物流、現代服務業、食品、精密

家，秉持台商利益為優先。

機械製造等產業的 43 家台資企業赴渝考察。

南京台商協會成立於 1998 年 3 月，協會成

在重慶考察期間，台商一行赴重慶大足區、

立以來，秉持服務台商及眷屬、維護台商合法權

重慶西部物流園區、重慶（大渡口）台灣中小企

益、溝通聯繫當地政府為宗旨，在現任林銘田會

業產業園等地考察，並舉行專場對接會，了解重

長及歷任章士金會長、陳武雄會長、焦佑倫會長

慶市開放型經濟和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設情況。

領導下，會務運作蒸蒸日上，協會提供會員相關
34

上海台協赴重慶考察

這次考察總計簽約 13 個項目，投資總額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