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陸對台措施　各省市相繼跟進

據旺報 4 月 25 日、經濟日報 4 月 12 日報導，中國大陸中央祭出對台

31 條措施後，各省市相繼出招推出當地對台措施。台商聚集較為密集的上

海、江蘇昆山等地也已陸續推出具體措施，甚至湖北、河北、廣西等地也

迅速響應。

台企較為集中的昆山結合台資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已有 17 條措施已

經或正在實施中。包括 42 家台資總部企業累計享受地方獎勵人民幣 8,300

餘萬元，各級農業龍頭企業享受 70 萬元人民幣補貼和 100 萬元人民幣項

目扶持資金，台灣建築企業直接參與昆山中環快速路前期設計等。

上海也有 12 條同等措施實施，推動台企參與上海重要工程建設，為

高新技術台企減稅，在兩岸經濟合作、金融機構合作方面可以以項目合作

的方式先行先試。

莆田的對台措施內容當中，其中為凸顯媽祖故鄉的優勢特色，措施內

容提到，台灣人民入湄洲島門票全免優惠；每年提供人民幣 300 萬元補助

民間宮廟文化交流；鼓勵台胞申報「媽祖信俗」各級代表性傳承人，經認

定後，給予每人每年人民幣 3,000 元補助。

廈門也發布 60 項配套，吸引專業人才及台生外，對於台資企業也給

予許多便利。例如在廈門設立企業時可以選擇使用美元或人民幣作為註冊

資本金，在廈門經營活動中可以享有內資企業待遇。

另外漳州也提出 5 大方面，18 項具體措施和目標，泰州、桂林等也

都有相關措施推出。

因應中美貿易戰　台商應加速產業轉型

據聯合報 4 月 6 日報導，美國和中國大陸日前分別公布金額高達 500

億美元的商品徵稅清單，中美貿易戰烏雲密佈，進入新一輪較量。對此，

許多台商有極大憂慮，擔心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嚴重衝擊。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張冠華表示，台商的擔心是有理由

的。美國宣布的近 500 億美元關稅清單，包括資訊電子、航空、醫藥、機

械等 1,300 多項產品，直指中國製造 2025 計畫。雖然台商在大陸代工生

產的重要產品如智慧手機、筆記型電腦等未列入清單，使台商所受衝擊較

預期為輕，但若貿易戰開打，兩岸貿易、大陸台商所受衝擊仍不可小視。

實際上，中美貿易與海峽兩岸貿易息息相關。長期以來，由於許多台

商採取「台灣接單、日本進口、大陸生產、出口歐美」方式，兩岸貿易特

別是台灣對大陸出口中加工貿易比重居高不下，最高時達 7 成以上，現在

仍在 5 成左右。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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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台灣每年對大陸出口金額中，仍

有一半左右通過大陸再出口，這再出口中又有 3

到 4 成出口至美國市場，資訊電子產業加工貿易

比重尤高。實際上，中國大陸對美出口順差中，

包含了台灣過去對美順差向大陸轉移的部分。因

此，美國對大陸開出的 500 億美元稅單，受影響

不僅僅是大陸企業，還包括台企以及韓資、日資

等，整個東亞供應鏈都被波及。

台商如何應對？從目前觀察看，部分企業

處於觀望，部分企業表示不會因短期政策因素影

響長期投資布局，但也有一些企業表示可能考慮

轉移生產線以規避被徵稅。企業既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同時也蘊藏著潛在的機遇。台商應對中

美貿易大戰，應沉著應對長期布局，轉變傳統代

工生產模式，推動轉型升級，才更有利於把握機

遇，應對挑戰。

浙江成立台商台企專委會

據聯合報 4 月 11 日報導，中國大陸第一個

台商台企專委會—浙江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

促進會台商台企專門委員會，4 月 10 日在杭州

成立。

據了解，台商台企專委會相當於浙江省的

「台企聯」，未來將搭建台商台企與當地政府部

門、行業組織、企事業單位溝通渠道，支持台灣

青年實習就業創業，推動浙台交流兩岸新發展。

會議選舉了敏實集團董事長秦榮華為主任委

員，台企聯常務副監事長、浙江世博大酒店董事

長李茂春為執行主任委員，以及各組成人員，同

時舉行專委會就職典禮。

秦榮華表示，浙江每年都有「浙江．台灣合

作周」活動，對台商相當重視。台商台企專委會

的成立，也將協助更多浙江台商在當地的發展。

李茂春也在會中介紹了台商台企專委會的具體工

作職責，包括台商服務、促進交流、推動創新、

台協聯誼、倡導公益等 5 個方面。例如在台商服

務方面，將組織開展輔導培訓、參訪考察活動，

搭建台商台企與政府部門、行業組織、企事業單

位溝通渠道，提供必要諮詢服務和協調幫助。

此外，台商台企專委會還將促進台商台企就

地實現轉型升級、創業創新，支持台灣青年實習

就業創業，並組織台商台企參與扶貧濟困、捐資

助學、社區發展、結對幫扶等社會公益活動。

浙江作為台商投資大陸最密集的區域之一，

據悉，現有實際運行的台資企業 3,000 餘家。台

資企業在浙江的發展總體良好，具有較強實力和

優勢，如第一家在大陸上市的台資企業就在浙

江。

台灣蔬果食材　登陸大放異彩

據旺報 4 月 8 日報導，隨著中國大陸美食

市場的快速發展，台灣的水果也一次次在對岸大

放異彩，包含從屏東生產的檸檬，大舉上架至北

上廣等一線大都市；台商也打造出通路，從高雄

產地直銷的鳳梨能夠深入大陸中西部包含武漢等

地。有趣的是，知名餐飲集團的王品，也強調今

年會推出以「醜蔬果」為主要食材的餐廳，讓這

些原本在產地只是因為賣相不佳的而被淘汰的食

材能夠被採用，同時也喚起大家對於醜蔬果的重

視。

而在水果食材上，台商積極發揮管道打通的

功能，讓台灣最為人稱道的水果能夠深入大陸，

在餐飲市場上發光。舉例來說近期就有台商耀泉

農產，特地與高雄內門鄉溝坪里進行合作，將該

地的鳳梨裝箱裝櫃，直接海運廈門，深入到原本

難以接觸到台灣水果的內陸城市武漢。

另外屏東的檸檬光彩也不落人後，近年屏東

縣政府也跟台商如金色大地等公司合作，藉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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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檸檬安全生產契作、採收現榨檸檬原汁、冷凍

出口等模式，進而開拓大陸市場。

隨著大陸內需市場發展，以及對高質量的的

美食、食材要求提高，這些屏東檸檬已在北京、

上海、廣州、成都等一級城市中亮相上架，連同

速食店與便利店等管道，目前已散布到超過 860

個城市、4,500 家門店銷售。

淮安國際食品博覽會　4月登場

據工商時報 4 月 20 日報導，「2018 淮安國

際食品博覽會」4 月 19 日在江蘇淮安登場，本

屆食博會計有旺旺、康師傅、85 度 C、元祖等知

名台商參與。現場最讓人注意的，即台企聯與大

陸電商巨頭京東參展的「京東．台企名品館」，

顯示台商正與大陸電商業者聯手，以此拓展內需

市場。

本屆淮安國際食博會共有 280 家中外企業

參展，台商為主要參展者，參展商數量占境外業

者 44％。淮安市委書記姚曉東表示，希望藉由

食博會與各地食品產業達成優勢互補，並結合

現代電商與科技新應用，

推動食品產業的高品質發

展。

食博會現場，民眾與

採購商對台灣產品詢問度

頗高，值得注意的是，「京

東．台企名品館」現身本

次食博會。先前為幫助台

商走電商發展道路，在

大陸國台辦牽線下，台企

聯與京東合作，該平台於

2017 年 5 月 8 日上線，9

月底正式營運，目前約有

200 多家台商參與。

負責推動該項工作的台企聯常務副會長陳錦

龍指出，消費者只要上京東購物平台搜索台企名

品館，就可在網上看到登錄的台灣店家與商品。

台商大多數是做外銷，產品以零組件為主，並非

成品，加上有關的認證、商標等法規問題，許多

業者因而無法登上該平台。這部分台企聯正與陸

方協調，希望能擴大台商參與。

陳錦龍表示，台企聯目前積極推動「京東．

台企名品館」平台，最重要的工作並非追求業

績，而是幫台商展線，因此只要有展會的地方就

會積極參展，藉此拓銷平台在採購商與消費者心

中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作為淮安食品業界的龍頭的旺旺

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也強調表示，旺旺自 2004 年

投資淮安，從最早期的 1 條生產線到 50 條生產

線，產業從食品本業擴大到飯店、房地產等，淮

安廠已是旺旺在大陸 34 個生產基地中發展最快

的。未來 10 年，旺旺在新形勢的變革下，將結

合大數據、智慧製造、電商平台與數位行銷等新

興趨勢，做大做強自身。

�台灣水果甜度高、質量好，廣受大陸消費者喜愛。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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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弱勢台商　昆山首度調查台流

據旺報 4 月 25 日報導，台商在大陸，有成

功也有失敗，據了解，作為台商重鎮的昆山，最

近正在做一項貧困台胞調查，要了解俗稱「台

流」的困難台商在大陸的生活情況。資深台商直

言，在大陸幾十年來第一次看到「台流」調查，

感慨台商在大陸經營不易。

昆山台商透露，昆山台辦近日發起問卷調

查，向台商群體廣發「在昆貧困台胞台屬登記

表」，並透過多個昆山台商微信群組廣為徵集，

調查內容除了姓名、生日、台胞證號等基本資

料，還要求填寫居住房產的產權人、房產面積、

年總收入、收入來源、主要開支方面、貧困原因，

以及家庭成員情況等。

據了解，此項調查為初步收集，具體的協助

內容及方式尚未定案，目前已進行了近一個月，

不過或因「面子問題」，登記者有限。此外，北

京台商協會今年也新成立了「社會公益部」，並

對成員做基本情況調查，將針對遭遇困難的北京

台協成員，優先提供急難救助。

一位資深台商指出，到大陸發展的台商或台

幹不斷增加，隨著時間久了，「台流」也會越來

越多，特別是近幾年大陸投資環境改變，勞動成

本不斷上漲、法規趨嚴，有些沒法與時俱進轉型

升級的台企，就可能遭遇經營失利。

另方面，有的台商到大陸因另結新歡，與台

灣元配離異，經商失敗後，沒有顏面回台，「二

奶」也跑了，只能到處流竄尋覓機會翻身，隨著

時間久了年紀大了，不幸生病，台灣家人也不願

意來。

台企聯榮譽會長丁鯤華坦言，從另個角度

看「滿可悲的」，過去台商在大陸被認為「台灣

錢淹腳目」，現在變成大陸要把精準扶貧的有限

資金，抽出部分照顧貧困台商。他樂見這樣的照

顧，也認為照顧困難台商，其實更應該由台灣政

府和各地台商協會多盡一點力，風水輪流轉，這

也給我們很大啟示，台商應該更努力團結。

學者籲台商把握中國大陸健康產業商機

據旺報 4 月 12 日報導，根據中國大陸國家

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統計數據，大陸慢性病患

者已經超過2.6億，而由慢性病導致的疾病負擔，

已占總疾病負擔的近 70%，因慢性病導致的死亡

占所有人口死亡的 85% 左右。此外，35 歲至 65

歲的人群逐步進入慢性病；超重和肥胖、血脂異

常和脂肪肝、高血壓發病率持續上升，且發病年

齡日趨年輕化。

預防及治療慢性病的問題，已逐漸改變大

陸的醫療生態與觀念，針對疾病的預防、診斷、

治療、康復、保健等，在大陸的健康市場已是一

種剛性需求。已有不少產業諮詢機構預測大陸在

2020 年健康產業的市場金額將突破 8 兆人民幣，

占 GDP 比重達 6.5%；到 2030 年，大陸健康服

務業總規模將達 16 兆元。

健康產業已形成 4 大基本產業群體，包含：

以醫療服務機構為主體的「醫療產業」；以藥品、

醫療器械以及其他醫療耗材產銷為主體的「醫藥

產業」；以保健食品、健康產品產銷為主體的「保

健品產業」，以客製化模式的健康檢測評估、諮

詢服務、調理康復的「健康管理服務產業」。在

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等

主要城市的社區或醫院，周圍都能見到健康產業

的規模聚集效應，健康產業被視為是不會衰落的

朝陽產業。

事實上，台灣已有不少醫療公司及新創團隊

進駐大陸健康產業，看好大陸醫療市場帶出來的

龐大產業鏈。健康產業具有跨產業、跨領域、跨

地域等特性，能否在消費者選擇之間，提供長期

且優良的健康管理服務，將成為台商企業在市場

上能否脫穎而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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