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談判結束

條件清單曝光

據中時電子報 5 月 5 日報導，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
率領高階經貿代表團，3 日至 4 日訪問中國大陸，美中雙方對彼此的重大
關切議題進行談判。談判結束後，美國媒體馬上公開，美國向中國大陸提
出的條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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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單中，美國要求大陸必須撤銷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對美國
的控訴，在 2020 年底前，減少對美國的 2,000 億美元（約 5.93 兆元台幣）
貿易順差，要求大陸必須開放市場給美國、須大量購買美國產品，若大陸
沒有履行協商承諾，美國可立刻用關稅制裁，而大陸不得反擊，不能對美
國產品課徵關稅，並不得強迫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給大陸，不得反對美國限
制中國大陸投資對美國敏感的行業。

大陸邀外資共造世界級晶片產業

美媒：令人意外

據參考消息網 4 月 26 日報導，美媒稱，中國大陸希望外資參與其打
造世界級晶片產業的計劃，在美國出手阻撓中國大陸稱霸下一代技術的時
候，這一舉動令人感到意外。
據彭博新聞社網站 4 月 25 日報導，大陸設立了一個基金，籌集多達
2,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資金，以支持從處理器設計商到設備製造商
等一系列境內企業。大陸工業和資訊化部總工程師陳因表示，國家集成電
路產業投資基金正在進行第二期募集資金，歡迎各方企業參與。
報導稱，最近美中爆發貿易爭端，晶片是其中的一個核心。兩國的爭
端不僅導致關稅高漲，也使中方對美國企業的投資減少。美國政府甚至在
考慮動用 1977 年發布的《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IEEPA）。根據
這項法律，川普總統可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阻止交易和沒收資產。
中國大陸目前每年的晶片進口額約為 2,000 億美元，同時也正努力減
少對進口晶片的依賴。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wC）稱，在全球銷售
的晶片當中有 59% 被中國大陸購買，但其境內製造商僅佔到這個行業全球
銷售收入的 16.2%。一個更大的隱憂是，薄弱的晶片行業可能會削弱國家
安全，並阻礙正在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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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務院：電信旅遊金融擴大開放
據香港商報 5 月 24 日報導，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將加快開放，
從今（2018）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等 17 個地區將深
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並重點在電信、旅遊、工程諮詢、金融、法律

圖／東方 IC

中國大陸的電信行業由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三家國企壟斷，為了兌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將逐步對外國公司開放
電信服務市場。

等領域推出一批開放措施。

低創業創新成本、增強小微企業發展動力和促進

大陸國務院於 2016 年印發了《關於同意開

就業，推出 7 項減稅新政。這已經是連續第 5 次

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覆》，同意在天

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內容中涉及減稅降費內容。

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漢、廣州、成

這 7 項措施，預計將為企業減輕稅負 600 多億

都、蘇州、威海和哈爾濱新區、江北新區、兩江

元。

新區、貴安新區、西咸新區等省市（區域）開展
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試點期為 2 年。

第一項是當年一次性稅前扣除優惠的企業新
購進研發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上限，從 100 萬元

近期國務院會議決定，在上述的基礎上，持

提高到 500 萬元；第二項是減半徵收企業所得

續在電信、旅遊、工程諮詢、金融、法律等領域

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

推出一批開放措施，同時探索完善跨境交付、境

50 萬元提高到 100 萬元；第三項，取消委託境

外消費等模式下服務貿易准入制度，逐步取消或

外研發費用不得加計扣除限制；第四項，將高新

放寬限制措施，為相關貨物進出口、人才流動等

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虧損結轉年限由 5 年

提供通關和簽證便利。

延長至 10 年；第五項，將一般企業的職工教育

會議決定發展研發設計、檢驗檢測、國際結

經費稅前扣除限額與高新技術企業的限額統一，

算、展覽等服務貿易，對服務出口實行免稅，符

從 2.5% 提高至 8%；第六項，從 5 月 1 日起，

合條件的可實行零稅率，推動以「互聯網 +」為

將對納稅人設立的資金賬簿按實收資本和資本公

先導的新興服務出口。

積合計金額徵收的印花稅減半，對按件徵收的其
他賬簿免徵印花稅；第七項，將目前在 8 個全面

國務院再推七項減稅措施

創新改革試驗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試點的創業投

據香港商報 4 月 25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

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

理李克強 24 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為降

型企業按投資額 70% 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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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廣到全大陸。

國境內金融機構對境外直接投資流出 37.37 億美
元，流入 17.22 億美元，淨流出 20.16 億美元。

工信部：推進中小企業資訊化政策落地
據經濟參考報 5 月 11 日報導，大陸工信部

人民幣資本專案可兌換進程加速

10 日召開「2018 中小企業資訊化服務資訊發布

據經濟參考報 5 月 9 日報導，大陸人行副

會」，工信部表示將落實《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

行長潘功勝表示，將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專案可

進一步推進中小企業資訊化的指導意見》，重點

兌換。

做好推動資訊化服務商提供中小企業工業互聯網

近期 CIPS 二期投產（配套開立同業拆借夜

解決方案和服務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推動中小企

盤交易）、QDII/RQDII 重啟擴容、券商跨境自營

業向雲端遷移，開展智慧化改造、推動資訊化服

投資增批、滬深港通單日額度提高等政策紛紛落

務商與地方中小企業主管部門合作等相關工作。

地，加之人行行長易綱在博鼇亞洲論壇上宣佈進

工信部中小企業局馬向暉局長介紹，2017

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

年，16 家大型電信運營商、資訊化服務商和專

均有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業服務機構在全國建立了近 5,000 個服務機構，

人行此前發布的《2017 年人民幣國際化報

配備了近 14 萬名服務人員，聯合近 5,000 多家

告》顯示，目前人民幣在 7 大類共 40 項資本

專業合作夥伴；企業投入的資金約 180 億元人

專案交易中，已實現可兌換、基本可兌換、部

民幣（下同），獲得各級地方財政支援 3 億元；

分可兌換的專案共計 37 項，占全部交易專案的

年內組織開展宣傳培訓和資訊化推廣活動 1 萬餘

92.5%。同時，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新興市

場，參加活動的人數達 240 多萬人次，與地方政

場交易貨幣、第三大 SDR 權重貨幣、第五大支

府部門簽署了 874 份合作協定。

付貨幣、第七大外匯儲備貨幣。
人行方面表示，中國大陸跨境人民幣業務在

境外投資大陸金融機構直接淨流入 50.79

2017 年繼續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有

億元人民幣

序提高，金融市場持續開放，央行間貨幣合作內

據中國證券網 5 月 9 日報導，外匯局公布
2018 年一季度金融機構直接投資資料。2018 年

涵擴大、機制創新，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特別提款權組成貨幣的國際形象不斷提升。

第一季，境外投資者對大陸境內金融機構直接投
資流入 223.59 億元人民幣，流出 172.80 億元人

預計 6 月實施

民幣，淨流入 50.79 億元人民幣；大陸境內金融

據經濟參考報 5 月 7 日報導，大陸證監會 4

機構對境外直接投資流出 237.82 億元人民幣，

日就《存託憑證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以下簡

流入 109.56 億元人民幣，淨流出 128.26 億元人

稱《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業內人士預計，

民幣。

按照正常流程推算，CDR 試點最快可能於今年 6

按美元計值，2018 年一季度，境外投資者

24

存託憑證 CDR 細則發布

月實施。

對大陸境內金融機構直接投資流入 35.14 億美

證監會表示將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存託憑

元，流出 27.16 億美元，淨流入 7.98 億美元；我

證試點。同時，正在推進的滬倫兩地股票市場互

大陸經貿消息
聯互通機制也擬採取存託憑證互掛方式實現兩地

權益的證券。存託憑證的交易可以按照有關規定

市場互聯互通。《管理辦法》定位於以部門規章

採取做市商交易方式，境外基礎證券發行人不得

形式對存托憑證基本制度作出全面的統一規範，

通過發行存託憑證在境內重組上市。

在《證券法》的框架下，細化《關於開展創新企
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託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要

2018 年大陸影視產業總體規模有望達

求，明確存託憑證發行與交易的監管要求和參與

2,300 億元人民幣

主體的基本權利義務，既為創新企業通過發行存

據經濟參考網 4 月 27 日報導，由北京電影

托憑證回歸境內資本市場奠定制度基礎，也為未

學院國家電影智庫主辦、CC-Smart 新傳智庫承辦

來開通「滬倫通」預留制度空間，做好規則準備。

的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從電影大國走向強

《管理辦法》主要包括：存託憑證的法律適

國—中國電影產業發展論壇」發布的《影視藍皮

用和基本監管原則，對存託憑證的發行、上市、

書：中國影視產業發展報告（2018）》顯示，

交易作出安排，明確存託憑證的資訊披露要求，

2017 年大陸電影產業的票房達到 559 億元人民

建立存託憑證的存託和託管制度，加強投資者保

幣（下同），增幅達兩位數。預計 2018 年，中

護，強化監管執法，明確法律責任。《管理辦法》

國大陸整個影視產業的直接規模有望達到 1,250

規定，存託憑證是指由存託人簽發、以境外證券

億元至 1,300 億元以上，總體規模則有望達到

為基礎在中國大陸境內發行、代表境外基礎證券

2,200 億元至 2,300 億元以上。

圖／東方 IC

中國大陸影視產業規模快速增長，圖為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嘉年華開幕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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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2017 年大陸電影產業進入新的

全球最大指數編製公司 MSCI，有超過 10 兆

快速發展期。電影產業除了在票房上有比較大增

美元資金追蹤並做為參考決策，在 MSCI 龐大的

幅外，電影的廣告衍生品以及大陸電影海外發行

指數體系中，MSCI 新興市場指數是最受投資人

也突破了 20% 的增長率，整個產業的總規模突

關注的指數之一，高達 1.9 兆美金的資金追蹤該

破了 700 億元。2017 年電影的觀影人次、放映

指數，共包含 24 個國家／地區。

場次以及影院數量和銀幕數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

新興市場指數主要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大

長，尤其是在影院數量和銀幕數量的資料上，海

陸、韓國和台灣，目前新興市場指數已經包括大

外銷售也有一定的增長。

陸境內只限外資投資的 B 股、香港掛牌的 H 股
及海外掛牌的大陸企業，但只限大陸民眾投資的

2017 年大陸網路版權產業市場規模達
6,365 億元人民幣

A 股尚未包含在內。
經過中國大陸證監會一連串的改革開放措

據央廣網 4 月 26 日報導， 26 日是第十八

施，包括 2014 年 11 月開放滬港通、2016 年 2

個世界智慧財產權日。大陸國家版權局最新發布

月放寬 QFII 投資上限與開放式基金的資金流出

的《中國網路版權產業發展報告（2018）》顯示，

入限制、2016 年 5 月發布停復牌新規以及尊重

2017 年大陸網路版權產業市場規模達 6,365 億

外國權益擁有人的證券權益、2016 年 12 月開放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7%。其中，使用

深港通以及取消滬、深港通的總額度限制等等努

者付費規模為 3,184 億元，占比突破 50%。此外，

力，讓 A 股終於取得入摩門票。

以往網路核心版權產業收入依賴遊戲和廣告的二

而 MSCI 也特別編制「MSCI 中國 A 股國際

元結構，正在向直播、音樂、文學、視頻等多元

通指數」，以反應 A 股逐步納入 MSCI 新興市場

化轉變。

指數的進程。

在網路版權產業的各個細分領域，使用者規
模和市場增長均有不錯表現。在用戶體量增長和

大陸財政部：7 月 1 日起汽車整車稅率降至 15%

會員運營雙重拉動下，2017 年中國大陸網路視頻

據 Money DJ 新聞 5 月 23 日報導，大陸財

使用者付費市場規模為 218 億元，同比增長接近

政 部 22 日 公 布 自 今（2018） 年 7 月 1 日 起，

翻番，預計未來兩年仍會保持超 60% 的高速增

將稅率分別為 25%、20% 的汽車整車關稅降至

長。使用者付費成為網路視頻領域增長新動能。

15%，降稅幅度分別為 40%、25%；將稅率分別
為 8%、10%、15%、20%、25% 的汽車零組件

MSCI 編制大陸 A 股國際通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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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降至 6%，平均降稅幅度 46%。

據經濟日報 5 月 23 日報導，中國大陸歷經

對於降低汽車整車及零組件進口關稅，大陸

四年終於闖關成功，獲全球指數編製權威摩根士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表示，

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認可納入 MSCI 指數

主要出於三方面考量，第一，降低汽車進口關

體系，考慮外資投入 A 股目前仍受限滬／深港通

稅，有利於擴大進口，推動汽車產業在更加開放

額度與標的等限制，特別編製跟隨 A 股入摩進度

的條件下實現高品質發展；第二，是出於汽車產

動態調整指數成分股的 MSCI 大陸 A 股國際通指

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轉型升級的需要，有

數。

助於產業加強競爭，調整產業結構並加快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