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金會牽動國際經貿走勢
綜合媒體報導，6 月 12 日上午「川金會」在新加坡聖淘沙島嘉佩樂
酒店舉行，雙方討論北韓去核、正式結束韓戰、美與北韓關係三大議題。
當天下午 1 點 40 分，美國總統川普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共同簽署正式文
件，列出 4 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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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共同朝向建立兩國新關係努力，合乎兩
國人民對和平繁榮的期待。2. 美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共同努力在朝鮮
半島上建立長久穩定的和平機制。3. 重申 4 月 27 日的「板門店宣言」，
北韓承諾朝向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努力。4. 美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承
諾找回韓戰戰俘／失蹤人員遺骸，包括將已經辨別身分者送回。
對此，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王生指出，北韓實現經濟建
設，離不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儘快結束戰爭狀態，得到美方承
諾的體制安全保障，與相關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些成為北韓的首要關
切。他說，川普、金正恩會晤，正是北韓實現這些訴求的重要一步。
美國智庫韓國經濟研究所分析師費里埃認為，目前美國北韓在棄核方
式上仍有很大分歧。因此，即使領導人會晤得以舉行，也有可能無法達成
相關協議。雙方或將同意繼續進行高級別接觸。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表示，過去 2 年，東北亞經濟局勢相
當不穩定，如今美國與北韓願意坐下來談，可以降低地緣政治過去對經貿
帶來的陰影。
中經院院長吳中書說，川普的整體謀略不會只限於北韓，而是更大的
布局，如跟中國大陸、南海等議題，因此沒辦法單就這一次會面結果下定
論，必須拉長觀察期。吳中書表示，川金會是政治話題，但動向還是會牽
動國際經貿走勢，金融市場反映最快，不過影響不會僅止於金融面，若演
變成國際糾葛，可能導致貿易量縮小、削弱經濟成長動能，未來仍得持續
關注後續變化。

東協台商 500 強

越南最多、新加坡最大

據蘋果日報 5 月 31 日報導，中華徵信所召開「2018 東協台商 500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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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會中揭露在東協的前 500 強台商中，立足在越南的家數最多，但
若以營收、獲利來看，則是以新加坡最受到注目。
東協 10 國分為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柬
埔寨、緬甸、寮國。中華徵信所總編輯劉任表示，東協台商前 500 強中，
以立足越南的家數最多，達 175 家，純益率也最高，達 7.51%；但若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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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歐新社

財訊雙周刊社長謝
金河也說，自己這些年
來跑遍東南亞，看到柬
埔寨、越南、馬來西亞、
印尼的台商都發展得很
好，顯示東協在外資大
舉湧入後，經濟已經有
很大的改變，相較於中
國目前營運環境已經愈
來愈艱辛，東協是現在
台商很好的切入點。
 6 月 12 日，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共同簽署文件。

營收來看，則由具 91 家前 500 強台商的新加坡
勝出，總營收達 1.48 兆元，新加坡也是獲利最
高國家，獲利達 477 億元。
劉任指出，這 500 家位於東協的台商中，
隸屬於 30 大集團者就佔了 87% 的營收，當中營

杜特蒂簽署新法簡化菲國經商程序
據中央社 5 月 28 日報導，在菲律賓全球
競 爭 力 下 滑 之 際， 菲 國 總 統 杜 特 蒂（Rodrigo
Duterte）簽署法令簡化在菲國經商的程序，希望
吸引更多外商來菲投資。

收排名第一個集團為鴻海，2016 年營收達 5,118

杜 特 蒂 5 月 28 日 在 馬 拉 坎 南 宮 簽 署 第

億元；華碩集團排名第二，同期營收 3,691 億元，

11032 號共和國法令，即「經商簡便暨有效提供

台達電、明基友達集團分別以 2,713 億元、2,707

政府服務法」。新法令修改了「2007 年反繁文

億元緊追在後。

縟節法」，目標是讓經商程序更簡便及有效率。

劉任分析，進入新南向國家，必須要有與過

杜特蒂說，他希望新的法令可以「解決菲國

去不同的 3 大思維，分別為「改變市場佈局的思

政府部門長久以來的繁文縟節問題，讓人民可以

維」、「改變代工投資佈局的思維」、「改變大

免於浪費太多時間」。

投資思維」。他分析，台商不能重蹈當年投資中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最近公

國大陸的覆轍，得瞄準東協市場的內需，以自有

布的 2018 世界競爭力報告，菲律賓整體競爭力

品牌去發展，並思考如何做有效率的投資。

在受評量的 63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50，退步 9 名，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則強調，政府的新南

是過去 10 年來最大跌幅。

向政策以東協為核心，尤其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內

新法規定，政府機構必須在 3 個工作天內辦

部貿易量僅佔了整體貿易量 24%，相較於歐洲經

完一般經商申辦程序，較複雜的投資可於 7 天內

濟共同體的 6 成，仍大有成長空間，台灣可以從

走完流程，高度技術性投資則需在 20 個工作天

精緻科技切入，如 IOT（物聯網）產業、綠能、

內完成。

光電、高價值服務業如鼎泰豐、珍珠奶茶等著手。

菲國政府還將設置單一窗口、單一整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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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讓投資人或創業者不必再像過去一樣，在多

指出，2020 年馬來西亞電子商務產值占 GDP 比

個政府機構之間奔波；地方政府部門要設置商業

重，將從 2015 年的 12.8% 提升到 20.8%。電子

許可證自動化及電子化系統。

商務是馬國政府的重點經濟政策之一，包括推動

此外，在申請經商許可的初步評估階段，政

數位自由貿易區、降低關稅障礙、簡化監管法

府人員不得與商家直接接觸，以消除索賄及貪污

規、支持中小型企業進行線上買賣等策略，已發

等情況；菲國資訊暨通信科技部（DICT）將設立

揮關鍵角色。

中央網站，接收所有經商申請及資料庫，供承辦
機構查核申請人之用。

全球數位競爭力排行榜

新加坡排名第二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 6 月 20 日報導，新加坡

馬來西亞設立 eWTP 成為 eHub 數位中心國家

的數位競爭力全球第二，較去年下滑一個名次，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6 月 19 日報導，

排在連升兩個名次的美國之後。儘管新加坡今年

馬來西亞成為中國大陸外，全球第一個設立世界

下滑一個名次，但仍是擠入十大的唯一亞洲國

電子貿易平台（eWTP）的 eHub（數位中心）所

家。香港今年下滑四個名次，排名第 11，韓國

在國。

與日本皆晉升五個名次，分別排第 14，以及第

阿里巴巴集團於吉隆坡設立辦公室，作為當
地「一站式解決方案中心」，標誌著阿里巴巴將

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排行榜

繼續推動大馬的技術發展，支持大馬中小企業和

共針對 63 個經濟體，根據知識、技術和對未來

年輕創業者，提供平台以促進對新市場出口及數

的準備狀況三個指標評估各國和地區的數位競爭

位經濟培訓課程。

力。知識指標評估個別經濟體對科技的瞭解、教

2017 年 11 月，阿里巴巴集團在馬國落實

育與培訓素質，以及創造新技術的能力；技術指

eWTP 計畫，成立首個海外 eHub。該 eWTP 站的

標則衡量個別經濟體的環境是否利於支援數位技

重點在於協助大馬中小企業出口，且創建中小企

術；未來的準備狀況評估的是經濟體是否能靈活

業參與全球貿易所需的基礎設施，包括電子商

應變，開創數位科技轉型。新加坡在知識和技術

務、物流、雲端計算、移動支付以及科技人才培

方面都名列全球第一，但對未來的準備狀況則排

訓等。

名第 15，比去年的第 6 名來得遜色。

eWTP 落實後，阿里巴巴集團在馬國推動多

美國在各指標的表現均優異，知識方面排名

項活動，包括首座區域性物流中心，於吉隆坡國

第四，技術環節排第三，未來的準備狀況則名列

際機場航空城（KLIA Aeropolis）設立馬國首個

第二。排在美國與新加坡之後的是瑞典。瑞典的

國際公共雲端平台數位自貿園區（DFTZ Park），

知識指標排第七，技術環節排名第五，在未來的

以及馬國首個國際公共雲端台—「阿里雲端資料

準備狀況方面則排第五。入榜的十大經濟體以歐

中心」等，為當地中小企業建立包容且創新的全

洲國家居多，除了瑞典，還有丹麥（第 4）、瑞

球貿易基礎設施。

士（第 5）、挪威（第 6）、芬蘭（第 7）、荷蘭（第

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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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加拿大則排名第 8，英國排名第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