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改革方案通過

使國家社會更穩固

據青年日報 6 月 21 日報導，總統蔡英文針對年金改革方案通過發表
談話，感謝軍公教同仁的體諒，國家財政才能永續；年金制度的健全化，
使國家社會更穩固，軍人年改不僅要使財務健全，更重要的是要強化國防
戰力。未來她也會用同樣堅定的態度，推動國家重要改革。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蔡總統表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已經完成修法。未來「年
金破產」將成為歷史名詞，在改革的過程中，政府也已經考慮大家的退休
安全。所以，包括以本俸兩倍作為計算基準，並以經濟發展相當國家為參
考，來設定所得替代率。此外，還有以十年時間緩降，並設有最低保障水
準的樓地板等做法，以及建立隨物價指數及經濟成長等因素調整的機制，
都是要避免對退休同仁造成太大的衝擊。
總統說，年金改革是讓退休也好、現役也好的軍公教同仁，可以有一
個緩衝、也有一個安心的機制。因年金改革而減省的支出，政府並未收回，
而是挹注基金，延長基金的壽命，使它能夠永續。年金制度的健全化，將
使國家社會更穩固。國人必須同舟共濟，共同捍衛這個制度、捍衛這個國
家、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賴揆：推動食安五環

協助接軌國際

據行政院 6 月 21 日新聞稿，行政院長賴清德 21 日赴嘉義參訪愛之
味食品生技園區，並與食品業者交流及座談。賴院長指出，台灣食品業界

◆

整
理
／
紀
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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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行政院

 6 月 21 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參訪愛之味食品生技園區暨出席「與食品產業交流座談會」。

台灣經貿消息
約有 6 千多家業者，年產值 6 千多億元，對提

財政部統計 5 月台灣出口 291.2 億美元，創

供工作機會及經濟發展貢獻厥偉。未來行政院

歷年單月第 3 高，年增 14.2%，月增 8.9%；累

將持續推動食安五環，協助業界與國際接軌，

計前 5 月出口 1,355.8 億美元，年增率 11.2%。

並鼓勵業界以新科技及新經營模式開發新商品、

財政部表示，5 月出口表現與近期的天氣一樣

增加新價值，讓食品產業持續進步。

熱，超乎預期，若剔除今年 2 月春節因素後，年

賴院長表示，與食品產業交流座談，是以行

增率為連續 6 個月雙位數成長。

動展現對食品業界的支持。他將率領行政院同仁

就業務別分析，前 5 月各業務別營收及佔

陸續與新創、醫療器材、紡織、資通訊及半導體

比，分別為海運進出口業務 24 億 2,672 萬元，占

等業者交流，表達對各產業的支持，並根據業界

比 56.79%，年減 3.71%；空運進出口業務 12 億

意見檢討目前政策。

1,964 萬元，占比 28.54%，年增 14.14%；物流業

院長強調，「拚經濟」是政府首要工作，因

務 6 億 2,648 萬元，占比 14.66%，年增 0.70%。

此總統提出新經濟三大方向，第一是藉由「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解決下個世代的基礎建設需求，

中小企研發支出

可抵減營稅額

也藉擴大公共支出，帶動經濟發展；第二，為使

據經濟日報 6 月 19 日報導，「所得基本稅

台灣產業升級創新，提出「5+2」產業創新計畫；

額條例施行細則」正式公告實施，財政部強調，

第三，希望台灣業界能「立足台灣、佈局全球」，

施行細則主要有兩大重點，首先是中小企業研發

因此提出「新南向政策」，協助業界於新南向國

支出抵減，也可納入所得基本稅額投資抵減適用

家發揮所長。

範圍。另外，回溯至今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

針對食品產業發展，政府已積極研擬相關

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措施，不僅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強化產業

所得稅改革已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主要內容

能量，並提出食安五環政策，包括「強化源頭控

包括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調高營利事業

管、重建生產管理、加強市場查驗、加重廠商責

所得稅為 20%、提高綜合所得稅扣除額、調降綜

任、全民監督食安」以穩固食品安全，同時積極

所稅最高稅率、實施股利課稅新制、調降未分配

鼓勵食品產業運用新的科技增加產業價值。政府

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為 5% 等重要稅改措施。配

也持續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合此項稅改，重點之一是租稅優惠方面。

（CPTPP）」，未來將對產業發展產生助益，並
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國際商機。

財政部強調，配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
修正，將中小企業研發支出抵減納入所得基本稅
額投資抵減適用範圍。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5 月空運出口電商往來暢旺

第 35 條，中小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得選

據中央社 6 月 12 日報導，5 月台灣出口達

擇以下列方式，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

291 億美元，創歷年單月第 3 高，運輸物流業者

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 30% 為限，

營收表現更亮麗，其中空運部分幾乎有雙位數成

且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長。業者表示，新興科技運用、行動裝置效應、
電商和包裹轉口帶動業績成長。

一是在支出金額 15%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
應納營所稅額；第二種方式則是於支出金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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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做相關產品認證的資格。業者通過實
驗室認證後，即可取得相關 NCC 認證標
章。
說明會中並宣示，明年度將提出無線
射頻設備與智慧巴士車載系統的認驗證制
度，今天說明方向，邀集國內產官學研領
域凝聚共識。無線射頻設備制度將繼續與
NCC 合作，智慧巴士車載系統部分正在尋
求與相關部會合作，避免規定疊床架屋，
圖／傳動數位

中小企業研發支出，可納入所得基本稅額投資抵減適用範圍。

預計明年第 3 季會正式公布。
經濟部長沈榮津出席說明會致詞時表

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三年內各年度應納營所

示，物聯網資安議題備受重視，攸關經濟與基礎

稅額。但供研究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的儀器

設施安全，也是發展數位經濟的基礎，透過制定

設備，耐用年數在二年以上者，准按所得稅法固

物聯網資安環境標準，也希望推升國內資安產業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載年數，縮短二分之一計算

自主研發能量，從資安技術、標準制定、檢測能

折舊；縮短後餘數不滿一年者不予計算。

量三面向完備產業生態系統，並從資安軟體整合

此外，財政部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

連網硬體優勢，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細則」，規定自今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毋須
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與此同時，也一併刪
除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留抵及計算
的相關規定。

公司引資

金管會兩個放寬

據經濟日報 6 月 11 日報導，因應 FII 效應，
金管會近期放寬 F 公司（KY 類股）兩項措施，
一是發函開放陸資在持股不逾 30% 下，可來台

NCC 經濟部推物聯網資安驗證

直接投資 F 公司，以利 F 公司增資引進策略聯盟。

公布標準規範

另外，近期也將放寬 F 公司本國籍內部人投資大

據中央社 6 月 11 日報導，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與經濟部共同公布影像監控系統、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在海外招商時，不少台

無線 IPCAM、Wi-Fi AP、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的

商都反映相關問題，原本有意來台掛牌，但檢視

資安技術標準與檢測規範。經濟部工業局說明，

法規時發現太嚴，就打退堂鼓。這兩項措施上路

由於這次公布標準規範品項與 NCC 列管的射頻

後，除現有 100 多家 F 公司立即受惠外，也有助

器材相關，因此與 NCC 共同推動舉辦「物聯網

吸引更多台商回台上市。為掃除台商回台上市障

資安標準認驗證制度公開說明會」，發布相關資

礙，金管會積極檢討相關法規，對於包括台商在

安技術標準、檢測規範及實驗室認驗證制度，並

內的外國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櫃的 F 公司，將陸續

正著手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合作推動國內

鬆綁兩法規。

實驗室取得認證，預計 8、9 月時將有實驗室取

24

陸限額的規定。

第一，發函建置陸資直接投資 F 公司機制。

台灣經貿消息
在維持陸資持股不得逾 30% 且不具控制力限制

消費熱

下，開放陸資可以來台直接投資 F 公司。目前陸

5 月批發、零售、餐飲業營收同步成長

資透過大陸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來台

據經濟部統計處 6 月 25 日新聞稿，受惠於國

投資股票，是次級市場的財務性投資；陸資向經

內消費需求增加及全球景氣穩健成長，今年５月

濟部投審會申請來台投資，則屬直接投資，這次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全部呈現成長趨勢，

開放的陸資投資 F 公司，屬直接投資部分。

其中批發業營業額年增 7.4%，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金管會官員表示，陸資若要來台直接投資國

5.7%，餐飲業營業額年增 3.9%。

內公司，原本就可向投審會申請，但因 F 公司是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指出，5 月批發業營業

外國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櫃，不是國內公司，投審

額 8,719 億元，年增 7.4%，主因智慧科技應用擴

會無法審查外國公司。由於 F 公司七成營運重心

展，帶動記憶體等電子零組件需求暢旺，加上鋼

在大陸，經常有 F 公司反映辦理增資，需要引進

品外銷價量齊揚所致。另外，5 月餐飲業營業額

陸資策略聯盟，卻不得其門而入。

398 億元，年增 3.9%，主因逢母親節聚餐及茶飲

第二，建議經濟部放寬 F 公司本國籍內部
人，投資大陸限額相關規範。

銷售旺季所致。
在零售業部分，5 月營業額 3,565 億元，年增

依經濟部現行規定，F 公司本國籍董監事、

5.7%，其中綜合商品零售業之百貨公司年增 0.1%，

經理人及大股東等內部人，需按持股比率設算個

超級市場因展店與集點換購活動，年增 7.3%，便

人投資大陸金額，並納入個人每年 500 萬美元限

利商店因輕食、飲料及冰品熱銷，年增 5.1%，量

額控管，影響 F 公司再籌資管道及潛在台商回台

販店則年減 0.7%。

上市櫃意願。金管會已建議經濟部，F 公司投資

至於汽機車零售業因進口車及國產休旅車熱

大陸時，本國籍內部人無須設算個人 500 萬美元

賣，年增 5.5%；資通訊及家電設備零售業因 3C

投資限額。

新品及涼夏家電買氣上升，年增 11.5%；家庭器具
及用品零售業因珠寶、鐘錶及隱形眼鏡業績成長，
年增 12.0%；燃料零售業因油價較去年
同期上揚，年增 19.0%；無店面零售業
則因母親節檔期加碼促銷，年增 8.5%。
王淑娟表示，6 月份因批發業隨全
球景氣穩健成長、智慧科技創新應用擴
增，加上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漲勢延
續，預估批發業營收年增率續呈正成長；
零售及餐飲業因逢端午節、畢業季及世
足賽開打，加上高溫暑熱將帶動節能家
電及消暑商品需求，預期零售及餐飲業
營業額年增率也可望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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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行車及體育用品產業推廣會在首爾

5 月外銷訂單再創新高

舉行

基本金屬、機械連 22 紅

據 TVBS 電子報 6 月 26 日報導，首爾台灣

據自由時報 6 月 22 日報導，經濟部公布 5

貿易中心館長陳國龍 26 日在首爾主持「台灣自

月外銷訂單 411.1 億美元，年增 11.7%，已連續

行車及體育用品產業」推廣說明會，廣邀韓國業

21 個月正成長，並創歷年同月新高；而且，包

界前往台灣參加「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及「台北

括資通訊、電子及機械產品外銷訂單均創歷史

國際體育用品展」。

新高，自美國、歐洲及中國大陸接單金額也破

陳國龍指出，台灣與韓國的產業項目交流合

歷年同月紀錄。5 月外銷訂單預示下半年景氣，

作多元。韓國是台灣在亞洲主要的自行車出口國

經濟部昨公布訂單金額 411.1 億美元，資通訊產

家，統計資料顯示，2017 年台灣自行車出口到

品訂單為 105.6 億美元、年增 4.2%，主因筆電、

韓國總值逾 3,100 萬美元，共輸出整車 3.2 萬輛。

電競顯卡、伺服器等增加；電子產品訂單 106

在體育用品產業方面，韓國也是台灣重要的

億美元、年增 14%，主因高速運算、物聯網、

貿易伙伴，2017 年全年台灣體育用品出口至韓國

車用電子等帶動半導體相關供應鏈；機械產品

金額逾 3,500 萬美元，成長 6.9%。同年台灣自韓

訂單 22.1 億美元、年增 15.8%，連續 22 個月正

國進口體育用品金額逾 360 萬美元，成長 5.1%。

成長，主因景氣帶動加上全球智慧自動化趨勢

陳國龍說，今年第 31 屆「台北國際自行
車 展 」（Taipei Cycle） 將 於 10 月 31 日 至 11

另 外， 塑 橡 膠 訂 單 23 億 美 元、 年 增

月 3 日在南港展覽館一館以及世貿展覽三館展

17.2%，主因油價上漲帶動價格上漲，加上 ABS

出， 預 計 將 有 3,450 個 攤 位 及 1,250 家 廠 商 展

及 EVA 等產品需求增加；化學品訂單 19.7 億美

出。今年更將首度成立韓國國家館，OREATA、

元、年增 22.6%，主因油價上漲加上庫存偏低；

ARDENBIKE 及 COOLRUNBIKE 將代表參展。

基本金屬訂單 25.4 億美元、年增 14.8%，連續

推廣說明會現場也邀請中興大學教授林寬鋸

22 個月正成長，主因全球鋼品需求持續增加。

介紹「台灣電動自行車物聯網項目的創新」，說

至於面板為主的光學器材，訂單金額 20.6

明 SwiCity 團隊研發的自行車聯網晶片，結合雲

億美元、年減 9%，雖然需求回升，但大尺寸價

端運算系統，蒐集分析大數據，並延伸應用於智

格續跌。經濟部統計處長林麗貞表示，由於光學

慧醫療、汙染監測及碳權計算等最新技術。

器材去年基數很高，今年訂單若受中國大陸產能

另外，台灣運動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正賢

開出影響，有可能到年底均呈負成長。預估 6 月

說明「台灣運動產業發展機會」，分享在台灣推

訂單約 415 億至 425 億美元，年增 2.8% 至 5.3%。

廣運動科學訓練經驗，並分析運動產業未來發展

至於美中貿易摩擦是否影響下半年訂單，她表

趨勢。

示，國際機構預測今年成長均超過去年，雖然不

這兩場說明會帶領與會韓國人士對於台灣自
行車及體育用品產業，能有更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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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確定因素且新變數眾多，仍看好整體成長，全年
外銷訂單可期待雙位數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