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推出18碼台灣居民居住證

據中央社 8 月 16 日報導，中國大陸宣布 9 月 1 日將正式實施「港

澳台居民居住證」，台灣居民居住證採 18 碼，與中國大陸身分證相同，

用於在陸「證明身分」。

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6 日上午舉行記者會，公安部副部長

侍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龍

明彪出席，並作上述宣布。

侍俊首先宣布，「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將在 9 月 1 日

生效，在中國大陸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

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台港澳居民，根據本人的意願，可以持有效的港澳

通行證或者5年期台胞證，到當地公安機關申請辦理。申請受理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就能領到證件。

龍明彪則表示，台灣民眾申領居住證不需要具有大陸戶籍，也不需

要放棄台灣戶籍。他補充道，居住證用於「在大陸證明身分」，採用中

國大陸居民身分證製作技術標準，使用 18 位身分證號碼，確保中國大

陸社會公共服務系統識讀身分證的設備都能識讀。

對於居住證與台胞證的不同，龍明彪表示，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

證，是台灣民眾來往大陸的旅行證件，也是出入大陸的唯一證件，居住

證則不能用於出入大陸。

台商投資陸城市　成都、昆山居一、二名

據聯合報 8 月 30 日報導，電電公會發布 2018 年「中國大陸地區

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調查（TEEMA 調查報告）」，公布台商最推薦的大

陸投資「十佳城市」，今年冠軍仍是成都，昆山緊追在後。

電電公會從 2000 年起，持續 18 年進行「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

與風險調查」報告，對大陸各地城市進行投資風險排名，被視為台商投

資聖經，今年調查專題強調台商要以「高質量發展迎商機」。

據2018年TEEMA調查報告，台商最推薦的大陸投資「十佳城市」，

依序是蟬連冠軍的成都、昆山、杭州市區、蘇州工業區、上海市區，還

有北京市區；此外廈門島外、蘇州市區、淮安和杭州蕭山也入列前十大。

調查發現，台商對大陸投資布局意願出現下滑、與大陸企業合資的

意願上升，第三個發現是台商回台上市意願下滑，調查認為，這與大陸

鼓勵台資企業到 A 股上市，鼓勵以另類的台資企業類股群聚融資，並提

供台商上市籌資便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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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公會指出，面對台商返台上市創 5 年

新低，以及今年首度出現意願下滑，台灣政府應

該重視警訊，快馬加鞭完善台商回台上市融資法

規，才能降低大陸對台商拉攏吸金。

另外，該調查發現台商對未來在大陸經營預

期感到悲觀，電電公會指出，這顯示台商在大陸

面臨風險與困境，獲利遭遇壓縮，因此協助台商

掌握大陸發展新形勢，成為當務之急。

貿易戰延燒　政府協助台商回台

據工商時報 8 月 25 日報導，美中貿易戰

不斷升級，相互針對 160 億美元進口產品課徵

25% 關稅。經濟部長沈榮津受訪表示，經濟部會

有秩序地協助台商回台，但如果是中短期無法升

級轉型的業者，會引導至東南亞國家，建立產業

聚落。

沈榮津表示，綜合來看，美中貿易戰可能演

變為持久戰，但石化、鋼鋁及機械等相關產業在

中國大陸生產的台商，大多供應當地市場，不是

外銷至美國，所以影響有限。至於半導體部分，

沈榮津指出，台商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占比，相較

英特爾等國際大廠相對偏低，因此，貿易戰反而

有機會獲得轉單、讓台廠受惠。

大陸「對台31項措施」近期各地落實情形

8 月 8 日，《江西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辦法》正式

發布，共 60 條具體舉措。

8 月 15 日，山東省發布實施《關於促進

魯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涉及經

濟合作、文化交流、台胞在山東學習創業就業

生活等 3 個方面，共 56 條具體措施。另外，

轄下濰坊市亦於 8 月 6 日發布實施「對台 80

項措施」，著力為台商投資興業、台企轉型升

級、台胞居住生活、台青就業創業等創造更多

條件。

8 月 21 日，重慶市發布實施《關於促進渝

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包含經濟交

流合作、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和台灣同胞在當地學

習實習、就業創業、居住生活等 5 個方面，共

58 條措施。

8 月 12 日，福州市發布《貫徹〈關於促

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實施意

見》，包括 4 個方面 68 條具體措施。

兩岸青創大賽　台團隊表現亮眼

據旺報 8 月 25 日報導，2018 年上海海峽兩

岸青年創業大賽 24 日舉辦決賽暨頒獎典禮，有

來自兩岸三地與海外共 425 個創業團隊競逐，其

中以台灣成員為主的團隊共有 8 隊，主打協助

高科技智慧製造的「智慧貼紙」團隊拿下二等

獎，取下最高榮譽一等獎的「顯微內窺鏡」雖

來自於多國合組團隊，但其中同樣有

來自台灣成員在內。

本屆兩岸青年創業大賽台灣團隊

表現不俗，例如有結合線上會員制、

線下門店體驗 O2O 概念，訂製個人

口味的「黑沃咖啡」；也有主打教育、

保全與陪伴型機器人的「AI 智慧型

機器人」團隊等。

2018 年上海海峽兩岸青年創業

大賽由上海市台協、科創中心等單位

聯合主辦，到今年已是第 3 屆，並

聚焦在生命健康、互聯網 +、物聯網

IOT 與文化創意等 4 大產業領域。今

年合計有大陸 187 個、台灣 156 個、

香港 40 個、海外 42 個共 425 個創

業團隊項目參加。

圖／中央通訊社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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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台商會長群聚廣州參加兩岸交流活動

據旺報 8 月 29 日報導，廣州市台辦於 28 日

至 30 日舉辦一系列的交流活動，29 日於廣州中

國大酒店正式舉辦啟動儀式，並首次舉辦「百名

台商會長廣州峰會」，吸引數百名台商到場參與。

本次活動到場官員包括廣州市委書記張碩

輔、國台辦經濟局局長張世宏、廣東省台辦主任

黃耿城等大陸政府人士。此外，中國國民黨副主

席郝龍斌、新黨主席郁慕明、台灣青年發展基金

會董事長連勝文、台企聯總會長王屏生、廣州台

商協會會長王慶祥等均參與。

廣州市台辦數據顯示，目前，廣州累計批準

台資項目 3,230 宗，投資總額 218.78 億美元，

常駐在穗的台商及眷屬超過 2 萬人，台資企業員

工近 20 萬人。

千大台商　逾6成駐長江經濟帶

據工商時報 8 月 8 日報導，根據調查顯

示，2018 年在大陸發展的台商前 1,000 大企

業，設籍在長江經濟帶的家數高達 64.8%；倘

以營收總額、稅前純益總額、員工總數計算，

長江經濟帶的台商在一千大當中占比已經超過

58%。

《工商時報》每年與中華徵信所合作，舉辦

「台商 1000 大」調查，歷年數據指出，長江經

濟帶發展優勢正日益凸顯。因此今年一千大發表

會首度前進湖北省武漢市舉行，同時舉辦第一屆

「長江工商論壇」。

中華徵信所總編輯劉任指出，今年台商一千

大中，長江經濟帶台商入榜家數超過 6 成。台商

已從電腦、汽車、食品、水泥、百貨零售業，轉

向高科技的通訊、光電、光伏、半導體、電商、

互聯網、生技等產業。未來更將走向工業自動

化、機器人、雲端、大數據 AI 智能、供應鏈物

流等產業別，台資企業應善用國際供應鏈優勢，

把握市場契機，提升競爭力。

�    2018 上海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大賽 8 月 24 日舉辦決賽暨頒獎典禮，集聚兩岸與海內外青年團隊。

台商經營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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