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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個所稅起徵點提高

據經濟日報 9 月 1 日報導，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8 月

31 日表決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個所稅起徵點確定為每月人

民幣 5,000 元（約新台幣 2.3 萬元）。未來每一納稅年度的個人收

入額，可減除費用 6 萬元（5,000 元 ×12 月，約新台幣 27 萬元），

以及專項扣除額，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最新起徵點和稅率。

新個稅法規定，明年 1 月 1 日起，新法將勞務報酬、稿酬、

特許權使用費等三項所得，與工資薪金合併起來計算納稅，並實

行專項附加扣除。此外，在稅率的部分，歷經此次修法，中國大

陸個人所得稅的部分稅率級距進一步優化調整，擴大 3%、10%、

20% 三級低稅率的級距，縮小 25% 稅率的級距，但 30%、35%、

45% 三檔較高稅率級距不變。

今後計算個人所得稅時，在扣除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和「三險

一金」等專項扣除外，還增加了專項附加扣除額。專項附加扣除

額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

租金、贍養老人等支出，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由中國大陸

國務院確定，並報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美中貿易摩擦僵局難解

據鉅亨網 9 月 18 日報導，美中貿易摩擦再升級，美國總統川

普 9 月 17 日宣布，將對價值 2,000 億美元（5,745 個關稅項目）

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加徵 10% 關稅，自 9 月 24 日起生效。2019

年 1 月 1 日起，稅率調升至 25%；9 月 18 日晚間，中國大陸亦公

布加徵關稅公告，稱自 9 月 24 日 12 點 01 分起，對 600 億美元

美國進口商品加徵 5% 至 10% 不等的關稅。公告亦強調，如果美

方進一步提高加徵關稅稅率，中方將給予相應回應，有關事項另

行公布。

川普揚言，若中國大陸採取報復措施，美國會另對 2,670 億

美元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加稅。美中原有意於本月重啟貿易磋商，

但在上述情況下，中國大陸極可能拒絕此事。面對美國的關稅攻

勢，中國大陸商務部9月18日回應，中方對美方的行徑感到遺憾，

為維護自身正當權益與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中國大陸將不得不進

行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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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外資流入排名全球第二

據聯合報 9 月 10 日報導，中國大陸利用外

資 40 年研討會暨《世界投資報告 2018（中文

版）》發布會日前在廈門舉行，該報告指出，

2017 年中國大陸吸收外資達 1,360 億美元，成

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僅次於美國。總體來

看，2017年流入發達國家的FDI為7,129億美元，

相較 2016 年下降 37%。其中，美國 FDI 流入量

下降 40%，至 2,750 億美元，但仍是全球最大的

外資流入國。

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 FDI 保持平穩，總額為

6,710 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在全球 FDI 流動中的

比重由 2016 年的 36% 上升至 47%。其中，亞

洲發展中經濟體整體表現亮眼，吸收外資 4,760

億美元，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地區。

大陸限排政策掀廠商倒閉潮

據聯合報 8 月 22 日報導，中國大陸今年起

針對電子製造與化工材料業展開環保稽查，大

陸一些中小型的電子加工業印刷電路板（PCB）

廠商面臨倒閉潮。全球銅箔基板產能最大的建

滔集團，旗下位於深圳的子公司達信電路板 20

日發布「告員工書」，表示將於 9 月 30 日前結

束經營。

去年 12 月起昆山限排，後續珠海、上海、

深圳跟進限排、嚴查等，生產規模小、排污指標

少、生產效率低下、污染大的小廠，預計將面

臨往中國大陸中西部轉移，市占將向龍頭企業

集中。隨著大陸持續執行限排政策，中小型 PCB

業者將持續整併，對產業秩序以及台灣相關廠商

長期發展將有正面幫助。

大陸與模里西斯簽署第一個中非 FTA

據新頭殼 9 月 3 日報導，中國大陸商務部

公布，與非洲國家模里西斯商簽的自由貿易協

定已完成談判，此為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商簽

的首個自由貿易協定。9 月 2 日在中國大陸總理

李克強和模里西斯總理賈格納特共同見證下，

兩邊商務部長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

務部與模里西斯共和國外交、地區一體化和國

際貿易部關於結束中國模里西斯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的諒解備忘錄》，下一步，雙方將開始談

　�中國大陸自去年開始加強執行「限排政策」，大批未達標的中小化工企業被迫關停、限產、整改。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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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結果和文本的法律審核工作，為最終簽署協定

做好準備。

中國大陸商務部表示，該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於 2017 年 12 月正式啟動，為中國大陸與非洲

國家商簽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雙方經過四輪

正式談判和多輪會間磋商，最終於 8 月 30 日在

北京達成協議。談判範圍涵蓋貨品貿易、服務貿

易、投資、經濟合作等眾多領域。協定的達成不

僅將為深化雙方雙邊經貿關係提供更加強有力的

制度性保障，還將賦予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以全新的形式和內容。

CRS上路境外資產將更加透明

據聯合報 9 月 10 日報導，中國大陸及港澳

本月起將同其他 CRS（海外金融帳戶共同申報準

則）參與國完成首次信息交換，這代表中國大陸

稅收居民在境外的金融資產信息將更加透明。此

外，中國大陸於 8 月 31 日通過的新個稅法也增

加了反避稅條款，賦予大陸稅務機關有力的法律

依據。

過去存放在離岸國家和地區的資產，其保密

性、非透明的優勢將受到很大衝擊，通過互換資

產信息交叉比對核查，避稅、逃稅等行為會浮出

水面。這意味著，富人們的財富「保護罩」將被

逐漸揭開。

大陸共享經濟面臨考驗

據聯合報 9 月 3 日報導，中國大陸政府近年

大力發展人工智慧（Al）和大數據領域的產業，

以人工智慧等技術為依託的共享服務迅速發展。

除了交通領域外，共享服務在醫療等領域也不斷

出現。據悉，2018 年共享經濟規模預計可達人

民幣 7 兆元，外界甚至認為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年

增長率將保持在 30% 以上。

隨著「滴滴出行」日前涉及兩宗命案，令

外界對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的急速發展產生擔憂。

「滴滴出行」首席執行官程維等人 8 月 28 日宣

布把「順風車」業務無限期下架，並表示滴滴不

再以規模和增長作為公司發展的衡量標準，而是

以安全作為核心的考核指標，組織和資源將全力

向安全和客服體系傾斜。此外，曾風靡一時的中

國大陸共享單車，多個共享單車品牌百花齊放，

但熱潮過後，共享單車盈利能力備受質疑，隨著

多家共享單車倒閉，中國大陸共享單車 ofo 近日

亦不斷傳出陷入困境的消息，多次傳出被收購、

資金鍊斷裂、員工離職、以及供應商追討欠款

等。

陸 P2P 倒閉潮恐連累純網銀   

據工商時報 9 月 15 日報導，中國大陸線上

個人信貸P2P業務經營不善，恐令純網銀被連累。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超過 2,100 個 P2P

平台恐陷入困境，情況包括貸款人難以提取現金，

被迫關閉或面臨司法調查，P2P 相關融資的風險

上升，成為中國大陸資本市場另一個擔憂。

線上 P2P 業務在中國大陸占了不少純網銀的

商機，卻又難以妥善管理，5,400 家業者當中目

前約僅 1,600 個平台仍處於運營狀態。然而，今

年以來的經濟放緩已造成中國大陸企業的信用、

債信出現少見的違約潮，非典型金融體系的 P2P

災難擴大。此外平台宣布破產的數目一直增加，

6 月份有 63 個，7 月又有 165 個，迫使整個金融

體系的流動性更為緊張，問題變得更加暴露。

中國大陸 P2P 業者陷入困境和風險突然激

增的原因，主要集中在風險管理不善和流動性不

匹配的問題上，隨著 P2P 業者倒閉家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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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借貸的金額也明顯下滑，截至今年 7 月底約

5,900 億人民幣，僅 2016 年最高峰 1 兆 2 千億

人民幣的半數不到。

華為再奪大陸民企 5百強榜首

據聯合報 8 月 30 日報導，2018 中國大陸民

營企業 500 強峰會日前在瀋陽舉行，發布中國大

陸民營企業 500 強榜單、中國大陸民營企業製造

業 500 強榜單以及中國大陸民營企業服務業 100

強榜單。大陸民企500強榜單顯示，前三名華為、

蘇寧、正威國際，而上一次發布的前三為華為、

蘇寧、山東魏橋。浙江共有 93 家企業入圍中國

大陸民營企業 500 強榜單。這是浙江連續 20 年

在這一榜單上上榜企業數量位列第一，上榜企業

數量高於江蘇（86家）、山東（73家）、廣東（60

家）等沿海發達省份。

報告顯示，入圍的中國大陸民企 500 強中

446 家企業參與了各類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戰略，

占比89.2%。同時，中國大陸民企500強企業中，

453 家企業結合自身產業特點與互聯網結合開展

創新，其中 274 家開展智能化生產，比上一年度

增加 33 家；246 家通過網路化協同創新，實現

低成本製造，占比 54.30%。而電子商務營收占

比超過 50% 的企業也達到 24 家。

大陸物聯網市場首度破兆元

據聯合報 9 月 18 日報導，日前於無錫開

幕的 2018 世界物聯網博覽會，由中國大陸工信

部、科技部、江蘇省政府共同主辦，主題為「數

字新經濟　物聯新時代」，會期 4 天。會中「中

國物聯網發展年度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物聯網市

場規模已首次突破兆元人民幣，年複合增長率超

過 25%，物聯網雲平台成為競爭核心領域，預計

2021 年中國大陸物聯網平台支出位居全球第一。

無錫作為中國大陸唯一國家級感測網路創

新示範區，已累計完工、獲得 20 多個物聯網相

關國家級品牌。截至 2017 年底，無錫物聯網營

業收入 2,437 億元人民幣，擁有物聯網企業超過

2,000 家，發明專利申請量 2,500 多件，承接的

物聯網工程遍及全球60多個國家700多座城市，

其中國家級重大應用示範工程 21 個，帶頭制定

國際標準「物聯網參考架構」。

      近兩年共享單車在中國大陸快速擴
張，卻也面臨泡沫化危機。

圖／東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