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協會長座談會登場

聚焦環保、社保及新稅制

據經濟日報 10 月 29 日報導，由大陸國台辦舉行的 2018 台協會長座談會，
29 日在湖南長沙舉行，國台辦及各省市地區台辦及台商協會會長等逾 200 人參加，
台商關心的仍是社保徵繳的起算點、環保「一刀切」全面關停企業的產業結構調
整，以及居住證申辦之後，法律定位相關稅收問題。
本屆台協會長座談會分為兩個場次，上午邀請人社部港澳台辦副巡視員何易、
生態環境部綜合司副司長夏光、國家稅務總局湖南省稅務局長周巧藝等人，針對台
商關心明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所帶來社保負擔、
環保「一刀切」
（全面停工停產）及關稅、申辦居住證等議題，說明政策內涵與概念。
新環保法上路，明年 1 月 1 日起社保又將統一併入稅務徵收，台商面臨限汙關
停、加稅，關關難過。19 大以來每個月都有幾家台商傳關廠，政策一刀切，大陸經
濟產業監管強力收緊，台商憂心忡忡。以上海為例，上海台協會長李政宏說，社保
新制變更成企業是徵收主體，徵收標準是用平均工資來定繳費標準，他說，上海平
均工資最高，企業要繳稅負變得更重，「就像台灣健保有訂上限門檻，社保也應有
封頂，要區分各行業、各地區有差別稅費才對。」
大陸生態環境部綜合司副司長夏光回應，台企面臨環保新制監察，將會嚴格採
行禁止「一刀切」、「先停再說」，他表示，會先提表改造，協助搬到工業園，如
連改都沒效，最後才會取締。他表示，在環保治汙新制上路後，下一步環評將實施
「名目管理」，也就是不一定每個產業都會按同樣監管標準去取締，但對重點汙染
產業，將會加強重點管理。夏光強調，生態環境部特別對汙水處理、廢棄物轉運，
會嚴格依法監管，只要被認定「散、亂、汙」企業，除非超排完成整治達標，否則
就無法恢復生產。
針對社保全面開徵，人社部港澳台辦副巡視員何易表示，台企憂社保造成稅
負增加，人社部正抓緊研究適當降低應保費率，可「確保總體上部分增加企業負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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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大陸國家稅務總局也由湖南稅務局長周巧藝解析，新稅制將堅守政策公平，
堅持對台企傾斜。

兩岸標準論壇

達成 34 項共識

據工商時報 9 月 29 日報導，「第十五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兩岸標準論壇）於 28 日落幕，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與中國大陸兩標準
協會宣布，本次論壇共達成 34 項共識，其中還完成 3 項共通標準制定，並將在下
一屆兩岸標準論壇上發布。
兩岸標準論壇是由華聚基金會、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
技術協會聯合主辦。本屆在雲計算、智慧製造、車聯網、半導體照明、顯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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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標準論壇共識
項目

重要共識

半導體照明

追蹤IEC照明系統標準、顯示幕用LED共通標準
制定

顯示技術與應用

圖／東方 IC

AR/VR、車載顯示等共通標準制定

太陽能光伏

開展智慧光伏產業相關技術與共通標準研究

鋰離子電池

鋰離子除能電池系統共通標準下屆論壇發布

雲計算

兩岸雲計算術語對照，聚焦雲計算與物聯網、
人工智慧等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實質落

智慧製造

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共通標準在明年論壇發布

移動通信

5G小基站、5G終端／晶片領域的務實合作；
推動兩岸在頻譜規劃、國際標準共同推進

網路演進

開展邊緣計算／霧計算等領域的標準體系、共
通標準和測試應用研究

服務應用

網路互聯、設備互通、資料交換等開展共通標
準研究

車聯網

開展車聯網與自動駕駛在場域測試、示範應用



資料來源：華聚基金會



2018 年 5 月，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舉行。
圖為雲計算、大數據服務商浪潮的企業展區。

與應用、太陽能光電、鋰離子電池、移動通信、

進行。兩岸難免會有歧異點，例如工具機╱機床

網路演進，及服務應用十大領域進行探討。

等術語上、標準的選擇上都有不同用法跟選擇，

本次論壇針對 10 大領域進行為期兩天的討
論，成果豐碩，在鋰電子電池和智慧製造兩領域

但這沒有對錯，雙方就是要透過交流選擇最佳的
推進路線，為兩岸企業在國際上創造競爭力。

完成 3 項共通標準制定，分別為「電力儲能系統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秘書長劉志宏

用鋰離子單體電池和電池系統安全要求」、「跨

則指出，雙方除了要持續溝通交流外，還要與時

設備製造通訊標準－機器人與工具機的溝通介

俱進，隨著產業持續發展，對新技術跟新研究提

面」及「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

出新標準，更新兩岸熱門項目的共通標準研製。

另外在顯示技術與應用、太陽能光電、雲計
算、智慧製造、網路演進、服務應用及車聯網 7

台復出口率上升

大領域也對 20 項以上共通標準研製達成共識，

據中國時報 10 月 14 日報導，財政部統計處

未來將持續朝完成制定邁進。華聚透露，上述領

長蔡美娜指出，經台灣加工出口至其他地區的「復

域中，雲計算、智慧製造、顯示技術與應用、太

出口」，今年以來連續 7 個月大幅上升，尤其在

陽能光電及鋰電池將是未來 1 年最有望完成共通

對美出口表現最明顯，復出口增幅高達 36%。

標準制定的領域。

外界解讀，復出口暢旺的主因來自美中貿易

各大領域中，還有許多項目雖未展開共通標

戰，前關務署長李茂也表示，透過進口中國大陸

準制定研製，但也朝兩岸合作及開展共通標準制

便宜原料，從我國重新組裝後成為 MIT 產品，並

定方向前進。華聚基金會執行長林坤銘說，不是

出口到美國，藉此規避高額關稅。

每個項目都急著要訂定標準，兩岸在產業的看法、
應用面的長處，都有不同之處，需要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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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中貿易戰影響

蔡美娜表示，若將台灣出口分為「復出口」
與「非復出口」，可看出明顯端倪，因為以 1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楊澤

到 9 月統計而言，我「復出口」值年增率上衝

民表示，共通標準研製一直以來都是優先選取兩

13.1%，而「非復出口」值年增率僅 7.6%，總體

岸優勢互補的產業，及挑選實際應用性強的項目

出口年增率約 8.1%。

台商經營與活動
若以數值分析，可看出「復出口」占整體比例

案，可只就境內所得課稅，台商暫時可鬆口氣。

雖不高，但其增幅在今年明顯上揚。蔡美娜坦言，

不過安永稅務服務部營運長劉惠雯指出，值

今年的「復出口」增幅大概是這波經濟復甦以來最

得注意的是，申請適用坐月子條款、享境外所得

高，代表今年復出口是近 2 年半來最佳之數值。

免稅待遇的納稅人，過去需經主管稅務機關「批

經濟部國貿局貿易服務組組長黃瀞萱也證

准」，現在修訂為「備案」，個人與企業後續必

實，不少企業向國貿局申請原產地證明，避免被

須關注，所謂備案的具體要求，才能確保自己能

認定為中國大陸製造而被加課關稅。而目前台灣

夠享用坐月子條款。此外，劉惠雯也提醒，新

改變原產地有三種申請方式，第一是原材料經加

舊稅法銜接上，5 年的期間是累計計算，或是自

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料歸屬之我

2019 年開始重新計算，也是關注重點。她舉例，

海關進口稅則前 6 位碼號列不同；第二則是貨品

例如許多台商會利用農曆春節前後回台，如果出

加工或製造未造成稅則號列改變，但附加價值率

入境日跨越年度，分別在 2018 年及 2019 年，

超過 35%；第三則為特定貨品符合重要製程。

是否符合坐月子條款認定？都還需進一步確認。

她表示，多數企業是選擇加工或製造來改變

劉惠雯進一步表示，公布的徵求意見稿中，後續

稅號，但美國考量的是多面向綜效評估，企業應

還有許多關注重點。例如，年終獎優惠計稅、上

事先去美國做預審，通過後美方留有紀錄，未來

市公司股權激勵個稅優惠計稅是否會取消？或是

在正式審查也較有保障，「因為他們（美國）未

大陸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取得綜合所得在境內居

必只看原產地證明，而是看你產業鏈、特性、附

住天數不同的情況下，個稅如何計算？若在中國

加價值來決斷。」

大陸居住滿 183 天成為稅收居民，則可適用專項
附加扣除。

「坐月子條款」可望保留
台商應留意後續發展

2018 年同期台商投資項目年增近三成

據經濟日報 10 月 30 日報導，中國大陸個人

據聯合報 10 月 17 日報導，大陸國台辦發言

稅改徵求意見稿日前出爐，
「坐月子條款」獲保留，

人馬曉光表示，今年 1 至 8 月大陸共批准台資投資

但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醒，仍需關注後續配

項目 3,265 個，年增 29.6%。

套，如所謂備案的要求、5 年累計是否溯及既往或
是自 2019 年起算等問題，仍需進一步釐清。

馬曉光在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重申，支持台企
在大陸持續發展的態度是一貫的，也是明確的。對

在中國大陸新版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中，

於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情形，馬曉光說，

只要一年內在中國大陸居留滿 183 天，就成為稅

一帶一路建設 5 年來，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務居民，而連續 5 年為中國大陸稅務居民者，不

貨物貿易額已累計超過 5 兆美元、直接投資額累計

僅大陸境內所得要課稅，境外所得也逃不過。

超過 600 億美元、中歐貨運班列累計超過 1 萬列。

而依據日前公布的草案徵求意見稿，「坐月

馬曉光並說明，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於

子條款」確定保留，即使台商在中國大陸連續滿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舉辦，目前已有 72 家台

5 年成為稅務居民，只要期間有單次離境超過 30

商台企報名參展，分布於電子、智慧、醫療、食品、

天，來源於大陸境外的所得經向主管稅務機關備

服務等五個展區，展區面積共 2,25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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