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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商務部發布美中貿易摩擦 8 項聲明

據聯合報 9 月 25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9 月 25 日發

布，大陸商務部等六部門解讀《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

場》白皮書。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傅自應表示，

大陸不願打貿易戰，但不怕打，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應對各種

風險挑戰。傅自應表示大陸的 8 項立場，首先是大陸堅定維護國家

尊嚴和核心利益。對於貿易戰，大陸不願打，但不怕打；第二，大

陸堅定推進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發展；第三，大陸堅定維護並推動改

革完善多邊貿易體制；第四，大陸堅定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第五，

大陸堅定保護外國投資者在大陸合法權益；第六，大陸堅定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第七，大陸堅定促進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大陸

家的互利共贏合作；第八，大陸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傅自應強調，中方談判的大門一直敞開，但談判必須以相互尊

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為前提，不能以犧牲大陸的發

展權為代價。

����美中貿易美國頻頻祭出關稅攻勢，造成中國大陸出口與工業疲軟。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說雙方談判正處於「中斷」狀態。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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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上市公司新規增加黨建及扶貧要求

據聯合報 10 月 1 日報導，大陸證監會 9 月

30 日發布修訂後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簡

稱《新準則》），增加上市公司黨建要求、綠色

發展和扶貧。

相較於 2002 年 1 月 7 日發布的舊版本，此

次修訂的重點涉及以下八個方面：一，新提出上

市公司貫徹發展理念。上市公司應該貫徹落實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弘揚

優秀企業家精神，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形成良好

公司治理實踐；二，要求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把黨

建工作有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三、新設現金分

紅規定；四，強化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作用；五，

加強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的約

束；六，推動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七，強

化上市公司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方面的引領作

用；八，試點紅籌企業在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

證並上市的適用本準則。

大陸出三招穩定經濟金融

據經濟日報 10 月 21 日報導，大陸為穩定

當前經濟與金融形勢，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要

求相關財經部委「加快工作節奏」， 針對大陸

未來經濟、金融政策，劉鶴提出三大方向：一、

實施穩健中性貨幣政策。要進一步增強前瞻性、

靈活性和針對性，做到鬆緊適度，重在疏通傳導

機制，處理好穩增長與去槓桿、強監管的關係。

二、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特別要聚焦解決中小微

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題，實施好民企債券融資

支持計畫。三、發揮好資本市場樞紐功能。資本

市場關聯度高，對市場預期影響大，資本市場對

穩經濟、穩金融、穩預期發揮著關鍵作用。在這

三者之間，形成「三角形支撐框架」，促進經濟

整體良性循環。

大陸外匯局改革FDI前期費用管理

據經濟參考報 10 月 22 日報導，大陸外匯

管理局為促進外商投資便利化，未來投資項目前

期費用不再受 30 萬美元限制，投資者可根據實

際需求安排資金的匯入和使用，前期費用帳戶也

不再受 6 個月有效期限制，投資者根據交易情況

決定帳戶期限。

一般情況下，外國投資者赴陸直接投資需履

行外資備案核准等手續並領取工商營業執照，之

後可在銀行直接辦理帳戶開立、外匯登記、資金

收付等業務。而實際情況中，外國投資者在正式

開辦投資之前，多會開展調研、考察，產生相關

費用。為滿足這類需求，外匯局允許外國投資者

開立前期費用帳戶、匯入一定資金並按要求辦理

結匯支付。由於前期費用帳戶屬於外國投資者開

立的非居民性質的帳戶，其接受資金擬投資的項

目也暫未完成大陸備案登記等手續，因此外匯管

理部門傳統上對其管理較為審慎，一般情況下前

期費用帳戶有效期為 6 個月，每個專案前期費用

不超過等值 30 萬美元。

大陸外匯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表示，目前跨

境投資交易日益頻繁，交易金額也不斷提高，前

期費用改革取消 30 萬美元限額後，外國投資者

可更加順利地匯入前期調研費用等資金，將有利

於外國投資者赴陸投資。下一步，外匯局也將繼

續完善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優化營商環境，提升

跨境投資便利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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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出口退稅將縮短至10天

據第一財經 10 月 25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規

定，今年底前將辦理退稅平均時間由目前 13 個工

作日縮短至 10 個工作日。在以往的經驗中，雖然

規定辦理退稅平均時間是 13 個工作日，但實際

退稅從申請提交材料到最後退到企業帳戶，大的

國有企業都需要一個月，而中小企業就更難。

為了加快出口退稅，落實近期大陸國務院常

務會議加快出口退稅的要求，近日大陸國家稅務

總局發文要求推行無紙化退稅申報，全面涵蓋一

類、二類出口企業，實現申報、證明辦理、核准、

退庫等出口退（免）稅業務線上辦理，提高退稅

效率。與此同時，稅務總局放寬了一類、二類出

口企業評定標準，取消管理類別年度評定次數限

制，這可以讓符合條件的部分出口業務量小的中

小出口企業等獲益。

珠澳口岸實行「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式」 

通關新模式

據 21 世紀經濟報導 10 月 24 日報導，港珠

澳大橋開通儀式於 10 月 23 日在廣東珠海舉行，

港珠澳大橋全程 55 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

橋，分為珠海口岸管理區、澳門口岸管理區、大

橋管理區三部分。其中珠澳口岸首創「合作查

驗，一次放行式」通關新模式，預計可使旅客總

候檢及查驗時間至少縮短一半，便利人員往來大

陸與澳門、節省查驗單位人力等方面。

傳統查驗模式下，旅客出境時需要進行一次

排隊查驗，而在入境時又需要進行另外一次排隊

查驗。而珠澳口岸首創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模式，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隊，就可以完成出入境

手續。在新的通關模式下，旅客有三種通關形

式，即通過自助查驗通道、合作查驗人工通道，


����� 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於10月23日在廣東珠海舉行，圖為旅客在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排隊出境。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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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台並台、肩並肩無縫連接的人工查驗通道。

以使用自助通關通道為例，旅客僅需持相關證件

「刷卡」通過3道閘門，完成查驗僅耗時約20秒。

大陸經濟放緩　製造業 PMI降

據聯合報 10 月 1 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

9 月 30 日公布，9 月官方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 PMI）分別為 50.8 和 54.9，相較於

8 月呈現一降一升的態勢。儘管大陸製造業連續

26 個月高於 50 的榮枯線，但增速放緩，顯示大

陸經濟成長放緩，尤其受美中貿易摩擦影響，新

出口訂單指數下降至 48，為連續第 4 個月位於

萎縮區域，且為 2016 年來最低。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

鐘正生表示，9 月製造業景氣度大幅走弱，出口

拖累更為顯著，且需求的連續走弱開始對企業生

產行為產生影響，製造業就業也進一步惡化，經

濟下行壓力凸顯。另外，受公司重組、人員自願

離職後沒有填補空缺的影響，9 月製造業用工繼

續收縮，降至 14 個月來最低。

大陸科技業海外掛牌數創新高

據經濟日報 9 月 23 日報導，2018 年來共有

29 家中國大陸科技公司在境外市場掛牌上市，

數量為歷來最高；之前最高紀錄是 2014 年的 21

家，包括微博、京東、迅雷、阿里巴巴都是在這

一年登上美股，阿里巴巴更在上市首日，成為僅

次於谷歌的全球第二大網路公司。

2018 年堪稱大陸科技公司的「IPO 大年」，

繼 3 月底 B 站和愛奇藝在那斯達克 IPO 後，獵

聘、小米、映客、拼多多、美團點評等於年內相

繼赴美、赴港上市。美團點評於 9 月 20 日在港

股市場掛牌上市，成為繼小米後，第二家以「同

股不同權」身分在港上市的科技公司，當天收盤

市值港幣 3,989.40 億元，在大陸科技公司中僅次

於 BAT，也是年內第 29 家境外上市的科技公司。

大陸 31省市最低工資標準出爐

據中新網 10 月 11 日報導，大陸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發布截至 2018 年 9 月的大陸各地

區月最低工資標準情況，截至目前，上海以人民

幣 2,420 元／月暫居各省市首位，廣東、北京、

天津、江蘇、浙江5省市也都超過了人民幣2,000

元／月。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

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

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

最低勞動報酬。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的不

同行政區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

今年以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至少有上

海、廣東、北京、江蘇、山東、河南、新疆、四川、

江西、廣西、雲南、西藏、遼寧等 13 個省市。

大陸擬立法規範台港澳民眾參加社會保險

據中央社 10 月 29 日報導，大陸官方正在

草擬法令，規定在大陸受聘僱的台港澳居民應參

加 5 項社會保險。有辦理居住證的台灣人，即使

沒有在大陸就業，也可以在居住地參加養老及醫

療保險。

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於25日發布「香

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

行辦法（徵求意見稿）」，規定用人單位依法聘

雇的台港澳居民，應當參加5項基本社會保險（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

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且適用險種的範圍、繳

費標準和業務流程與大陸居民一致。適用的人員

包括就業和非就業人員，前者包括在大陸正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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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靈活就業者；後者包括在大陸居住但未就業

的人員及在校大學生等。暫行辦法目前還在對外

進行意見徵求，時間至 11 月 25 日截止。

2017年大陸研發投入創新高

據中新網 10 月 10 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

局、科學技術部和財政部於 10 月 9 日聯合發布

《2017 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以下

簡稱《公報》）。《公報》顯示，2017 年大陸

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總量超過人民

幣 1.76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3%，增速較上年提

高 1.7 個百分點；R&D 經費投入強度（R&D 經費

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達到 2.13%，再創歷史

新高。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高級統計師張

鵬分析，與發達國家相比，大陸 R&D 經費投入總

量與美國的差距正逐年縮小。2013 年大陸 R&D

經費總量首次躍居世界第二位，當年 R&D 經費總

量約為位列世界第一的美國的 40%，預計 2017

年這一比例將接近 60%；此外投入增速保持世界

領先。2013 ～ 2016 年間，大陸 R&D 經費年均增

長11.1%，而同期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別為2.7%、

2.3% 和 0.6%。張鵬亦指出在研發投入不斷增長

的同時，大陸研發投入結構更進一步優化，突出

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進一步發揮政府對

研發的管理優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上海公布大陸首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據中新網 10 月 9 日報導，上海市最新制定

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施辦法》和《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

面清單）》（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和《負面清

單》）發布。《實施辦法》是大陸第一部確定以

負面清單模式對服務貿易進行管理的地方政府辦

法，內容主要包括：明確跨境服務貿易的定義；

確立跨境服務貿易管理與開放的基本原則；建立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明確部門管理職責；明確規

定試點開放領域應當配套風險防範制度等。

《負面清單》以國際化、透明度、開放度為

標準，是大陸第一張服務貿易領域的負面清單，

結構上分為「編制說明」和「特別管理措施清單」

兩部分內容。上海市副市長吳清指出，上海市率

先探索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將有

利於大陸積極應對國際經貿格局、貫徹落實擴大

開放舉措、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大陸人社部正在草擬法令，規定在大陸受聘僱的台港澳
居民應參加 5項社會保險。

圖／東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