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

最新進展及對台商的可能影響

◆文／吳佳勳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所副所長

一、美中貿易戰最新進展
自今（2018）年 3 月以來，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備忘錄，提出 301 調查認定中國大陸涉及強
迫美國企業技術轉移、竊取美企智慧財產權及惡意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自此研擬對中國大陸銷往美國
的產品加徵額外關稅。另外，美國又依「貿易擴大法」第 232 條啟動針對鋼鋁的進口關稅，自 3 月 23
日起，對進口的鋼鐵和鋁分別徵收 25% 和 10% 的稅率，台灣與中國大陸均成為制裁對象，這項政策被
稱為「232 措施」。時至 4 月 4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對中國大陸 301 調查徵稅產品建議清單，
自此中美雙方展開一連串互加徵關稅行動，茲將雙方幾個重要實施時點及徵稅項目整理如表 1：
隨美國宣布對中國大陸實施 2,000 億美元清單的關稅制裁，中國大陸亦拒絕美國 9 月底的新一輪
表 1：美中互加徵關稅行動（7 月 6 日～ 9 月 17 日）
生效日
7月6日

美方

陸方

金額

340億美元

340億美元

品項

818項

545項

稅率／類別

8月23日

25%

化學品、汽機車、船舶、面板及光
學儀器等

金額

160億美元

品項

279項

稅率／類別

石化材料、鋼鐵製品、機械、
電子電機產品等

25%

25%

大豆、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
160億美元
333項

礦物燃料、鋼及鋁廢碎料、
25%
運輸設備等

第二波
金額

2,000億美元

600億美元

品項

5,745項

5,207項

9月24日
稅率／類別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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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汽車輪胎、家具、木製品、
手提包、寵物食品及棒球手套
等消費品

5%

飛機、電腦等

10%

假髮、紡織等

20%

部分化學品、爐具、紙類等

25%

肉品、小麥、葡萄酒、液化天然氣等

專題報導

貿易協商邀請，中美貿易戰局勢再度緊繃，參考

國大陸的不良貿易行為影響。也因此，近期可觀

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推估，實施 2,000 億美元懲罰

察到美中貿易戰不再僅侷限於貿易層面，美國商

性關稅將對中國大陸機電、傢俱玩具、紡織、基

務部於今（2018）年 10 月 29 日宣布，將禁止

本金屬原料和製品出口商衝擊最大。

美國原創技術出口並轉移給福建晉華。原因是美

觀察第二波徵稅商品清單內容，包括數千

方將晉華定義為國安威脅，宣稱晉華竊取美國記

種生活消費品，如行李箱、床墊、吸塵器、水產

憶體晶片大廠美光（Micron）智慧財產權，可能

品等，這些產品過去多已是「中國製造」，相同

對美軍方供應商構成威脅。無獨有偶，就在福建

價格下的其他替代品並不多。故此次徵稅可能將

晉華被下達禁令之後，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

對美國企業和居民生活直接帶來影響。美國零售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擬出一份

業領袖協會（RILA）負責國際貿易問題的副主席

針對關鍵新興基礎技術和相關產品出口的管制架

Hun Quach 稱：「這些關稅在一段時期內就是等

構，這些關鍵技術係根據 2018 年國會通過的《出

同對美國家庭徵稅」。預計川普政府也因此將面

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臨更多來自美國消費者的壓力。

之要求所制定。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開始尋求

美中貿易戰發展至今，可以歸納美國對中

公眾意見，以確定出口管制清單。目前所提出的

國大陸態度之轉變，有三個特色：首先，認定中

出口管制範圍共涉及 14 個領域，包括生物技術、

國大陸是擾亂國際穩定秩序者，為「修正主義強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定位導航、微處理器技術

國」。其次，認為中國大陸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等核心前沿科技等。一旦列入出口管制條例的監

幾已成兩黨共識。其三，認為中國大陸崛起衝擊

管清單，未來美國企業若要從事相關出口業務需

美國經濟競爭力。在經濟領域，許多美國企業智

申請許可證書。預期最終認定的管制技術，將可

財權遭受其竊取和不公平審查，亦或遭受其他中

能成為限制中國大陸供應鏈發展的指標。

 美國 10 月 31 日發布禁止技術出口中
國大陸禁令，福建晉華周邊供應商與
美光在中國大陸境內工廠接連傳出裁
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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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 於 12 月 1 日 在
阿根廷舉行，川普和
習近平就下一階段美
中貿易洽商。
   

二、中國大陸的回應

中仍有 4 到 5 個重要項目被中國大陸避而不談 1。

就在美方對陸祭出第二波 2,000 億美元制裁

由於川普和習近平於阿根廷舉辦的 G20 峰

清單當天（即 2018 年 9 月 24 日），中國大陸國

會上見面，在此之前的美中談判往返過招，外界

務院對外公布了《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

普遍預期係為 G20 峰會美中兩國領導人見面預

方立場》白皮書，可視為當時陸方對貿易戰的正

做準備。

式回應。全文共 3 萬 6 千多字，分前言和正文六

此外，中國大陸對外看似忙於回應美中經

個部分。然而此間約近三個月的時間，美中暫停

貿談判，對內仍力求維持其既有產業政策。尤

了所有經貿談判，更多原因可能在於中國大陸對

其是被美方強力鎖定的關鍵性政策「中國製造

於下一步的談判策略尚未擬定。而後直至 2018

2025」，仍持續推動中。根據中國大陸新華社旗

年 11 月 15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對外證實，美中

下《經濟參考報》引述科技部消息：截至目前，

雙方已恢復高層會談，且陸方針對美國所提之貿

中國大陸 2018 年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計 640 項，

易改革已提出書面回應，由川普在同月 16 日於

其中有 429 家單位共獲得 127 億元人民幣國家

白宮接受媒體訪問時的內容指出：陸方的書面回

經費資助，涉及社會發展、高新技術、農林科技

應包括清單，內容非常完整，共有 142 項。但其

以及基礎研究 4 大領域的 38 個專項。其中的「新

註 1：川普證實收到北京貿易書面清單。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12605/3485968，2018 年 11 月 17 日。
註 2：不甩川普中國製造 2025 錢照砸。自由財經。http://ec.ltn.com.tw/article/paper/1246420，2018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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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車」研發補助高達十億人民幣，與「智能製

膨困境。因此，中國大陸在 2018 下半年將聚焦

造、農林科技、生物醫藥研發」等，都是「中國

處理三大經濟重點：美中貿易爭端、結構去槓桿

製造 2025」的重點產業領域 2。

與金融風險、投資成長率下滑過快等問題。在目

時至今日，多數學者或專家均判斷美中貿

前「去槓桿、去庫存」進程下，中國大陸經濟正

易摩擦的本質，在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科技

處於信用與貨幣緊縮的過程，尤其不利於因應美

崛起感到不安，認為必須有新的國際制度來規範

中貿易爭端。因此在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下，受

新經濟。因此在新秩序未出現前，兩強將持續對

內外因素影響，現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加

抗。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警戒主要是技術層

上人民幣、匯率重貶、國際油價上漲、關稅推高

面而非貿易，因此在美國加強技術出口管制的情

進口價格，物價膨脹壓力加大，消費能量下跌、

況下，未來中國大陸要自美國取得技術，不論是

CPI 漲幅升至 2.5% 左右。另一方面，產能過剩

授權或收購企業將變得更加困難。

壓力導致企業利潤下滑，更須注意的是金融與債

值得關注是，美中貿易戰有可能誘發中國

務方面的風險正在升高。

大陸經濟潛在的風險，將使其經濟成長受到不可
忽視的打擊，將可能面臨財務風險、產能過剩和
能源大宗商品通膨等多重壓力，並陷入輸入性通

三、對台商的影響與因應
美中貿易情勢持續發酵，將使得全球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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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移轉或重組，對跨國企業的意涵在於必須盡

方產業供應鏈的整合，面對美國新的製造業回流

早思考其生產布局模式。因此對台商來說，如何

政策，台灣有機會重新定義與美國關係。從過去

持續推動產業升級，以求在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

的單純代工，爭取融入美國在地價值鏈體系，增

位，是在美中貿易戰中的生存重點。

加台灣與美國的供應鏈連結，並從中獲取創新的

就產業的影響評估方面，根據我經濟部於

能量。

2018 年 9 月 18 日公布之資料顯示，在中國大陸

另方面，鑑於部份台商已有考慮轉回台灣或

布局的台商，若其最終產品為出口至美國者，較

是轉到第三地投資，政府應持續完善國內投資環

容易受貿易戰影響，主要包括網通廠、中低階自

境，協助台廠供應鏈的重新布局。對此，我政府

行車及零組件、石化產品、工具機及手提包等五

已推出一系列輔導台商回台措施，例如成立「投

大產業（見表 2）。因此面對美中貿易戰延燒，

資台灣事務所」，發揮投資台灣單一窗口功能，

建議在陸台商企業可先彙整其內部各項產品及生

積極協助投資廠商排除各種投資障礙。而除了返

產線是否受美中兩國貿易措施影響。同時因貿易

台投資的選擇外，廠商亦可趁此變局，多元化布

戰情勢變化極快，建議台商企業需保持高度彈

局國際市場，拓展營運版圖，未來若美中市場持

性，設想各種可能應變方案以因應之。

續分歧，台商恐被迫將供應鏈進行分流，輸美產

長期而言，由於貿易戰之根源仍在於中美雙

線需有其重新設廠打算，可選擇回台擴充產能或

邊紛爭，故對於加徵關稅的原產地規範必然是兩

另覓其他低成本投資地點，如東南亞、印度或墨

方的稽查重點，所以若有部份台商為規避關稅而

西哥等地。另方面在中國大陸的原有產能，則需

將部分產品製程由中國大陸移往台灣或第三地，

有深耕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打算，不論在地化發

亦需注意應符合原產地規範才得以輸美。

展或技術自主創新等方面，都必須有進一步深化

對於政府而言，可思考協助企業強化台美雙

的準備。

表 2：經濟部評估美對陸製商品新一波加徵關稅影響

整體影響

受衝擊產業

有轉單效應

後續影響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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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廠商不受影響，直接影響不大

●

在陸台商係採購我中間財加工後輸美，恐間接影響我出口表現

●

在陸台商最終產品出口至美國者，較容易受影響

●

網通廠、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石化產品、工具機及手提包等

●

在台生產未外移的業者可能有轉單效果

●

手工具、螺絲、螺帽、滑軌、馬達、鋼鐵、汽車零件、蓄電池、變壓器、光學產品等

●

在陸台商將轉移生產基地或回流

●

避免違規轉運，加強監測機制，並健全進出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