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研議加速台商資金回流相關措施

修自貿港條例

吸引企業來台設物流中心

整理
則
立

據中央社 1 月 10 日報導，財政部賦稅署表示，自由貿易港
區條例修正後，外商在自貿港區從事物流活動可享免稅優惠，包
含台商大陸子公司在內的外商，皆可因此受惠，增添企業來台設
立全球運籌物流中心誘因。
美中貿易衝突升溫，美國分三階段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加徵
關稅，對在中國大陸設廠出口美國的台商造成嚴重影響，不少台
商開始調整供應鏈架構，也有台商決定回流台灣。
行政院去年底公布「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由投資
台灣事務所擔任單一窗口，加速廠商落地生產。此外，立法院去
年底也三讀通過自由貿易港區條例修正，藉此吸引外商、以及台
商大陸子公司回台投資。
賦稅署副署長宋秀玲表示，在自由貿易港區條例修正後，外
商及台商大陸子公司在台灣自貿港內從事物流活動，不論企業母
國與台灣是否有簽署租稅協定，皆可免徵所得稅。透過上述這些
租稅措施，將有利外商以及台商大陸子公司，可以利用台灣優越
地理位置、堅實製造業與優質服務業，設立區域或全球運籌物流
發貨中心。

台商經營與活動

據工商時報 1 月 16 日報導，不少台商受到國際 CRS（共同
申報準則）、國際洗錢防制與防範資恐影響，海外帳戶紛紛被凍
結，尤其是過去停駐在 BVI（維京）、開曼群島者最為嚴重。因
此財政部除了積極研議「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外，
也設立國稅局輔導窗口協助台商。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志翔表示，除了海外資金匯
回專法外，財政部也將針對一般台商發布新的解釋令，幫助台商
將資金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匯回台灣，但須經過 5 大步驟的檢核
才會放行。
據了解，財政部 5 大檢核第一是要釐清資金本質，例如台
商要證明某筆資金為股利收入，就需要附贈股東會決議書佐證來
源。第二則是台商必須說明資金本質有無涉及到「應課稅資金」，
包括海外所得、大陸地區所得、海外的贈與或繼承等，尤其大陸
地區所得視為我國境內所得、併入綜所稅計算，而香港、澳門與
其他海外所得則列入基本稅負制計稅。
第三步驟是財政部認定該「應課稅資金」是否有超過核課時
間，如果是過去有申報、僅短漏報者，核課期間為 5 年，未申報
則是 7 年。第四步為確認所得年度，我國最低稅負制 2010 年上
路，2009 年前的海外所得無需課稅，但海外獲得的遺產和贈與
並非所得，仍需課稅。最後則是確認稅務居民身分，如果該年度
並非我國稅籍，境內外所得、贈與、繼承等皆無需繳稅，而是由
當年度的稅籍國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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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中美貿易戰、大陸經濟轉型也促使部分製造業有意回台投資，推升全台工業區土地詢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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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統計：兩岸雙向投資同步降溫
據經濟日報、中國時報 1 月 21 日報導，經
濟部投審會發布最新統計，2018 年核准台商對
中國大陸投資件數雖有增加，但投資金額年減
8.12%，已是連續三年呈現負成長；另一方面，
陸資來台投資金額也較上年同期減少 12.97%，
雙向投資逐趨降溫。
投審會官員表示，美中貿易戰加上大陸投
資環境改變、勞工薪資上漲，致使部分製造業
分散風險至東南亞，大舉西進案件減少。不過，
台灣服務業雖持續赴大陸投資，但服務業投資
金額難與製造業相比，以致累計全年投資額仍
呈下滑。反觀大陸來台投資金額減少，官員認
為，是受到全球景氣成長趨緩，國際投資環境
瀰漫保守氛圍影響，加上大陸業者來台投資現
在也以批發零售業為主力，才會出現去年獲經
濟部核准來台投資件數增加，但金額減少情形。
依投審會統計，2018 年核准台商對大陸投
資件數為 726 件，較去年同期增加 25.17％；核
准投增資金額計為 84.9 億美元，年減 8.12％。
在投資業別方面，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8.5 億
美元，占 21.73％最多，投資金額卻較 2017 年
下滑 3.4％，批發及零售業以 11.9 億美元、占
比 13.99％，排名第 2，投資金額卻較上年增加
逾 1 成 2。以投資地區分析，主要集中於江蘇省、
廣東省、浙江省、福建省及上海市，合計占去
年獲核准對陸投資總額約近 78％。
另外 2018 年核准陸資來台投資件數為 141
件，投增資金額計 2.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少 12.97％。就業別分析，前 3 名分別為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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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售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銀行業；累計
2009 年 6 月 30 日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以來，核
准投資件數已逾千件、達 1,228 件，資金額約
21.9 億美元。

台商回流用地
經濟部未來可供 1,308 公頃
據中央社 1 月 15 日報導，行政院去年底
推出「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經濟部
工業局預估未來 3 年內可提供 1,308 公頃用地，
相當於 50 個大安森林公園面積，提供台商回
流需求無虞。1,308 公頃中，其中有 441 公頃
可供立即設廠使用，包括科技部 148 公頃、地
方政府 76 公頃及經濟部工業局的 217 公頃。
不過，各家業者需求不同，工業局將積極了解
產業需求，媒合合適土地，同時居中與地方政
府協調。
此外，工業局也以「平價租金、只租不售」
策略經營標準廠房，包括台中精科二期用地西
南側占地 1.65 公頃的黃金及綠建築，規劃地下
1 層、地上 6 層，共 39 單位數，1 到 3 樓出租、
4 到 6 樓出售，配合扶植中小企業、未登記工
廠及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等政策，每坪價格約 16
至 20 萬元，出租部分每坪約 400 元。
新北市寶高智慧產業園區設置計畫則預計
在今年完成主體建築，明年正式啟用，以每坪
每月租金 780 元吸引大台北地區產業進駐，預
估釋出樓地板面積 32,823 坪，活化土地面積
4.13 公頃，可望引進約 200 家廠商，緩解北部
產業缺地問題。工業局持續以公有土地優惠釋

證交所規劃一站式服務
吸引海外台商回台上市

我駐泰處推「台泰產業交流平台」
助大陸台商分散布局
據中央廣播電台 1 月 16 日報導，面對中
國大陸生產成本日益升高，又值美中貿易戰持
續升溫。駐泰國代表處表示，歡迎大陸台商透
過 LINE 帳號「TaiwanFDI」加入「台泰產業交
流服務平台」，可提供台商落地泰國及佈局經
商的全方位服務。
泰國投資委員會 (BOI) 提出優惠政策，以
吸引外商及大陸台商將生產或營運基地南移至
泰國，給予免關稅、免企業所得稅、開放聘用
外國技術人員等投資優惠，且泰國輸美國產品
享有普遍性貿易優惠 (GSP)，大陸台商可把握
機會，前來泰國投資佈局。
駐泰國代表處與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
去年 3 月共同設立「台泰產業交流服務平台」，
該平台主要先行規劃以泰國「4.0」十大目標優
先發展產業，先期聚焦於 15 項重點產業組別
做為 LINE 資訊網絡平台，迄今計有 1,200 餘家
次台商及相關公協會加入，並已針對企業融資、
人才媒合、產品行銷及生產自動化等特定議題
舉辦座談交流會。
駐泰國代表處歡迎有意願參加「台泰產業
交流平台」的中國大陸台商朋友與駐泰國代表
處經濟組聯絡，駐泰國代表處將協助台商朋友
加入合適之產業類別聯繫群組，以便後續台泰
企業及機構間的對接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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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 1 月 9 日報導，近年來金融資訊
共同申報準則 (CRS) 議題發酵，台灣證券交易
所表示，有助於海外台商財務資訊更加透明，
進而提升台商上市的意願。
證交所表示，今年將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及
國際性金融機構等相關單位合作，提供海外台
商籌資、融資、升級及轉型的一站式服務，進
一步提升台商營運實力及深化與台灣鏈結。
證交所總經理簡立忠近期也率上市團隊前
往廣東地區招商，向當地台商說明國內資本市
場發展現況，並積極爭取台商回台上市。
證交所指出，各國資本市場特性不同，去
年外國企業在台上市 (KY 股 ) 的個別公司平均
市值約新台幣 106 億元，較港股及 A 股為低，
顯見台灣資本市場對於成長型中小企業是成本
相對合理及環境友善的籌資平台，其他包括初
次發行 (IPO) 審查時程掌握、價格決定機制、
集保期間及相關法規制度透明，國際化程度高
及上市後再籌資 (SPO) 便捷等特色，持續吸引
優質海外台商來台上市。

台商經營與活動

出、民間閒置土地輔導釋出、產業用地開發及
更新等 3 大策略解決缺地問題，為防堵囤地炒
作，目前也正建置產業用地 APP，提供即時查
詢用地供給及媒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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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投資委員會
(BOI) 提出優惠政
策， 吸 引 外 商 及
大陸台商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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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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