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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大陸投資環境變遷
與

台商的因應策略
◆ 文 / 劉孟俊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

▲ 中國大陸環保限汙令持續進行，增加在陸設廠投資者的環保經營成本。

研判未來 2 ∼ 3 年中國大陸政經環境變化

陸續發布稅務新規範，台商面臨稅務壓力，因

可分為以下三個趨勢，分別為「環保限汙令持

而有資金回台或轉往東南亞地區投資布局之規

續進行，導致部分產業重新洗牌」、「中國大

劃。

陸將全面追查企業與個人逃漏稅」、「人口紅

中國大陸自 2018 年起開始實施的《環境

利下降，經商成本逐步上升」。總體而言，台

保護稅法》對台商經營成本造成重大影響。首

商過去來到中國大陸發展主要看好當地勞工成

先，過去的排污費是地方政府環保行政機關徵

本低，以及當地內需市場潛力，但如今中國大

收，許多地方政府執行力道不強，甚至以免徵

陸稅收、社保等勞動成本已逐漸高於台灣，經

排污費作為招商引資的誘因。但實施環保稅後，

商條件大不如以往，加上近期面臨中美貿易戰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強大壓力與政績考核

衝擊、全國環保稽查等因素，將使企業逐步撤

下，將積極稽查污染情況，並確實課徵環保稅。

廠、或縮編在陸廠房規模。以下就中國大陸投

此時台商若不提高污染防治的投入，勢必得支

資環境變遷與台商的因應策略提出相關觀察。

付高額的環保稅。

一、大陸環保經營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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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被迫在環保設備上升級，增加的成本
亦可能轉嫁給客戶，而客戶是否可以接受，則

中國大陸除工資持續上漲與沿海土地取得

需視市場機制而定。規模較大的廠商對價格承

不易外，環保規範趨於嚴苛，製造業不斷被迫

受能力較高，但中小企業可能難以承受，而造

西進，加計運費後其經營成本將更加嚴峻。中

成大者恆大，加速洗牌的情況。其次，中國大

國大陸近年來投資環境迅速轉變，台商面臨經

陸未來將會強力稽查企業排污的情況，且根據

營成本上升、環保要求日趨嚴格及陸資企業快

《環境保護法》，若企業違法被責令改正而拒

速崛起等多重挑戰，且自 2016 年起中國大陸

不改正者，可以按日連續處罰，而且處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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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負 擔（ 無 論 是 大 小 企

以及增強企業的再投資能力，進一步促進消費

業）。而若罰款亦不能使

和國內投資的成長。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統計，

企業改善其排污行為，則

2018 年所發布的相關減稅政策，預估全年減稅

可以「行政拘留」，甚至

總額將可超過 1.4 兆人民幣。各項減稅規模預

查封扣押，對企業經營形

估如下：「個所稅新制」減稅總額約為 4,000

成龐大的壓力。

億人民幣；「增值稅」減稅總額共約 3,600 億

對台商而言，後續二

人民幣；「出口退稅」減稅總額共約為 3,200

大重點需高度關注：其一

億人民幣；「進口相關稅收」減稅總額約 3,900

是中國大陸定調「高質量

億人民幣。

發展」路線，可能部分犧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減稅降費措施具有多

牲經濟成長幅度，進而衝

重效應，此舉之目的係為企業減輕負擔，同時

擊台灣經貿出口動能。同

在擴大就業及消費需求、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時，其綠色標準與產業管

培育新動能成長等方面亦可發揮作用。中國大

理動向，有可能衍生新的

陸相關部門認為，短期而言，減稅降費雖會減

貿易障礙或增加企業經營

少財政收入，但長期下將可增強經濟創新力和

成本，值得高度注意並做

競爭力，是以政府收入做「減法」換取企業效

好因應準備。

益做「加法」、市場活力做「乘法」之財政策略。

二、CRS 及大陸個所稅新規

中國大陸近期在減稅降費的同時，也特別
加強了整體徵管稅收的能力，因此未來與人力

近年來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極大，除了

成本相關的社保費與個所稅的修法，都將影響

生產成本逐年上升，環保法令日趨嚴格外，台

台商在大陸的經營成本，因為社保費或個所稅

商企業更因各國實施共同申報標準（Common

調降，意味著企業與個人需要更加遵循法律規

Report Standards, CRS）面臨全球金融帳戶透

範。例如 2019 年中國大陸正式改變社保徵收

明化的衝擊，台商企業衍生藉由全球重新布局，

方式，企業原先避稅的空間將不復存在。過去

以減少經營面衝擊的需求。

傳統製造業、中小型企業低報社保的情形非常

依據資誠「中美貿易摩擦對台灣及大陸企

普遍，因此預估此類台商將會受到較為嚴重的

業的影響」報告，行政院長賴清德前院長對外

衝擊。另在個所稅新制融入反避稅條款的情況

說明表示，隨著美中貿易摩擦升溫，台商開始

下，台商與台籍幹部均應重新安排兩岸間的所

有調整投資架構與全球營運布局的需求，計畫

得配置，以免反被課以較重的稅負。

轉往歐洲或東南亞甚至是回台投資。然而，台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建議：配合國際反

商資金回台投資，將涉及課徵所得稅與最低稅

避稅與 CRS 制度（共同申報準則）的實施，大

負制問題，故賴前院長要求財政部在 2018 年

陸台商或高所得的派駐人員均應重新安排兩岸

底研議一套合宜有效的租稅措施，引導資金投

間的所得配置，因個所稅之查核與個人資金流

入 5+2 等政府重點推動發展產業。

向會有密切關聯性，未來在兩岸間的資金流動

2018 年下半年，中國大陸政策基調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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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降費」之措施。期透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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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限」，企業勢必難

將更透明化。除了研議稅制吸引台商資金回流，

為「六穩 」，因此在力求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

台灣綿密的中小企業網絡以及高品質勞動力也

於企業、個人與外貿關稅上也陸續發布相關「減

可望為台灣企業競爭力加分，在此貿易摩擦變

註 1：六穩即為「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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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局，台商或可化危機為轉機，綜合評估各項條

門統一徵收後，仍預計會大幅提高中小企業的

件下，回台設廠或許也成為可能的選項。

經營成本、衝擊企業利潤。此外，新政所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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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0 日中國大陸公布《國稅地

出的社保成本，企業可能將會以裁員、壓低薪

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資等方式轉嫁至員工身上，對部分員工當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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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各地城鎮企業職工的各項社會保險費 ，

入帶來負面影響。預期只有合規繳納足額社保

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此次中國大陸社保制度

的企業不受影響。社保制度改革後，企業原先

改革主要目的為透過改革提高社保資金徵管的

避稅的空間將不復存在，尤其是傳統製造業、

效率與公平性，在過去中國大陸的社保徵管體

中小型企業過去低報社保的情形非常普遍，因

制中，其社保費用多由各地社保部門負責徵收，

此預估此類台商將會受到較為嚴重的衝擊。

因此在無法掌握員工實際薪資的狀況下，許多
企業在繳交社保時僅依照最低標準繳納（即按

三、結語：台商的經營調整與創新

照當地平均工資 60％）。根據《2018 年中國

首先，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調整，主要

企業社保白皮書》調查顯示，2018 年完全合規

都是因應當地經營環境的變化，以及針對各項

繳納社保的企業僅占 27％，且高達 31.7％的企

因素的綜合考量。部分經營環境現象雖然可能

業皆按最低基數參保。

長久存在（例如：中國大陸的法規及地方攤派

2019 年起，社保費用改由稅務部門統一徵

隱性成本），但對於台商而言已將其視為中國

收後，由於稅務部門可掌握員工薪資收入，因

大陸的既存問題，對於投資決策影響不大。然

此將有效減少企業低報低繳之現象。即便企業

而隨著中國大陸生產及經營成本逐漸上升，再

執意低報工資，亦有需要額外繳納企業利潤稅

加上當地業者崛起、對於台商形成更大的經營

額的可能。雖然中國大陸政府宣稱將會確保總

壓力後，台商近年來已開始尋找中國大陸以外

體上不增加企業稅賦負擔，但社保改由稅務部

的其他生產基地（例如：東南亞國家），因而

▲

註 2：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

圖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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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社會
政策上強化對人
民提供最低的就
業保障。

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規模不容忽視，台商在中國

率比較大，但同樣會面臨「土地」、「缺工」

大陸的投資布局，已不再單純由製造層面出發，

等問題。不過總體來說，目前台商正透過回台

而是同時考量製造與銷售層面的綜合影響。

投資、往新南向發展，以及將部分供應鏈轉移

其次，台商布局兩岸以及全球市場，產業
價值鏈也可能從原本的製造為主，朝向價值鏈

到歐美等先進基地之方式，慢慢縮小在陸生產
規模。

的兩端延伸，也就是在設計、研發、銷售、服

最後，預期創新因素對全球製造業遷移會

務等功能。雖然過去台商在中國大陸市場深入

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在 1980 年代初期，歐美

經營，已有大規模投資並且布局廣泛。近年來，

日等先進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

中國大陸勞動成本提高、環保法規日益嚴格、

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高

社會保險的費用大幅成長、市場的大幅轉變等

消耗產業，於是近 40 年來中國大陸逐漸成為

內部因素，加上美中貿易戰等外部因素，部份

第三次世界產業轉移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未

台商已經有分散布局，以及台商回流擴大在台

來中國大陸製造業是否會流向印度、越南等低

投資的策略規劃。

成本國家，或是回流歐美，預期「創新」扮演

其三，台商因應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化之

全球製造業遷徙的重要角色。美國將以製造流

相關作為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縮小中國大

程創新優勢，以及日本、德國以協作體系創新

陸當地廠房規模，轉往投資其他國家」、「以

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而台、韓則著重產業鏈

貿易方式或透過兩岸供應鏈分工分散設廠風

整合創新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因此，於世界

險」、「透過轉型升級或其他方式取得利基之

產業轉移趨勢中，提升台灣創新經濟及台商創

地」。目前廠商其因應作為主要還是回歸產業

新升級能力，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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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或在台有生產技術利基的產業，其回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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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逐漸下降。然而，考量到

特質與特性，原則上資通訊因用地面積不需太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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