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啟用 12381 涉詐預警勸阻短信系統
據人民網 7 月 15 日報導，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 ( 簡稱工信部 )
聯合公安部啟用 12381 涉詐預警勸阻短信系統，通報資訊通信業防治
網絡電信詐騙。

當前中國大陸網絡電信詐騙猖獗，已嚴重侵害民眾的財產安全與
合法權益。工信部聯合公安部委託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基
礎網絡協助，研發 12381 涉詐預警勸阻短信功能，對潛在涉詐受害用
戶進行短信即時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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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可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涉案號碼，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
等技術自動分析發現潛在受害用戶，並通過 12381 短信埠第一時間向
用戶發送預警短訊，提示用戶可能面臨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當用戶接
收到 12381 涉詐預警勸阻短信時，說明正遭受網絡詐騙侵害，應提高
警惕，及時中止與詐騙份子聯繫或止付資金。
據了解，2020 年中國大陸攔截詐騙電話 6.1 億次，工信部和公安
部共計攔截詐騙短信 9.1 億條，封堵涉詐網站 82.1 萬個，緊急止付涉
案資金 265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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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日報 8 月 3 日報導，中國大陸市場監
管總局公布「市場監督管理嚴重違法失信名單管
理辦法」等 3 個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擴大嚴
重違法失信名單列入範圍，聚焦食品、藥品、化
妝品和特種設備等，直接關係生命健康安全的市
場監管領域，強化信用約束和失信懲戒，均將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據了解，列入違法失信黑名單後，將使企業
無法參加政府採購標案、融資信貸及政府補貼等
處罰。

嚴重違法失信名單管理辦法指出，在食品領
域，未依法取得食品生產經營許可從事食品生產
經營活動、用非食品原料生產食品、生產經營致
病性微生物及生物毒素等污染物質的食品等多種
情形，並因此受到較重行政處罰的，將被列入嚴
重違法失信名單。

藥品、醫療器械、化妝品領域，生產銷售假
藥、劣藥，生產、銷售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體健
康物質的化妝品等行為，可以列入嚴重違法失信
名單。

另外，侵犯商業秘密、商業詆毀、組織虛假
交易等嚴重破壞公平競爭秩序的不正當競爭行
為；價格串通、低價傾銷、哄抬價格；對關係國
計民生的商品或者服務不執行政府定價、政府指
導價，不執行為應對突發事件採取的價格干預措
施、緊急措施等，也將被列入嚴重違法失信名單。
大陸市監總局同時還新修訂了《市場監督管
理行政處罰信息公示規定》，新制定《市場監督
管理信用修復管理辦法》。

中國大陸建置跨國企業資料庫
可追稅 10 年
據經濟日報 7 月 22 日報導，跨國企業移轉
訂價受到全球重視，臺商要特別留意中國大陸近
期對移轉訂價的追稅行動，若遭認定有不合常規
的情形，將遭補稅高達 10 個年度。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段士良指出，讓跨

國集團移轉訂價的資料透明化，已經是全球趨
勢，大陸稅法也賦予稅局權利進行海外資料蒐
集，然而大陸蒐集移轉訂價資料的做法，卻跟臺
灣不一樣。

舉例而言，臺灣國稅局在查核移轉訂價報告
時，大多是單年度的查核，即便跨國臺商被國稅
局挑戰，要求調高在臺灣的利潤配置，並追回部
分稅款，那也是單一年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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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加強嚴重違法失信名單管理

最近大陸稅局持續針對跨國集團在大陸的子
公司發出通知，要求提供集團全球關聯交易的移
轉訂價相關資料，而且要求的資料非常細節，包
含海內外各關聯公司的營收、獲利狀況、持有資
產、承擔功能以及風險等資料。

段士良表示，大陸要求資料的範圍，甚至還
追溯到最近 10 年，其目的可能是在建立大數據
資料庫，但是對臺商而言，未來如果大陸稅局挑
戰集團的移轉訂價策略，就可能一口氣對過去
10 個年度進行追稅。臺商填報相關資訊時務必
小心，特別是上市櫃企業，另一方面，由於大陸
要求揭露集團價值鏈的資訊，臺商填報時就必須
更加注意，如果在大陸配置的利潤，與價值鏈的
資訊不相符，就很可能被追稅，而且是連續 10
個年度。

中國大陸內需外銷強勁
臺商應留意經營管理
據中國時報 7 月 26 日報導，中國大陸商務
部近日公布上半年經濟狀況。中國大陸國內消費
比去年同期增加 23%，其中汽車增加 30.4%、
高檔奢侈品如金銀珠寶增加 59.9%。進出口金額
比去年同期增加 27.1%，其中對東盟、歐盟與美
國進出口分別成長 27.8%、26.7% 及 34.6%。
外商直接投資比去年同期增加 28.7%，新設的外
商投資企業超過 2.3 萬家，而在海南自貿港新設
的外資企業也比去年同期增加約 3.9 倍。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徐丞毅觀察，由於
世界各地疫情影響限制人流與物流，中國大陸在
疫情趨緩的情況下，挾著龐大的國內市場與完整
的進出口供應鏈，預計下半年新版的外商投資負
面清單、海南自貿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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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將會吸引更多外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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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徐丞毅提醒，在中國大陸成立的內銷公
司採購與銷售的增值稅發票內容都掌握在稅局後
臺的增值稅發票管理系統，一旦稽核比對發現增
值稅銷售發票的品項沒有對應的購進貨物內容，
將立刻收到稅局的示警。

此外，企業在日常經營取得的發票，也須注
意別無端捲入虛開發票的違規事項，導致進項稅
額不得抵扣，或處以罰金及追究負責人員刑事責
任。臺商企業若發現取得異常憑證（虛開的增值
稅發票），應盡快聯絡對方要求換開發票。

企業日常須做好相關因應措施，才能主張為
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發票，將損失降低。其主要
包括準備完整的會計憑證佐證資料包括交易契
約、付款憑證、入出庫單與會計帳冊紀錄等，佐
證有真實交易存在；確認對方使用的是其所在地
的專用發票；確認所取得的專用發票內容與實際
交易相符；健全供應商內控制度管理（包括供應
商的供貨品項、聯絡方式，確保其有正常經營
等）；建立增值稅發票內部管理系統，並連結出
納的付款指令。

數據安全法
9 月 1 日起生效
據中央社 8 月 29 日報導，大陸天津近日要
求當地國有企業將數據從阿里巴巴、騰訊等民營
雲端空間遷出，改存官方搭建的「國資雲」平臺。

中國大陸《數據安全法》9 月 1 日起生效，
備受關注。該法對未經允許將數據轉移到境外，
和提供給外國司法機構等行為，做出罰則規範。
包括蘋果（Apple）和特斯拉（Tesla）等外企都
已在中國大陸建構數據中心。

大陸天津近期發布一份「關於加快推進國企
上雲工作完善國資雲體系建設的實施方案」，要
求當地國企逐步將數據轉移到「國資雲」。要求
當地國企不能再搭建新的數據中心、購買伺服器
和其他儲存硬體；也禁止和阿里巴巴、華為和騰
訊，以及國營通訊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
聯通等雲端平臺續簽或簽訂新合約。當地國企要
在租約到期 2 個月內將數據遷往「國資雲」，原
則上在 9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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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
禁止地方強制流轉宅基地
據人民網 8 月 10 日報導，中國大陸公布新
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自 9 月 1 日起
施行。這是 2 年前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的重
要細化方案和操作指南。

大陸官員表示，原有的規定對農用地之間的
轉化缺乏制度性的約束，致使耕地轉為林地、草
地、園地等現象大量存在，嚴重影響糧食安全。

新的實施條例規定，嚴格控制耕地轉為林
地、草地、園地等其他農用地，應當優先用於糧
食和棉、油、糖、蔬菜等農產品生產。同時建立
耕地保護補償制度，加強對破壞耕地、拒不履行
土地復墾義務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增加對耕
地「非糧化」的處罰規定。
條例對《土地管理法》的土地徵收程序詳細
規定，要求地方機關對於該法規定的符合公共利
益，需要啟動徵收的土地，發布徵收預告，進行
土地現狀調查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

要求編制徵地補償安置方案，進行公告和聽
証，簽訂徵地補償安置協議，對個別難以達成徵
地安置協議的，在申請徵收土地時如實說明，土
地徵收經依法批准後發布土地徵收公告。

條例明確將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申請徵收
土地的重要依據，同時要求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應
當有被徵地的農村組織及成員、其他利害關係人
等參加，當徵收補償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規
規定，地方機關應組織聽証。

條例禁止地方強制流轉、違法收回宅基地。
要求地方機關按照規定安排建設用地指標，合理
保障農民宅基地需求。土地空間規劃和村莊規劃
要科學劃定宅基地範圍。同時規定農民依法自願
有償退出的宅基地，應當優先用於保障該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宅基地需求。並簡化農轉用審
批制度規定，刪除「逐級」上報審批的規定，簡
化審批材料。

臺商投資版圖

中國大陸占比剩 3 成

據中時新聞網 7 月 30 日報導，根據經濟部
「國內企業全球生產鏈布局變動」調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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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方 IC
這 10 年來，大陸佔我國對外投資比重大為滑落，到大陸設點不再是臺商最愛。

年臺商對外投資共 177 億美元，中國大陸仍是首
選地，但占比落到僅剩 3 成出頭，不及 10 年前
的一半。反之美國占比成長到近 2 成，躍升我對
外投資第 2 名，東協落居第 3。

因應貿易戰牽動全球供應鏈重組步調，經濟
部進行此項國內企業布局調查。結果顯示，2020
年受疫情影響，業者投資意願趨於保守，僅有 5%
業者進行供應鏈移轉，不如過去想像中多，其中
6 成 7 採擴增產線方式，其餘新增產線。

以擴增產線來看，有 55% 選擇回臺，又以
高科技產業為主。不過如果是選擇新設產線，多
達 6 成 5 選擇到東協去，大陸僅 13.5%。

對於去年僅 5% 選擇移動產線，經濟部統計
處副處長黃偉傑表示，主要是在 COVID-19 疫情
限制下，廠商也無法找到合適地點，影響投資意
願。至於新設產線多去東協，是因當地有人口紅
利、工資又較大陸低廉。而擴增產線選擇回臺，
則是因母公司在國內。以投資來說，經濟部統
計，2011 年我國核准對投資金額是 181 億美元，
2020 年是 177 億美元，整體略為下降，可是以
對外投資地來說，則有不同消長。

這 10 年來，中國大陸作為我國對外最大投
資地，但是比重卻大為滑落。去年剩下 33.3 億
美元，占整體比重降至 33.3%，還不及 2011 年
79.5% 的一半，顯示到大陸設點不再是臺商最
愛。

相 對 之 下，2020 年 對 美 國 投 資 占 比 升 至
23.7%， 比 2011 年 的 4% 大 增 數 倍， 排 名 也
一舉躍升至第 2 高。其他像是東協、歐洲各有
15% 及 8.9%，也都有明顯成長。

黃偉傑指出，投資大陸比重降低很多，是近
年當地生產成本上漲及環保法規趨嚴，加上與
2018 年的美中貿易戰有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大陸生產後銷往美國貨品比例在減少，2020 年
國內廠商接單後在大陸生產貨品，有 22% 留在
當地銷售，銷往美國比率為 25.7%，是較 2018
年減少 1.2 個百分點。黃偉傑說，這自然跟貿易
戰美國抬高關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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