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在陸未返臺逾 2 年戶籍被遷出

相關權益說明

據聯合報 5 月 31 日報導，疫情影響，許多海外國人不便返國，超
過 2 年未入境，遭依法遷出戶籍，恐影響健保等權益。對此，內政部
表示，為了正確戶籍資料，出境 2 年以上，依法應遷出登記。但民眾
不必擔心，只要出境未逾 4 年，一回國立即可參加健保，其他相關權
益政府也都有因應措施，可確保海外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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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表示，出境 2 年戶籍遷出，是依戶籍法規定，以落實戶籍
管理制度，且行政法院曾有判例表示，遷徙是事實行為，遷徙登記應
依事實認定，因此，當事人既然在國外，則應依事實辦理遷出登記，
但民眾不必擔心，戶籍被遷出者仍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未來只要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後，即可辦理遷入登記。

對於海外國人戶籍遷出後，恐影響健保、國民年金與勞工保險之
老年給付、個人綜合所得稅率、地價稅率等，政府相關單位包括僑委
會、衛福部、勞動部、財政部及內政部等已開會協調，相關權益都不
會受影響。

健保方面，內政部指出，國人出境若未超過 4 年，回臺後可馬上
恢復戶籍和健保；若超過 4 年才回臺，一般須等待 6 個月後再加保，
但只要設籍後找到受雇單位，便可立即加保，無須等待。

內政部表示，國保、勞保、課稅等權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也都
有因應作為，例如，國民年金之老年給付，可向我駐外館處申請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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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長三角的臺商表
示，以前地方政府會聽取企
業意見，但這次下達命令的
層級高，儘管臺商持續大聲
反映都沒有效果。且臺商也
無法預料限電措施是否會延
長，目前採取的措施對產能
及發貨影響還可承受，如果
限電再往後兩周，不只高耗
能產業受波及，估計各行各
業都會有影響。

驗證「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郵寄至勞動
部勞保局審查後，就會照常給付。如在大陸，則
可向當地涉臺公證處申請「生存公證書」，並經
海基會驗證後向勞保局提出申請。民眾如有相關
問題，可進一步向各業務主管機關洽詢，確保自
身的權益。

能耗雙控 中國大陸加強限電衝擊臺商
據中央社 9 月 23 日、工商時報 9 月 25 日
報導，中國大陸今年加強落實「能耗雙控（能源
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政策，限制高耗能產業
煤、電用量。大陸 8 月發布「2021 年上半年各
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點名江蘇
等 9 個省（區）能耗強度不降反升，浙江則是被
點名能耗強度降低率未達到進度要求。引發地方
在中秋節前夕實施限電，且部分地區的力度更前
所未見。
昆山、蘇州等臺資科技廠重鎮，因限電政
策，連帶影響蘋果供應鏈、電子代工、光電與
電子零組件等四大領域生產與出貨，台友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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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金像電等指標廠都受波
及。業界粗估，這波停工雖
僅 5 天，影響臺資科技廠營
收至少新台幣百億元起跳。

凱基投顧指出，「能耗
雙控」政策對臺廠電子供應
鏈將有短期衝擊，也顯示中
國能源轉型勢在必行，將帶
來綠能發電、電動車、儲能
等產業長期商機。

但對整體產業的短期影響有四大重點需注
意，第一點是高耗能產業將因減產導致報價調
漲，而調漲足以彌補減產損失，臺廠的塑化、鋼
鐵、造紙將受惠；其次是電子供應鏈將有短期停
工衝擊，包含零組件、PCB、被動元件、散熱、
電源等，實際影響需視限電政策時程，及業者本
身庫存及產能調配的因應策略；而主要產能在中
國之外的銅箔有潛在轉單題材；對水泥、成衣、
製鞋等傳統產業的臺廠影響則偏中性。

兩岸先後申請加入 CPTPP
據工商時報 9 月 17 日、中央社 9 月 22 日
報導，中國大陸 9 月 16 日提出申請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臺灣也於
22 日正式遞件申請。

CPTPP 致力於降低亞太地區的關稅壁壘，促
進地區貿易自由化的 CPTPP，成員須遵守經濟與
服貿自由化、智財權保障、維護勞工權益、政府
採購透明化與反貪腐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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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為美國主導的 TPP，原有 12 個成員
國，但川普在 2017 年上任後宣布退出，改由日
本接手並更名 CPTPP，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批
准生效，目前有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越南、祕魯等 8 國完成國內批
准程序。

CPTPP 成員國人口規模近 5 億、占全球 7%，
GDP 超過 11 兆美元、占全球 13.3%，且貿易值
占臺灣貿易總值逾 24%，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表
示，若加入，GDP 估可累增逾 2％，因此雖對農
業、汽車、石化、鋼鐵金屬等產業衝擊甚鉅，但
整體利大於弊，臺灣仍力拚參與。

大陸雖主導成立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但近期對加入 CPTPP 展現濃厚興趣。
並於 RCEP 完成簽署後，隨即在 APEC 領袖會議
提出加入 CPTPP 的想法。

臺灣於 9 月 22 日正式遞出申請，同時知會
所有 CPTPP 成員國尋求支持。行政院發言人羅
秉成表示，申請加入 CPTPP 是政府長期努力推
動 的 重 要 經 貿 政 策， 蔡 英 文 總 統 2016 年 就 任
以來，政府各部門已就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進行通盤準備，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責成
相關部會，做好談判前置作業。

羅秉成說，相關準備包括持續提出相對應的
修法，並與產業各界進行溝通交流，同時持續透
過雙邊、區域、多邊等場合與各國進行緊密的諮
商與意見交換。

留意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稅事合規性
避免成為查核重點
據經濟日報 9 月 29 日報導，中國大陸陸續
推出橫琴、前海、大灣區、海南等區域性經濟特
區，讓各地所得稅率產生差異，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提醒，未來臺商在大陸境內跨區域的企業
重組、業務重組行為，可能會成為稅務機關查核
重點。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徐丞毅表示，上述地區近
期更新租稅政策，延續獎勵特定產業，企業所得
稅可適用 15% 優惠稅率，以橫琴為例，即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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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科技、中醫、會展、金融等產業優惠。大陸這
幾個區域性經濟特區，有點類似 40 年前的深圳
發展，不只給予租稅優惠，還強調其試點放寬物
流、人流與金流管制，部分租稅方案更讓當地臺
商的個人所得稅，實質稅率降至 15% 水準。

因應優沃的租稅條件，徐丞毅分析，區域性
經濟特區影響了臺商在大陸境內的布局，為了享
受租稅優惠，部分臺商調整既有大陸事業體的功
能業務、人員編組，重新改寫以滿足經濟特區的
規範。這讓臺商在大陸的營業據點，將會跨及二
地，甚至三地以上，雖然過往境內關聯交易，不
是大陸移轉訂價查核的重點。
但是隨著經濟特區增加，大陸境內已經存在
所得稅率差異，未來稅務機關很可能盯上企業業
務重組，對其合理性的查核，只會愈來愈嚴格。

目前大陸提供的優惠政策，多採用「自行判
別、申報享受、留存備查」的模式，徐丞毅提醒
當地臺商，租稅優惠雖然取得方便，稅務機關卻
可能透過大數據查核，抓出不符規定的企業、人
員，臺商務必留意當地配置的合規性。

據經濟日報 9 月 15 日報導，中國大陸日前
爆發藝人利用「陰陽合同」逃漏稅的案件，大陸
稅務總局就虛設行號虛開發票稽查外，未來還會
重點稽查各別高收入者。由於高收入者的所得來
源多為經營所得、投資所得與財產交易所得，大
陸近期修法已針對個人境外的財產轉讓、受控外
國企業與關係人交易規範反避稅法令。此外，國
家稅務總局也指示各地方加強個人納稅徵信資料
的大數據分析，確保對高收入者擁有的股權、房
產、理財產品等外部資訊能共享互聯。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丞毅表示，稅務機
關透過大數據查核高收入者的案例不少，但大多
未公開。過去曾有臺商將個人持有的房產作為台
幹宿舍，遭稅務稽查補繳租賃所得的案例。而透
過人頭或公司高管設立私帳戶支付個人佣金或收
取公司不合法資金，最後被對方舉報的稽查案例
也曾聽聞。這些案例除了因被舉報，還有稅務稽
查公司端時，順藤摸瓜查核到高所收入股東或個
人。

徐丞毅說，現在這些個人稅務稽查案例影響
的不光是補稅加罰，其還會影響企業與個人的信
用紀錄，對於未來個人擔任高管、新設公司或投
融資都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高所得臺商透過企
業或個人私帳戶調撥資金切勿心存僥倖。

雖然目前在銀行辦理大額資金存取只要依規
定登記相關資訊即可轉帳，但銀行端針對大額資
金認為有洗錢（包括逃稅）與資恐疑慮，仍會舉
報給稅局與警察機關。因此，建議重新評估個人
可動用的公私資金帳戶的風險，並立即處理高風
險帳戶；調整交易模式以減少在中國大陸境內支
付佣金的交易；建立境內財產的保全機制，增加
未來可在海外處分的機會。

該協會統計，2021 年上半年臺商兩岸 PCB
產業產值達 3,557 億新台幣（約為 126.21 億美
元），成長 19.3%，創下歷年上半年同期新高。

除了產值持續創新高之外，另一個值得留意
的數據為臺商在兩岸 PCB 產值的成長率表現呈
現反轉現象。該機構分析顯示，臺商第二季中國
大陸生產比重仍達 62.8%，不過由於臺商在臺
灣載板產值成長激增，讓臺商在臺台該季度成長
率以 22.9% 反超臺商在陸產值成長率 19.8%，
可見近年臺商在臺投資高階技術擴產效益已開始
發酵，預估此現象將持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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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針對高所得者查稅

TPCA 表示，臺灣第 2 季產品產值除了軟硬
結合板持續下滑之外，其他產品皆維持第一季
成長趨勢持續向上，其中 IC 載板受惠訂單需求
旺盛、新產能陸續開出以及漲價效益驅動下，
營收大幅成長，年成長率 34.8%，為本季成長
幅度最高的 PCB 產品。成長率次之的多層板，
受惠筆電訂單續強與車用市場逐步回春，年成
長率 18.2%。單雙面板、HDI 本季成長率亦有
11.5%、5.5%。至於軟板部分，雖然 iPhone 手
機需求趨緩，成長率不若前二季旺盛，但在筆
電、平板等電腦相關產品與車用電子需求皆維持
高檔下，維持營收成長到 8.3%。

展望 2021 下半年，該機構指出，隨著下半
年傳統旺季到來，今年 PCB 產值表現備受矚目，
不過在上半年諸多利多、淡季不淡的好景背後，
部份業者已有感受到，IC 晶片全球供需失衡，
影響所及不只汽車應用，其他電子產品也開始受
晶片供貨交期的影響，部分終端應用客戶在下半
年已開始放緩拉貨的速度，連帶讓近期 PCB 生
產因各料號交貨期調整產生變動較大。
該機構指出，整體終端市場上半季大好的現
象是否能延續至下半年，仍值得業界留意供應鏈
供需變化，保留彈性以為因應。

兩岸臺商上半年 PCB 產值同期新高
據經濟日報 9 月 8 日報導，臺灣電路板協會
（TPCA） 發 布 預 測， 在 預 估 2021 年 第 3 季 臺
商兩岸 PCB 產業產值可達 1,950 億元基礎上，
全年預估產值上看 7,73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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