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工後的勞資糾紛

台商應注意

據經濟日報 3 月 15 日報導，疫情至今，台資企業在大陸復工過程中遭
遇了許多的勞動人事問題，包括薪資、假期計算等標準界定，由於這些情
況過去未曾發生過，很多台資企業在處理疫情的相關問題時無所適從，導
致了勞資糾紛及潛在風險，可從以下三個層面討論：
一、員工復工後因工作染病的勞動人事處理

( 一 ) 復工後員工因新冠肺炎被隔離者，企業應視同提供正常勞動並支付全
額工資，若經隔離觀察確診為新冠肺炎者，則應按醫療期處理發放病
假工資。

( 二 ) 企業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

( 三 ) 若在此期間勞動合同到期，則應順延至職工醫療期期滿、醫學觀察期
期滿、隔離期期滿。

對非醫護人員的工傷認定標準僅限定於工作因素，如工作時間、工作
場所和工作原因，較難判斷是否在前述因素中感染新冠肺炎，原則上不算
工傷，須依個案認定。
二、因疫情影響企業生產經營的薪資處理

企業因受疫情影響導致生產經營困難，以儘量不裁員或少裁員，與員
工協商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工時等方式穩定經營。

對於企業因疫情影響暫無法支付工資，中國大陸人社部〔2020〕8 號
文《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持企業
復工復產的意見》中提到，企業應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延期支付。

若面臨停工、停產時間持續一個工資支付週期以上時，企業可與員工
協商調整工資，但不能低於當地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當企業因疫情停工停
產、暫時性經營困難導致未及時或足額支付勞動報酬，員工要求解除勞動
關係時，以浙江省高院為例，明確表態應當審慎適用經濟補償金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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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春節假期是 1 月 24 日至 30 日，惟疫情原因延長 3 天至 2 月 2 日，
且各地政府又根據當地情況進一步延長春節假期，例如上海、江蘇、浙江
皆延長至 2 月 10 日恢復上班，因此 2 月 3 日至 9 日為遲延復工期。由於
大陸目前實行的產假和病假均以自然日為單位計算（即包括法定休假日和
休息日在內），因此當醫療期、產假與春假延長假期、復工延長期間重疊
時，均不需順延。但對於帶薪年休假的計算，因為是根據陸方《職工帶薪

整理

三、醫療期、產假、帶薪年休假等與延長春節假期和遲延復工期重疊的問
題處理重點

台商經營與活動

中國大陸人社廳明電 [2020]5 號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於
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中，對新
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觸者，在隔離治療期間或醫學觀察期間，
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導致不能正常上班的員工，陸方要求企業按以下原
則處理相關勞動人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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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休假條例》規定，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計入
年休假的假期，因此帶薪年休假與延長的假期重
疊時可以順延。

在陸經營電商

留意五點稅務問題

據中時電子報 3 月 21 日報導，大陸台商在
經營跨境電商時有 5 點稅務法律須留意：第一，
電商經營涉及禁止的傳銷行為。大陸禁止傳銷活
動，若是構成法律中所定義的拉人頭、騙取入門
費、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有可能被責令停業，
沒收違法所得並處 200 萬（人民幣，下同）以下
罰款，嚴重者還涉及刑責。

第二，不同的清關模式將產生不同的進口
稅負。例如，若個人單次進口交易現值小於 5
千元，累積年度交易現值小於 2 萬 6,000 元，
可享受零關稅以及增值稅減免 30% 的優惠，但
公司要發展大額的經銷則需另外估算不同模式
的稅負成本，不同的商業模式對企業利潤將產
生巨大影響。

第三，保稅倉庫的常設機構議題。海外賣家
租用大陸的保稅倉庫，也有可能會被視為在大陸
境內構成銷售經營的場所，而須在大陸境內繳納
25% 企業所得稅，除非經過適當的規畫及嚴格
遵守相關條件，才能避免這類稅務風險。

第四，收入以淨額或總額認列的增值稅差
異。目前大陸第三方支付平台發達，有些甚至可
以做到收款後分流支付給各服務商，如海外貨

款、電商費、倉儲物流費用等，但企業若逕自以
淨額認列收入，則可能被認定漏繳服務費用的增
值稅。

第五，支付會員獎金費用稅前扣除及扣繳議
題。給予消費者會員的獎金，公司端除須考量是
否會構成佣金費超過推廣銷售額 5% 而無法稅前
扣除限額外，獎金扣繳稅率最高可能達 45%，
若無適當規畫，這部分的稅務成本也會讓台商企
業裹足不前。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會計師指出，
近年大陸電商法令已朝多元聯網比對、公示透明
訊息的趨勢發展，加上新零售模式不斷推陳出
新，企業很容易因不熟悉大陸法令而觸法，因此，
台商切勿僅參考周遭案例或以台灣思維套用，建
議諮詢專業人士，以降低經營風險。

台商出售大陸資產

小心交易安全

據經濟日報 3 月 17 日報導，從美中貿易戰
開始，到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有越來越多
的大陸台商萌生退意，除了關廠清算外，若大陸
公司還因土地或業務尚有價值，台商還是希望最
後可以賣個好價錢出場，但是出售大陸公司到底
需要注意什麼。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段士良會計師表示，
出售大陸公司的重點不在稅務，而是在交易安
全。出售大陸公司的台商其實大多是以出售土
地、廠房為主，買方除少數國際物流公司外，大
多數買方都是境內陸資公司，這時促成交易就會
困難許多，因為買方不但需要額外承擔收購公司
可能帶來的潛在或負債風險，還要拿出高於土地
廠房價款的資金購買目標公司土地廠房以外的現
金及其他資產，另外像是員工資遣、事前盡職調
查、付款時程及交易擔保等議題都可能是談判觸
礁的原因。

而台商最大的交易風險莫過於公司轉讓後拿
不到錢，除買方惡意違約情況外，最大的問題還
是在大陸各地工商程序及外匯管理實務不易掌
握，且因外匯管制嚴格，稍有瑕疵可能就無法匯
出股款。
大陸電商市場發展快速且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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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陸法令規定外資企業出售程序的第
一步驟就是先進行股東變更，即使台商先在境內

發生問題的台商經常都是在股權轉讓後才發
現因外匯程序無法完成而收不到股款，要是買方
也消極應對，台商只能自認倒楣，多年心血毀於
一旦。

段士良表示，股權轉讓的交易程序設計絕對
比合約內的法律條款設計重要，畢竟在大陸打官
司應是外商最後的選項，至於稅務議題當然要列
入考量，但絕對不是交易的重點。

搶攻大陸智慧醫療市場
台商宜預做準備
據旺報 3 月 1 日報導，不少台商想趁這波
疫情投入大陸智慧醫療市場，長年布局大陸的
台商慧誠智醫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余金樹表示，
目前大陸積極培養自己的智慧醫療產業，台商
想要進去已不容易；他建議，後進台商若能掌
握台灣的醫療管理經驗，與當地企業架接，協
助對岸醫療機構進行制度智慧化，或可有機會
立足大陸市場。
大陸當前智慧醫療產業現況，余金樹指出，大
陸的智慧醫療相關規範嚴謹，主要由三部分構成：
首先，是智慧服務；第二，正是智慧醫療的核心，
也就是包括電子病歷、資訊系統、資料交換、生化
檢驗數據等應用；第三，則是智慧管理。在這三個
部分中，台灣最有機會參與的就是智慧管理。

余金樹分析，大陸市場大，可以將一個產品
的垂直應用做的很好，並將技術大量複製，不過，
在橫向、跨領域協作方面的能力還有待提升，這
必須要有相應的軟體與解決方案，而這正是台灣
業者的機會；另外，台灣醫療制度比大陸早走幾
十年，包括健保、醫院管理都很完善，自大陸開
始進行智慧醫療產業規畫，就常將台灣當成典範。
余金樹強調，大陸現在要扶植自己的智慧醫
療產業，所以可能設立排他條款，增加台商進入
市場難度；同時，越來越多的醫療設備或相關軟
硬體，在大陸要求要取得 CFDA 證照，才能賣進
醫院，也加大了台商西進布局的難度。

大陸是智慧醫療成長最快的市場，在西進前，
台商應該先掌握專業醫療管理、整合能力，慎選
和找到當地的合作夥伴，發展會比較順利；或者，
可爭取成為像是阿里健康這種大型企業的下包廠
商，以此切入；值得注意的是，也可避開北上廣
深等一線城市，在下沉市場挖掘新的機會。

不畏疫情

台商經營與活動

收足價款，相關程序若無法完成，境內收到的錢
也動彈不得，倘若買方只是先付訂金，股權轉讓
後台商更是毫無保障。

兩岸 PCB 產值可望續創新高
據財訊快報 3 月 12 日報導，回顧 2019 年
台商兩岸全年表現，根據 TPCA（台灣電路板協
會）最新發布 2019 年度台商兩岸 PCB 產業產值
達新台幣 6,624 億元 ( 約為 214.26 億美元 )，較
2018 年的 6,514 億微幅成長 1.7%，新台幣產值
續創歷史新高，而今年還會更好。

TPCA 表示，2019 年成長動能來自下半年
度終端需求好轉，尤其在智慧手機部份，2019
年全球出貨量年衰退幅度縮小至 0.9%，同時藍
牙耳機需求、手機鏡頭由雙轉往三 ( 以上 ) 鏡頭
發展帶動軟硬結合板 40.4% 的年成長率，IC 載
板則隨著半導體景氣復甦，高階運算應用（如：
5G 基地台布建、人工智慧、GPU 等）持續發酵，
ABF 載板需求增加，再加上下半年智慧手機銷
售表現需求止跌不再下探，全年 IC 載板產值成
長 4.1%。
展望 2020 年，第一季需求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將遞延到第二季，遂台灣 PCB 廠將有急單入
袋，TPCA 保守預估台商 PCB 兩岸海內外第一季
產值為 1,312 億新台幣，而上半年受到擠壓的需
求與生產線，將致使下半年 PCB 產業旺季更旺，
預期今年全年台商兩岸 PCB 產值可以達到達新台
幣 6,811 億，較去年微增，並續創年度產值的歷
史新高。

另外，根據 TPCA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對 PCB
產業衝擊的影響調查，除湖北省延後復工日至 3
月 11 日外，台資 PCB 板廠目前大多數均已取得
復工許可證，逐步有序復工，雖有部分台資陸廠
存在原物料供應不順影響生產，而兩岸有廠的廠
商則因生產線設計與客戶驗證，在產能調配上短
期仍有侷限，所幸第一季為 PCB 淡季，或可透過
產能調配、現有人員加班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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