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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
對兩岸資通訊產業之影響

中國大陸第一季經濟成長已無法達標

今年 1月初中國大陸國家信息中心預測 2020
年中國大陸 GDP成長 6.0％左右，而 2月初多數
研究機構預估中國大陸全年約在 5.8%至 5%之
間。第一季受到中國大陸全面復工不易與疫情持
續擴散到全球，預期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有可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分析師

湖北武漢是中國大陸重要新興科技發展區域，
更是帶動中國大陸中部區域發展的重要省份。目
前武漢爆發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俗
稱武漢肺炎 )疫情在中國大陸仍未受到有效管控，
對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特
別是最晚復工的重災區湖北省，未來更將隨著疫
情在全球擴散，帶給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危機。

 文《許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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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國大陸 2020年第一季 GDP預測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局，MIC整理，2020年 2月



專
題
報
導

13

新冠病毒疫情
對兩岸資通訊產業之影響

能朝向最糟的情境 (最悲觀 )發生－疫情仍未控制
且持續至第二季，並擴散至往來密切國家的方向－
發展。資策會MIC綜合評估，最悲觀中國大陸第
一季 GDP成長率為僅目標值的一半以下，甚至不
排除零成長的可能；較樂觀的情況是疫情在 2月
中下旬達到高峰，並在 3月底結束，2020年第一
季 GDP成長率將落在 4%(如圖 1)。

中共政治局與國務院頻召開會議因

應疫情衝擊

疫情的失控，迫使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1月
25日 (春節大年初一 )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
隨後在 20天內再舉行兩次常委會，是過去不曾見
過情況；而由李克強所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同
樣在短短兩周內舉辦三次 (如表 1)。顯示武漢肺
炎疫情對中國大陸的影響甚鉅。

足夠的員工復工才是穩定經濟的關鍵

中國大陸表定各省市 2月 10日可以復工，但
各省市仍依疫情確診人數分區分級來復工，依據
官方統計沿海省市雖然有 7成以上的復工率，但
有足夠的員工才是真正的關鍵。因此各相關部門
亦配合上級指示，快速推出因應政策，綜觀相關
政策文件可分為防疫的六大應對措施，以期穩定

經濟。分別為：保障防疫物資（企業進行生產自
救、擴大生產稀缺醫療物資、擴大醫療物資及生
產原料進口、增加企業防護用品取得途徑）；降
低經營成本（水電費緩繳、降低電費、對於特定
區域予以減稅）；鼓勵發行企業債（支應防疫相
關企業的融資需求）；推廣線上服務（辦公會議、
課程培訓、招聘）；保障民生所需（以進口增加
農產品市場供應、民生相關企業儘快復工、物流
企業配合物資調運）；抓緊零售、餐飲業（加強
管理、配合督導與檢查）。

以武漢為例：兩岸與全球光通訊、

IC、汽車等產業供應鏈受到挑戰

雖然中國大陸已積極應對武漢肺炎所帶來的
影響，但實際上武漢肺炎已對台灣、中國大陸與
全球帶來經濟與產業上的衝擊，其中產業鏈相對
複雜的資通訊產業所受到的影響相當顯著。

首先從重災區的湖北來看，根據中國大陸國
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大陸第二級產業
總產值達 36兆 6,000億人民幣，湖北省約占當中
的 4.6%，達 1兆 7,088億人民幣；而武漢市為湖
北省經濟最發達的城市，武漢第二級產業產值占
湖北省第二級產業產值約 37.3%，達 6,378億人
民幣，武漢以光通訊、IC、汽車為其主要產業。

根據武漢市政府公布的資訊，武漢市以通訊
光電子及消費光電子的產業鏈為主，光纖光纜生

會議 日期 討論主要方向

政治局常委會

1月 25日 決定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2月 3日 要求各地區成立了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掛帥的領導小組

2月 12日 要求用財政政策、減稅降費措施，緩解企業經營困難

國務院常務會議

2月 5日 針對疫情提出企業與金融防護措施

2月 11日 針對疫情要求加強經濟運行調度和調節提出 8項要求

2月 18日 針對疫情提出企業穩定企業措施

資料來源：MIC，2020年 2月

表 1：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召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與國務院常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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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規模全球第一，占中國大陸市場的 2/3、國際市
場的 1/4。其中長飛光纖更是代表性企業，長飛光
纖在光纖、光纜及光纖預製棒三大領域的營收達
全球第一，因此武漢肺炎疫情導致持續停產，將
對光通訊產業及下游產生衝擊。

在 IC部分，武漢已具備完整 IC產業鏈，更是
中國大陸重要的記憶體製造的重鎮，但對於全球
的供應來說，長江存儲所占的量仍不大，因此既
使受到疫情衝擊而停產也不易造成太大影響。但
是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疫情已打亂布局的節奏，
長期來看，武漢依然是中國大陸重要先進科技產

業發展的重鎮，即使在疫情期間仍可取得特別許
可來因應產業需求，亦說明了武漢發展 IC產業的
重要性。

在汽車產業部分，中國大陸的汽車銷量已出
現連續 17個月的下降，現在更為因武漢肺炎疫情
多家廠商宣布停工、外國企業暫停出差中國大陸
等措施，預期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減緩與汽車消費
市場已呈現衰退，2020年的汽車製造與銷售將面
臨嚴峻挑戰。

部門 時間 重要內容摘錄

發改委
2/5~2/8陸續發
佈五則通知

鼓勵開放線上課程；免費提供勞工進行線上職業培訓

降低企業用電成本

擴大重要稀缺醫療物資的生產，並由政府全數收購

發展線上投標等招標工作電子化

以企業債券支援疫情地區和疫情防控相關企業的債券融資需求

工信部

2/9發佈「幫助
中小企業復工

復產通知」

推廣針對中小企業的互聯網平台服務（遠端工作）

保障防疫物資，指導企業進行生產自救；疫情期間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用電、用水階段

性緩繳費用，「欠費不停供」

推動線上供求匹配對接和遠端招聘

針對湖北、北京、浙江、廣東等地納入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名單中的中小企業，予

以減免稅款、行政規費等

商務部

2/5~2/6陸續發
佈五則通知及

一則指南

擴大醫療物資及生產原料進口；利用進口增加肉類等農產品市場供應

民生所需企業應儘快復工營業

做好營業場所及設施設備的消毒和清潔衛生；增加企業防護用品取得途徑

零售、餐飲企業須按照防控指南進行管理；聯合衛生健康主管部門進行督導和檢查

針對生活物資的調運，指導物流企業嚴格按要求進行運輸

海關總署
2/16 發布十條
措施

加大支持力度，緩解企業經營困難、加快驗放進口生產設備和原材料、促進農產品、

食品擴大進口、簡化進口特殊醫療物品檢疫審批、支持企業擴大出口、簡化加工貿易

延期辦理手續、從簡從快辦理行政處罰、積極開展國際協調合作，加強國外限制性貿

易措施的應對、發揮「互聯網 +海關」作用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各機構，MIC整理，2020年 2月

表 2：中國大陸中央各部門因應武漢疫情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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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下降、資金困難、供應鏈斷鏈

等加速企業分散布局

疫情的全球蔓延，對於全球資通訊產業來說將
面臨消費需求下降、資金調度困難、供應鏈斷鏈與
加速分散布局等議題。對中國大陸的網路通訊業者
而言，2020年是 5G全力衝刺年，多數設備業者
將雨露均霑。但在疫情影響之下，防疫才是一般民
眾的首要需求，將會延緩轉換 5G服務的意願。

武漢肺炎同時也造成工人延後上工與出貨交
期延後，將不限於中國大陸廠商，從上游零組件
廠商到 OEM/ODM，再到品牌設備商與服務商都
受到衝擊；未來更會出現廠商爭搶工人、提升廠
房安全要求等可能陸續浮現，工資與人員健康照
護成本提高，對業者而言將有另一波營收保衛戰。

以手機產業來看，過去智慧型手機供應鏈多
集中於中國大陸，享有效率極大化的優勢，對於
我國組裝與零組件供應鏈業者而言，儘管一線的
代工業者產線多已高度自動化，稀釋大量人力延
後返工的壓力。但 Apple iPhone最重要生產基地
鄭州進入封城狀態以及中國大陸市場消費力受疫
情影響銳減，中國大陸市占第一的華為首當其衝，
都將對產業造成較不利之影響，對於財務體質不
佳的供應鏈中小企業更是嚴峻考驗，這些廠商可
能將面臨停工時間延長、資金調度困難而出現經
營風險，出現一波洗牌現象。

我國主要組裝產能位於江蘇省與廣東省，未
來疫情持續恐對我國組裝生產不利，而海外組裝
產能如印度、越南等尚不足以彈性因應重要客戶
龐大的需求；在零組件方面，由於中國大陸業者
產能幾乎都位於大陸，因而受創最為嚴重。

資訊電子產業部分，中國大陸生產活動無法在
短期內全面恢復，台灣代工業者需將訂單轉往其他
地區生產，包括台灣或海外其他國家。但印刷電路
板、塑膠材或金屬件等電子零組件主要仍仰賴位於
中國大陸當地的海內外廠商供應，不容易說移轉就
移轉。因此武漢肺炎雖對兩岸電子供應鏈產業競合
造成影響，短期內我國業者在台生產需求可能進一
步增加，但受限於整體產業鏈供應現狀，可能出現
的零件供應問題，而難與中國大陸完全切割。在市
場面，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平板電腦等主流
資訊產品，中國大陸亦是美國以外全球最大單一市
場，疫情若造成內需市場下滑，將不利於全球電子
產業與半導體產業的成長。

順勢運用台灣優勢，打造台灣成為

高科技產業研發聚落

整體而言，武漢肺炎持續在世界各國擴散，
未來發展不容樂觀。目前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設
定復工時程等政策，直接影響業者於中國大陸當
地設有廠房之營運狀況，亦將間接影響業者出貨
至中國大陸、或是中國大陸出貨至區域市場之供
應鏈，短期衝擊局部市場需求，但復工持續延後
恐影響整體經濟動能，導致中國大陸內需經濟不
振，進而影響全球整體經濟景氣表現。

近兩年的美中貿易戰，台商多已進行多元生
產據點布局分散風險，加上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下，全球布局的趨勢將更為明顯，中國大陸世界
工廠地位與角色將逐漸削弱。我國在著手應對疫
情可能造成的衝擊之餘，也應積極運用我資訊電
子產業研發及營運中心的現有基礎與優勢，順勢
掌握高階製造活動，打造台灣成為全球高科技產
業的研發聚落，提升台灣整體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對於企業來說，目前業者皆已啟動防疫機制，
員工健康管控並暫停赴陸，以遠端管理方式維持
企業營運，彈性調配產能或與客戶協調延後交期
以作為因應，未來應持續強化生產風險控制建立
管控與庫存機制，並在中國大陸及海外其他地區
設立產據點。

短期紓困，長期轉型數位發展

企業界面對疫情恐面臨經營上的問題，未來
可能會出現資金問題，並影響到就業問題，因此
政府應積極協助企業因應，可在融資、稅務部分
給予協助。立法院在 2月 25日通過「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由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 (事 )機構
及相關從業人員，擬定認定、紓困、補貼、補償、
振興措施項目、基準、金額及相關事項的辦法，
盼讓台灣產業遭受的衝擊降至最低。協助企業因
應紓困在短期內，仍需視武漢肺炎疫情在世界各
國是否受到控制動態調整政策施行期間，協助企
業渡過這個危機；長期來說，可就產業鏈移動，
以及可能出現的數位轉型需求的應用新創進行關
注，並擬訂相關政策，以利企業即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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