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 158.7 億元申請

境外資金匯回踴躍

據經濟日報 10 月 29 日報導，財政部長蘇建榮透露，自境外
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8 月 15 日上路以來，已經有新台
幣 158.7 億元的申請金額，其中已經核准 79.7 億元，匯回的則有
將近 13 億元。
蘇建榮指出，資金匯回專法立法的背景，第一部分是在全球
反避稅趨勢以及美中貿易戰，導致台商擔心資金被課重稅，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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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考慮回台投資，也因此需要排除投資障礙，並另立特別的租
稅措施。資金匯回專法分為實質投資、25% 金融投資及 5% 自由
運用，提供包括 8% 到 10％的優惠稅率，若是進行實質投資，還
可減半為 4%、5%，其中自由運用的部分，則不得投資 REITs、
REATs。
蘇建榮說，財政部為此打造友善的租稅環境，為建構有利經
商環境重要一環，射出協助資金回台投資的「三支箭」，包括「提
供稅務專屬服務 」單一窗口，並「發布解釋令」，訂定一制性稅
務認定標準，且制定「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希望藉由這三支箭，
能協助台商因應全球經貿變化，進行佈局調整，也希望鼓勵資金
回台進行實質投資，改善營利事業境外轉投資收益累積在外不分
配的問題，也為國內經濟引入活水，帶動投資動能。

因應投票日突發狀況

全國將成立選務應變中心

據聯合報 10 月 29 日報導，行政院長蘇貞昌 10 月 29 日主持
治安會報，聽取法務部、內政部就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
立法委員選舉之查察賄選工作報告及治安維護整備工作報告。
蘇貞昌指出，本次選舉全國共設置 1 萬 7232 個投開票所，
數量為近年最高，投票開票過程務必要「安、順、穩」。另請中
選會記取去年選舉「邊開票、邊投票」的教訓，詳實規劃投開票
動線及標準作業流程並預留彈性時間，實地演練，勿重蹈覆轍。
針對選務安全，中選會主委李進勇表示，根據選務日程規劃，

整理

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登記，以及公投連署書的繳交等安全維護
工作，在警方協助下目前皆順利進行。一月初將開始進行印製選
票作業，另外因應投票日當天突發狀況，中央及各地選委會均將

蓲

成立選務應變中心。

萮

在法務部所提查察賄選工作報告部分，法務部長蔡清祥表
示，本次選舉除金錢跟暴力外，應特別注意境外勢力及資金的介
入，例如藉由在大陸以間接管道提供經費；設立空殼公司，虛偽
交易溢助資金助選；透過地下匯兌，金援特定候選人競選；招待
選民赴大陸等地旅遊，協助候選人綁樁；使用第三方支付賄款，
轉入特定微信帳戶；藉由採購農產品方式，拉抬特定政黨；委託
民調機構執行民調，影響國人選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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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新創園區啟用
加碼投資抵減稅捐利多
據中央社 10 月 17 日報導，林口新創園區
10 月 17 日舉行啟動儀式，蘇貞昌致詞指出，
政府於 2017 年在林口興建 3,500 戶台北世大運
選手村，賽後將選手村轉型為 2,500 戶社會住
宅，以及由經濟部與相關部會利用其他空間設
立「林口新創園」，對進駐企業提供優質的一
站式服務及租金減免優惠，成功吸引國內外新
創事業進駐。
蘇貞昌並加碼宣布，行政院已批定「有利
林口新市鎮產業減稅措施」，自 10 月 4 日生效，
提供給新市鎮五大區約 180 公頃土地發展數位
經濟及影視文創等產業，同時享有投資抵減營
所稅 15%；而國發會的「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額度也由新台幣 10 億元加碼至 20 億元，希望
扶植新創，帶動投資，做出更好的成績。
經濟部表示，去年正式啟動「林口新創園」

WebServices（AWS）也與經濟部合作，在此
共同成立「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WEF 評比

台灣名列全球前 4 創新國

據中央社 10 月 9 日報導，世界經濟論壇
（WEF）公布 2019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今年
共評比 141 個經濟體，全球前 5 強依序為新加
坡、美國、香港、荷蘭及瑞士，日本排名第 6，
台灣則較去年上升一名至全球第 12、亞太第 4。
WEF 去年曾讚美德國、美國、瑞士和台灣
是「超級創新者」。今年台灣在「創新能力」
指標方面繼續名列前茅，排名全球第 4，為亞
太第一。WEF 表示，全球只有這 4 個經濟體「創
新能力」得分超過 80，顯示台灣持續受到國際
肯定。
WEF 指出，由於全球多數國家「創新能力」
得分不高，凸顯如何將技術發展與創新變成經
濟體系 DNA 的一部分，相當具有挑戰性，呼

計畫，向內政部承租林口世大運選手村 4 處空

籲各國政府須藉人力及資本投資促成創新。

間約 1 萬 5,000 坪面積，打造適合新創團隊辦

主計長：今年 GDP 成長 2.46％可達標

公、住宿及實驗的工作場域，自去年 12 月開
始招商，目前已有 10 國共 132 家國內外新創
業者及國際加速器進駐，包括亞馬遜 Amazon

Taiwan Economic and Trade News

10 月 17 日，行政院長蘇貞昌主持林口新創園啟動儀式，對園區進駐 132 家國內外加速器及新創業者
的績效表示肯定。

據 工 商 時 報 10 月 17 日 報 導， 國 際 貨 幣
基金（IMF）下修台灣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
（GDP）至 2.0％與 1.9％，朝野立委關切政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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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跟著下修，行政院主計長朱澤民堅定表示，

於將台灣打造成「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

今年經濟成長率 2.46％可以達標，明年會比今

生醫產業在 2018 年有非常亮眼的表現，不僅

年好，達 2.58％。

營業額跟投資案都有超過 5% 的成長，上市櫃

對於立委追問 IMF 與主計總處預測數之落
差，朱澤民回應，IMF 的預測模型是有假設資

公司的合併營收，年增率也有 11%，整體產業
市值也來到了新台幣 8,904 億元。

料，是預測，主計總處則是概估，概估是根據

副總統指出，這次國際生醫加速器合作計

實際數字去推估，第三季的概估數字月底出爐，

畫與世界藥廠、各學術機構的合作，透過官方

主計總處的預測比較接近實際。

科學學術單位及頂尖生醫研究機構，培育出台
灣具潛能的生醫新創團隊，讓台灣創新人才在

台灣列 APG 防洗錢最高評等

早期研發階段，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幫助他

據中央社 10 月 3 日報導，台灣 8 月獲亞

們更有機會躍上國際生醫舞台。

太防制洗錢組織（APG）評為最高評等的「一
般追蹤名單」，行政院長蘇貞昌出

陳建仁副總統致詞並頒獎。

席表揚大會表示，台灣到去年都
還有 16 項被評為不及格，但在短

圖

總統府

圖

總統府

短時間就能名列最佳等級，不只是
政府同仁鍥而不捨的努力，更要感
謝業界、民間公司等私部門共同合
作。他也期許政府團隊能持續朝政
策措施有效、與時俱進、團隊合作
的方向前進。
洗防辦組長蔡佩玲表示，APG
已正式通知全世界 198 會員國及
所有國際組織，台灣已完成審查程
序，並拿到最佳評等的「一般追蹤
名單」成績；洗錢防制是一個不斷
修正及調整的動態過程，雖然在第
三輪相互評鑑獲得佳績，未來仍需
公、私部門持續全力投入與合作。

陳建仁副總統：有信心生醫成
為下一個兆元產業
據 中 央 社 10 月 26 日 報 導，
副總統陳建仁出席「2019 國際生
醫加速器合作計畫」頒獎典禮致詞
表示，生醫產業的發展一直是政府
努力推動的目標之一，蔡總統上任
3 年多來，政府以「連結在地、連
結國際、連結未來」為三大主軸，
在人才延攬、法規調整、資金募集
等面向，來完善產業生態系，致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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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日報 10 月 28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
處公布最新「台日韓出口情勢比較」並表示，
剔除物價因素後，我國實質出口轉正且逐季走
減緩，抑低各國出口動能，而原物料及記憶體
等電子零組件價格滑落，亦衝擊出口表現，但
今年 1 ∼ 9 月我國實質出口年增 2.8%，南韓年
減 1.5%、日本年減 1.7%，我國表現較日、韓佳，
且逐季走高。
經濟部統計處指出，受美中貿易紛爭帶來
的不確定性影響，9 月我國外銷訂單與出口分
別年減 4.9%、4.6%，製造業生產亦年減 0.7%，
但隨歐美傳統年底銷售旺季、科技新品接續推
出，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廠商調升在台產能
配置，可望挹注第 4 季出口及生產動能。民間
消費方面中，零售及餐飲業 9 月營業額延續成
長態勢，分別年增 2.7% 及 1.0%。

經濟部統計處表示，我國為小型開放經濟
體，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加上出口貨品或地
區的集中度亦較日、韓高，易受國際景氣變動
影響，今年我國出口雖衰退，但受惠於美中貿
易戰轉單及產能移轉效應，表現優於日、韓，
剔除物價因素後，更率先轉呈正成長，加上政
府推動「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持續挹注我國
投資、製造業生產、出口及就業的成長動能，
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優於日、韓。

上市櫃公司揭露員工薪資中位數
2020 年 6 月上路
據中央社 10 月 3 日報導，金管會在行政院
會報告「2018 ∼ 2020 公司治理藍圖及推動執
行情形」，在資訊揭露方面，金管會要求上市
櫃公司應公告員工薪資費用及人數相關資訊，
並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公布上市櫃公司「非
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並要求
平均薪資低於 50 萬元等公司應提出「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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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雖然今年以來受美中貿易摩擦影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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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抑低各國出口動能
台出口減幅低於日韓

績效與員工薪酬之關聯性及合理性說明」。

8 組生醫新創計畫進入「國際生醫加速器合作計畫」最終決選，未來三個月可獲得專業訓練。
圖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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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表示，2020 年 6 月起將再增加揭露
非主管全時員工的「薪資中位數」資訊，因薪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資平均數容易受到極端數字影響而失真，中位
數更能忠實反映非主管全時員工的薪資報酬情
況，強化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自全面辦理上市櫃
公司治理評鑑以來，上市櫃公司在各項公司治
理指標成績，均大幅度成長，例如，「公司章
程中規定董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
目前已近 8 成，相較於 2015 年，足足成長 3
倍多，由不到 400 家，目前已有 1,314 家。
蘇貞昌說，在「召開股東會」方面，目前
均已全數採用電子投票；在「董事會結構和運
作」方面，2017 年上市櫃公司均已全數設置獨
立董事，設置審計委員會的家數，目前也已達
全體上市櫃公司的六成。2018 年亞洲公司治理
協會（ACGA）所發布的公司治理觀察報告，
台灣在亞洲排名第五，顯示推動公司治理已逐
步展現成效。

國發基金主動出擊

據中央社 10 月 14 日報導，去年 5 月啟動
的「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執行迄今，國發基金
已經核准投資 57 家新創事業，核准投資金額
約計新台幣 7.58 億元，天使投資人及其他民間
投資人共同挹注新創事業約 14.93 億元，促進
新創產業總投資金額逾 22.51 億元。其中，以
電子科技產業共計 25 家最多、生技醫療產業
12 家居次，而後依序是電子商務、文化休閒、
化學與材料、機電與機械等業別。
陳美伶表示，國發基金將朝 3 大方向持續
精進，一是化被動為主動，不只是坐在辦公室
等人上門，而要主動參加各式新創場合，尋找
優秀的公司；第二，希望國發基金能夠如同民
間創投，有很好的產業調查能量，更了解哪些
產業有發展潛力、哪些產業生態系已經建立。
未來希望國發基金能夠組織調整，引進多元的
人才，並做到完善投後管理；現階段國發基金
在整體策略性的投後管理稍嫌不足，未來會加
強這部分。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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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推三大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