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資產遭盜賣

台商應妥善保存國土證

據經濟日報 8 月 22 日報導，台商選擇撤出中國大陸，處分
當地遺留財產易受騙。資誠兩岸稅務合夥會計師段士良表示，最
常見的受騙樣態在於土地問題，包括遭變賣、遭轉租、遭經理人
虛報行情等，另外股權詐騙案件也十分常見。
段士良會計師分享一則案例，有位大陸台商在東莞投資，5
年前將廠房出租後，將國土證及廠房交由一位廠務經理打點，自
土地買賣事務時，才發現廠務經理早已盜刻公章並將土地出售予
他人，資金不知去向，由於買方是善意第三方，欲打官司要回土
地廠房，勝訴機會也是微乎其微。
因為公司印章容易偽造，妥善保存國土證不落他人之手，才
是預防不肖人士盜用土地的良策。
許多台商並非直接賣土地，而是出售整個公司股權，連帶
資金與土地一同交給客戶，但中國大陸的外匯管制政策卻引發
新型詐騙型態，只要買家透過 BVI 等外國控股公司來收購股權，
台商須先行完成股權移轉，款項才會實際進來，使得台商蒙受
更大風險。
陸商股權詐騙常見的手法，會透過外國控股公司出價，先支
付訂金，待股權移轉完成，台商卻拿不到尾款，類似的詐騙手法
很多。

大陸台商土地受騙樣態
類別

樣態

土地買賣

不知情而遷變賣、轉租
代理人藉轉租收受回扣

公司股權買賣

透過外國控股公司介入
只付訂金，取得股權後不付尾款
惡意喊價，打擊真正買主

台商經營與活動

己則把公司印鑑帶回台灣養老；今年初委由長子赴大陸代為處理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台商觀望

據旺報 8 月 20 日報導，中國人民銀行公告調整貸款市場報
資利率。包含報價品類、納入統計銀行類型與報價方式等改制，

倫

從今年 8 月 20 日起實施。例如 LPR 的新報價方式，改為按照公

蘇

價利率（LPR）報價機制，目的在改善制度並降低實體經濟的融

整理

中國人民銀行降融資利率

開市場操作利率加上一定基點所形成，被視為變相降息、促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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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率市場化，並有利降低未來銀行新發貸款利率。

求的劇本進行，雙方談判並不順利，美國甚至

面對人行釋出的融資利率下調利多，資深

丟出 9 月這波貿易制裁，但從人民幣貶破 7 元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台商認為用意良好，期待能夠受惠，但也擔心
中央政策到地方可能會打折扣。另外，新的利

曾博昇表示，美國無法容忍大陸操縱匯率，

率訂價制度對中小銀行而言，因為利率降低或

這次人民幣貶破 7，美國勢必會使出更強硬的

導致審查貸款趨嚴，對本就較難融資的台商可

手段，例如貨幣反補貼稅。這場美中貿易戰恐

能另有風險。

非短期之內就會結束，「甚至有可能是一場 4

也有台商抱持樂觀態度，認為有時融資困
難，跟台企經營習慣有關。以前為了避稅，刻
意將財報調整出現虧損，反致公司財報成績不
好看，等到真要貸款時反出現難以融資的問題。
有能力跟銀行談借錢才有機會，老有虧損別說

至 6 年的長期抗戰」，建議零組件、中小型台
商及早因應。

租稅措施化美中貿易戰為轉機
台商可順勢加速轉型

大型陸銀甚至連台資銀行都不敢借，要認清台

據時報資訊 8 月 28 日報導，受中美貿易

商在大陸算是個體戶，不像大陸國企有政策背

戰影響，不少廠商轉移生產基地，傳統供應鏈

後支持，虧損也能貸款，經營觀念應該改變。

正面臨斷鏈的危機與挑戰，而消費者需求改

人幣貶值短多

34

大關來看，大陸並未買單。

台商應加速升級

變，讓企業的生產從「大量製造」轉向「大
量客製化」，台灣生產製造業須迎向「工業

據中時電子報 8 月 6 日報導，人民幣貶破

4.0」，透過現場資訊的整合，提升智慧工廠

7 元關卡，創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首見，專家

能力，滿足不同客戶需求，以達增加生產彈性

指出，對在中國大陸當地電子製造出口商來說，

與降低產品成本的目標，發展出更強的應變體

人民幣貶值將抵銷因貿易戰加稅帶來的成本，

質。另外，台灣也推出租稅措施，希望能化貿

讓廠商稍有喘息空間。不過，從美國啟動第四

易戰危機為轉機，台商可以慎思資金使用效益

輪貿易關稅制裁、中國大陸放手人民幣貶值「強

與稅負最佳化。

硬」回應來看，這場美中貿易戰恐會持續 4 至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局長宋秀玲表示，為創

6 年左右，台商皆受波及，建議台商加速產業

造台灣經濟發展動能，化貿易戰危機為轉機，

升級。

財政部祭出 3 項租稅措施：第一是稅務諮詢，

在大陸設廠的零組件業者表示，美國 9 月

協助個案釐清問題；第二是依現行稅法發布解

起將對 3,000 億美元大陸進口商品加徵 10% 關

釋令，從寬合理認定個人匯回之資金課稅與否；

稅，對出口商造成壓力，人民幣貶值的確有助

第三則是制定專法，今（108）年 8 月 15 日起

抵銷部分成本壓力，降低衝擊。但相對卻對進

2 年內申請匯回境外資金可享優惠稅率，從事

口商不利。有食品業者表示，大陸承諾對美擴

實質投資，可退半數稅款。實質投資再加碼租

大採購黃豆，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將墊高採購

稅優惠，產創條例智慧機械投資抵減與未分配

成本，預料將削弱消費力。

盈餘實質投資的稅基減除等。

電電公會副秘書長徐興指出，對於電子

資誠創新諮詢公司協理張智超表示，「工

業者來說，匯率避險機制早就在做，並不擔

業 4.0」有四大效益，分別是降低成本、提高效

心，反倒是業者都很關心到底美國是否會把

率、增加營收、滿足客戶需求，但企業不要為

3,000 億美元的大陸進口商品稅率從 10% 再

了「工業 4.0」而「工業 4.0」，不要為了自動

提高到 25%。

化而自動化，建議從產業本質、從客戶考量、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曾博昇表

實際需求及投資報酬率，來審視智能化生產力

示，美國第四波貿易關稅制裁，從去年年底一

提升的需求。張智超建議，企業應透過數位轉

直握在手上，就看大陸官方是否能按照美方要

型，結合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等，加強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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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生產、供應商的多角關係，藉
以改變不同價值活動流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李
佩璇表示，許多台商因受中美貿易戰
影響，考慮將高階產品移回台生產，
重新布局台灣生產基地，今年 7 月新
之投資抵減」及「未分配盈餘實質投
資之稅基減除」，就是政府鼓勵企業
再投資台灣所新增的兩項租稅優惠。
李佩璇指出，因「境外資金匯回管理
運用及課稅條例與「產業創新條例」
的租稅優惠，原則上無法同時適用，
建議個人及企業應綜合評估未來資金
用途，讓資金使用效益及稅負最佳化。

第 14 屆台商論壇登場
深化兩岸產業合作交流
據中時電子報 8 月 24 日報導，第
14 屆台商論壇 23 日在江蘇淮安舉行。
活動以「同心同向砥礪前行，相促相
生融合發展」為主題，堅持「務實化、
高端化、品牌化」的理念，注入兩岸
產業合作的新動能，打造開放性、互
動性、務實性的經濟交流盛會。
2006 年， 淮 安 台 商 論 壇 啟 動，
搭建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 台，迄今已舉辦 13 屆。淮安是台
資聚集最快速的地區之一，獲列中國
大陸「台資企業產業轉移集聚服務示
範區」，「兩岸資訊家電產業園」，
連續 7 年被台灣電電公會評為台商大
陸投資「極力推薦城市」。
台商論壇的品牌效應，讓淮安受
益匪淺，形成了「南有昆山，北有淮
安」的新格局。本屆論壇期間還舉辦
了「淮昆台資合作產業園揭牌儀式」

近期「禁止中共政治代理人法」相關
修法議題，引起各界關心和討論，對此，
海基會秘書長姚人多表達三點建議原則：
一、修法過程要讓台商「放心」。要充分
徵詢意見、完整討論、合憲合法，特
別是規範的對象以及規範的行為要明
確化。基於國家安全，相關修法或有
其必要性，不過，在修法過程中，應
該站在廣大台商的立場來思考，免除
他們的疑慮及不安。
二、對台商要有「信心」，絕大多數台商
只想規規矩矩做生意，不會去當中共
的政治代理人。台商都是愛台灣的，
他們為兩岸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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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智慧機械及導入 5G 系統支出

姚人多對「禁止中共政治代理人」相
關修法提三點建議

大陸的制度與台灣不同，台商人在異
鄉，或多或少會有為難之處。這一點，
台灣社會應該要理解。
三、台商要相信海基會的「決心」。海基
會作為台商的娘家，支持台商、為台
商發聲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我們會
繼續為台商權益努力。
陸委會 8 月 6 日已經公開表示：「政
府研究中的「禁止中共政治代理人法」，
與商業實務上行之有年的商業代理無關，
不會影響正常的商務運作，也不會有限制
中國大陸台商投資經營及權益的問題，更
沒有入罪台商的問題」。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拜託所有台商朋
友，不需多慮。相信一定有一個方法能兼
顧國家安全、民主防衛、言論自由、及台
商權益。

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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