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返台投資逾 68 億元

桃園最受歡迎

據自由時報 3 月 23 日報導，在美中貿易戰的陰影下，多數
台商返台投資，經濟部調查統計，台商回流投資縣市以桃園市最
受歡迎；對此，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有七個產業園區在規
劃或開發中，包括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沙崙產業園區等，
會儘量解決缺地問題，另市府和經濟部合組台商回流小組，成員
包括台水、台電，希望能夠讓台商順利解決「五缺問題」（缺水、
進桃園的經濟發展。
桃園市府經濟發展局表示，已有多家廠商在這波回流潮中選
擇桃園投資，其中廣達電腦投資 42.8 億元購入華亞科技園區約 1.1
萬坪土地，將成立 AI 實驗室；台達電耗資 2.6 億元購買中壢工業
區內 8,000 坪土地擴建廠房；華碩集團成員亞旭電腦落腳遠雄自
由貿易港區，租下 908 坪土地，粗估投資超過 5 億元，做為無線
路由器、4G 等設備生產基地，預計可創造 50 億元營業額，三家
公司投資額超過 68.4 億元。另仁寶電子也在桃園尋找廠房用地，
規模約 1 萬到 3 萬坪不等，將作為生產線廠房，粗估投入 20 億
到 50 億元間。

歡迎台商回台

國發會加碼補助

據自由時報 3 月 21 日報導，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指出，「歡
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國發基金匡列兩百億元補助，由於回
台投資狀況熱烈，現決定補助再加碼，目前企業需求已超過兩
百億元。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國發基金匡列兩百億元補
助，做為回台投資台商融資運用，委由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專案
貸款，協助廠商取得興建廠房及設施、購置機器設備及中期營運
週轉金等，貸款利率不超過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掛牌利率，

台商經營與活動

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讓桃園產業及就業機會增加，促

加年息 0.5 個百分點機動計息。
由於回台投資狀況熱烈，現決定補助再加碼，後續會依企業
需求提供補助，同步以需求導向做滾動式檢討，若有企業爭取放
寬適用條件，提出需求後將會提到跨部會的會議上進行討論。

務總局關於非居民個人和無住所居民個人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

倫

公告」（簡稱 35 號公告），會計師分析三大重點：外籍免稅補

蘇

據經濟日報 3 月 19 日報導，中國大陸官方發布「財政部稅

整理

台商需留意大陸個所稅修法

貼 2021 年底截止、獎金計稅合理化、審慎預判年度計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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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執行副總陳文孝表示，35 號公告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指出，無住所居民個人為外籍個人者，2022 年
1 月 1 日前計算工資薪金收入額時，已按規定
減除住房補貼、子女教育費、語言訓練費等八
項津補貼者，不能同時享受專項附加扣除。亦
即，台商過去適用的各項津貼免稅福利，將於
2021 年底截止，自 2022 年起，僅能採用此次
個人稅修法所引進的六大專項扣除，包括贍養
老人、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
子女教育以及繼續教育扣除額。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表示，此次對於無
住所個人取得數月獎金或股權激勵所得，原本
規定按在大陸工作月份數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但依據新規定，將按照工作天數占總工作天數
比率計算，比過去更加合理。安永也提醒，無
住所個人在一個納稅年度首次申報時，可按合
約約定等情況，自行判斷自己當年是否會成為
居民個人，從而採用不同的預扣預繳計算方法，
計算個人所得稅。不過，由於居民個人與非居
民個人計稅方法不同，且一旦選擇按非居民個
人報稅，一個年度內不能改變，因此，企業和
納稅人在每年年初必須謹慎做好預判。而 35 號
公告中雖有提及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等條款，但
陳文孝提醒，由於目前兩岸租稅協議尚未生效，
台籍個人還無法適用稅收協定優惠計稅方式，
雙重課稅問題仍無法解決。

新南向政策
台商搶先佈局東協市場
據中時電子報 3 月 12 日報導，美中
貿易戰僵局持續，有 1/3 的大陸台商考慮
遷移生產基地，東協成為首選地區；4 年
前，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政策，恰好與世
界情勢呼應，讓台商在全球佈局下搶得先
機。
全球各國競相搶搭東協成長列車，經
濟部國貿局指出，東協經濟共同體每年經
濟成長率達 5 ∼ 7%，處於高經濟成長階
段，中產階級所得逐漸提高，年輕勞動力
超過五成，且年輕族群消費力強；因此，
英國《經濟學人》預測，東協 2030 年可
望躍升為全球第 4 大經濟體，發展潛力可
期。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截至今年 1 月 10
日的最新資料顯示，台商在泰國的外資排
名第 3，馬來西亞和越南皆排第 4。近 60
年來，台商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尼、新加坡、越南、柬埔寨，投資金額
逾 933 億美元，金額不低，足見台商對東
協市場的重視。
《財訊》與 CRIF 中華徵信所合作，進行調
查顯示，東協台商 1000 大的總營收高達 3 兆
5,796 億元，獲利達 1,093 億元，超過了千億元
大關，說明由東協再輻射印度及紐澳，人口超

中國大陸個人稅改 35 號公告三大重點

過 20 億人（超過大陸），企業收入與人均收
入正在快速增加，市場潛力無限。其中傳產製

重點

內容

外籍免稅補貼 2021 2022 年起，僅能六大專項扣
年底落日
除，各自設有一定門檻及可扣
除額度
獎金計稅合理化
預判年度計稅方式

從過去按工作月份計算，改為
按工作天數計算，較為合理
可依合約預判當年度是否會成
為居民個人，一個年度內不能
改變

資料來源：採訪整理、勤業眾信、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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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純益率 3.75%、泛電子業 4.08%，獲利並
沒有比台灣好，甚至服務業的純益率低到只有
2.69%，顯示這個大市場雖然方興未艾，但想
坐享高獲利絕非易事。
調查還發現，2016 年之後新成立、新併購
的公司有 62 家，家數不少，當中有 33 家是設
立於 2017 年後，中華徵信所總編輯劉任表示，
足見 2018 年台商對東協與南向的確明顯加溫，
但並沒有因美中貿易戰催化而激增，新創立的
需求，是因企業本身的投資需求節奏進行；不
過，全球投資趨勢往東協傾斜已然成形。

圖

證交所

台商經營與活動
Taiwan Business Leaders and Events

▲ 證交所於 3 月 4 日至 8 日前往大陸江蘇及上海拜訪企
業，並辦理招商說明會推動回台上市。

證交所赴蘇滬招商

促台商回台上市

據 聯 合 新 聞 網 3 月 5 日 報 導， 證 交 所 為
擴大資本市場規模並配合鼓勵台商回台投資政

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相關措施，積極鼓勵台
商回台投資。

策，於 3 月 4 日至 8 日赴中國大陸江蘇及上海，

近期行政院提出的「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

拜訪 6 家企業推動其回台上市，同時在昆山辦

用及課稅條例」草案預告，針對海外資金回台

理招商說明會，吸引 30 餘家企業出席。

投資政府重點扶持產業，將給予租稅優惠，政

台灣證券交易所積極推動台商回台上市，

府政策積極鼓勵台商回台，透過台灣資本市場

今年初已前往大陸廣東地區行銷台灣資本市

協助企業籌資、轉型、升級、招募人才及永續

場，並於東莞辦理招商說明會；農曆年後再與

經營。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花旗銀行、元大

證交所統計，截至今年 1 月止，已有 73

證券及建業法律事務所合作，前往江蘇地區舉

家第一上市公司在台掛牌，去年全年度共有 7

辦「前進台灣資本市場說明會」，向當地台商

家送件申請上市，其中 5 家營運地在中國大陸。

說明台灣資本市場的優勢及回台上市程序。

以上市後表現來看，外國企業持續受投資人青

證交所上市二部經理施文玲表示，大陸仍
是第一上市公司最大來源地，證交所對於大陸

睞，去年度全體第一上市公司平均本益比為
15.40 倍，週轉率為 247.84%。

台商市場十分重視，而政府為吸引台商回台掛
牌，行政院國發會於農曆年前即推出「歡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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