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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大陸

兩會的觀察與解析
◆ 文 / 許加政
資策會 MIC 資深產業分析師

從近年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來看 ( 圖 1)，

工作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受美中
貿易戰影響

不僅個位數成長已是常態，連年下滑更是反應
出經濟成長缺乏新動力。而在美中貿易戰後，

此次兩會，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細數 2018

更直接掀開中國大陸企業技術能量不足、產品

年在 GDP 成長率達標 (6.6%)，金融風險有效調

品質不佳、資金運籌不順等問題。不過，中國

控，污染防治持續強化，市場與產業加強開放

大陸也藉此機會順勢讓解決企業問題正式浮上

等政績，但從政府工作報告訂定出略低於 2018

檯面。

年 GDP 成長率的目標來看，顯示中國大陸預期
今年經濟環境的嚴峻。而最直接的原因即是李

改善企業經營環境進而解決就業問題為
2019 年首要工作項目

克強工作報告直指的「中美經貿摩擦給一些企
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響。我們面

因內需成長動力不夠，外部經貿環境改變

對的是經濟轉型陣痛凸顯的嚴峻挑戰」。

的關係，2018 年 7 月 31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圖 1 大陸 2005 至 2018 年各年度 GDP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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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局，MIC 整理，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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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穩中有變，面臨新問題、新挑戰與外

龍頭帶領其供應鏈投入工業互聯網，各產業專

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同時提出「穩就業、

屬工業互聯網平台將不斷出現，進而加速產業

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的轉型升級。

的六穩指導方針，其中解決就業問題成為首要

其次是以「互聯網 +」為主的新興產業領

項目。而在此次兩會期間，中國大陸財政部部

域，中國大陸網路企業騰訊的首席執行官馬化

長劉昆指出將安排就業補助資金 539 億人民幣

騰於兩會中針對互聯網提出建議。他認為互聯

( 年成長 14.9%)，顯示中國大陸在解決就業問

網公司不應被看作是與傳統企業競爭，而是作

題的積極作為。

為傳統企業的「數位化助手」，扮演好「連接

但除了資金的補助之後，解決就業問題仍

器」、「工具箱」和「生態共建者」的角色。「互

需回歸到企業營運面，中國大陸 2019 年首要

聯網 +」的應用發展，則需回到習近平十九大

工作項目即是「減稅、降費、企業融資」，在

報告所提及的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在都是在減輕企業負擔，協助企業渡過難關。

目前在產品應用上人工智慧應用範圍廣

其中減稅部分，增值稅將在製造業現行 16% 的

泛，語音及視覺類產品最為成熟，且特別是在

稅率降至 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現行

智慧醫療、智慧家居、智慧城市、智慧零售及

10% 的稅率降至 9%。另外在企業融資部分特

無人駕駛等垂直領域。兩會期間，百度公司董

別重視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情況，

事長李彥宏指出「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一個行

持續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全部用

業，幾乎都有人工智慧的存在」，但目前仍存

於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

在許多「數據孤島」的整合問題。以智慧醫療

業貸款要成長 30% 以上，避免中小企業掀起倒

為例，中國大陸的電子病歷在不同醫院間是不

閉潮，形成骨牌效應。

能互通的，因此一個醫院看完病後，去另一個

工業互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將為未
來產業發展重點
解決企業經營問題為現在中國大陸的燃眉

Special Report

案進行居多。不過，未來隨著中國大陸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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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指出，「當前中國大陸

醫院還要重新描述病情和檢查。

因應美中競爭
將加速市場開放與鬆綁規範

之急。但長期而言，提升企業競爭力才是重

兩會的第三個觀察是加快開放。中國大陸

點，因此從兩會的工作報告來看，推動傳產轉

於 2013 年在上海啟動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型升級與發展新興產業仍是長期重點方向。進

其後在 2015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分批公

一步來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透過工業互聯

布 11 個自貿區，主要在進行新制度的改革與

網平台推動製造業走向「智能 +」將是重要達

試驗。中國大陸對於改革開放採取較保守方式，

到轉型升級的渠道。而由中國大陸工信部指導

因此，自貿區成為重要的新制度的試驗場域。

成立的中國工業互網聯盟 (Alliance of Industrial

換言之，中國大陸原本已透過自貿試驗區的進

Internet，AII) 將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工業互聯

行擴大開放試驗，但在美中貿易戰之後，將促

網產業聯盟會員已超過一千家，未來將會有技

使中國大陸更快速進行市場開放。

術研發、標準制定以及檢驗認證的推動。目前

中國大陸未來會新增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

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已在石化、鋼鐵、機械、

區，建設海南自貿試驗區及自由貿易港。不過，

高端裝備、家電、電子、服裝、能源等產業進

目前首要任務是將已試驗可複製部分擴散至全

行應用，期望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品質

中國大陸，其中「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由試點

與強化環保節能，但現階段仍多以政府試點方

的 15 個城市擴大至全中國大陸，並持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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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李克強
在人大閉幕記者會
上承認，大陸經濟
遇到了「新的下行
壓力」。

減少清單項目。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2018 年版與 2017 年版
試點版負面清單相比，項目減少 177 項，具體
管理措施減少 288 條。只是，中國大陸人口問
題日益嚴重，養老照護服務產業以及開放二胎
後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將會是優先開放領域。
2019 年 2 月發改委等 18 個部門已聯合發布「加
大力度推動社會領域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提
品質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行動方案」，強
調中國大陸將全力在基本公共服務進行強化改
善，其中更針對養老服務市場的開放，包括支
持外資開辦養老機構。
美中貿易戰帶起全球產業鏈變動，中國大
陸為加大吸引外資，除放寬市場准入與縮減外
資准入負面清單外，將允許更多領域讓外資獨
資經營。而制定通過取代現行「外資三法」的
「外商投資法」將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對於依照原外資三法設立的企業在新法實行後
5 年內可繼續保有原有組織形式。因應美中貿
易戰，外商投資法明定「依法保護外國投資者
和外商的知識產權，鼓勵基於自願原則和商業
規則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條件由投資各方
協商確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
但實際執行如何，則必須再觀察。對於台商而
言，李克強表示，港澳台投資亦可適用外商投
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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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中國大陸擘劃三大區塊
習近平近期共擘畫三個重要區域並納入
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分別是京津冀協同、粵
港澳大灣區以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京津冀協
同將著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其中雄安新區
將是重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則是要促進
規則銜接，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便利
化。另外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
戰略，編制實施發展規劃綱要。
其中，粵港澳大灣區除了具有不同制度間
整合發展的試驗外，更進一步來看，中國大陸
期望以世界級灣區擘劃粵港澳大灣區，拉起中
國大陸東南邊經濟發展的意味。而在粵港澳大
灣區的整合下，香港、澳門、深圳與廣州目前
定位仍有所區隔，預期四個主要城市的既有資
源與能量將會帶起連動效果。深圳創新應用環
境佳與世界級的大廠多，加上香港體制仍與中
國大陸仍然不同，而輔以深港高鐵與港珠澳大
橋開通後的便利性，將更吸引與留住國際人才
在此發展。廣州與佛山是中國大陸華南重要的
智慧製造試點城市，加上廣東一直是中國大陸
重要的製造基地，因此產品品質與品牌建立將
會成為重要方向，因此對於智慧製造相關人才
與裝備將會是粵港澳大灣區需求重點。

習五條為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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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關係做法

結語
從兩會的工作報告直指貿易戰帶來的影

人大會議工作報告在對台部分，均提及要落實

響，以及中國大陸人大與政協發言人都一致強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 周年所提的「習

調「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來看，如何和緩應

五條」。經濟方面仍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對美中衝突將會是中國大陸近期的主要策略。

持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但更值得

中國大陸面對內外交迫的問題，穩固內部經濟

注意的是「習五條」中所提新四通的行業標準

成長與企業存活仍是當下之急，對於可開放部

共通，預期未來將持續在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

分將作為談判籌碼來因應美中磋商。雖然中國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協會和華聚產業共同標準

大陸將會更大幅度的進行企業減稅、降低社會

推動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兩岸資訊產業與技術

保險費用以及增加更多融資措施與機制，減少

標準論壇」推動與擴大。綜觀過去幾屆推動項

企業負擔促使企業能有更多的動力。但面對整

目來看，2016 年兩岸資訊產業與技術標準論壇

體環境的嚴峻，中國大陸能否快速調整，改善

已新增智慧製造分壇論，隨著中國大陸對工業

企業問題，仍是個變數，因此對台灣廠商而言，

互聯網的重視，未來兩岸在智慧製造標準合作

分散布局將會是重要選項。

Special Report

2019 年 3 月 3 日 政 協 會 議 以 及 3 月 5 日

的領域，將會優先在工業互聯網進行。

勞動部 提供「台灣就業通」網站及 媒合就業服務 管道
等相關資訊給台生參考

1

於大陸就讀之台生倘有求職需求，可至「台灣就業通」（網址：http://www.
taiwanjobs.gov.tw）登錄個人履歷資料，即可透過網路瞭解各項職缺訊息及接受
線上就業媒合服務，以及相關協助創業相關資訊。亦可撥打0800-777-888服務專
線，將有專人協助求職登記及推介職缺。

於大陸就讀之台生返國後，除可運用「台灣就業通」網站及0800-777-888專線電
話外，亦可運用全國7-Eleven、OK、萊爾富及全家便利商店約1萬多處門市的觸控
式服務系統，隨時提供全國各縣市最新的工作機會、職訓課程及徵才活動等訊息。

3

廣 告

2

在全國350多個就業服務據點由專人提供就業媒合服務，各地就業服務據點資訊可參
見網址：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