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匯回專法首年優惠稅率將到期 近 1,500 億申請匯回
據鉅亨網 7 月 28 日報導，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實施即將屆滿 1 年，根
據財政部統計，截至 7 月 27 日，申請匯回資金共 1,428 億元，實際匯回共
1,102 億元；其中企業匯回共 253 件、金額 811.3 億元，個人匯回共 452 件、
金額 616.5 億元。

為期 2 年的「境外資金匯回專法」去年 8 月 15 日上路，第 1 年優惠稅
率 8%，如將匯回資金用於指定項目實質投資，稅率可再減半至 4%，由於
首年優惠稅率即將在 8 月 14 日到期，近半個月匯回資金約 144 億元，反
映越接近首年優惠稅率到期，資金匯入情形越踴躍。

台灣經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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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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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投資部分，根據經濟部統計，截至 7 月 14 日止已經核准 128
件投資，投資金額共 409 億元，主要集中在電子資訊業，投資金額約 131
億元，民生化工與金屬業投資金額分別為 92 億元及 46 億元，其他業別投
資金額約 139 億元。

行政院拍板 600 億元青創貸款方案 政府補貼前 5 年利息
據經濟日報 7 月 27 日報導，行政院拍板規模達 600 億元的青年創業
貸款方案，經濟部長王美花說明，政府將補貼前 5 年的貸款利息，最高提
供十成擔保，希望能創造 10 萬個就業機會。

王美花表示許多年輕人創業時，面臨提不出不動產等擔保品，而難以
借到錢的挑戰，因此政府將自 8 月 1 日起推出青年創業貸款，預算共匡列
600 億元，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負責執行的為 350 億元、文化部與農委會
負責 250 億元。根據經濟部規劃，為簡化申請流程，青年創業貸款申請將
採取一站式服務，也簡化貸款程序，由單一窗口諮詢；對於 100 萬元以下
的小額青創貸款，擬採表格申請取代計畫書，並會在 7 天內完成審核。

三倍券總預算 511 億

估創千億商機

據中央社 7 月 23 日報導，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表示，振興三倍券總
預算為新台幣 511 億元，經濟部估計約可創造千億元商機；而各部會加碼
推出藝 FUN 券、動滋券等 4 類振興券，可創造 100 億元以上產值。

經濟部在行政院會報告「三倍券及其他振興券辦理情形」時指出，三
倍券從 7 月 15 日開始領取迄今，已經有超過 1,750 萬人參與，其中 1,575
萬人已預購或領取紙本券、175 萬人綁定數位券。透過民間各行業不斷推
出三倍券加碼好康優惠活動，估計可創造千億商機。

簡報指出，文化部以 12 億元預算推出 200 萬份藝 FUN 券，每份 600
元，估計可創造 50 億元產值；客委會投入 1.32 億發放 28 萬份浪漫客庄旅
遊券，每人 800 元，估可帶動 4.3 億產值。另外，農委會以 12.5 億的預算
發出 500 萬份農遊券，每人 250 元，可創造效益超過 50 億元；教育部編
列 20 億元預算，推出 400 萬份動滋券，每人 500 元，可帶動運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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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文化部藝 FUN 券、客委會浪漫客庄旅遊券、
農委會農遊券和教育部動滋券，這 4 類振興券，
共可創造超過 104.3 億元的產值。

6 月景氣又亮黃藍燈
領先指標連 2 個月上升
據中央社 7 月 28 日報導，國發會發布 6 月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19 分，與 5 月上
修後的分數持平，燈號續呈黃藍燈。景氣領先指
標經回溯修正後呈連續 2 個月上升，這也是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度回升，反映疫情衝擊已漸
縮減，7 月綜合判斷分數有望明顯反彈。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長吳明蕙指出，國內疫情
控制得宜，民眾與企業對未來景氣看法改善，激
勵股市上揚，消費人潮回籠，7 月各項指標有望
持續好轉，尤其台股近期突破新高，7 月股價指
數變動率可望上修。

值得關注的是，原本自去年 12 月以來，景
氣領先指標較上月變動率已呈連續 6 個月下滑，
但國發會每月依最新統計數據進行回溯修正後，
景氣領先指標自 5 月起轉呈上升 0.25%，6 月再
上升 0.5%。吳明蕙說，景氣領先指標雖然上升
幅度不夠顯著，但此為疫情爆發以來首度回升，
屬正面訊息。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續，我景氣領先指標
意外回升，是否代表這波景氣谷底浮現？吳明蕙
說，目前只回升 2 個月，累積幅度僅 0.75%，景
氣領先指標回升幅度不夠顯著，因此未來景氣走
向仍須持續觀察，領先指標至少要連續回升 5 個
月，累積幅度要逾 5%，才可確認景氣回升。

就業金卡

外人申請踴躍

據經濟日報 7 月 12 日報導，國發會積極爭
取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來台，加上台灣防疫成效
佳，國發會今年前五月核發給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的「就業金卡」達 240 張，年增 77.8%；累計至
今共核發 781 張就業金卡，預計將成為國發會鬆
綁外籍特定專業人才永居條件後的首批受惠者。
2018 年 2 月 8 日上路的《外國專業人才延

圖／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台灣健保完善、治安良好、社會文化多元包容，吸引
越來越多外國專業人才申請來台工作。

攬及僱用法》（攬才專法），最大亮點是國發會
可針對擬在台從事專業工作的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核發就業金卡，此為工作許可、居留簽證、
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四證合一的個人工作
許可，有效期 1 至 3 年，期滿得重新申請，目的
是要提供外國人才自由尋職、就職及轉換工作的
便利性，爭取人才留台。
國發會表示，攬才專法上路至今，第 1 年發
了 188 張、第 2 年 353 張，今年前五月核發 240
張，和去年同期相比，年增率高達 77.8%；累計
至今年 5 月底，共核發 781 張。

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分析，過去吸引國際人
才來台，外界多注意台灣低薪、稅賦等問題，但
根據旅外人士交流網站 InterNations 調查，台灣
榮登 2019 年全球最適合居住和就業國家第一名，
台灣有健保完善、治安良好，社會文化多元包容
等優點，有吸引人才的「軟實力」。針對今年就
業金卡申請量顯著成長，她推測主要是政策效益
發酵，愈來愈多外國人才申請，加上台灣防疫得
宜，疫情讓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明顯提高，使更多
人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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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修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資本額、員工數均調高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據經濟日報 7 月 14 日報導，經濟部發布修
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不分行業別，凡依法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 1 億
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的事
業，均認定為中小企業。

經濟部表示，為因應近年來產業升級轉型，
以物聯網為核心的智慧工廠及智能設備投資持續
增加，中小企業往資本密集快速發展，原「中小
企業認定標準」所採實收資本額標準 8,000 萬元
以下，已不能符合中小企業發展需求，因此，本
次修正實收資本額上限提高至 1 億元以下，將更
貼近中小企業實際發展現況。

此外，隨著服務業往國際化、高值化及大型
化發展，結合數位科技應用，以嶄新的商業模式
作跨領域整合的服務業型態也不斷推陳出新，產
業分野日趨模糊，近年來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快
速成長，因此，這次經濟部亦配合修正「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經常僱用員工數上限，不再區分行
業別，統一由未滿 100 人調高為未滿 200 人，
鼓勵中小企業僱用更多正職員工，創造就業機
會，並藉由簡化標準，擴大適用範圍，以嘉惠更
多中小企業。

經濟部並估算本次擴大適用範圍，將可新增
嘉惠 1,752 家較具規模的中小企業，其中製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等占 2.3%，服務業等其他行
業占 97.7%，獲得財務及經營相關輔導協助，能
有效強化中小企業經營體質並降低其營運成本，
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進而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上半年兩岸貿易不降反升
6 月對陸出口增 13%
據經濟日報 7 月 12 日報導，疫情衝擊，台
灣對外貿易嚴重萎縮，上半年出口已連四黑。不
過，兩岸經貿包括對大陸進出口卻都不降反升，
大陸重登台灣最大的順差來源地。

在當前疫情造成的隔絕狀態下，兩岸貿易卻
不降反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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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吳宜分析，這表明兩岸之間的產業供應鏈依舊
穩固。兩岸產業供應鏈 30 多年來發展，主要模
式有兩類三階段：一是 80 年代初開始，以勞動
密集型輕紡工業為代表的台灣傳統產業外移到大
陸設廠；二是 90 年代開始，台灣電子代工產業
以「台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歐美」的飛地模
式發展。到近幾年兩岸產業合作正在從垂直分工
向水平分工轉變，但行業內的垂直分工仍然是兩
岸產業合作的主體。

大陸從台灣進口的產品結搆，以電子零組
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光學器材、化學品、塑橡
膠及其製品為主，尤其以電子零組件占總額 5 成
以上最多。看得出大陸自台進口集中以中間商
品、加工貿易為主。

由於加工貿易在兩岸貿易中占有重要比重，
特別是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占台灣對大陸出口的
一半以上，近幾年雖然呈現下降趨勢，但加工貿
易依然占 45% 以上。

展望下半年兩岸貿易，吳宜認為挑戰不小，
從現狀看，兩岸經濟競爭性加強，台灣在傳統領
域的競爭力下降，而大陸經營成本上升；從趨勢
看，因為美中戰略博弈導致貿易關稅成本上升，
加上高科技博弈後，台商面臨著兩套標準和兩大
市場的選擇；此外，更重要的是後疫情時代全球
化新形態產業鏈的分散化、短鏈化趨勢，兩岸供
應鏈將面臨新的調整。

台灣經濟成長率目標 4 年平均破 3%
國發會看好兩大動能
據中央社 7 月 13 日報導，國發會委員會議
通 過「 國 家 發 展 計 畫（2021 至 2024 年 ）」，
希望在擴大投資、數位轉型兩大引擎驅動之下，
未來 4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區間目標達 2.6% 至
3.4%、失業率平均 3.5% 至 3.8%，以及核心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率平均 1.0% 至 1.5%，
計畫待行政院核定後，由各部會分工落實執行。

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表示，台灣經濟已經把代
工模式發展到極致，成本節省到不能再省，以至
於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略有不足，必須尋找新的
動能；政府過去 4 年已經透過「5+2」產業打下
基礎，接下來將靠著擴大投資、數位轉型，積極

對於台灣未來 4 年經濟成長率平均有望達到
3.4%，龔明鑫表示，政府持續投入前瞻基礎建設、
布局離岸風電、5G，當政府做好公共建設，民間
也會加碼私人投資，相輔相成之下，效益會往上
提升；另一方面，台商回台是一大助力，投資台
灣三大方案金額已經破新台幣兆元，加上境外資
金匯回，這些投資會讓經濟成長動能更強勁。

有積極政策的推力，國發會也已考慮四大下
行風險，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加劇； COVID-19
疫苗與藥物開發不如預期，疫情持續；地緣政治
風險升高；油價、原物料價格走勢及國際股匯債
市波動等。龔明鑫表示，疫苗一定會出來，只是
時間早晚問題，屆時 2019 冠狀病毒疾病便可控
制，或是「流感化」，經濟很快會恢復正常，這
也是現在全球股市無視疫情現況沒有往下跌的原
因，大家都認為疫情終究會解決。

國發計畫除了總體經濟目標，也涵蓋前瞻全
球大趨勢、中長期課題研析、國家發展策略等面
向，針對前瞻全球趨勢，國發會指出，未來 4 年
必須面對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及後疫情時代形塑
的全球經貿新秩序；5G、AI 等數位科技及數位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上升；全球人口少子女及高齡
化衝擊經濟社會轉型；能源低碳轉型及氣候變遷
的迫切性提高等課題。

亞洲生技大展

針對今年生技大會在產業的重要進展，蔡總
統提出五點：第一，很多生醫技術有突破性的進
展。自從前年開放六大類細胞治療項目以來，台
灣的先進療法及再生醫學已經邁入新里程碑。透
過基因檢測技術加上大數據分析，可以強化精準
醫療的發展，並接受國際藥廠委託合作。

第二，生技產業技術創新，包括奈米醫材、
創新醫材的應用，都受到國際矚目；第三，在新
藥授權方面，近期很多新藥陸續成功解盲，台灣
並出現有史以來最高額的新藥授權案，相信可以
繼續帶動生技市場投資的動能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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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成長新動能。

第四，這次在生技展前已經進行了 1,000 多
場一對一的媒合會，預估有可能會創下 2,000 場
的紀錄，這麼密集、頻繁的國際合作洽談，相信
可以繼續為台灣產業注入活水；第五，透過這次
大會，希望共同找出疫情後生技產業的新布局和
新契機。

蔡總統提五大進展

據經濟日報 7 月 23 日報導，亞洲生技大會
於 7 月 23 日盛大開幕，總統蔡英文及政委吳政
忠、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衛福部次長何啟功與各
國駐台代表等均出席活動，本次大會一大亮點，
是有 10 多家國際級創投及生醫加速器主動尋求
與台合作。

蔡總統表示，台灣近 2 年執行臨床試驗超過
300 件，有 8 成是和跨國大廠合作，顯示國際級
資金和技術加碼投資台灣。去年生醫產業營業額
成長 8.7%，成長幅度是近年來新高，投資總額逾
551 億元。近年來台灣積極發展數位醫療及精準
醫療，《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在 2021 年落
日，政府正在以前瞻 10 年產業發展需求和戰略思
維，規劃下一波鼓勵新藥研發的創新法案。

圖／亞洲生技大會

台灣生醫研發能量吸引多家國際級創投及生醫加速器
主動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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