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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大陸台商中秋節座談聯誼活動」已於本

（2015）年9月29日在新北市圓滿完成，這項活動是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海峽交流基金會、全

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共同舉辦，由海峽交流基

金會規劃執行，主要目的係為了為增進政府與大陸台

商之交流互動，瞭解台商企業經營及台商協會會務運

作情形，鼓勵台商返台投資，並表達政府對台商之關

懷肯定之意。

過去，海基會辦理大陸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時，均

會規劃邀請舉辦活動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向與會大陸

台商代表介紹當地的投資環境或重大經濟建設，提供

台商深度瞭解台灣經濟建設、產業發展、地方投資環

境及未來企業兩岸投資佈局的參考。

今年大陸台商中秋節座談聯誼活動主辦單位循例

規劃安排地方投資環境的簡介，邀請新北市工商發展

投資促進會朱俊曉總幹事新北市投資環境進行專題簡

報，透過新北市投資環境簡介、產業分佈及趨勢、全

方位招商計畫等3大面向，朱總幹事以深入淺出、宏

觀精闢簡介方式以及豐富的簡報資料，讓與會台商聚

精會神聽取新北市投資環境的介紹，對於新北市的投

資環境與產業發展有了新的認識，收穫豐碩。

本刊編輯部特別將上述簡報以及新北市政府所提

供與會台商參考的「新北市產業投資導覽」資料，彙

集成為本期投資專欄，提供台商及工商企業界參考。

深耕新北　投資未來

評價新北市的投資環境，在交通、土地、人力、

生活等綜合優勢加持下，新北市有效整合北台灣跨域

多元資源，並以規劃與執行魄力強化產業聯合競爭

力，磁吸各類型產業園區在新北市生根茁壯，蔚為北

台灣國際級產經發展的核心基地，同時並持積極開放

的態度及簡政便民的服務，為「經貿首都」的願景目

標奠定紮實基礎，為「幸福城市」的智慧生活做好萬

全準備，展臂歡迎全球企業共創縱橫世界舞台的輝

煌。

新北市工商發展投資促進會朱俊曉總幹事指出，

新北市作為全國的經濟重鎮，經濟發展實力雄厚，

商業登記家數136,857家，公司登記家數126,450

家，為各縣市之冠；工廠登記20,562家位居全國

第一，工業用地面積達3,673.75公頃；從產業分布

類型來看，營運總部149家占全台灣的20％，育成

中心16家，占全台灣的11.03％，國際物流運輸倉

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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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簡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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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業1,802家，約占全台灣的11.59％，生技醫療業

319家，約占全台灣的12.3％，綠色能源業749家，

約占全台灣的21.84％，文創產業8,114家，約占全

台灣的16.34％，雲端產業3,568家，約占全台灣的

26.76％。新北市經濟發展是以充實投資、創新產

業、調整結構等強化城市的經濟實力。

事實上，新北市除了有雄厚的經濟發展基礎，中

小企業家數20萬1,416家，位居全國第2，總銷售額

達1.87兆，為全國之冠，是提升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

的火車頭，同時新北市也是全台灣最具備年輕活力的

城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2年的資料，新北市青

壯年人口（15-64歲）比率高達76.9％，全國最高，

也因為有充沛的年輕人口，新北市發展無論在經濟發

展、創新研發、生活消費等方面都顯得活力十足。

便捷的國際交通　三環三線捷運網

帶動商業發展

新北市腹地廣闊，交通建設完善，對外有桃園國

際機場與台北松山機場雙空港，以及台北港與基隆港

雙海港的區位優勢，得以迅速接軌國際。在空運方

面，4小時內由新北市迅速通達亞洲各主要城市，例

如最近的香港只要1小時，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大陸

北京只要1.5小時，2個小時可以到達中國大陸南京，

3小時到達韓國首爾，3.5小時到達中國大陸北京以及

泰國曼谷，4小時就可以抵達日本東京與新加坡，另

外在海運方面，基隆港是全球第54大國際港，運輸

以貨櫃為主，而台北港是兩岸客運樞紐港，在2013

年完工已經超過基隆港，貨物從台北港到桃園機場只

要15分鐘，就可以快速轉赴歐美，而新北市對內有4

條快速道路，2條高速公路，聯外交通四通八達，相

當便捷。

近年新北市更以三環三線（台北捷運、機場捷

運、新北環狀線）捷運網以及對外的快速道路系統，

有效連結新北都會區內各主要生活圈與工業區的往

來，大台北生活圈逐漸形成，並縱橫交織出新北市產

業「黃金棋盤」平台，連結新北市內自由貿易港、科

技園區、知識園區、通訊園區、工業區等多元產業專

區，營造產業群聚效應，打造國際級的競爭力。

新北市便捷的對外交通與獨特的區位，可以說是

企業在台投資最好的區位選擇之一。

活躍的投資環境

朱總幹事指出，新北市產業群聚分佈方面（如表

一），主要產業包括批發零售業、電腦電子相關產

業、機械設備及金屬製品工業、化學材料及製品工

業、電力設備製造業及民生相關工業。

針對台灣最重要的雲端計算、數位內容、文化創

意、生技醫療、綠色能源、國際物流、ICT及技術服

務業等策略性產業重鎮與聚落均位於新北市，新北市

政府規劃籌資整合平台、產業用地需求、人才橋接計

畫、經貿小尖兵、中小企業服務團、招商單一窗口等

全方位招商計畫及行政服務，希望廠商在既有優勢

下，透過政府的政策支持，成為拔尖的企業，產業的

中堅。

主要產業類別 產　業　內　容

批發零售業

批發業：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批發業、電子設備及其零

　　　　組件批發業

零售業：以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

　　　　品零售

電腦、電子

相關製造業

電腦、顯示器、終端機、手機，以

及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

機械設備及

金屬製品工業

機械設備業、螺絲螺帽業、汽車零

件業

化學材料及

製品工業

印刷及印刷輔助業、人造纖維、橡

塑膠製造業

電力設備

製造業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最為顯著，其次

是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及

電池製造業

民生相關工業
染整業、紡織業、玩具文具製造

業、醫療器材、建築與陶瓷製品

表一：新北市既有產業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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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的發展願景，朱俊曉總幹事表示，新北

市未來產業布局的規劃是結合新北市主要的產業聚落

（如表二），充分發揮產業群聚效應，為產業打造國

際級競爭力。

新北市投資機會

從表二新北市未來產業布局規劃來看，我們可以

列舉部分新北市產業投資的優勢，希望廠商在既有的

優勢條件上，結合新北市的投資環境優勢，掌握企業

發展契機，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為企業升級轉型與

永續發展打造一條通往國際市場的黃金大道。

一、綠色能源產業優勢：

(一) LED新北綠能產業之星：新北市LED照明產業最

具發展優勢，新北市知名廠商眾多，產業結構完

整且上中下游配合度高，為目前全台灣供應鏈最

完整的地區，結合台灣半導體、面板及ICT等產

業研發能量充足的優勢，新北市可說是擁有發展

LED產業的天時、地利及人和。

(二) 太陽光電產業研發人才基礎雄厚：新北市半導體

產業人才基礎雄厚，相關製程管理經驗豐富，跨

入發展太陽光電相關技術，門檻障礙低，吸引許

多太陽能設備廠商進駐。

(三) 綠色電動車產業新北市前景可期：對台灣來

說，ICT產業領先全球，藉此優勢，將ICT產業技

表二：新北市未來產業布局規劃

產業類別 主　要　群　聚

文化創意 新北影視城、淡水文創園區

國際物流 臺北港特定區、瑞芳永聯物流園區

生技醫療 新莊知識產業園區、大汐止經貿園區

雲端運算
新北雲谷園區、遠東通訊園區、汐止遠

雄U-Town

ICT
中和遠東工業區、土城工業區、大汐止

經貿園區

數位內容 板橋龍安數位園區、新莊國際創新園區

綠色能源 五股、新店、中和、新莊

技術服務 板橋、新莊、永和、中和

新北市對外交通便捷，

通達亞洲各主要城市。

圖為新北市政府大樓。
©新北市政府

術應用在電動車

上，可以設計

出更安全、節

能、舒適的智慧

電動車，整合研

發部分群聚在新

北市新店區，

車載資訊周邊廠

商座落在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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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新北市發

展電動車產業良

好的利基。

(四) 碳足跡盤查與清

潔生產，拓展業

者海外商機：在

世界綠色環保意

識高漲下，產業

節能與低碳生產

已成必要，新北

市透過碳足跡盤

查制度，打造產

業的國際競爭

力，為廠商爭取

外銷機會。

二、	資通訊科技

產業優勢：

(一) 新北市雲端投資

千億招商：目前全台灣資通訊產業聚落主要集中

在大台北地區，電腦、電子產品、光學製品、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為新北市主要產業，廠商家

數多達3千多家，從業人數破15萬人，產業產達

304億美元，占全台15％，加上新北市交通、通

訊、土地、人力資源等優越的先天條件，新北市

成為台灣最適合發展雲端產業的重點城市。

(二) 新莊國際創業園區，全台首座國際規格雲端數

位園區：新莊國際創新園區以創新產業為主，

引進「數位匯流」、「次世代」、「傳統產業加

值」產業，以研發、創作、設計厚植研發與創新

能量，增加產業投資誘因，提升國際對台灣產業

投資的興趣。

(三) 打造全台最大雲端基地：位於浮洲以雲端產業

為基礎的「新北雲谷園區」，結合遠東通訊園

區、中華電信板橋雲端園區，打造全台最大雲端

基地，希望藉此創造2,000名機會，調整新北市

產業結構，由低毛利的基礎硬體製造輸出，轉型

為高附加價值的系統整合與軟體產業。

圖：新北市投資獎勵措施

以「三高一低」產業為招商目標

（高創新、高附加價格、高端服務、低資源需求）

提供房屋稅、地價稅、租金、職訓費用、員工薪資

等獎勵，吸引企業增資、進駐設立營運總部及研發

中心，計畫性地發展八大優勢產業、鼓勵企業創新

新北市

產業功能

招商引進

創創新型投資

產業策略

吸引指標性企

業進駐，帶動

周邊產業發展

產業類別

強化發展本市

八大優勢產業

雲端

運算

ICT

綠色

能源

國際

物流

技術

服務

文化

創意

數位

內容

生技

醫療

三、	投資獎勵措施：

新北市以高創新、高附加價值、高端服務、低資源

需求等「三高一低」產業為招商目標，提供房屋稅、

地價稅、職訓費用、員工薪資等獎勵，吸引企業增

資、進駐設立營運總部及研發中心，計畫性地發展八

大優勢產業，鼓勵企業創新，相關獎勵措施如上圖。

結語

新北市正在型塑成為匯集製造、物流、購物、休

閒、文創、商業與觀光等多元機能的「國際產經貿易

生活圈」進程中，希望新北市投資環境的優勢，能成

為企業尋找發展契機，增加企業競爭力的區位選擇，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是投資新北市的聯絡窗口（招

商專線：886-2-29656402），有任何詢問，歡迎逕

電諮詢。

在全球經濟景氣低迷的時刻，正是企業提升研發

實力與經營效率的最佳時刻，歡迎台商深耕台灣，

結合台灣的發展優勢，待經濟起飛時，再現台商實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