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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營環境變遷

與 企 業 布 局

文／高

長

到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現階段大陸

受

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成長8.1%，較上年度降低1.9個百

經營環境已今非昔比。國際金融動盪導致景

分點；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表現更差，僅成

氣低迷，使得大陸長期建立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難

長3.2%，較上年度縮減6.8個百分點。民間消費需求

以為繼；英國脫歐、川普接任美國總統等因素，更

是影響經濟成長的另一項重要指標，同期間只成長

增添國際財金局勢的不確定性。從國內形勢來看，

10.4%，可說是乏善可陳；外需方面的表現更差，去

中共「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新

年累計出口總值較上年減少7.9%；同期間，進口總

政府，先後推出「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

值也呈現負成長(-6.5%）。

「十三五規畫」等重大施政，經濟形勢進入「新常
態」，面臨轉型升級關卡，經濟成長持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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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大陸經濟形勢

過去一年，大陸經濟雖然保住6.7%的成長目

持平而論，去年大陸宏觀經濟運行並不順暢，

標，但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表現都不如預期。以固

譬如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影響宏觀經濟穩定；企

定資產投資為例，資料顯示，去（2016）年全大陸

業違約事件頻傳、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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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預計成長9%左右，主要是因為去年以來居民收

衝動死灰復燃，導致

入成長緩慢，影響居民消費能力，房地產市場調控

潛在金融風險上升；

將會抑制家俱、家電、建材等相關商品的消費；固

前期寬鬆政策釋放的

定資產投資表現持平，大約成長8.5%左右，政府的

流動性，大部分資金

基礎設施投資仍將扮演主導角色；出口貿易方面，

都通過國有企業和融

雖然今年國際貿易形勢較去年略有好轉，但在貿易

資平台投資在較低的

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潮流影響下，短期內的表現不

基礎設施領域，或房

容樂觀，估計今年大陸出口貿易仍將持續呈現負成

地產、或在虛擬經濟

長（-6.1%）。

中空轉，衍生各式資

物價方面，儘管去年通貨緊縮的壓力略為減

產泡沫，對金融穩定

輕，但中科院預測，短期內無論是消費品還是工業

造成巨大衝擊。

品，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形勢不會改變，物價缺乏

有

鑑

於

今

大幅上漲的環境條件，尤其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

（2017）年即將召

尚未根本解決，預計今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

開中共「十九大」，

大約上漲2.3%，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上漲

大陸宏觀政策將以

2.4%，不會有通膨的困擾。

「 穩 中 求 進 」為 基

備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受到美國新政府將增

調，經濟工作強調

加基礎設施建設、利用減稅促進經濟成長，以及美

要 固 『 穩 』、 蓄 積

元進入升息周期呈現強勢等因素影響，今年人民幣

『進』的能量，主要

兌美元匯率將持續去年的貶勢，貶值幅度預估將達

的任務目標為「保

3%到5%。中長期來看，由於相對物價水準、貨幣

增長、防風險、促

發行占GDP比重等兩項指標，大陸都比美國高出許

改革」，一般預測，

多，顯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還有再貶值的空間，如

今年經濟成長表現不太可能比去年好，但也不至於

何管控市場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無疑是今年大陸

再大幅下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近期

當局一項艱鉅的任務。

圖／傳動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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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盲目舉債的

公布，今年大陸經濟成長率都是6.5%；大陸智庫中
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也

經商環境今不如昔

不約而同地預估，今年大陸的經濟成長率約6.5%左

近年來大陸經濟成長持續下滑，經商環境已大不

右，較2016年漲幅下降0.2個百分點。這些預測的主

如前，各國商會的調查報告可得知梗概。大陸美國商

要依據是，支持去年大陸經濟成長的因素，包括居

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eople's

民的房地產投資、政府的基礎建設投資、減稅對低

Republic of China）的調查報告指出，1儘管受訪企業多

排氣量汽車購置的刺激作用等，今年的表現都不可

數對大陸市場發展潛力仍持樂觀看法，但仍有32%受

能更好；而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在經濟中的比

訪企業表示不會在大陸增加投資，高於2009年金融

重仍不高，作為新的經濟成長點還不成氣候。

危機期間的比例。此外，接近八成的受訪者感覺外資

中科院的預測指出，今年消費需求可能繼續下

企業在大陸受歡迎程度有所下降，有25%的企業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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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打算將產能轉移到大陸以外的地區。

度不如從前，由於經濟上的民粹主義不斷增強，德

促使美國企業在大陸投資趨向謹慎的原因，除

國企業在大陸經營的處境愈來愈艱難。

了「監管解釋不一致、法律不明晰」，增加不確定

德國企業在大陸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持續增

性風險之外，主要是不斷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其次

加的勞動力雇用成本、難以招聘到合格員工和人才

依序是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更趨嚴格的市場准入、

的留任，其中，工程及研發職缺的招聘最為困難。

對大陸不確定性政策環境的擔憂等。此外，近年來

除用工問題外，經濟成長減緩所帶來的困擾，以及

大陸在改善貿易壁壘方面儘管做了很多努力，特別

來自本土企業的競爭壓力也日益明顯，受訪企業感

是對外資開放諸多此前禁止投資的領域，但是在美

受到來自大陸本土企業的競爭壓力，主要是因大陸

商企業看來，由於審批手續繁瑣和管理不透明，一

近幾年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果日益彰顯。法律保障

些開放項目不易獲得審批，甚至根本得不到答覆，

不足以及模糊的法律條文，嚴格的網絡監管、訪問

顯然准入壁壘並未得到根本改善。

境外網站時網速過慢，以及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

大陸德國商會（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等，也是制約德國企業在大陸經營的不利因素。

China）去年11月底發布的調查報告，將2016年形容

受到去年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等因素的影響，

為近年來在大陸「德國企業經營最困難的一年」，

德國在大陸企業普遍遇到了銷售額及利潤成長下滑

有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認為自身業務正在下滑。有

的問題，其中，機械製造業所受波及最為嚴重；同

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表示，在大陸投資受重視的程

時，企業追加投資和擴大經營規模的意願也處於近

表1：大陸主要經濟指標變動情況

表2：企業在大陸經營

指 標

單位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排序

經濟成長率*

%

6.9

6.7

6.5

1

人工成本上升

固定資產投資

%

10.0

8.1

8.5

民間企業投資

%

10.4

3.2

NA

2

社保、稅費負擔過重

工業增加值*

%

6.1

6.0

5.9

3

企業利潤太低

4

整個行業產能過剩

消費品零售總額*

%

10.6

9.6

9.0

居民消費物價指數

%

1.4

2.0

2.3

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

%

-5.2

-1.4

2.4

5

資金緊張

出口貿易

億美元(%)

22,747
(-2.9)

20,974
(-7.7)

19,695
(-6.1)

6

缺乏人才

進口貿易

億美元(%)

16,806
(-14.1)

15,875
(-5.5)

15,319
(-3.5)

7

國內需求不足

貿易盈餘

億美元

5,941

5,099

4,376

8

未來不確定因素太多

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

億美元(%)

1,263
(5.6)

1,138#
(-0.2)

NA

9

缺乏創新能力

外匯儲備

億美元(%)

33,304
(-13.3)

30,105
(-9.6)

NA

10

原材料和環保成本上升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

49.7

51.4

NA

說明：*表示實質變動率；# 表示1-11月累計數據。
資料來源：2015、2016年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整理；2017年預測數據引自中科院，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1/05/t20170105_194052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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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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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 據 下 列 相 關 調
問卷跟蹤調查報
事業營運狀況調查
企業商業信心調查

未來沒有在中國拓展業務的打算。表示有意願在大

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仍持樂觀態度，接近九成的受

陸擴展業務的業者，儘管仍占 47%，但與三年前的

訪者表示，將繼續留在大陸，沒有將投資轉向其他

86%相比已大幅下降39個百分點。

國家的計劃。

專 題 報 導

年來的低潮。儘管如此，但多數德國企業對於大陸

受到 2016 年大陸經濟增長減緩，以及產能過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6中國企業經營

剩的衝擊，有不少受訪企業看淡營運前景，超過四

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2016年11月14日；中華經

成的受訪者表示有縮減支出、甚至是裁員的打算，

濟研究院，《2015年對海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

較三年前大幅增加 19 個百分點。大陸歐盟商會表

分析報告》，2015年12月31日；中國德國商會，

示，大陸加強互聯網管制和限制訪問、改革步伐緩

《2016德國在華企業商業信心調查報告》，2016年

慢、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力等因素，已使得歐洲

11月29日。

企業在大陸經營愈來愈困難。

大陸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商業信心調查也發現，2大陸

經營成本上升

市場競爭更激烈

經商環境對外商的不友善逐年升高，大陸政府在執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China Entrepreneurs Survey

法上多偏袒陸資企業，再加上保護主義作祟，不願

System; CESS）去年11月發布的調查報告指出，企業

履行向外國公司開放市場准入的承諾，讓許多歐洲

家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正常」和「一般」的比

企業的悲觀情緒上揚，有超過四成的受訪成員表示

重略為上升，認為「很差」或「較差」的比重則有
所下降，顯示企業家的信心已有止跌的跡象；在庫
存減少及去產能政策下，企業產品銷售價格下跌趨
勢已有緩和，企業的產銷和盈利則略有好轉。

遇到的主要困難
中華經濟研究院

大陸德國商會

同業競爭激烈

尋找合格員工

勞動成本上漲

勞動成本上漲

法規不明確、地方攤派多、隱含成本高 留住合適的員工

不過，產能過剩和成本上升，仍然是當前企
業經營最為突出的困境。前引調查報告指出，受訪
企業認為本行業產能過剩「非常嚴重」、「比較嚴
重」的比重超過七成，企業總體平均設備利用率僅
為68%，這是近期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增加、

內銷市場開拓困難

貨幣風險

融資困難

行政上的障礙

問題主要表現在人工成本，社保、稅費負擔，原材

當地政府行政不彰

網路連接緩慢

料和環保成本等方面。

貨款不易收回

互聯網審查

海關手續繁複

國內保護主義

利潤不易匯出

法律、政策不定性

物料存貨成本高

智財權保護不力

鋼鐵等資源密集型行業遭遇困境的根源。成本上升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調查研究發現，台資企業在
大陸投資面臨的困難，主要為同業競爭激烈、勞動
成本持續上升，其次依序為「法規不明確、地方攤
派多、隱含成本高」，內銷市場開拓困難，融資困

查報告資料整理。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6中國企業經營者
告》，2016年11月14日；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年對海外投資
分析報告》，2015年12月31日；大陸德國商會，《2016德國在華
報告》，2016年11月29日。

難，當地政府行政不彰，貨款不易收回等。大陸勞
動成本上升問題，近年來一直是台商在大陸投資最
感困擾的前幾項，與各國在大陸商會的調查研究發
現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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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競爭激烈以及內銷拓展困難的問題，大陸

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

台商的感受特別深刻，一方面是因大陸經濟成長和

項，今年將持續推動。不過，有別於去年的重點

內需市場動能減弱，另一方面是因大陸企業崛起，

放在「去產能」和「去庫存」，今年或將加重「去

競爭能力大幅提升。較令台商感到無奈的是，因為

槓桿」的力道；在降成本方面，預計會繼續採取降

地方保護主義、大陸政府政策特別扶持、當地政府

稅、減費等措施，減輕企業用工、物流和融資成

縱容本土企業不正規經營等問題，形成不公平競爭

本將是其中重點。

的現象普遍存在。

國企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今年

綜合前述分析，對大陸台（外）資企業而言，

「債轉股」和地方國企混改的進展，包括引進戰略

儘管「習李政權」上台以來，積極推動「穩增長、

投資者和員工持股等形式值得關注。另外，國企十

調結構、促改革」政策，尤其全面深化改革、擴大

項改革試點有可能全面展開。這些工作若能順利推

開放、反貪腐等方面的施政，對改善商業經營環境

行，或將為大陸創造新一輪的改革紅利和成長動

具有重大的意義，廣受企業界的肯定。不過，經濟

能，其中或有新的投資機會，台資企業在積極布局

成長持續下滑的風險、勞工短缺與成本上升、資金

的同時，不可忽視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譬如投資

融通困難、法律環境不佳等因素，對企業正常經營

進場是否享有應有的經營權、改革後企業經營績效

仍然造成極大困擾。

能否真正提升、退場機制等，尤其中央與地方改革

去年12月中旬，大陸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定調今年經濟工作任務總基調為「穩中求進」，強

政策步調不一致，推入改革的國企清單並未真正排
除劣質企業，投資者不可不慎。

調財政政策仍將維持較為積極的水準。一般認為，

最後，綜觀今年大陸經濟趨勢，儘管專家

增加基建投資或將成為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將繼

預測仍可保持中高速成長，也不預期會出現劇

續實施小規模減稅，譬如考慮分階段降低增值稅

烈動盪，但卻不排除某些領域會對大陸「穩增

率，以及對企業的「五險一金」再次進行調降或整

長」帶來困擾，例如資金持續大量外流、沉

合，這些措施或將使今年大陸財政赤字率由去年的

重債務負擔、美國新政府對大陸政策的不確

3%提高到3.5%。

定性等。IMF對於大陸對財政刺激的依賴、債
務快速擴張，以及政府對企業債務問題的姑

企業布局宜步步為營
貨幣政策穩健的基調應該不會改變，重點在於

息態度等，曾警告可能妨礙經濟成長和升高
經濟風險，企業布局不可小覬。

保持鬆緊適度的流動性，為「穩成長」提供所需資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

金；估計今年廣義貨幣（M2）成長率會由去年的

主任）

13%調降至12%；包括社會融資和地方債劵在內的
廣義信貸規模成長率，將由去年的16-17%調降到
1

13%左右。
通過改革推進經濟轉型，加速結構調整，創
造經濟成長新動能，是今年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大

大陸美國商會發布《2016年度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
告》，2016年1月26日，www.bain.com/.../2016_
China_Business_Climate_Survey_Report.pdf，2016年9
月30日下載。

2

看點，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期
間改革政策的主軸，主要任務目標包括「去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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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trad.cn.rfi.fr/中國/20160607-歐盟商會：41歐
企正重新評估其在華經營狀況」，2016年6月7日，
2017年1月30日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