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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冀「張王會」為轉型搭路
引導技術融資 建兩岸合作「孵化器」

編者按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明日起展開
4 天歷史性訪台之旅，除與台灣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等舉行會晤
外，並將走訪新北、高雄、台
中、彰化 4 個縣市，還會與島內
基層人士及青年學生見面交流，
聆聽他們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心
聲。本報記者林舒婕將全程隨行
採訪張志軍此次破冰之旅，深入
報道島內各界及基層民眾對張志
軍此行反應，北京專家也將及時
做出點評。本報將每天闢出要聞
「張志軍訪台」版，與讀者一同
見證兩岸政治關係破冰的歷史瞬
間。

兩岸關係自 2008 年以來穩步向前，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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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協會與海基會協商簽訂包括《海峽兩岸
經 濟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ECFA）在內的數個經貿、金融協
議，成為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的
「助推器」。台商正積極利用
ECFA 機遇及兩岸官方的利多
政策，轉型升級，他們期待張
志軍此次赴台，能在「張王二
會」中，多溝通為台企轉型搭
建兩岸合作「孵化器」，在融
資、技術等方面給予更貼近實
際的引導。■本報記者 葉臻
瑜、林舒婕、翁舒昕 福建報道

在陸經營成本升 扶持不足
從福建廈門打開大陸市場的「向陽坊」烘焙
店，目前擁有超過 500 家門店。談及近兩年大
陸經營成本提升和用工難問題，董事長黃俊凱
感受頗深。「雖然原料價格上漲不多，但勞動
力成本和店租飆漲也讓很多企業吃不消。」向
陽坊調整策略，由純手工轉化為自動化和半自
動化，企業運營成本亦顯著下降。黃俊凱直
言，鑒於城市消費者對咖啡等手沖飲料和西麵
點需求的上升，向陽坊也在幾年前拓展複合式
餐飲領域。「我們現在擁有 30 家複合式連鎖，
未來這類新型門店將佔到總數的15%」。
不過黃俊凱也指出：「台資企業在大陸收到
來自政府方面的扶持不夠具體，加上服貿遲遲
不過，台資銀行在大陸設立分行的速度也慢了
下來。」他認為，大陸方面應該開放更多台資
銀行在各地設承做人民幣業務，藉此緩解中小
型台商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的資金壓力。

盼兩岸對接政策 互補協調
作為上世紀 80 年代就西進大陸投資的台商，
廈門台商協會前會長、朝良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黃如旭表示，台企轉型關鍵在於「找對門
路」。遭遇金融危機之後，他由主營代工轉向
產業投資—食品、工藝品、服飾，甚至自創了
「丸美」女包品牌，力求轉型突破。

「電子產品更新換代太快，生命周期短，把傳
統產業做出新意，才能成為市場中不死老
兵。」
黃如旭坦言，「逐水草而居」的轉移方式，
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成本問題。但是除了
大型台資企業，中小型台企要讀透相關政策，
乃至運用到經營中，其實是有難度的。尤其是
兩岸的「同類項」政策，各有所長，但如果無
法融合運用效果就大打折扣。「光憑各地台商
協會的輔導，其實很難做透，我們還是希望兩
岸能夠先對接政策，互補協調，讓政策發揮最
大優勢。」

平潭財稅優惠豐 助解危機
全球最大的觸摸屏製造商台灣宸鴻集團，早
在 2012 年便率先在進入平潭投建廠房。宸鴻科
技資材部經理告陳文良告訴記者，平潭開放開
發在財稅方面給予了台資企業極大的優惠，有
效應對了金融危機的波及。公司自落戶平潭以
來，進展速度非常快，今年更將轉型進軍5至6
英寸的中階智慧機觸控面板市場，主攻智能手
機及平板電腦。
記者訪問的相關台商均認為，這次張志軍訪
台的「破冰之旅」，肯定利好兩岸經貿的發
展，「我們期望服貿協議能早日落實，因為這
無論對島內企業，還是在大陸的台企經營發
展，都有長遠的好處。」
▼向陽坊烘焙店董事長黃俊凱

▶廈門市思明區個體勞
動者協會台商分會會長
陳彥良

受惠
「貨幣直航」享城鎮化商機
被稱為「經濟血液」的金融行業扮演着活絡兩岸經貿合作
角色。隨着兩岸人民幣清算從無到有，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
模式不斷創新，「貨幣直航」讓台灣民眾越來越願意持有人
民幣，也讓活躍台商直接感受到兩岸金流活化後的利好。
「現在，我們永豐銀行從台灣匯往大陸工商銀行的款項，
只要 10 分鐘就能完成。」台灣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在剛剛
結束的海峽論壇上舉例說道。邱正雄說，兩岸金流的便捷不
僅使台商能夠參與大陸城鎮化帶來的巨大商機，更是兩岸金
融人民幣離岸業務快速發展的天賜良機。
今年 1 月，中國銀行廈門分行和中國銀行台北分行啟動了
人民幣現鈔供應回籠渠道，廈門也成為大陸首個可以直接向
台灣運送人民幣的口岸。短短 4 個月，廈門調運人民幣現鈔
數量已經達到 1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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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債」利差大受追捧
中銀台北分行副行長沈慶稱，兩岸貨幣實現直接兌換降低
了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成本，「無需繞道香港，也減少了匯兌
美元或港幣的風險，相當於提升了整個大陸地區對台資的吸
引力。」中國銀行今年還推出了全國首張台商專屬 IC 卡，跨
境取現免手續費。「我就辦了中行的 IC 卡，非常方便，台灣
的家人可以直接取用我的工資。」全國台企聯江蘇片區區長
孫德聰表示。
儘管由於兩岸服貿協議遲遲未能通過，台資銀行大陸設點

步伐放緩，兩岸股市互通、發展人民幣產品等一系列金融合
作皆有所停滯，台灣證券交易所前董事長薛琦仍對兩岸金融
服務業信心滿滿。他指出，台灣人民幣業務區別於香港，最
重要的功能是服務實體經濟，由於新台幣與人民幣之間的利
差大，在台灣發行的「寶島債」受到台灣投資人和台商的追
捧，甚至對陸資或者外資企業都是很好的投資與集資工具。

「螞蟻雄兵」難抗風險 個體戶盼兩岸平穩

▶廈門台商
協會前會長
黃如旭

台胞個體戶正成為西進的活躍群體之一。和大陸的小生意人
一樣，台胞個體戶起早摸黑地打拚，執着地佈局未來、開拓市
場。但是，兩岸生活環境、社會制度畢竟不同，大陸也並非遍
地黃金，這些西進的「螞蟻雄兵」一路走來有笑亦有淚。
ECFA 簽訂時，東莞旺萊國際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洪先生激
動萬分：「這一天我們期盼了整整五年。」據了解，旺萊國
際專門為準備赴大陸發展創業的台商提供各種服務，了解地
方政策、配套服務、地方政府對台商的扶持力度等都是他們
的主要工作，這正是西進的台胞個體戶所急需的服務項目。

對平潭寄厚望 小店生根開花
▶ 成 衣 廠
「商二代」
黃若栩

廈門市思明區個體勞動者協會台商分會會長陳彥良認為，西
進是未來更多台胞的選項。「個體戶不像大企業，抗風險能力
弱，所以我們比任何人都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平穩發展。」

「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小城來
做客……」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翠園南路上，一家名為「小城
故事」的台貨店常常飄出這段人們熟悉的優美旋律。台北人
朱麒鼎是這家台貨店的主人，店裡主營台灣食品、高山茶、
日用品等。「原來在台北 101 大廈開了這家店，現搬到平
潭，所賣的商品都是從台灣進口的精品。」朱麒鼎 2011 年 7
月在平潭註冊福建小城故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談及未來發展，朱麒鼎對平潭抱有極大的期待：「平潭可
以學習香港的經驗，香港自始即以建成『國際物流中心』為
目標，整個香港就像是一個保稅區，免關稅及低廉而便利的
報關手續，使得香港物流業效率非常高。」朱麒鼎說，平潭
給他的驚喜不斷，「我有信心讓『小城故事』在這裡生根開
花」。下一步，生意步入正軌的他打算入駐在建的對台小額
商品貿易市場，使台灣的精品從平潭走向大陸各地。

商二代接班潮 創新轉型成挑戰

兩岸簽署的經貿協議(部分)
年份
2008年 兩岸空運協議(翌年簽署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經歷在大陸
20 多年開拓深耕，台資企
2009年 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業開始面臨傳承接班問
—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業(含海峽兩岸經濟合
題，「台商二代」逐漸在
兩岸經貿交流大潮中嶄露
作架構協議金融部分)
頭角。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
—貨幣清算
長曾欽照說，「二代」接班是台
2010年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商很重要的一個課題。目前，各地台商協會均有「青年
2010年 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會」，全國台企聯有「二代會」，主要是讓青年台商通
2012年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過這些機構，更多接觸大陸社會事務，了解兩岸民情。
2013年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尚未生效）
創辦於 1993 年的廈門美格農藝有限公司，目前已由
■資料來源：互聯網 「二代」陳秀瑜接手經營。這位曾經留學英國、日本的
2008年 兩岸海運協議

年輕台商，從 2008 年進入市台商協會，如今是副會
長。學習國際關係的她，在自家企業專事財務，在台協
裡面，發揮財務的專長，幫協會做「開源」的工作。
「老一輩台商來大陸創業，一切從零開始，年輕一代要
學習他們的拚勁和經驗。有了基礎和平台，我們可以不
用那麼辛苦，但也面臨着壯大企業、創新持續發展的更
大挑戰。」

跑遍大江南北，蘇一舫5年前接下總經理重擔。 在他看
來，與大陸創業的第一代產生觀念上的衝突在所難免，
但在不斷摩擦溝通中，企業也不斷成長。尤其正值石頭
記轉型文創期，在父親主導，蘇一舫執行下，這家原本
20年前做珠寶代工的工廠，已轉型為文創企業。

跨代難免觀念衝突

「這條路很艱辛，卻是唯一的出路。」接手家中成衣
廠的黃若栩，在父母經營打拚的基礎上，推出了第一個
自有品牌 MonnieChu 。「因為我從小就對製作女裝很
感興趣，母親在製衣工作上操勞了大半輩子，最大的夢
想是能夠擁有自主品牌。」

轉型升級過程是許多台企都要經歷的過程。現年 34
歲的廣州石頭記總經理蘇一舫，10年前在父親期待下，
從美國新澤西到大陸準備接班；歷經 5 年營業部經理，

自創品牌淘寶行銷

張志軍訪台 綠臨三大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周三訪台，除了回
訪王郁琦外，最令人矚目的無疑是民進黨如何與張互
動。民進黨前「立委」、《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
郭正亮昨日發文指出，針對張志軍訪台，民進黨將面
臨三大考驗：一，能否約束言行，落實維安秩序；
二，考驗能否面對服貿，落實言行一致；三，考驗能
否兩岸轉型，落實和平發展。
首先是如何約束抗議言行，處理現場維安。即使民
進黨中央表示不會發動群眾抗議，但台聯黨已經表態

將「如影隨形抗議」，部分民進黨地方候選人也有可
能因為選舉壓力，不得不跟進抗議，民進黨中央是否
介入勸阻？此外，更激進的學運團體已經號召 6·25上
街抗議，也可能與警方爆發衝突，挑戰維安封鎖線，
民進黨如何兼顧言論集會自由與維安秩序，也是一大
考驗。
其次是張志軍 6 月 25-28 日訪台期間，剛好進入「立
法院」臨時會第二周，不管是自由經濟示範區、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服貿審查能否進行，民進黨主張也都

即將浮現。民進黨一方面歡迎張志軍，一方面卻對服
貿嚴詞批判，二者之間存在極大矛盾。民進黨是否借
機向張反映服貿問題，張是否借機回應大陸如何處理
服貿，也將成為關注焦點。
最後是張訪台期間，正好碰上民進黨部分黨代表提
出「凍結『台獨』黨綱」提案，張南下拜會陳菊市長
時，可能會被問到相關問題，張、陳兩人如何回應，
多少將對該案在民進黨內的後續發展產生影響，也將
備受關注。

■陳雲林 2008 年訪台期間，民進黨曾發動「圍城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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