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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一带一路”的最新发展 

自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

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逐年迈进，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引

进来”。“一帶一路”沿線途經 70 多個國家，按 2016 年数据计算其人口佔世界

65%、陆地面积占世界的 41%、GDP財富佔世界 34%、消费占全球 28%（如图 1），

而按 2015 年数据计算其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占世界的 31.5%和 33.5%，1由此可

见“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性。 

 

图 1：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项指标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KraneShare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 New Paradigm in Global Investing,” An 

Overview of the KraneShares MSCI One Belt One Road, Dec. 31, 2017, p.10.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

贸易、对外投资、工程承包等快速增长。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发布的《2017 年“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从 2001 年的 16.5%增加到 2015 年的

 
1 UNDP, The Economice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7, 2017,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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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而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中国大陆全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为人民币 27.79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贸易总额为人民币 7.37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增速高于其他区域。2在

对外投资方面，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 2016 年中国大陆

对外投资同比增长 43%，对外投资总额首次超越境外对陆投资，一跃成为世界第

二大对外投资经济体。32017 年中国大陆企业对亚洲地区的并购投资金额达 445

亿美元，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交易规模达到 482 亿美元，同比增幅

为 81%。中企对东盟国家的并购投资占比最多，同比增长 268%，达到 341 亿美

元，占中企对外并购交易总额将近 1/4，占中企于亚洲并购投资总额的 77%。4其

中多家中企财团联合以 159 亿美元并购了新加坡物流地产巨头公司普洛斯，成为

当年最大笔的海外并购案，5而新加坡也超过美国成为中企海外并购最大的目的

地。6此外在工程承包方面，2017 年中国大陆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

署的工程对外承包合同总额达 1,443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5%。7 

“一带一路”要打造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其主要建设路径包括“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经过几年时

间的努力，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2017 年 5 月 14 至 15 日在北

京举行，共有 29 个国家元首、70 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 1,500 多名世界各

国和各地区的代表出席，在“五通”方面分别达成共 76 大项、270 多项的具体

合作成果，有效扩大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政府积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政治对话，

签署与合作国自身发展计划的对接协议，以及“一带一路”的共建合作协议。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期间 28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签署

了关于参与“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至此已有 37 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占 53 个出席国家中的 70%，进一步扩展了“一

带一路”的朋友圈。8“一带一路”倡议也吸引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积极参与，2018

年 9 月第二届“中拉文明对话”也聚焦“一带一路”，至今已有 9 个拉美国家和

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共建协议。9此外，包括欧盟国家、中东欧、中东、中亚、

 
1 Ibid., VIII.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 3 月。 
3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New York and Geneva, 2017. 
4 安永中国：《《中国走出去》第七期：“一带一路”拓展宏图海外投资稳步前行》，2018 年 4 月，

第 5 及第 11 页，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FILE

/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pdf。 
5 同上，第 11 页。 
6 同上，第 17 页。 
7 同上，第 6 页。 
8 《中国已与 105 个国家签署 123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08，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6324.htm。 
9 《第二届“中拉文明对话”举行 聚焦中拉“一带一路”合作》，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1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671.htm。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FILE/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pdf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FILE/ey-china-overseas-investment-report-issue-7-cn.pdf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6324.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6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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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大洋洲等区域国家在内，中国全面展开关于共建“一带

一路”的对话和对接，至 2018 年 9 月中国已和 105 个国家签署了 123 份“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1许多如日本等原来对“一带一路”持观望甚至是抵制态度的

国家，在看到“一带一路”蓬勃发展的庞大机遇下，也开始转变态度，积极与中

方商谈合作。 

在“设施联通”方面，横贯“亚欧大陆桥”的“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主干动脉，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方向开展布局（如图 2），形成北、

中、南三条大通道，形成铁路通道与多式联运走廊并行发展的亚欧大陆网络，自

“中欧班列”开通以来至 2018 年 8 月已开出超过 1 万次班列。2此外，中国已和

6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航空运输协定，与东盟签署了首个区域性航空

运输协定，并与 45 个沿线国家实现航空直航，每周共有 5100 个航班来往中国与

沿线国家。3 

 

图 2：中欧铁路通道规划图 

 
资料来源：《中欧班列》，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rcjd/60645.htm. 

 

在“贸易畅通”方面，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近几年中国加速与沿

线国家洽签自由贸易协定，2017 年 5 月和 12 月分别与格鲁吉亚和马尔地夫签署

自贸协定，其他正在谈判自贸协定的沿线国家包括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毛

里求斯、摩尔多瓦，正在研究自贸协定的沿线国家包括斐济、巴新、孟加拉、蒙

 
1 《中国已与 105 个国家签署 123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 10000 列》，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8-27，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pdjdt/63765.htm。 
3 《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 62 个国家签订航空运输协定》，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8-11，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2518.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pdjdt/63765.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2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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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巴勒斯坦等，中国与韩国、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的自贸协定升级版也在

进行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很有机会于 2019 年完成谈

判并正式签署。1在“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的带动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贸易持续扩大，在线跨境交易也不断成长，例如专门面向全球市场打造的阿里巴

巴“速卖通”在线交易平台，至 2018 年 9 月已突破累计海外买家 1.5 户。2 

在“资金融通”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简称亚投行，）自 2016 年成立时有 57 个成员国，至 2017

年底已进行四次扩容，成员国已增加至 84 个，发放贷款总额超过 20 亿美元。3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丝路基金”与“欧

洲投资基金”（EIF）签署协议，共同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并且投入实质运

作，金额规模为 5 亿欧元。42018 年 7 月 12 日，“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

正式成立，共计配备 30 亿美元的金融合作专项贷款，以及 100 亿美元重建与产

业振兴贷款。5至 2018 年 6 月末，中国银行已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授信投放

1,159 亿美元，共跟进 600 多个重大项目。6此外，至 2018 年 7 月，银保监会也

先后与 32 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简称 MOU）或者

合作换文，进一步提高跨境金融监管水平。7总体而言，在 2015 至 2017 年的 3

年期间，中资银行累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授信近 4000 亿美元，投放贷款

超过 2000 亿美元，涉及相关建设项目近 2700 个，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

的金融支持。8 

在“民心相通”方面，2017 年 11 月 21 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丝绸之

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共有 51 个国家的 200 位民间组织代表与会，会

议发表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北京共识》。9此外，至 2018 年 9

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 53 国建立了 137 所孔子学院，每年组织 5000 位

沿线国家大、中、小学校长和师生来华参加“汉语桥”中华文化体验活动。10习

 
1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2 《速卖通海外买家突破 1.5 亿 中东、东欧市场爆发式增长》，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17，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6459.htm。 
3 《亚投行再度扩容 成员数增至 84 个》，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12-19，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241.htm。 
4 《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并投入实质性运作》，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7-16，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0248.htm。 
5 《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 将配备 30 亿美元专项贷款》，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8-07-12，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59974.htm。 
6 《中行向“一带一路”国家累计投放约 1159 亿美元》，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8-21，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3394.htm。 
7 《银保监会已与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 MOU 或合作换文》，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7-2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60574.htm。 
8 《中国银行业累计向“一带一路”发放贷款超 2000 亿美元》，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4-27，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54181.htm。 
9 《51 国代表共同发表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北京共识”》，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11-23，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6124.htm。 
10 《一带一路”沿线已有 53 国建立 137 所孔子学院》，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11，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816.htm。 

http://fta.mofcom.gov.cn/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6459.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241.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0248.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59974.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63394.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60574.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54181.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6124.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8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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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主席在 2015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启动“万村通”项目，用 3 年时间协

助非洲 25 个国家 1 万个以上的村落，实现卫星电视节目的收看，这项计划在 2018

年底将落实完工。1文化部的“欢乐春节”活动覆盖超过 50 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以及 400 多个城市。2至 2017 年底，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立了 17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3拥有 270 多个成员、涵盖 70 多个国家的“亚

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简称亚广联），其成员大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该

联盟第 24 届大会于 2017 年 11 月在四川成都举行，共有近 70 个国家、约 6000

名嘉宾、5 万名观众参加，通过媒体合作加强“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与民间联

结。4 

 

二、台企参与“一带一路”的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 5 年来取得丰硕成果，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和企业参与

其中，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也希望能够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带来的广

阔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市场

及中国大陆国内各省市对接“一带一路”的最新政策，不论是对在台湾岛内还是

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以及已经在海外投资的台企，均蕴含着庞大的发展机遇。大

部分台湾产业界也都希望做“一带一路”市场的“分享者”与“共建者”，而非

“旁观者”。“对台湾来讲，必须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大陆经济全球化及全球布局

的重要战略，透过与中国大陆既有的连结，来利用机遇进行海外市场布局。”5 

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前，台湾内部官方和舆论便围绕着是否加入、能否加入、

以及如何加入亚投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与热议。此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

国”与“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上台，两岸政治互信严重倒退，台湾地区更加与亚

投行无缘。而民进党当局为了推行“亲美日、抗大陆”的路线，在经贸上减少对

大陆的依赖，大力推行“新南向政策”，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因此，在民进党

主政时期，台湾产业界不可能依靠两岸官方层面的协商安排参与“一带一路”商

机。 

尽管如此，中国大陆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依然愿意率先与认同“一

个中国”与“九二共识”的台湾同胞和企业，共享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的发

展机遇。自中共“十九大”及 2018 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官民

 
1 《“万村通”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预计年底完工》，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1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645.htm。 
2 《文化部“欢乐春节”活动覆盖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9-19，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47378.htm。 
3 《中国已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 17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7-12-21，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443.htm。 
4 《亚广联：媒体“抱团合作” 传播“一带一路”最强音》，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11-08，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3506.htm。 
5 《中评论坛：台湾如何参与一带一路？》，中评社，2017-04-17，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4621427。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65645.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47378.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0443.htm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3506.htm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462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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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遏独惠民”以及“单方主导式融合”的格局已经形成，亦即对民进党当

局和“台独”势力采取主动遏制和行动，但是对于认同“一个中国”的台湾同胞

和企业则逐步提供同等待遇、共享发展机遇。2018 年 2 月 28 日国台办联合国务

院各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31 条”

措施），便指出将“积极促进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

业同等待遇”，以及鼓励和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提出多项

具体措施。1在此背景下，台企可以绕过两岸政治僵局而积极把握当前对台政策，

融入大陆经济和产业链中，以“借船出海”进入“一带一路”庞大的市场。 

自国台办等中央部门联合发布“31 条”措施之后，各省市区也纷纷出台各

自的相关措施，在短短数月间快速形成遍地开花之势，其中大多数的省市的措施

条文中均提及了有关支持台企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容。例如最早出台“60 条”

措施的厦门市，便很具体地表示将“鼓励对台海运快件业务发展，推动建设连接

台湾与中亚、欧洲区域转运中心和陆海枢纽城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广

东省在“48 条”措施中也表示，“台资企业可加入广东国际商会，参加广东国际

商会组织的推介会、交流会、展览等各类经贸活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市场。”。3四川省发布的“川台 70 条”措施则突出成都和四川在中欧班

列上的优势，重点支持“台湾地区货物经中欧班列、‘泸州-武汉-台湾’江海联

运及‘厦蓉欧’运输进出口，为台资企业和台湾地区商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
4其他包括上海“55 条”、浙江“76 条”、山东“56 条”、广西“80 条”、重庆“58

条”等措施中，也分别表示将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这些具体

政策的出台，为各省市台企参与“一带一路”提供良好的机遇。 

 

三、台湾产业特点与“一带一路”机遇交叉分析 

虽然从市场面而言，“一带一路”的机遇和风险对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是一

样的，但是台湾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优势和劣势，应当在比较两岸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和劣势、市场供需结构、以及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

找出属于台湾产业特有的机会点。此外，在当前两岸政治经济的特殊状态下，台

企参与“一带一路”也有自身特殊的障碍，这与大陆企业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

如何借由“一带一路”发展中的关键枢纽和平台，运用有效的商业模式与合作模

式，以及各项新的政策红利，来帮助台企突破各种具体障碍，以充分把握“一带

一路”的机遇，是众多台企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且迫切需要提供系统具体的解

 
1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2018-02-28，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2 《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8538.html。 
3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 年 7 月 26 日，

http://www.taiwan.cn/31t/zcfb/201807/t20180727_12040867.htm。 
4 《关于促进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 年 9 月 3 日，

http://www.huaxia.com/jxtf/zcfg/2018/09/5868027.html。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http://www.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8538.html
http://www.taiwan.cn/31t/zcfb/201807/t20180727_12040867.htm
http://www.huaxia.com/jxtf/zcfg/2018/09/5868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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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案。 

台湾产业中最具全球竞争力的是电子产业，包括半导体材料、设备、设计、

制造与封测，以及电脑和手机的代工与配套零组件，其中晶元制造、IC 设计、

封装测试、平面显示面板、LED 等产值在全球均名列前茅。此外，生技医疗也

是台湾十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生技制药、医疗器材、医疗照护等方面

从研发、技术到服务都不输国际大厂。精密机械则是台湾另一个具有世界级竞争

力的产业，台中甚至是全球机械产业集中度最高的城市，在工业 4.0 的浪潮下，

台湾精密机械产业向智慧机械和智慧制造转型的潜力十分可观。除了制造业之外，

台湾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也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在农业方面包括精

致农业和休闲农业等均是世界模范，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以文化创意产业最为突出。 

“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商机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及能源产业，在这方面台

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较少，总体上在经济规模和竞争效能难以和陆企相比，

但是在智慧城市和运营服务上台湾则具有独到优势，可以从这方面切入“一带一

路”最大的基础建设市场；而在绿色能源产业中台湾则具有全球顶级的风场和海

洋能海域，可以在这两方面切入“一带一路”的能源市场。跨境电商和现代物流

是“一带一路”成长十分迅猛的两大产业，伴随着中国大陆与沿线国家之间跨境

贸易和跨境电商的快速增长，打造国内外物流大通道和现代智慧物流体系的需求

也相应激增，台企应全面把握跨境电商的机遇，而具有现代智慧物流建造和运营

能力的台企则可以充分把握新一轮的物流产业成长机遇。此外，围绕着基础建设

与制造业产能的输出，大型营建和制造设备的使用需求也将大幅提高，但许多“一

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缺少完整的大型设备，这便给融资租赁产业提供机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双翼之一，其中

“蓝色经济”与“海洋经济”是中国大陆在“海洋强国”战略下所大力推行的重

点方向，而台湾四面环海的天然地理优势和经验，也可以让相关台企在“一带一

路”的“蓝色经济”领域找到机遇点和立足点。 

“一带一路”是中国大陆对外全面开放的大布局，伴随的是其在国内进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要求，以及提振和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高

质量消费需求。综合“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一带一路”愿景规划及各

项中央政策布局，智能制造与乡村振兴是未来支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支

柱战略，一方面智能制造将带动整体制造业向高端迈进，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则将

带动国内另一半农村人口仍有待进一步升级释放的生产力和消费力，这是台湾具

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农业企业不可错过的巨大机遇。 

综合以上简要的交叉分析，本报告在第一篇将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与智慧城

市、跨境电商、现代物流、融资租赁、风力发电、蓝色经济、智能制造、现代农

业”等八个产业领域，分析台湾产业在这些方面分别可以把握的机遇点。其次在

第二篇则从关键节点、合作模式、政策建议等三个方面，提出台企参与“一带一

路”有效可行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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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台湾产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机遇点 

 

 

一、基础设施与智慧城市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沿线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是总目标，基础设施

建设在其中扮演先导性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包括铁路、公路、港

口、机场、电网、管道、园区、城市等建设的需求十分庞大，同时也带动建材、

钢铁、机械、运输工具、基建设备等相关产业的需求，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

业是“一带一路”最为巨大也是最为首要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老旧，设施之间互联互通程

度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的时间周期长、投入资金需求十分巨大。按照世界

银行对国家基础设施的 5 分制评估标准，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满 4

分，大多介于 2.5 至 3.5 分之间（如图 3），许多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资。在亚洲经济体中，除了少数发达经济体之外，大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

指数低于中国总体平均的水平（如图 4）。 

 

图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分布 

 

资料来源：KraneShare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 New Paradigm in Global Investing,” An 

Overview of the KraneShares MSCI One Belt One Road, Dec. 31, 2017, p.7. 



第9页 

图 4：亚洲经济体 2017 年基础设施状况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8 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 页。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仅 2016 至 2020 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不含埃及）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至少高达 10.6 万亿美元以上，除中国以外

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 1.4 万亿美元。1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

2016 至 2030 年期间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高达 26 万亿美元，平均

每年 1.7 万亿美元（如表 1）。其中，电力投资需求为 14.7 万亿美元，交通建设

需求为 8.3 万亿美元，通信基础建设需求为 2.2 万亿美元，水和卫生投资需求为

8000 亿美元（如表 2）。扣除中国的数据以外，亚太地区平均每年基础建设的资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课题组：《构建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大网络》，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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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缺口达 3080 亿美元，1“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各国基础建设资金需求合计

约为 2 万亿美元（如图 5）。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以钢铁为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将催生高达 1.5 亿吨的钢铁需求

增量。2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建设的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向海

外市场以及消化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表 1：2016 至 2030 年亚太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估(按区域划分)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xiv. 

 

表 2：2016 至 2030 年亚太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估（按类别划分）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xiv.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xvi. 
2 《“一带一路”建设预计可催生 1.5 亿吨钢铁 需求增量》，《世界金属导报》，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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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6至 2030 年六大走廊的交通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徐奇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测算》，《全球发展展望》，2018

年第 18 期。 

 

中国大陆在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各种基础设施

相关产业发展成长迅猛，基础建设领域的国有集团资金充沛，形成强大的国际竞

争优势，同时也出现国内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的发

展中国家在基础建设上则较为滞后，同时又缺乏足够资金以满足基础建设的需求。

因此在基础建设相关产业方面，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

非常高。 

然而相较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基础建设不论在规模、效率还是经验上皆

远远无法相比。不过在智慧城市、交通服务、绿色工程、防灾工程、绿能经济、

物联网、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等方面，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精细化、创意化、智

慧化等，台湾企业则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台企若想共享“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建设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型集团应当积极主动与大陆企业

合作，另一方面则应挑选台企具有竞争力的领域，争取成为承包“一带一路”海

外工程项目的供应团队与合作伙伴。 

以具有将近 20 年国际工程开发经验的台湾工程也巨头中鼎集团为例，2017

年新台币 716 亿元的营收中有超过一半是来自海外业务，全球业务涵盖 15 个国

家，“一带一路”沿线已有不少国家有中鼎集团的足迹。1中鼎集团在炼油石化、

电力建设工程、交通轨道和统包工程、机电系统设计与服务、智能工程、云端管

理系统、环保与废弃物处理设施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有力的竞争条件。中鼎

集团在海外工程成功的案例，在交通领域包括新加坡捷运系统市区线第三阶段轨

道工程、吉隆坡轻轨三号线供电标统包工程，在电力工程领域包括泰国、越南和

菲律宾的电厂，此外中鼎集团在大陆各地也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工程承包项目。

 
1 中鼎集团网站，http://www.ctci.com.tw/。 

http://www.ctc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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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中鼎已与数家中国大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区域包含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双方定期会面，讨论合作的项目。”2中鼎与大陆企业合作走向“一

带一路”的经验，值得其他台企学习借鉴。 

从长远角度来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数十年全球新建的基础

设施当中将有许多是当前所不存在的，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车联网、

3D 打印、无人机、智能交通、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 AR）、AI 人工

智能、5G 和 6G 通信等在内的各种先进新技术，将会深刻影响未来新时代的基

础设施建设。因此以新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将是新时代中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发展趋势，而“智慧城市”也正好是台湾城市发展和新

兴产业中具有特殊竞争利基的前沿领域。 

在“国际智慧城市组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自 199 年以来

所进行的年度智慧城市 Top1 评选中（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the Year），亚洲城

市除了韩国的首尔（Seoul）和水原（Suwon）曾获奖之外，其他亚洲城市只有台

湾的台北市和台中市曾获奖；3在 ICF 每年的智慧城市 Top7 评选中，自 2012 年

以来台湾的城市便年年入选，有的一年甚至入选 2 个或 3 个城市，比如 2018 年

度 Top7 奖项 7 个城市中便有 3 个城市在台湾，分别是桃园、嘉义和台南；4而在

ICF 年度的智慧城市 Smart21 评选中，2018 年度的 21 个入选城市就有 11 个在加

拿大，亚洲入选城市全部在台湾，共有桃园、嘉义、台南、金门 4 个城市。5由

此可见，台企虽然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无法与陆企相比，但是在智慧城市的软

硬件方面却有足够的竞争力进军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市场。 

所谓“智慧城市”是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念和新模式”
6。在中国大陆，随着“互联网+”和新技术的爆发与应用，一批智慧城市即将初

步涌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落后老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在中国帮

助带动建设之下，很可能跳过旧时期的旧技术，直接采用新技术和高标准发展智

慧城市，例如在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有的国家还处于 2G 到 3G 时代，未来便很可

能直接跳过 4G 而进入 5G 时代。这意味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围绕着

智慧城市建设，在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建筑、智慧家居、智慧

防灾、智慧安保、智能电网、智慧节能、智慧厂房、智慧校园、智慧医疗、智能

装备等领域，充满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机遇。 

自 2014 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国家发改委在《国家新型

 
1 中鼎集团主要工程摘录，http://www.ctci.com.tw/www/ctci2016/upload/page/PG24-F0.pdf。 
2 刁蔓蓬：《一帶一路 台灣產業的機會在哪裡？》，《天下》杂志，2016-01-14，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73890。 
3 ICF, 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the Year, https://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ic_of_year. 
4 ICF, The Top7 Intelligent Communities of the Year, https://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top7. 
5 ICF, The Smart21 Communities of the Year, https://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smart21. 
6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 页，

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8/W020140829409970397055.pdf。 

http://www.ctci.com.tw/www/ctci2016/upload/page/PG24-F0.pdf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73890
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8/W0201408294099703970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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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1中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方向，并在《关于促

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中具体对建设智慧城市做出顶层设计，《“十

三五”规划纲要》3中将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列入重点发展方向，

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4中着重强调新技术对新兴智慧城

市的应用，智慧城市已成为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的重要方向。 

此外，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致辞

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5，这代表今后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与一系列数字新技

术，将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输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此相应的，国

家标准委在 2017 年底也发布了《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6，计划在 2020 年之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国际标准不少

于 100 项，翻译制定中国标准外文版不少于 1000 项，开展重点标准关键技术指

标分析达到 2000 项”，进而使“中国标准与国际和各国标准体系兼容水平不断提

高”，从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准，加速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这

项行动计划将加速助力“数字丝绸之路”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输出。 

按照《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所规划，我国智慧城市建设

的总体目标是“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

智能化、网络安全长效化”，到 2020 年要建成一批代表性的智慧城市。7在以上 5

个目标中，基础设施智能化是核心关键，必须全面推进“三网融合”，“ 推动城

市公用设施、建筑等智能化改造”，“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健全防灾减灾预报预 

警信息平台，建设全过程智能水务管理系统和饮用水安全电子监控系统”，“建设

交通诱导、出行信息服务、公共交通、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运行协调指挥等智能

系统”，促进“电力、燃气、交通、水务、物流等公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大

幅提升，运行管理实现精准化、协同化、一体化”。8在上述各个领域的智慧城市

建设，台湾产业界和科研界已经有不少成熟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可以直接应用。 

比如在智能交通领域，由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所开发的“先进十字路口防碰

撞警示系统”、“V2X 安全应用系统整合及场域建置”,“车用短距无线通信技术”

 
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5/t20160505_800839.html。 
2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16-03-1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_10.htm。 
4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7

号），2016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9/content_5150090.htm。 
5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05-1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6 《国家标准委发布实施《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人民网，

2017-12-25，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17/1225/c1004-29726988.html。 
7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 2 页。 
8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 3 页、第 6 页，。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5/t20160505_800839.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_1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9/content_5150090.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17/1225/c1004-29726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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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Access Vehicular Environments/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WAVE/DSRC）等，能够在十字路口车辆发生事故前进行预警，有效降低车辆肇

事率。1同样由工研院开发的“时空关联分析技术”，则可以运用时间和空间分布

的大数据挖掘和整合分析，“透过持用电子票证乘客于上车前或是下车后的消费

信息，推估乘客上、下车的站点，进而了解各路段各站间搭乘人数”，分析“市

民区域流动、跨区工作消费特性”，“藉以优化公交车离尖峰派车与换乘规划，并

依公交车种类与其路线做整体规划整合”。2而由台湾交通部门和业者开发的“公

共运输整合信息流通服务平台”（Public Transport Data eXchange，PTX）则能够

整合“业者、路线、站牌/场站、班表、票价、路线线型、预估到站时间、营运

通阻、到离站”等动静态数据。3由远通电收开发运营的“eTag+ETC”系统，能

够对行驶车辆进行“车牌辨识、车辆侦测、RFID 感应侦测、缴费、追补缴程序、

储值、查询”等功能，目前已在全台湾高速公路全线使用，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应

用在城市道路和停车场。4以上台湾在智能交通的成熟技术均可以服务于中国大

陆和“一带一路”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城市交通服务规划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在“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TOD）方面，有一定值得大陆与国外借鉴的经验。

所谓 TOD 模式，是以大众运输系统为主干，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通过

人流量带动大众运输系统沿线的商业发展，进而提高土地空间的利用价值，优化

城市空间的配置效能。可以说 TOD 是一种以交通带动商业的城市发展模式，如

今已成为全球主要城市重点发展的方向。台湾在这方面具有成熟的经验，台北车

站与板桥车站内部的多铁共构和商业规划，以及台北市的京站转运站将公车和客

运的发车集中在一个密集空间而不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同时在地上和地下开发

出人声鼎沸的商业消费，这方面完全可以与大陆合作，以整体方案协助大陆各个

城市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进行规划设计。 

在智慧建筑、智慧厂房、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商圈、智慧家庭等方面，

例如由研华科技整合“消防、照明、空调、侦烟预警、门禁、安全防盗、紧急求

助、节能、电梯、通讯”等多项子系统的智能建筑管理系统，5由遵宇科技所开

发包括“智慧园区物管云”、“智慧园区小区云”、“智慧园区家户云”的“智能绿

 
1 《V2X 安全應用系統整合及場域建置》，工业技术研究院，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

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11015731752155744；《智慧交通新願景 工研院

“先進十字路口防碰撞警示系統”率先應用於新竹縣市》，工业技术研究院，2015-11-06，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3312

76153&MSid=655360271572721115。 
2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

357245&CatID=620610333751225201&MSID=654712344022046300。 
3 公共运输整合资讯流通服务平台，http://ptx.transportdata.tw/PTX。 
4 远通电收，http://www.fetc.net.tw/index.html。 
5 研华科技，http://www.advantech.tw/。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11015731752155744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11015731752155744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331276153&MSid=655360271572721115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331276153&MSid=655360271572721115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1225201&MSID=654712344022046300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1225201&MSID=654712344022046300
http://ptx.transportdata.tw/PTX
http://www.fetc.net.tw/index.html
http://www.advantec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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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物联网整合服务管理系统”，1由研华科技所研发能够节省三成能耗并对“电

力运转、空调控制、消防系统、门禁保全”进行全面监控的“智慧绿色机房”，2

能够“导入能源数据分析化，依生产需求最适化运转”进而节省四成用电成本的

“智能厂房节能整合与能源优化系统”，3由台湾工研院开发的“智慧电表通讯系

统技术”4，由中华电信开发的能够进行 AR 导览、LBS 智能讯息推播、快速导

客的“智能商圈整合应用系统”， 5以及由华硕开发整合“居家安全、防盗保全、

防灾预警、安全照护、家庭自动化、能源耗能管理”、支持跨品牌各式智慧家电

的智慧家庭“Asus Smart Home”系统等，6这些已成熟的技术系统都可以进一步

与陆企合作，投入应用于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的市场中。 

除了智慧城市之外，台湾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当属医院和卫生

医疗系统，不论在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医院管理、医护服务等方面都是全球公

认的高水平。台湾民营医院和医疗机构可以和大陆资本集团合作，在大陆各省市

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建设综合性和垂直性医院，并且输出医疗技术、

设备、管理、培训和服务，作为医疗整体综合解决方案完整输出。相较于“铁公

基”等较为冰冷的大型基建，两岸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医院和

医疗卫生设施，甚至进一步导入智慧医疗的技术与系统，可以通过长期的医疗服

务来增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民心相通”，这是台湾医疗产业可以在“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中积极做出的贡献。 

 

二、跨境电商 

全球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日益蓬勃发展，互联网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打破了传统

的中间环节，将产品服务供给和消费需求快速对接，未来学大师杰瑞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据此指出人类将逐步进入一个“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和“人人经济”（everyone economy）的时代。在互联网的联结和渗透之下，“C2C”、

“C2B”、“B2C”、“B2B”、“C2B2C”、“B2B2C”等各种商业模式完全能够在电

子商务世界中运行。电子商务不仅创造各种新生的产业链条，同时也不断在颠覆

各种传统行业的运行模式，诸如亚马逊、阿里巴巴、淘宝、天猫、京东等都是著

名的例证。这些大型电商平台能够让每个人同时兼具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

者（consumer）的力量，成为新时代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而跨境电商

（cross border e-commerce）则让这种影响进一步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关税边界。 

 

 
1 遵宇科技，www.touchlife.com.tw。 
2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14。 
3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25。 
4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

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45565726666321657。 
5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46。 
6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45。 

http://www.touchlife.com.tw/
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14
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25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45565726666321657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MSGPic01/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052357245&CatID=620610333755310530&MSID=745565726666321657
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46
http://smartcity.org.tw/apps_detail.php?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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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市场增长快速、前景广阔 

除了基础建设相关产业之外，随着“一带一路”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已成

为“一带一路”中的快速增长点和新兴机遇点。过去跨境电商市场以发达经济体

为主，“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随着中国电商巨头加速海外布局，中国大陆与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也随之大幅成长，新时代的

“网上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开始形成，这为台湾跨境电商业者与各行业

中小微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机遇。 

根据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发布的《2017-2018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

究报告》，2017 年中国大陆跨境电商交易总值达 7.6 万亿元人民币，预估 2018

年将进一步达到 9 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海淘用户达到 0.65 亿人。1而根据阿里

研究院发布的《201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报告》，预估到 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规模将达到 12 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约 37.6%，其中零售出口额将达到

2.16 万亿元，年均增幅 34%。由以上数据可见，中国跨境电商正进入快速增长发

展的阶段。 

此外，《2018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跨境贸易发展报告》的数据指出，2016 年和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上的活跃买家数量分别增长

42%和 43%，两年之间已快速成长一倍；2而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活跃买家增长率

排名前 15 的国家中，便有三分之二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图 6），可见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已成为跨境电商的重要增长来源。而根据阿里研究院

编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连接指数”（E-Commerce Connectivity 

Index, EC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斯从中国进口总量最多，泰国向

中国出口总量最多，摩尔多瓦和不丹的跨境电商渗透率最高，其他国家的渗透率

则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图 7、图 8），可见“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市场培

育和发展潜力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 2016 年的博鳌论坛及二十国集团工商界峰会

（B20）中，提出打造“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 

eWTP），实现“全球买、全球卖”的目标，帮助世界 80%没能参与到全球化的

中小微企业、妇女和青年，其倡议也列入 2016 年杭州 G20 领导人峰会的公报之

中。3阿里巴巴随后在 2016 年底于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设立全球首个

eWTP试验区，4并在 2017年 3月宣布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

同年 11 月正式启动成为海外第一个 eWTP 试验区。5未来随着 eWTP 在“一带一

 
1 艾媒咨询：《2017-2018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2018-02-06，

http://www.iimedia.cn/60608.html。 
2 阿里研究院：《2018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跨境贸易发展报告》，2018 年，

http://i.aliresearch.com/img/20180409/20180409153105.pdf。 
3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新华社，2016-09-05，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 
4 《全球跨境电商峰会开幕 杭州将落地首个 eWTP“新经济特区”》，杭州网，2016-12-21， 

http://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16-12/21/content_6425395.htm。 
5 《eWTP 首个海外试验区在吉隆坡启动运营》，中国新闻网，2017-11-03，

http://www.iimedia.cn/60608.html
http://i.aliresearch.com/img/20180409/20180409153105.pdf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
http://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16-12/21/content_6425395.htm


第17页 

路”沿线国家扩展布局，将会加速打通各国之间的“网上丝绸之路”，让“一带

一路”的跨境电商贸易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图 6：阿里巴巴平台活跃买家数 2017 年同比增长率前 15名国家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2018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跨境贸易发展报告》。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11-03/8368066.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11-03/83680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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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进出口 ECI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eWTP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实践》，2017 年 4

月 21 日。 

 

图 8：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和渗透比较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eWTP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实践》，201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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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业者应优先把握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进口市场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布局，既要“走出去”也

要“请进来”，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共赢。如今中国大陆已

经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市场”，早已成为跨国企业必争之地，而中国

大陆消费者对海外产品旺盛的需求，也不断刺激中国大陆跨境电商进口的成长。

根据电子商务基金会（Ecommerce Foundation）进行的全球统计，中国大陆的电

商市场稳居世界首位，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比第 3 到第 20 名其他国家

的加总规模还要大（如图 9）。因此台湾业者在进军“一带一路”的同时，应当

优先抢占中国大陆的电商市场，在祖国（home country）市场的基础上成长后，

进而借力大陆平台业者与合作伙伴，携手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 

 

图 9：2017年世界各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比较 

 

资料来源：Ecommerce Foundation, Global Ecommerce Report 2017, 2017, p. 28, 

https://www.ecommercefoundation.org/shop/product/global-ecommerce-report-2017-20?se

arch=Global+Ecommerce+Report+2017. 

 

根据亿邦动力与南讯软件共同发布的《2017 跨境电商消费者研究报告》，在

中国大陆消费者最受欢迎的跨境消费十大品类中，美容彩妆和母婴用品分别以

43.2%和 41.5%的占比位居第一和第二位，其次依序分别为服饰鞋靴、箱包服饰、

家具个护、数码家电、营养保健、环球美食、运动户外、生鲜等；在消费者比例

中，女性占比超过 7 成，25 至 35 岁人群占比最高，年轻妈妈的消费潜力十分巨

大；人均消费金额在一至六线城市之间差距不大；商品来源地前 5 名依序为美国、

日本、韩国、德国、澳洲。1从以上数据分析，台湾美容彩妆和母婴用品的品牌

以及前述各个品类业者，可以借由两岸跨境电商充分把握中国大陆各级城市中年

轻妈妈群体的消费增长。 

 

 
1 亿邦动力、南讯软件：《2017 跨境电商消费者研究报告》，2017-05-03，

http://www.ebrun.com/20170503/228945.shtml。 

http://www.ebrun.com/20170503/2289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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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两岸跨境电商是破解两岸销售中间环节这道难题的方案之一，通过两岸

跨境电商可以让台湾中小微企业、农渔民、文创业者等跳过层层中间商直接将产

品销往大陆广大的市场，同时大陆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的地方特色产品也能供应

给台湾城市的中产阶层消费者，从而形成“两岸互联网共同市场”，为两岸基层

同时创造福利。 

 

（三）借由平潭和台湾“黄金通道”连接“一带一路” 

两岸跨境电商合作不仅能够帮助两岸企业和基层共享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

同时还能通过平潭与台湾的中转作用，帮助台湾企业基层进入“一带一路”的市场。

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有 68 海里，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两岸

货品通过往返平潭和台湾之间的高速客滚轮，单程航行只要 3.5 小时便能抵达对

岸，大幅降低两岸物流运输的时间和距离成本。同时，继郑州、上海、重庆、杭

州、宁波之后，平潭也于 2014 年 1 月批准成为大陆第 6 个可以开展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的试点城市。 

在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之下，平潭的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可以让台湾的生活消费

产品在缴纳行邮税费之后直接运送至大陆消费者手中，而大陆的邮、快件出境商

品则可以取得通关、结汇、退税等优惠政策，跨境电商企业在平潭甚至可以采取

“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以及“边通关、边查验”的特殊通关模式，享受“低成

本、快通关”的高效便捷服务。平潭两岸快件中心自 2017 年 5 月 9 日开始运营，

同时具备“海运快件（快递）监管中心、跨境电商保税监管中心、跨境电商直购

监管中心”的“三中心”功能，目前已成为两岸行邮物品往来的“大通关服务平

台”。1 

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平潭两岸海外公共仓储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开始在

台北港设立海外公共仓，这是第一个大陆企业在台湾设立的海外仓，未来将服务

于台北港和平潭港之间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降低两地跨境物流的成本。台湾平

潭两岸海外公共仓储有限公司已开通两岸低温冷链物流，并与两岸跨境电商业者

合作，未来台湾水果可以直接通过航程 3.5 小时、每周 6 次运力的高速海运送抵

平潭，让大陆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便可以直接享用台湾水果。2 

由于台北港与桃园机场之间距离短，可以在“桃园机场—台北港—平潭”之

间形成“空海联运”，有助于吸引跨境电商在台湾中转产品。3借由位于台北港的

台湾平潭两岸海外公共仓，跨境电商可以将各国进口产品在此分装打包后再送往

平潭转送大陆各地，也可以将大陆产品送往台湾经二次加工后出口至世界各国，

闽台跨境进出口物流的“黄金通道”就此加速成形。4 

 
1 《平潭兩岸跨境電商產值 爆發》，《经济日报》，2017-08-16，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2644827。 
2 《寫下兩岸跨境電商新頁 台灣平潭海外倉開通冷鏈綠色通關》，《台湾新生报》，2018-04-17。 
3 《平潭两岸海外公共仓台北揭牌》，人民网，2017-11-02，

http://ydyl.people.com.cn/n1/2017/1102/c411837-29622478.html。 
4 《闽台物流“黄金通道”加速形成》，中国新闻网，2018-03-14，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2644827
http://ydyl.people.com.cn/n1/2017/1102/c411837-29622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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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湾—平潭—欧洲”（简称台平欧）“海铁联运”列车已于 2015 年

11 月通行，台湾商品可以通过“台平欧”海铁联运直接发往大陆约 20 个省份、

中亚 10 个国家、以及欧洲 28 个国家。实现。“台平欧”列车的总运输时间为 16

至 20 天，比海运节省 15 至 30 天，费用低于空运的五分之一，大幅降低台湾商

品向西输送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台平欧”海铁联运再加

上台北港的平潭海外仓所带动的中转作用，在台湾和平潭之间开始形成“陆海空”

三位一体的“黄金通道”，进一步助力台湾业者与产品对接“一带一路”快速增

长的广阔市场。 

 

  

 
http://www.gwytb.gov.cn/jj/zxzx_43783/201803/t20180329_11938176.htm。 

http://www.gwytb.gov.cn/jj/zxzx_43783/201803/t20180329_119381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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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流行业 

“一带一路”的核心目标是“互联互通”，而“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

相互结合的核心任务，就是打造中国国内和国际“畅通、高效、快捷”的海陆空

物流大通道，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全部相互联通，这需要依托国

内外的物流节点和中转枢纽来促进货物产品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输出与输入，从而

为物流和运输产业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伴随着“一带一路”沿线节点上物流运输基础设施的扩建，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贸易与电子商务规模的快速增加，对物流运输配套产业的要

求也随之提高。除了大型基建式的物流运输设施建设之外，包括海内外仓储、快

递、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体系、物流装备、物流新技术应用、国际货代，以

及物流管理、配送、服务的智能应用等物流运输产业的细分领域，均有着广阔的

需求与发展空间。 

中国大陆地区的物流业具有市场广阔、货源丰富、土地充足、资金充沛等优

势，而台湾地区的物流业则具有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高、企业信息化、管理先

进等优势，双方存在许多优势互补的合作条件。1台湾地区物流企业应充分把握

“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大物流发展机遇以及两岸物流业的互补性，积极与大陆物

流企业合作，主动进入“一带一路”大物流产业的广阔市场。 

 

（一）中欧班列物流承包 

 

“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国“贸易畅通”的关键支柱，通过“中

欧班列”将货物从中国送往欧洲、从欧洲送返中国，比海运方式大幅缩减运输时

间。有能力的物流台企，可以积极承揽“中欧班列”的物流业务，例如台湾海霆

国际物流集团便积极参与“中欧班列”的运营，并且成功取得“中欧班列－齐满

欧”路线的实际运营权。2 

相较于“中欧班列”从中国输往欧洲的物流代理承包竞争激烈，反观从欧洲

输往中国的部分则存在更多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初期，“中欧班列”

从欧洲返程的空箱率较高，但经过几年的发展，欧洲及中亚国家越来越多的货物

利用“中欧班列”输往中国。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

欧班列”回程占去程比例已从 2017 年的 53%提升至 67%，更加趋向于双向均衡

运输。3由此数据可见，目前“中欧班列”回程部分的货品运输还可以再进一步

提高，这对于掌握欧洲产品出口货源和渠道的台湾国际物流代理承包业者，提供

了切入“中欧班列”市场的发展空间，台湾业者可以把握时机抢占此一机遇。 

 
1 邹定斌：《海峡两岸物流业合作研究》，厦门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60 页。 
2 《商務部：引導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工商时报》，2017-12-0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01000125-260203。 
3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欧班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2018-04-18，

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dt/jrtt/201804/t20180418_70679.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01000125-260203
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dt/jrtt/201804/t20180418_70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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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线港口转运港 

 

台湾航运业可以加强与大陆、越南及菲律宾沿海的二线港口开展合作，争取

更多国际货物经由台湾转运。1二线港口在吞吐量、仓储量不如一线国际港口，

其对外航线所经国际城市有限，需要依赖一线港口进行转运。随着“海上丝绸之

路”的加速发展，大陆与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航运往来将更加频繁，台湾航运业

可以充分把握此一机遇，加强航运业跨港合作，使台湾成为大陆、越南、菲律宾

沿海二线港口的转运港，提升台湾航运业的转运货量。 

高雄港的货柜量在 2000 年曾经排名世界第 4，当时大陆尚未有任何一个港

口超越台湾，然而 18 年后如今高雄港的排名已跌至世界第 15，两岸十大港口中

只有高雄港是负成长，大陆已有 7 个港口超越高雄港，而全球货柜港前百强中大

陆便占据 20 个。2高雄港和基隆港可以积极对接大陆、越南、菲律宾沿海的二线

港口，承接这些二线港口与世界各国国际港口之间的货物转运，如此将有助于提

升高雄港和基隆港的货柜吞吐量和转运量。 

物流区域一体化是当前物流体系的发展趋势，台湾应与地理临近的福建、浙

江、广东三省密切进行物流航运合作。特别是台湾与福建有着天然的地理相近优

势，福建港口与台湾港口之间的海运航程仅有经由香港转运的 1/3，航运成本不

到一半。3台湾港口对接大陆沿海二线港口、承接国际转运业务的首要目标对象，

便是除厦门港和福州港以外福建沿海的港口，包括泉州新港、漳州港、福鼎沙埕、

宁德三都澳、连江港、马尾港、江阴新港、湄洲港、肖厝港、石湖港、围头港、

石井港、古雷港、东山港、诏安港等。此外，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港口中除了宁波

港、深圳港之外，包括浙江的温州港、台州玉环大麦屿港，广东的汕头港、湛江

港，以及广西的钦州港等二线港口，均是台湾高雄港和基隆港可以积极对接“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货物转运的合作对象。 

 

（三）两岸共建海外仓 

 

海外仓是近年来跨境电商平台与进出口企业积极拓展的业务模式，在海外目

的地设立海外仓，有助于解决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各种痛点。对跨境电商出口

业务而言，客户在海外下单后，可以直接从海外所在地的海外仓发货；对跨境电

 
1 李应博、刘秋雅：《近期台湾物流业发展分析与前瞻》，《海峡科技与产业》，2017 年第 7 期，

第 23 页。 
2 《全球貨櫃港百強 陸占 20 席》，《旺报》，2018-01-09，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09000074-260301；《两岸 10 大港 仅高雄负成长》，

《旺报》，2018-01-17，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17000070-260301。；《高

雄港貨櫃排名 掉到第 15 大》，《经济日报》，2018-03-1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88/3037133； 
3 林翠容：《基于海上直航的闽台港口物流业合作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论文，2006

年，第 20 页。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09000074-26030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17000070-26030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88/303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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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进口业务而言，可以将众多客户下单的多种海外小宗商品集聚于海外仓，统一

发往境内后再发给客户。海外仓有助于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批量发货，降低清关

障碍、缩短物流配送时间、大幅减少物流成本，客户收到货物后也可以在短时间

内进行退换货服务，实现本地销售、本地配送、本地服务，因此设立海外仓已成

为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自 2015 年 5 月商务部出台《“互联网+流

通”行动计划》之后，大陆跨境电商企业和出口企业便积极通过设立海外仓来建

立跨境物流体系，这位跨境物流仓储业者提供发展机遇。 

随着两岸跨境电商与闽台物流“黄金通道”的发展，平潭已在台北港设立首

个大陆在台海外仓，这个模式值得台湾物流企业在其他港口进一步复制，可以和

大陆企业共同在已开通两岸货物直航的台湾港口设立大陆海外仓，同时也可以在

大陆港口设立专门服务台湾跨境电商的海外仓，甚至是和大陆的物流企业合资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海外仓，承接大陆和两岸跨境电商平台的物流业务。 

例如台中港与泉州港之间、基隆港与温州港和台州玉环大麦屿港、高雄港与

汕头港和钦州港之间皆有货物滚轮直航往来，形成台湾和福建、浙江、广东三省

的“黄金海路”。其中高雄与汕头之间航程仅有 180 海里，是广东与台湾距离最

近的航道；台中港与泉州港之间的航程为 105 海里，是台湾距离泉州港最近的港

口；基隆港和温州港之间航程为 140 余海里，和大麦屿港则距离 163 海里，是台

湾与浙江距离最近的航道；广西北部湾地区面向东盟第一线的钦州港，与高雄港

之间也已开通货物直航。因此，台中港、基隆港及高雄港除了对接大陆沿海一线

国际级港口之外，也可以积极对接泉州港、马尾港、温州港、大麦屿港、汕头港、

钦州港等二线港口，由两岸合资在台湾港口设立大陆港口的海外仓，如此将能进

一步助力两岸跨境电商经由更多两岸海路通道发送货物。 

在外国海外仓部分，根据易仓科技发布的《2018 海外仓发展报告之探索新

机遇》，当前中国大陆 158 家海外仓企业在 33 个国家共设立了 353 个海外仓，但

是 40%、132 个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4 国合计共 118 个，

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分别有 11 个，仅有 76 个设立于新兴市场。1由以上数据可见，

当前中国大陆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和物流仓储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

的海外仓仍十分稀少，这为具有国际经验的台湾物流仓储企业提供广阔的机遇。 

当前海外仓业者的建设速度与服务效率普遍跟不上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而

消费者希望商品质好、价格低之外还要物流速度足够快，形同许多跨境电商平台

的卖家是在“用不合格的海外仓服务去试图服务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2，因此

一些有能力和条件的电商巨头如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便自行至各国设立海外仓，

但是大多数没有足够条件自建海外仓的跨境电商业者仍是与第三方海外物流仓

储业者合作。根据统计，2018 年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平台已有 32.56%自建海外

仓，9%准备自建海外仓，仍有约 1/3 与第三方海外仓合作，还有超过 8 成业者

 
1 易仓科技：《2018 海外仓发展报告之探索新机遇》，2018-04-03，

http://www.sohu.com/a/227096608_609544。 
2 同上。 

http://www.sohu.com/a/227096608_60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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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亚马逊提供的全球仓储服务 FBA（Fulfillment by Amazon）合作，而 49%的

跨境电商业者则抱怨 FBA 的价格成本太贵。1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三方海外仓目前不论从数量还是服务仍然远远供不应求，台湾物流仓储业者可

以积极把握市场机会，与大陆业者共同合资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仓。 

 

（四）两岸冷链物流合作 

 

随着境内和跨境生鲜电商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中国加速和世界各国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各省市积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不论在大陆境内还是跨

境之间，冷链物流服务的需求正加速增长。各大电商均纷纷布局跨境生鲜市场，

例如阿里巴巴的菜鸟全球 72 小时必达物流网络，在 2018 年实现了国外进口生鲜

72 小时送达国内，比 2017 年 120 小时的进口生鲜物流速度整整提速了 2 天，实

现在消费者下单后 24 至 48 小时将境外生鲜产品送达消费者手中。2 

中国大陆的生鲜电商市场规模在 2013 年仅有人民币 126.7 亿元，2017 年已

增长达到 1391.3 亿元，预估 2020 年将达到 3132.3 亿元；3按照年均复合增长率

17%估算，到 2030 年将达到 3 万亿元的市场规模。4甚至将达到在生鲜电商市场

增长的推动下，预估 2020 年中国大陆的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达到人民币 4450

亿元，对应 5 年复合增速为 20.4%。5从数据来看，生鲜电商和冷链物流的市场

规模发展十分迅猛。 

然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境内蔬果、肉类、水产的冷链流通率仅有 15%、

30%和 40%，冷链过程断链比例高达 67%、50%和 42%，由于冷链过程断链问题

导致每年损失高达人民币 1000 亿元6；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综合冷链流通率则在 90%

以上、冷链运输断链比例在 5%以下。7至于人均冷库总量中国大陆仅有美国的

1/4，可见中国大陆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与运输服务仍然十分薄弱。相比而言，

台湾地区的冷链物流发展已有 20 多年，综合冷链流通率在 90%以上，其成熟程

度已与欧美国家相当，因此两岸冷链物流行业在技术输出、模式复制、设备供应、

合资设厂等多方面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大陆的冷库和冷藏车近几年增长量十分快速。在冷库容量方面，2008

年年大陆的冷库容量仅有 850 万吨，至 2017 年增长至 3609 万吨，每年以二位数

 
1 同上。 
2 《菜鸟跨境物流再创新纪录 进口生鲜 72 小时可送达》，中国消费网，2018-03-07，

http://www.ccn.com.cn/html/news/xinxiaofei/2018/0307/342263.html。 
3 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消费洞察报告》，2018 年，

http://www.199it.com/archives/672306.html。 
4 《跨境生鲜食品不再遥远》，《国际商报》，2017 年 9 月 22 日，第 A05 版。 
5 中国产业信息：《2017 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供需预测》，2016-12-24，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12/477287.html。 
6 《我国冷链流通率仅 5% 断链损失近千亿》，中国制冷网，2015-04-14，

http://info.hvacr.hc360.com/2015/04/141342555137.shtml。 
7 中国产业信息：《2017 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供需预测》。 

http://www.ccn.com.cn/html/news/xinxiaofei/2018/0307/342263.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672306.html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12/477287.html
http://info.hvacr.hc360.com/2015/04/1413425551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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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增长，1冷库总量已跻身全球前三位，仅次于印度和美国，但人均冷库拥有

量仍远低于欧美国家。在冷藏车生产方面，截至 2016 年大陆冷藏车市场保有存

量为 11.5 万辆，2012 年以前每年新增生产量不到 1 万辆，2013 年以后每年增长

量不断提高，2016 年已增长至年生产 26113 辆。2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 4 月发

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国

办发〔2017〕29 号），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鼓励全

国性、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冷藏冷冻、流通加工冷链设施”，“在重要物流

节点和大中型城市改造升级或适度新建一批冷链物流园区”，“ 加强面向城市消

费的低温加工处理中心和冷链配送设施建设”，该意见的出台表明未来中国大陆

的冷库、冷藏车、冷链设备将大幅发展。3 

尽管中国大陆的冷库和冷藏车数量增长快速，但是在制冷技术、监控系统、

安全性能、运营管理等方面仍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国办发〔2017〕29 号意见指

出要“健全冷链物流标准和服务规范体系”，“加快冷链物流技术装备创新和应用”，

“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到 2020 年初步建成“全程温控、标准健全、绿色安全、

应用广泛”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冷链物流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普

遍实现冷链服务全程可视、可追溯，生鲜农产品和易腐食品冷链流通率、冷藏运

输率显著提高，腐损率明显降低，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4 

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精神，交通运输部在 2017 年 8 月也出台《交

通运输部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指出要“严格冷藏保温车辆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明确表示将“制定发布《营

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将冷藏保温车辆作为专用货运车辆加强管理，

并将温度监控设备性能要求作为冷藏保温车辆投入运营的基本条件”，“对于不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不允许投入冷链物流市场”，同时要“引导高耗能、低效率、

不合规的冷藏保温车加快退出市场”。与此同时，该意见也指出要“严格冷藏保

温车辆使用过程管理”，强调将“做好冷藏保温车辆的年度审验，制定发布《冷

藏保温车辆温度记录与监控设备性能要求和检测方法》、《冷藏保温车辆分类及技

术要求》等行业标准，明确对冷藏保温车辆及其温控、制冷设备等的性能要求和

检验方法，并纳入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验，确保温控、制冷设备性能合格。”此

外，该意见的其他部分也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装备专业化水平”，“加强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冷链物流温度监控系统”，“强化对冷链物流运输

环节温度监控的监管”，“开展冷链物流企业服务和信用评价”。 5 

 
1 中冷联联盟：《2017 版全国冷链物流企业分布图》，2017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sohu.com/a/138026140_653523。 
2 智研咨询集团：《2017-2023 年中国冷藏车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7 年 9 月，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11/579437.html。 
3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国

办发〔2017〕29 号），2017 年 4 月 21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4/21/content_5187961.htm。 
4 同上。 
5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

http://www.sohu.com/a/138026140_653523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11/57943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4/21/content_51879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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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具体明确的政策意见清楚表明，今后大陆的冷藏保温车发展在高速增长

的同时，还将对不符规的冷藏保温车实行入场严控和退场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和

交通运输部这两份权威政策的出台，显示未来中国大陆的冷链物流行业对技术要

求和全程监管将全面提升，这对冷链技术和服务已经十分成熟的台湾冷链物流行

业是一个重大机遇，台湾冷链冷链企业可以搭乘政策风向切入市场，并与大陆冷

链物流企业合资成立公司，运用陆企的资金和网络加速抢占大陆冷链物流广阔的

市场。 

当前中国大陆冷链物流发展有 2/3 比重集中在沿海省份，1中西部地区如新

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份的冷链物流发展亟待跟上。以青海为例，随

着青海周边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消费增长，青海在冷链物流方面的需

求也快速增长，预估全省需要冷链物流服务的温控食品占比达 6 至 7 成，未来冷

链物流总需求将达 60 万吨以上，但是当前青海全省温控食品冷链流通比例只有

5%，冷链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温控食品流通无法形成冷链配送服务。2因此台

湾冷链物流企业除了进入大陆沿海省份之外，也可以积极布局中西部的蓝海市场。 

 

（五）物流地产蕴含巨大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为主要目标，必须通过打造境

内外物流大通道进而发展大贸易和大市场。而当前在“一带一路”境内外物流大

通道的节点城市、港口和边境关口上，物流基础设施总体仍然十分不足，这对于

作为综合解决方案与物流基础设施的各类型物流地产而言，将蕴含着十分庞大的

发展机遇。 

根据全球 500 强企业、商业地产运营商世邦魏理仕（CBRE）于 2015 年发

布的报告，美国的总体仓储面积为 17.7 亿平方米，人均仓储面积 5.55 平方米；

而中国的总体仓储面积为 8.6 亿平方米，人均仓储面积 0.66 平方米，人均面积仅

有美国的 11%。在高标准的现代化物流仓储方面，美国的总体面积为 3.7 亿平方

米，人均面积为 1.17 平方米；而中国的总体面积为 2000 万平方米，人均面积为

0.015 平方米，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面积中国均与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如图 10）。
3 

 

 

  

 
2017 年 8 月 24 日，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dlyss/201708/t20170824_2907727.html。 

1 易炼：《前景可观 2018 年冷藏车盼“高质量”》，专汽网，2018-04-03，

http://www.17350.com/news/26237.html。 
2 《青海冷链物流亟待加“热” 助力“一带一路”战略通道》，中国食品机械设备网，2017-07-19，

http://info.machine.hc360.com/2017/07/191441682017.shtml。 
3 Frank Chen, Lovisa Luo, “The Key to Investing in the China Logistics Market,” CBRE, China 

Property Market, Q3 2015, p.4.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dlyss/201708/t20170824_2907727.html
http://www.17350.com/news/26237.html
http://info.machine.hc360.com/2017/07/1914416820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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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中美两国物流仓储面积比较 

 

资料来源：Frank Chen, Lovisa Luo, “The Key to Investing in the China Logistics Market,” CBRE, 

China Property Market, Q3 2015, p.4. 

 

随着中国国内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所需的工程物

流与制造业物流，中国急需建设大批量高标准的现代化物流仓储和物流园区。一

方面，由于既有的第三方物流无法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许多电子商务在过

去几年持续加速自建物流，例如京东过去几年自建物流的仓储面积均以年均 50%

左右的增速发展。1与之相似，在快递物流爆发式增长之下，如顺丰速运的快递

业者也开始进军物流地产，有的项目与传统物流地产企业合作，有的则与地产集

团合作。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中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

反观“商业地产年租金回报率可能在 3%-4%，但物流地产净租金回报率能达到

7%-12%，远远高于商业地产租金”2，因此以万科为代表的地产集团开始转而大

规模投资物流地产。此外，专业的投资机构也看上物流地产稳定的高回报率，投

资机构与物流地产业者之间的联姻合作也加速专业物流地产业者自身的发展。总

体而言，电商巨头大规模自建物流仓储、快递业者与其他业者合作进军物流地产、

地产集团加大对物流地产的投资、以及国内外物流地产业者自身的加速发展，使

当前中国物流地产的发展呈现以上多种投资迅猛并进的格局。不过尽管如此，中

国的高标准物流地产总量仍然远远供不应求。 

商务部等 10 部门于 2015 年 5 月联合发布《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

(2015～2020 年)》，为配合“一带一路”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确定将于 2015

至 2020 年期间建立“3 纵 5 横”的全国骨干流通大通道体系，进而明确划分“国

家级、区域级和地区级”等不同层次的流通节点城市。3其中，所谓“3 纵”是指

“三条南北向流通大通道”，包括“东线沿海流通大通道、中线京港澳流通大通

 
1 潘玥舟：《物流地产的春天交响曲》，《物流技术与战略》，2018 年 2 月，

https://www.logisticnet.com.tw/publicationArticle.asp?id=610。 
2 《物流地产“黄金时代”到来 净租金回报率可达 7%-12%》，赢商网，2015-12-09，

http://gz.winshang.com/news-552553-2.html。 
3 商务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2015 年 5 月 25 日，

http://www.gov.cn/foot/site1/20150601/84121433167004052.docx。 

https://www.logisticnet.com.tw/publicationArticle.asp?id=610
http://gz.winshang.com/news-552553-2.html
http://www.gov.cn/foot/site1/20150601/8412143316700405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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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西线呼昆流通大通道”；所谓“5 衡”是指“五条东西向流通大通道”，包括

“西北北部流通大通道、陇海兰新沿线流通大通道、长江沿线流通大通道、沪昆

沿线大通道、珠江西江流通大通道”（如图 11）。 

 

图 11：全国骨干流通网络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商务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2015 年 5

月 25 日，http://www.gov.cn/foot/site1/20150601/84121433167004052.docx。 

 

根据该规划，“依据流通节点城市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和辐

射带动能力等基础条件，统筹考虑在流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布局平衡、功能整

合等因素”1，从全国遴选出 37 个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以及 66 个区域级流通

节点城市。其中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

 
1 同上。 

http://www.gov.cn/foot/site1/20150601/8412143316700405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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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

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

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而区

域级流通节点城市则包括：“唐山、保定、秦皇岛、邯郸、大同、临汾、包头、

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锦州、丹东、延边、吉林、牡丹江、大庆、徐州、南通、

连云港、无锡、舟山、金华、温州、阜阳、芜湖、泉州、漳州、九江、赣州、潍

坊、烟台、临沂、洛阳、商丘、南阳、宜昌、襄阳、荆州、衡阳、娄底、株洲、

东莞、佛山、桂林、柳州、钦州、防城港、绵阳、达州、南充、宜宾、遵义、六

盘水、曲靖、红河、咸阳、榆林、天水、酒泉、海西、海东、石嘴山、喀什、伊

犁、博尔塔拉、巴音郭楞、日喀则。”1以上 103 个国家级和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

再加上当前既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

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等 1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今后中国

大陆境内物流地产优先发展且需求旺盛的地方。 

由于台湾企业的资本存量有限，单凭自身力量将难以快速布局如此庞大的市

场；而许多大陆房地产商则从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转向投资物流地产，或者许多

自建物流的电商企业缺乏物流地产方面的成熟经验和技术。在优势互补原则之下，

台湾的物流地产企业可以充分把握自身在规划、技术、设备、软件、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优势，与大陆地产集团和电商企业抱团合资，或者与国内外投资机构合作，

加速进军布局以上 103 个城市和 12 个自贸试验区的物流地产市场。 

按照商务部等 10 部门的规划，未来在各级流通节点城市将重点“支持建设

重要集散地和主销地的专业批发市场、物流园区、快递园区、大型公共仓储配送

设施、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等。大力加强粮食仓储及物流设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国家重要商品储备库、中继型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农村邮政物流设施等公

益性和公共性流通设施建设。”2因此上述领域是台湾物流地产企业进军大陆市场

时，可以重点考虑投入的细分类别。 

随着“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对工程物流与制造业物流的需求，以及跨境电商

迅猛发展对跨境物流的需求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建设也持续加速

成长。过去占据物流运输市场主导地位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市场，如今占世界份额

已降到 29%，“一带一路”与新兴市场的运量份额则增长到 59%。3物流地产应跟

随物流通道和节点进行建设，因此在“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和经济走廊上的节

点城市、重点港口、铁路沿线、机场空港、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均是台湾物流地

产进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考虑的投资建设标的。 

  

 
1 同上。 
2 同上。 
3 《许立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流市场急剧上升 占目前运量 59%》，腾讯财经，2018-04-09，

https://finance.qq.com/a/20180409/023022.htm。 

https://finance.qq.com/a/20180409/023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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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资租赁 

所谓融资租赁模式是指“设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属于不同的主体，租赁期间

设备所有权归出租人，使用权归承租人，合约期满后，承租人可享有留购、续租、

退租或另订租约等多种选择”。1融资租赁模式是结合融资和融物的一种现代新型

商业模式，其主要优点包括：“通过设备租赁，可以直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

通过实物转租，可以直接促进产能转移、企业重组和生产资料更新换代升级；通

过回购返租，可以直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而对于跨境投资来说，跨境融资租

赁具有轻资产的优势，同时有利于通过物权来控制跨境风险，。 

自 1970 年代至今 40 多年以来，台湾融资租赁行业已发展较为成熟，总体特

征是租赁公司数量虽多但却规模较小，主要由银行系、企业集团系、汽车厂商系、

外商系等四类公司组成，其代表性龙头企业中租迪和一枝独秀，占据一半的市场

份额。3台湾融资租赁企业的客户有 60%来自制造业，运输设备和工程机械等占

据租赁物的 30%。台湾地区的融资租赁渗透率超过 9%，与日本和韩国相当。4由

此可见台湾融资租赁企业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只是长期受限于台湾狭小的市

场规模而难以扩大成长，如今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广阔的市场正是台湾融资

租赁企业新的成长动力与不可错过的机遇。 

当前中国大陆的设备机器使用率仅有 6 到 7 成，5显示设备产能过剩已十分

严重，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既缺少足够的设备机器、又缺少充足的资

金进行采购，正好可以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帮助这些国家以较低的成本，从中国进

口使用在基础建设和制造业发展中所必需的设备机器，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资

金融通”和“设施联通”提供服务。因此，中国租赁融资企业便和对外投资企业

共同形成了“中国制造+中国租赁”的海外发展模式，以及和海外工程承包企业

形成了“工程承包+融资租赁”的海外合作模式，甚至进而发展成“中国制造+

中国租赁+中国服务”的新模式，
6
“由融资租赁公司从国内购买产品并租给对外

投资企业，使之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打开国际市场、与国外同行展开竞争，为中国

制造企业充当探路者和急先锋”。7 

在“走出去”和“请进来”同步发展的全面对外开发战略引导下，以及中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引进新技术与新设备的迫切需求驱动下，中

国融资租赁企业除了帮助国内装备机械制造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过剩

 
1 项祥祥：《“一带一路”下跨境融资租赁优势及风险防范》，《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 年第 9 期，

第 64 页。 
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69 号），2015 年 9 月 8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8/content_10147.htm。 
3 王琨、翟娜：《台湾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与经验》，《中国经贸导刊》，2011 年第 15 期，第 74

页。 
4 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p.9. 
5 张志坚：《我国融资租赁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第 125 页。 
6 姜荣春、王雷：《借力“一带一路” 推进融资租赁产业国际化发展》，《中国发展观察》，2016 第

23 期，第 43 页。 
7 同上，第 124 页。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8/content_101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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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之外，还可以帮助制造业以较低成本从国外进口租赁先进的设备机械，在输

出和引进两方面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前景均十分可观。 

过去十多年中国大陆的融资租赁行业爆发式增长，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第二大融资租赁市场，以超过 25%的年增长率在发展，但是目前的融资租赁市场

渗透率仅有 4%，成长空间仍然十分可观。1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出台政策鼓励

下，中国大陆融资租赁行企业数量在 2017 年已超过 8000 家，相较于 2016 年增

长了 15%。2 

在 2014 年 8 月国务院所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将融资租赁行业纳入国家未来重点性发

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指出将“大力推广大型制造设备、施工设备、运输工具、

生产线等融资租赁服务”，同时“鼓励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并且表

明将“引导租赁服务企业加强与商业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合作，充分利

用境外资金，多渠道拓展融资空间”。3 

此后，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5 年 9 月初接连发布关于加快租赁行业发展的两

份指导意见，其中 2015 年 9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8 号），明确表示要大力发展跨境租赁，“鼓励融

资租赁公司‘走出去’发展，积极拓展海外租赁市场”，“鼓励工程机械、铁路、

电力、民用飞机、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及其他大型成套设备制造企业采用融资租

赁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扩大

高端设备进口，提升国内技术装备水平”，并且将“引导融资租赁公司加强与海

外施工企业合作，开展施工设备的海外租赁业务，积极参与重大跨国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以及“鼓励境外工程承包企业通过融资租赁优化资金、设备等资源配

置，创新工程设备利用方式”，甚至将“支持有实力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跨境兼

并，培育跨国融资租赁企业集团，充分发挥融资租赁对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

支持和带动作用”。4之后全国各地市也纷纷根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出台各自相

应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融资租赁企业的快速

发展。 

在中国大陆各省市中，天津市无疑是融资租赁行业政策先行先试与企业集中

集聚的高地，而其中天津自贸区内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更是天津融资租赁企业最

集中的区域。依托大型船舶、飞机、与制造设备等各种资源，天津发展融资租赁

行业具有先天的优势。天津市也是全国最早出台健全融资租赁行业政策的省市，

早在 2010 年天津市政府便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市租赁业发展的意见》（津政法

[2010]39 号），并且还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专门针对融资租赁业单独出台“十三

 
1 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White Clarke Group, 2017, p.9. 
2 “Global Auto & EquipmentFinance Report 2018,” Asset Finance International in Association with 

White Clarke Group, 2018, p.36.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

26 号），2014 年 8 月 6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06/content_8955.htm。 
4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8 号），

2015 年 9 月 7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7/content_1014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06/content_895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7/content_10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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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政策。天津市的融资租赁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租赁物权属登记查询、

租赁公司贷款风险补偿、租赁物增值税抵扣、租赁物出口退税、租赁物海关异地

委托监管、租赁公司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租赁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和租赁专业

硕士学位教育等创新试点”，并且“完成了 SPV 租赁、保税租赁、跨境租赁、离

岸租赁、转口租赁、联合租赁、基础设施租赁、批量化中小企业租赁、租赁资产

交易、租赁资产证券化等数十项租赁创新业务模式”。1在《天津市融资租赁业“十

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将“鼓励银行为租赁公司提供单独授信和银团贷款，

与租赁公司联合开展大型租赁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 同时将“加强租赁公司与

海外施工企业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投资提供配套服务”，

这些政策有助于设立在天津的融资租赁企业拓宽资金来源、取得大型项目、进入

“一带一路”市场。 

天津自贸区东疆片区作为全国融资租赁企业领先的聚集区，关于融资租赁行

业的政策会先在此地进行试点，之后再向全国进行推广。2012 年 7 月财政部、

海关总署、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布《关于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试行融资租赁

货物出口退税政策的通知》，让东疆成为全国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的首个政策

试点，该政策可以大幅降低跨境融资租赁的成本，有效提升区内融资租赁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此后，该政策于 2013 年进一步在上海自贸区试点，2014 年全面推

广适用至全国，“可以说天津自贸区引领了中国租赁业的改革创新”。2 

此外，为了进一步扶持壮大区内融资租赁企业，“天津自贸区东疆片区对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减免政策，以大力支持航运企业发

展；注册在东疆片区从事飞机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享有与航空公司同

等的优惠税率；对于东疆片区的租赁出口货物，实现租金部分免征增值税。”3东

疆片区对于飞机租赁还首创了“空中申报、落地放行”的监管模式，推出了“属

地申报、口岸验放”的异地通关模式，实行了“不入区、仅备案、不报关”的“离

岸业务”通关模式，大幅提升了通关与监管的效率。4 

总体而言，在产业优势和政策环境支持推动下，天津的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快

速，其融资租赁公司的总资产占全国 1/4，业务总量占到将近全国 1/4（如表 3）。
5“飞机、国际航运船舶和海工平台租赁业务分别约占全国总量的 90%、80%和

100%”，“融资租赁业机构实力和业务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6由此可见，

台湾融资租赁企业进军大陆设立总部的首选之地便是天津自贸区，可以在天津市

既有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进一步辐射全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天津市融资租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http://www.tjjr.gov.cn/jrzt/jrzczcydt/zldbxdjr/20161104030414765ynG.shtml。 
2 曾旒缯：《天津自贸区推动融资租赁产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优势及建议》，《未来与发

展》，2016 年第 10 期，第 80 页。 
3 同上。 
4 同上。 
5 阮国琳：《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机遇与风险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8 页。 
6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天津市融资租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http://www.tjjr.gov.cn/jrzt/jrzczcydt/zldbxdjr/20161104030414765y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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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06-2015年天津融资租赁业务总量 

 

资料来源：阮国琳：《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机遇与风险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年，第 8 页。 

 

自 2015 年以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对于融资租赁企业而言

可以采取“互联网+融资租赁”模式，在既有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或者自行打

造融资租赁互联网平台，在更大范围对融资租赁供需进行高效精准的匹配，同时

也将融资资金来源从机构拓宽至自然人。1相较于大型集团企业资金充沛，一般

中小企业的资金条件和融资能力则比较有限，对于融资租赁的需求会更高，例如

在台湾地区总共有 2/3 融资租赁的承租方企业资本额不到新台币 2000 万元。2因

此台湾融资租赁企业可以与大陆同行合作，共同设立跨境融资租赁互联网平台，

专门服务境内以及有意走向“一带一路”市场的中小企业。 

台湾融资租赁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最好的做法是与中国

境内的基础建设行业及制造业携同出海。根据长期追踪全球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怀

特克拉克集团（White Clarke Group）所统计公布的数据，亚洲融资租赁市场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占全球份额的 20.6%及 22.2%，年度成长率为 14.4%（如表 4），
3到 2016 年已增长为 26.4%，4两年间全球份额占比的成长幅度超过 1/4，显见占

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范围的亚洲地区已成为全球融资租赁快速成长的市

 
1 阮国琳：《天津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机遇与风险研究》，第 17 页。 
2 同上，第 6 页。 
3 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White Clarke Group, 2017, p.5, 

https://www.assetfinanceinternational.com/images/pdf/WCG_GLR_2017.pdf. 
4 Bredan Gleeson, “State of the Global Leasing Industry: Continued Strength and Growth,” in “White 

Clarke Group Leasing Report Extract 2018,” 

http://www.world-leasing-yearbook.com/wp-content/uploads/2018/01/White-Clarke-Group-Global-

Leasing-Report-extr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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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当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欧洲国家、俄罗斯、土耳其之外，包

括印度在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租赁市场规模与市场渗透率都非常小，例如

2015 年印度全国的融资租赁市场规模只有 1.9 亿美元（如表 5），1可见未来发展

仍存在非常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台湾融资企业在大陆设点立足后，可以进一步与

大陆基础设施建设及制造业相关企业携手合作，服务其跨境项目的融资租赁需求

逐步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表 4：全球融资租赁市场各地区份额与成长率 

 
资料来源：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White Clarke Group, 2017, p.5. 

 

  

 
1 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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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世界排名前 50国家/地区的融资租赁市场与渗透率 

 

资料来源：Bredan Gleeson, “Global Leasing Report 2017,” White Clarke Group, 2017,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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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力发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能源，而在传统能源之外的再生能源

也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巴黎气候协议》的框架以及应对气候

变化的压力下，绿色能源（green power）和再生能源（renewable power）已成为

全球能源发展趋势。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估计，

2017 年至 2040 年期间，平均每年再生能源的增长总量将超过煤炭、天然气与核

能的新增总量高达一倍（如图 12）。 

 

图 12：全球平均每年各类能源净增长量 

 
资料来源：Tim Buckley, Simon Nicholas, and Melissa Brown, “China 2017 Review: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Continues to Drive Global Trends in Energy Investment,”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Jan. 2018, p.17.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发展再生能源，预估在 2015 至 2021 年期间，我国再生

能源增长总量在全球占比中在世界排名前列，其中水力发电（hydro power）、风

力发电（wind power）及太阳能光伏（solar PV）我国增长总量在全球占比中预

估将分别达到 36%、40%、及 36%（如图 13）。在台湾地区的再生能源产业中，

又以风力发电较为成熟并且具有未来向“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输出的潜力。 

风力发电在制程中所造成的污染相对较低，并且在投入运转后几乎达到零排

碳，在各种再生能源当中的清洁程度较高，已成为国际国际再生能运的发展主流。

风力发电分为陆域凤电和离岸凤电两种，有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德国、印度等

因陆地规模广阔，主要以陆上风力发电为主，但在陆域风电优良风场开发渐趋饱

和之下，已开始着力发展离岸风电；有的国家和地区则因为陆地面积狭小、可投

入风力发电的土地有限，加上发电机组的噪音问题，因此在陆域风电之外，只能

转而采取离岸形式建置风力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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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5-2021年期间中国再生能源增长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Tim Buckley, and Simon Nicholas, “China’s Global Renewable Energy Expansion: How 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National Economy Is Positioned to Lead the World in 

Clean-Power Investment,”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Jan. 

2017, p.5. 

 

全球风力发电市场规模预估自 2016 年至 2030 年之间将增长 64%，总规模将

达到 873 亿美元，其中离岸风力市场将大幅增长 1100%，达到 297 亿美元的规

模。1此外，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统计（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统

计，2017 至 2021 年期间，预估每年总量增长率将维持在 10%以上（如图 14），

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 14：2017-2021年全球风力发电市场前景预估 

 

 
1 《国外大厂锁定台湾 投资离岸风力发电》，Energy Trend of TREDNFORCE Corp., 2017-06-08，

https://www.energytrend.cn/news/20170608-15584.html。 

https://www.energytrend.cn/news/20170608-15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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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lobal Wind Report 2016,”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5 May, 2017, p.23. 

在全球风电市场的分布中，2017 年全球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前 5 名国家分别

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及印度，五国新增装机总量达全球 8 成；若再加上第

6 至第 10 名的巴西、法国、土耳其、南非、芬兰，则前 10 名国家新增装机总量

占全球 9 成（如表 6）。整个亚洲地区 2017 年新增装机总量达 24,447，累计总量

为 228,542，分别在全球总量中占比 46.5%及 42.3%（如表 7），预估自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亚洲市场规模将增长至将近全球一半的占比（如图 15），年均增长总

量几乎将近全球其他区域的总和（如图 16）。 

 

表 6：2017年全球新增风力发电装机 TOP10 

单位：MW（百万瓦特） 

序号 国家 新增装机 市场份额 

1 中国 19660 37% 

2 美国 7017 13% 

3 德国 6581 12% 

4 英国 4270 8% 

5 印度 4148 8% 

6 巴西 2022 4% 

7 法国 1694 3% 

8 土耳其 766 1% 

9 南非 618 1% 

10 芬兰 535 1% 

合计 47310 90% 

全球总新增 52492 100%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14 Feb., 2018, p.2. 

 

表 7：亚洲地区风电装机 2016及 2017 年累计总量与 2017年增量 

单位：MW（百万瓦特） 

国家/地区 2016 年累计总量 2017 年新装机量 2017 年累计总量 

中国大陆 168,732 19,500 188,232 

印度 28,700 4,148 32,848 

日本 3,230 177 3,400 

韩国 1,031 106 1,136 

巴基斯坦 592 200 792 

台湾地区 682 10 692 

泰国 430 218 648 

菲律宾 427 -- 427 

越南 159 38 197 

蒙古国 50 50 100 

其他 70 -- 70 

合计 204,104 24,447 228,542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14 Feb., 201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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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6至 2021年全球各地区风电累计市场预估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5 May, 2017, p.24. 

 

图 16：2017-2021年世界各区域风力发电市场每年增长总量预估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5 May, 2017, p.24. 

 

从当前数据来看，中国大陆不论在风电装机新增量或累计总规模，均占据首

位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风电装机 2017 年新增总量达 19,660 MW，占全球新增

总量 37%；累计总规模达 188,232 MW，占比全球总规模 34.8%。1而除了中国大

陆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和土耳其则是风力发电增长最快的两个国

家，两国风电发展自本世纪初开始十多年来一直持续增长（如图 17、图 18）。印

 
1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14th Feb., 2018,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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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风电装机总规模已在 2017 年达到 32,848 MW，1而土耳其风能协会（Turkey 

Wind Association）则预估土耳其将在 2023 年达到平均每年新增风电装机总规模

1.5 GW。2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及、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越南、蒙古等

国也在发展风电，只是目前总规模和增量较小。但是随着全球风电市场逐渐成熟，

单位平均成本降低至发展中国家可承担的水平后，未来不排除“一带一路”沿线

其他国家的风电市场将有所增长，例如越南风电总量便计划在 2030 年达到

6,000MW 的规模。3从长远而计，风电产业应当对此及早布局。 

 

图 17：2001-2016年印度风力发电装机总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5 May, 2017, p.49. 

 

图 18：2001-2016年土耳其风力发电装机总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5 May, 2017, p.69.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虽然在陆域风电方面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甚至岛内既有

的陆域风电机组主要均由国外大厂制造，台厂仅能承包安装、维护与管理运转的

业务，但是在离岸风电产业方面台湾却具备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台湾海

峡东西两侧一带是全世界最优良的离岸风场，而台湾海峡特有的台风风场环境，

则是中国大陆与欧洲沿海地区所没有的。4据台湾电力公司估计台湾离岸风电的

发电效率比陆域风电高出 40%，5而国际知名的离岸风电评估公司 4C Offshore 的

 
1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14th Feb., 2018, p.2. 
2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5 May, 2017, p.69. 
3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5 May, 2017, p.73. 
4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in Taiwan,” Flanders Invetment & Trade, Jan. 2014. 
5 《绿电建设 台电带头拚》，《工商时报》，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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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排序数据指出，全球排名前 50 的优良离岸风场中就有 47 个在台湾海峡，其

中绝大部分在台湾西部沿海一侧。1因此，台湾近年来开始着力发展西部沿海离

岸风电，原计划至 2030 年装机总量达到 3000 MW，2如今又计划提前至 2025 年

达到 3,836 MV 的规模，3并且规划于台北港、台中港、兴达港设立离岸风电产业

园区，试图整合海内外业者、组建合作联盟，以形成产业聚落及完整的产业供应

链，进而打入国际供应链与抢占亚太市场。4 

目前全球离岸风电总规模已达 18,814 MW，其中 88%分布于欧洲 10 个国家

的海岸线，其余 12%则大多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

其中前 5 名国家为英国、德国、中国、丹麦、瑞典，其市场规模全球占比分别为

36%、29%、11%、8.8%及 7.8%。5对中国而言，可以说 2017 年是离岸风电发展

的爆发年，其新增装机量已接近前两名的英国和德国（如图 19）。全球离岸风电

预估未来平均每年装机增量将超过 10 GW，2030 年装机总量将达到 120 GW。随

着离岸风电的技术纯熟和规模增长，未来成本将持续下降，2017 年德国已出现

全球第一个不需要政策补贴的离岸风电项目，而预估到 2030 年离岸风电成本将

下降至 60 欧元/MWh。 

风电产业是一个技术门槛高、前期投入资本大、系统整合度要求高的细分产

业，需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政府扶持政策予以支撑，帮助风电企业撑过前期的

投入阶段。欧洲风电市场发展最早，技术和产业链也最为成熟，因此欧洲风电市

场的增长主要也由欧洲国家的厂商分食，台企几乎难有机会打入其中。中国大陆

的风电市场规模和增速都是世界最大，多年来在政策扶持下已经发展出成熟的风

电产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形成兆瓦级风电机组的配套产业链。6台企无论

从规模和成本上都无法与陆企相比，因此台企较难以承揽统包大型风电项目，但

是台企在零部件设计和开发上有较高的竞争力，两岸风电业者具有很高的互补性，

台企可以通过与陆企合作融入大陆风电产业的供应链中。至于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快速增长的风电市场中，则是欧美及中国大陆风电厂商竞

争的目标，台企可以通过与陆企在供应链上的合作，携手打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风电市场。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02000134-260204。 

1 4C Offshore 公司对全球离岸风场进行的评估排序，参见

http://www.4coffshore.com/windfarms/windspeeds.aspx。 
2 Ssu-yuan Hu, “Policy and Promo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Taiwan,” Thousand Wind Turbines 

Promotion Office, p. 3,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508/111034/25bcd458-67d7-4ed4-994b-128a7ba49d17.p

df. 
3 台湾“经济部能源局”焦点新闻，2018-04-30，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50

03。 
4 《离岸风力发电产业政策》，台湾“经济部工业局”，2018-01-18，

https://www.moeaidb.gov.tw/ctlr?PRO=filepath.DownloadFile&f=policy&t=f&id=5786。 
5 “Global Wind Report 2016,”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5 May., 2017, p.23. 
6 宋阳：《两岸新能源合作驶上快车道》，《中国经济导报》，2010-08-05，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8056-1.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02000134-260204
http://www.4coffshore.com/windfarms/windspeeds.aspx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508/111034/25bcd458-67d7-4ed4-994b-128a7ba49d17.pdf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508/111034/25bcd458-67d7-4ed4-994b-128a7ba49d17.pdf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5003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5003
https://www.moeaidb.gov.tw/ctlr?PRO=filepath.DownloadFile&f=policy&t=f&id=5786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805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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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球离岸风电主要国家累计与每年增长装机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14 Feb., 2018, p.3. 

 

  



第45页 

六、蓝色经济 

“一带一路”由陆上和海上两方面的新丝绸之路组成，其中建设“21 世纪

海上丝绸”的轴心在于沿线国家之间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或称“蓝色经济”

（Blue Economy）。随着 21 世纪人口爆炸、陆上资源日益紧缺、全球暖化与极端

气候频发，世界各个沿海国家开始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寄望于广阔丰沛的海洋天

然资源，积极投入到新兴海洋产业，引发了 21 世纪的“蓝色革命”（Blue 

Revolution）。 

最早提出“蓝色经济”一词的是“零排放研究创新基金会”（Zero Emissions 

Research & Initiative, ZERI）创始人冈特‧鲍利（Gunter Pauli），他在 2009 年向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提交一份关于“蓝色经济”的简报，1并于

2010 年正式将报告出版成书，书名为《蓝色经济》（The Blue Economy: 10 Years, 

100 Innovations, 100 Million Jobs）2。他所认为的“蓝色经济”具有“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Economy）的意涵，是通过

科技技术创新而在生产过程中不造成能源损耗或留下废料，兼顾保育和再生，最

终达到零排放和永续发展的目标。 

在“蓝色经济”一词提出来之后，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纷纷将“蓝色经济”

的概念用于海洋开发的政策制定，而“小岛开发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由于生存上天然地需要依赖海洋，因此成为在国际领域上推动“蓝

色经济”的倡议先锋。首先是“太平洋小岛开发中国家”（The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SIDS）在 2011 年将“蓝色经济”界定为“基于应用海洋新科

技的全球共享绿色成长”。3“联合国环境计划”（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于 2012 年发表的《在一个蓝色世界的绿色经济》报告也进

而呼应，人类有必要进一步也有更多新的机会将“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

运用在“蓝色世界”（Blue World）的海洋上。4在“小岛开发中国家”与联合国

的推动下，2012 年“Rio+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正式发表《蓝色经济概念文件》（Blue 

Economy Concept Paper）5，此后“蓝色经济”便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和推

广。 

有鉴于“蓝色经济”概念定义日益多元化，“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1 Gunter Pauli, “The Blue Economy: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2009,” 13 Nov., 2009, 

http://www.worldacademy.org/files/Blue%20Economy%202009.pdf. 
2 Gunter Pauli, The Blue Economy: 10 Years, 100 Inovations, 100 Million Jobs, New Mexico: 

Paradigm Publications, 2010. 
3 陈子颖：《APEC“蓝色经济”议题初探》，《APEC 通讯》，2012 年 5 月，第 4 页。 
4 “Green Economy in a Blue World,” UNEP, 2012,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Environment%20and%20Energy/Water%20and%20

Ocean%20Governance/Green_Economy_Blue_Full.pdf. 
5 “Blue Economy Concept Paper,” Rio+2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 held in Riode Janeiro, 20-22 June 2012,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978BEconce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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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WWF）在 2015 年发表一份报告题为《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原则》，为“蓝色

经济”下了一系列界定：“可持续蓝色经济是一种基于海洋的经济，能够为当前

和未来世代提供社会与经济效益，能够储存、保护与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多

样性、生产力、可恢复性、核心功能与内在价值，并且运用清洁技术、可再生能

源、以及循环物流。”1“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则认为“蓝色经济”是指

“为经济增长而可持续使用海洋资源以促进生计就业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2，

强调“蓝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海洋经济”（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

经济开发能够与海洋生态系统长远的健康发展相平衡，3世界银行对“蓝色经济”

的界定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和运用。 

归纳“蓝色经济”的各种概念内涵，简要而言所谓“蓝色经济”是指“可持

续发展的海洋经济”，其经济产业领域包括海产业、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矿物、

海洋能源、海水淡化、海洋运输、海洋贸易、海洋旅游、海洋装备、海洋监测、

海洋治理等。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上述涉海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总体国家发

展十分重要。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大陆海洋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8.1%，2015

年在“十二五”期末中国大陆的海洋经济总量将近 6.5 万亿元，相较于“十一五”

期间增长了 65.5%，海洋 GDP 占国内 GDP 比重达 9.4%，涉海就业人员达 3589

万人。4由此可见，“蓝色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正持续攀升。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日益加强对“蓝色国土”和“蓝色经济”的

探索与开发。早在 2011 年 1 月和 2012 年 11 月，国务院便分别批准了《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及《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其中福建

提出要依托两岸合作来打造“海峡蓝色产业带”。52015 年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通

过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后，我国对

“海洋经济”的总体发展视角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例如国家海

洋局在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

相较于前一个 5 年的框架计划，便增加了关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蓝色经济发

展合作的内容。6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如何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

推进“蓝色经济”，成为今后的发展重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在 2017

 
1 “Principles for a 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World Wildlife Fund, 10 July, 2015, 

http://d2ouvy59p0dg6k.cloudfront.net/downloads/15_1471_blue_economy_6_pages_final.pdf. 
2 “What is the Blue Economy?” The World Bank, June 6,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infographic/2017/06/06/blue-economy. 
3 Pawan G. Patil, John Virdin, Sylvia Michele Diez, Julian Roberts, and Asha Singh, Toward a Blue 

Economy: A Promise for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Caribbean, Report No.: AUS16344, September 

2016, p.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061/Demystifying0t0the0Caribbea

n0Region.pdf?sequence=4.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 5 月 4 日，

第 2 页，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705/W020170512615906757118.pdf。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2012 年 11 月，第 12 页。 
6 《国家海洋局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新华社，2016 年

11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6-11/04/c_129351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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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联合出台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便提出，未来中国将与各

国联合打造“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北冰

洋-欧洲”等 3 条“蓝色经济通道”（如图 20），并且要建立与沿线各国之间的“蓝

色经济合作机制”，包括“设立全球蓝色经济伙伴论坛，推广蓝色经济新理念和

新实践，推动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共同制定并推广蓝色经济统计分类国际标

准，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开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蓝色经济评估，编制

发布蓝色经济发展报告，分享成功经验”，同时将“打造海洋金融公共产品，支

持蓝色经济发展”，1并且未来将着重“深化在海洋调查、观测装备、可再生能源、

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食品技术、海上无人机、无人船等领域合作”2。 

 

图 20：“一带一路”3条蓝色经济通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建 3 条蓝色经济通道》，电缆网，2017 年 6 月 21 日，
http://news.cableabc.com/gc/20170621245622.html。 

 

台湾岛四面环海，在发展“海洋经济”和“蓝色经济”上具有先天优势，多

年来在涉海产业、新兴海洋产业与海洋科技研发上，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竞争

力以及可转化的新技术。本课题报告综合我国近年来在“海洋经济”、“蓝色经济”、

“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发展规划，“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需求，以

及台湾方面在涉海领域的比较优势，重点分析海洋能源及海水淡化两个方面的机

会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7 年 6 月 19 日，第 9 页，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11/W020171116582151403282.pdf。 
2 同上，第 7 至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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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能源 

所谓“海洋可再生能源”（marine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和“海洋能”

（marine energy），是指“海洋中所蕴藏的可再生的自然资源”1。海洋能按照不

同的能量产生和转换原理分别包括：运用潮汐涨落而产生动能来发电的潮汐能

（tidal energy），运用波浪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位能差、浮力和往复力来发电的波

浪能（wave energy），运用海洋洋流力量推动水轮机组发电的海流能（ocean 

currents energy），运用表层海水与深层海水温差带动涡轮机发电的温差能（ocean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OTEC），以及运用海水和淡水之间含盐浓度不同而产

生化学电位差能来发电的盐差能（salinity gradient energy）等（详见表 8）。随着

人类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陆地可再生能源开发增速不足以赶上能源总需求的增

速，以及许多岛屿和地区受限于地理环境而难以开发陆地可再生能源，未来海洋

能的开发将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寄托。 

 

表 8：各种海洋能特性 

能源类别 能量来源 能量丰沛区 能量要素 稳定性 开发成本 

潮汐能 

由地球表面海水因

太阳及月亮的引潮

力产生 

维度 45°~55° 

大陆沿岸 

与潮差的平方及

港湾面积成正比 

非常规律，潮

差、流速及流向

以半日、半月为

主的周期变化 

较高 

波浪能 

由海面上凤的作用

产生 

北半球两大

洋东侧 

与波高的平方及

波动水面面积成

正比 

较不稳定，随机

性的周期变化，

周期约为 1~10s 

较高 

海流能 

由海水温度、盐度

分布不均引起的密

度、压力梯度或海

面上凤的作用产生 

北半球两大

洋西侧 

与速度的平方及

流量成正比 

比较稳定 低 

温差能 

由海洋表面与深层

吸收太阳辐射热量

的不同及大洋环流

热量输送而产生 

低纬度大洋 与具有足够温差

海区的暖水量及

温差成正比 

相当稳定 高 

盐差能 

由淡水向海水渗透

形成的渗透压产生 

大江河入海

口附近 

与渗透压及入海

淡水量成正比 

不稳定，随入海

水量的变化而

变化，通常与季

节有关 

高 

资料来源：陈庆盈、蔡原祥、廖建明、许朝敏、陈思桦：《海流发电技术研析》，第 33 届海洋工
程研讨会论文集，2011 年 12 月，第 824 页，http://www.tsoe.org.tw/downloads/ 

thesis/2011H7.pdf。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海洋可再生能源

资源调查与评估指南 第一部分：总则》，2017 年 11 月 1 日发布，第 1 页，

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08576D0C1BE4B169AD7CC5B973479C67 。 



第50页 

未来 20 至 30 年人类的能源需求将会不断攀升，“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预测到 2035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比 2012 年增长 41%，其中 95%

的能源需求增长将来自于非 OECD 国家，而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增长便占到大约

一半（如图 21）。“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分析预测则指出，2020 至 2040 年期间在非 OECD 国家中的能源消费过

半集中在亚洲地区（如图 22），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最多的地区。 

 

图 21：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预估 

 

资料来源：BP, BP Energy Outlook 2035, January 2014, p.8,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en/ 

corporate/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bp-energy-outlook-2014.pdf. 

 

图 22：非 OECD地区能源使用增长预估 

 

资料来源：Linda Capuano,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8 (IEO 2018),”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July 2018, p.4, https://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 capuano_ 

0724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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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应全球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突破，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也将会持续增长。“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预估 204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消费，

相较于 2018 年将增长约 1.5 倍（如图 23）。根据国际组织“REN21”（21 世纪可

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所发

布的《2018 年可再生能源全球现况报告》（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6 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比重仅有 20.4%，其中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仅

占不到 0.4%（如图 24），仍然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图 23：全球能源消费增长预估 

 
资料来源：Linda Capuano,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8 (IEO 2018),”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July 2018, p.6, https://www.eia.gov/pressroom/presentations/ capuano_ 

07242018.pdf. 

 

图 24：2017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比重 

 
资料来源：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41,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

nal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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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海洋能技术在示范阶段突破并逐步投入商业化运营，未来 10 到 30

年海洋能源的开发增长将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增长点。根据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发起的跨国合作机制“海洋能源系统”（Ocean 

Energy Systems, OES）所做的预测，至 2050 年全球海洋能源的开发将达到 748GW，

是核能发电量的 2 倍，届时将能减少 52 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1英国的“离岸可

再生能源”（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技术开发机构“ORE Catapult”最新发

表的报告则预测，英国的潮流能产业至 2030 年将能带来 14 亿英镑的净累积收益

与 4,000 个就业岗位，至 2040 年将带来 14,500 个就业岗位；而考虑到波浪能产

业滞后潮流能产业约 10 年时间，预估至 2040 年英国的波浪能产业则能带来 40

亿英镑的净累积收益与 8,100 个就业岗位。2法国集团 DCNS 近年来也积极投入

海洋能产业，预估 2020 年营收将达 10 亿欧元，并创造 5,000 个工作机会。3 

随着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与可再生能源持续增长的趋势，全球有 146 个国家制

定了清晰的政策目标，分别在 2020 至 2050 年之间将可再生能源在国内总能源消

费占比进一步提高（如图 25）。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东亚、东南亚、环地

中海地区、以及部分南美国家，大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仅有丹麦制

定了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如图 26）。2017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总

额达到 2,800 亿美元，中国便占了 1,266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达 45%，超过了所

有已发展国家的投资总额（如图 27）。4尽管相较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技术成熟

与快速增长，海洋能目前大多仍在测试阶段，极少投入商业运营，2017 年海洋

能的全球投资总额仅有 2 亿美元（如图 28），但是随着海洋能从测试阶段逐步迈

入商业运营阶段时，预料未来 5 到 10 年投资规模便会开始快速增长。 
 

图 25：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比重的国家政策目标纵览图 

 
1 Ocean Energy Systems, “Spotlight on Ocean Energy,” April 2018, p.5, 

https://www.ocean-energy-systems.org/documents/84169-oes-spotlight-on-ocean-energy.pdf/. 
2 Gavin Smart, and Miriam Noonan, “Tidal Stream and Wave Energy Cost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Benefit,”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Catapult, 23 April, 2018, p.2,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media.newore.catapult/app/uploads/2018/05/04120736/Tidal-S

tream-and-Wave-Energy-Cost-Reduction-and-Ind-Benefit-FINAL-v03.02.pdf. 
3 《在台發展新能源，法商看好海洋能》，《科技新报》，2015 年 6 月 22 日，

https://technews.tw/2015/06/22/ocean-power-taiwan/. 
4 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141,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nal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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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53,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

nal_.pdf. 

 

图 26：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比重的国家政策目标全览图 

 

资料来源：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53,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

nal_.pdf. 

 

图 27：2007-2017 年已发展国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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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140,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

nal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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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017年全球已发展国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按技术类可再生能源投资 

 

资料来源：REN21, Renewables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8, p.144, 

http://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8/06/17-8652_GSR2018_FullReport_web_fi

nal_.pdf. 
 

随着太阳能和凤能开发成熟化，我国也开始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光投入到

海洋能，并列入国家政策规划当中。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中，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并提出“积极

开发沿海潮汐能资源”，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则将海洋

能列为重要支持方向。国家发改委及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出，“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海岛太阳能、海上风能、

潮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1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则提及要推进海洋能发电技术的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重点支持百千瓦

级波浪能、兆瓦级潮流能示范工程建设，开展小型化、模块化海洋能的能源供给

系统研发，争取突破高效转换、高效储能、高可靠设计等瓶颈，形成若干个具备

推广应用价值的海洋能综合利用装备产品。开展海岛（礁）海洋能独立电力系统

示范工程建设；在浙江、福建等地区启动万千瓦级潮汐能电站建设，为规模化开

发海洋能资源奠定基础。”2 

在相关政策、技术突破和发展思路的推动下，国家海洋局在 2016 年底出台

了《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完整阐述了我国在海洋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基本现况与未来发展布局。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海洋能发展已从装备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 5 月 4 日，

第 29 页，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705/W020170512615906757118.pdf。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年 12 月，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12/W0201612166595792061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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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进入到应用示范的阶段，“自主研发了 50 余项海洋能新技术、新装置，多种

装置走出实验室进行了海上验证，向装备化、实用化发展，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规模化开发利用海洋能技术的国家之

一。”1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海洋能将从应用示范阶段迈向工程化应用和商用

初步阶段，主要目标是“核心技术装备实现稳定发电，形成一批高效、稳定、可

靠的技术装备产品，工程化应用初具规模，一批骨干企业逐步壮大，产业链条基

本形成，标准体系初步建立”，至“十三五”期末全国海洋能总装机量要达到 50,000

千瓦。2如今，“海洋能技术正向高效、可靠、低成本、模块化及环境友好等方向

发展，海洋能利用规模化和商业化趋势越发明显”，加大力度推进海洋能的投资

与开发，是未来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趋势。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欧亚板块交界处，四面环海，海岸线总长约 1,500 公里，

周围海洋面积十分广阔，天然的地理条件使台湾拥有丰沛的海洋能，其中以海流

能、温差能及波浪能三种的理论蕴藏量和预估可开发量较高，技术发展和突破亦

指日可待（如表 9 及表 10）。其中海流能及温差能的主要场址位于台湾东部沿海，

而波浪能的主要场址则在台湾东北部及澎湖群岛外海（如图 29）。 

 

表 9：台湾海洋能源发展潜力比较 

海洋能源 
最大能量/

蕴藏量 

衍生性 

经济效益 
洁净永续 

能源安全/

稳定 

成本竞争性/

技术成熟度 

潮汐能 △ △ ◎ △ ○ 

波浪能 △ ○ ◎ △ ○ 

温差能 △ ○ ◎ ○ ○ 

海流能 ◎ △ ◎ ◎ △ 

◎高   ○中  △低 

资料来源：陈阳益、许弘莒、苏超伟、薛宪文、白俊彦、杨瑞源、李孟学、许城榕：《瓩級黑潮
發電先導機組實海域船拖測試》，第 37 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11 月，
第 740 页，http://www.tsoe.org.tw/downloads/thesis/2015H126.pdf。 

 

表 10：台湾地区海洋能发电潜能 

 天然条件 
理论蕴藏量 

（MW） 

预估可开发量 

（MW） 

波浪能 全台 1,448 公里海岸线 10,000 100 

潮汐能 台湾西部沿海 1,000 --- 

温差能 台湾东部沿岸 30,000 3,000 

海流能 台湾东部黑潮流域 3,000 300 

资料来源：赖正义：《我国发展海洋温差发电之可行性分析》，《科技发展政策报导》，2007 年 11

月，第 64 页。 

 
1 国家海洋局：《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年 12 月 30 日，第 1 至 2 页，

http://www.soa.gov.cn/zwgk/zcgh/kxcg/201701/P020170112506717305737.doc。 
2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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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台湾地区海洋能潜力场址分布图 

 

资料来源：何无忌、罗圣宗、吕威贤：《台湾海域能源》，《科技报道》，2015 年 5 月，第 401 期，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com/2015/05/blog-post_26.html。 

 

就海洋能而言，黑潮洋流稳定地流经台湾东部，从近海 1,000 公尺水深处向

下延伸，在台湾本岛和绿岛之间的流速在 1~1.5m/s，流量可达 20~30Sv，冬季能

量在 4GW 左右，夏季能量可高达 10GW，正好是夏季台湾用电的高峰时期。1总

体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洋流相比，台湾黑潮具有“离岸近、流况佳、流速高”

的优点。由中山大学陈阳益教授所带领的跨校研究团队，2015 年 3 月在小琉球

外海进行千瓦级黑潮发电机组的测试，在流况 1.4m/s 之下成功产出将近 33kW 的

发电量，2比日本機械大廠 IHI 和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組織（NEDO）所做

的黑潮洋流能成功测试还要早 2 年。3“若根據研究成果在台灣東海岸沿線架設

約 20 座大型發電機組，將可供應全台 7 成發電量，而發電成本（1 度電約 3~5 

元）雖然略高於台電，但整體相較而言便宜又環保。” 4 

 
1 陈阳益、许弘莒、苏超伟、薛宪文、白俊彦、杨瑞源、李孟学、许城榕：《瓩級黑潮發電先導

機組實海域船拖測試》，第 37 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11 月，第 740 页，

http://www.tsoe.org.tw/downloads/thesis/2015H126.pdf。 
2 同上。 
3 “Japan got electricity from underwater currents in the ocean,” The MiceTimes of Asia, 2017-08-21, 

http://micetimes.asia/japan-got-electricity-from-underwater-currents-in-the-ocean/. 
4 《日本領先全球開發洋流發電？台灣去年已測試，雙方應尋合作契機》，《科技新报》，2017 年

8 月 29 日，http://technews.tw/2017/08/29/underwater-kuroshio-ihi-ocean-power-renewable-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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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温差能而言，流经台湾东部的黑潮使海水表层水温终年维持在 24~30℃，

离岸 3 至 5 公里水深便达 1,000 公尺，水温直接降到 4℃，表层水温和深层水温

的温差达到 20~25℃（如图 30），在全球范围中也是十分优越的温差能海域（如

图 31）。2010 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便已设计出低温差发电的“朗肯热机循环”

（Organic Rankine Cycle，ORC）系统，并成功开发出台湾首座千瓦级的海洋温

差能示范机组。1温差能具有不间断连续性输出、生产过程污染低、副产品可生

产淡水等优势，温差能电厂搭配淡水产制其成本将大幅降低，价格将具有十分明

显的竞争力。 

 

图 30：台湾周围海域 10公尺深表层海水和 1,000公尺深海水之温差分布图 

 

资料来源：林信呈：《海洋温差发电之环保评估技术》，台湾电力公司，2012 年 1 月 9 日，第 24

页，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004909/001。 

 

图 31：全球海域表层和 1公里深海水之温差情形分布图 

 
资料来源：林信呈：《海洋温差发电之环保评估技术》，台湾电力公司，2012 年 1 月 9 日，第 9

页，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004909/001。 

 
1 何无忌、罗圣宗、吕威贤：《台湾海域能源》，《科技报道》，2015 年 5 月，第 401 期，

http://scitechreports.blogspot.com/2015/05/blog-post_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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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浪能方面，台湾澎湖海域的能源密度高达 55.88GWh/km/y，发电量可达

2.13kWh/p/d，不论发电量还是能源密度均高出其他海域，比英国西海岸、大西

洋东部的能源密度还要高，因此澎湖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开发成为波浪能发电示范

场（如表 11 及图 32）。1已具有 20 年研发经验的波浪能技术开发公司“澳胜联海

新能源”（Aquanet Power）已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并于台湾厂商合作，计划共同

开发全球第一台全尺寸的波浪能发电设备，设计寿命达 25 年，并于 2018 年与台

电并联发电，加速波浪能发电商业化应用的进程。2该公司是全世界少数已经在

海上实际测试三款大型机组的公司之一，波浪能发电技术已经趋向成熟，台湾设

备厂商与该公司的合作，将有助于进入中国大陆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 

 

表 11：台湾海域波浪能的评估 

 
资料来源：吕锡民：《台湾发展波浪能的评估》，《科学发展》，2015 年 4 月，第 57 页。 

 

图 32：台湾波浪能分布海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吕锡民：《台湾发展波浪能的评估》，《科学发展》，2015 年 4 月，第 58 页。 

 

 
1 吕锡民：《台湾发展波浪能的评估》，《科学发展》，2015 年 4 月，第 57 至 58 页。 
2 《新興波浪發電 在台灣商業化》，《经济日报》，2017 年 9 月 27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2/272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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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洋能技术仍在测试示范阶段，尚未全面投入商业化运营，具有前期投

资金额大、风险高、回收慢的特点，再加上受限于台湾官方科研和民间企业资金

投入不足，尽管部分海洋能技术如千瓦级黑潮海流能发电机组领先全球，但总体

而言台湾的海洋能技术与装备仍与世界领先技术有比较大的差距，也缺乏全套机

组开发与设置的能力。 

不过，台湾坐拥世界级标准的优质海洋能海域，一方面可以积极就自身已具

有优势的千瓦级黑潮海流能发电机组投入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和中国大陆以及国

际海洋能装备机组大厂合作，在台湾合适的海域重点开发海流能、温差能及波浪

能，让台湾相关厂商进入海洋能装备机组开发的两岸和国际供应链中，以此带动

台湾海洋能装备厂商的产业链发展，并培养与中国大陆及国际大厂合作整机输出

的能力，从而抢占海洋能产业的先机。 

根据德勤（Deloitte）发布的《2018 年“一带一路”电力国际合作展望》报

告，2013 至 2017 年期间中国电力行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中，每年可再生能源均

占到一半以上（如图 33），由此可见未来我国的对外电力投资将更多地向可再生

能源倾斜。而从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可

以预见，未来我国必然将大幅投入资金在海洋能领域的技术研发、测试、以及海

外投资和并购。因此对于台湾有意投入到海洋能装备机组的厂商而言，首先应该

主动与大陆企业合作，未来在大陆海洋能产业走向“一带一路”时才能深度参与

其中。 

 

图 33：中国电力行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 

 
资料来源：德勤（Deloitte）：《2018 年“一带一路”电力国际合作展望》，2018 年，第 6 页，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energy-resources/deloitte-

cn-er-outlook-of-belt-and-road-international-power-cooperation-in-2018-zh-1804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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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水淡化 

随着地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极端气候的频发，水资源缺乏已逐渐成为人类

永续生存的现实威胁。根据“国际海水淡化协会”（International Desalination 

Association）于 2017 年发表的蓝皮书《当前水资源挑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与创

新策略》，到 2020 年 35%的全球人口将生活于用水紧张地区；而到 2050 年，与

2016 年的标准相比较全球产业用水需求将增加 4 倍。1与淡水资源缺乏相伴的，

是地球表面有七成由海水组成，通过海水淡化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淡水资源，

缓解陆地淡水资源的紧张。 

多年来海水淡化技术已日益成熟，“全球海水淡化年增长率达到 8%，淡化工

程规模已达 8655 万吨/日，60%用于市政用水，可以解决 2 亿多人的用水问题”
2。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个淡水资源缺乏的沿海国家，将会持续加

大力度推动海水淡化技术的运用。同时随着应用规模化和技术提升，海水淡化的

成本也将继续降低，预估逆渗透型的海水淡化生产成本可从 2015年平均 1.3$/m3，

到 2050 年降至 0.94~1.1$/m3 之间（如图 34）。3 

 

图 34：2015至 2050年逆渗透型海水淡化生产成本预估 

 

资料来源：Lu Gao 1, Sayaka Yoshikawa, Yoshihiko Iseri, Shinichiro Fujimori, and Shinjiro Kanae,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the Global Potential forSeawater Desalination to 2050,” 

Water, No.9, 2017, p.10. 

 

 
1 International Desalination Association, “Creative Solution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Today’s 

Water Challenge,” Blue Paper, April 2017, p.6.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水利用“十三五”规划》，2016 年 12 月，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1/03/5156151/files/bffb4f2321f8456c939d52ebac 90ffe9.doc。 
3 Lu Gao 1, Sayaka Yoshikawa, Yoshihiko Iseri, Shinichiro Fujimori, and Shinjiro Kanae,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the Global Potential forSeawater Desalination to 2050,” Water, No.9, 201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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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持续投入海水淡化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如今海水淡化已成为具备

规模化应用和成套对外输出能力的新兴产业，在多项政府规划中对海水淡化的发

展做出布局。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出台的《全国海水利用“十三五”规划》，

对海水淡化技术和产业发展做出全面系统性规划，包括在沿海缺水城市、沿海海

岛、沿海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海水淡化工程，扩大海水淡化规模，并且定下目标到

“十三五”期末，我国“海水淡化装备自主创新率达到 80%及以上，自主技术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 10%。”1 

在《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我国要建立“节水型社会”，

并指出全社会要“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构建多元用水格局”，其中重点强调推

进海水淡化工程对于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作用，要进一步“推动沿海地区的高耗水

行业开展海水直接利用，支持高耗水工业项目利用海水淡化水作锅炉补给水和工

艺用水，大力推进以海水直接利用和采取热电联合淡化海水的方式解决大规模工

业用水水源”。2 

随着海水淡化技术、水质和安全性的提升，海水淡化运用的范围将从产业用

水进一步扩大到城市民生用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便明确指

出，“在确保居民身体健康和市政供水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推动海水淡化水

进入市政供水管网，积极开展海水淡化试点城市、园区、海岛和社区的示范推广，

实施沿海缺水城市海水淡化民生保障工程”3而《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

划》则表示要“鼓励有条件的沿海缺水城市，将海水淡化水作为市政新增供水以

及应急备用水源的来源之一。”4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也明确指

出，要进一步“突破环境友好型大生活用海水核心共性技术，积极推进大生活用

海水示范园区建设。”5 

海水淡化核心技术的突破以及核心装备的优化升级与降本提效，是海水淡化

产业发展与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才能将整套海水淡化装备向海外输出。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推进海水淡化反渗透膜材

料及元件等核心部件和关键设备的研发应用，开展新型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研究。”
6《“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突破低成本、高效能海水淡化系统优

化设计、成套和施工各环节的核心技术”7；而《“十三五”国家社会发展科技创

新规划》则指出要“开发低成本、高效能海水淡化装备，提升海水淡化工程设计、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水利用“十三五”规划》，第 4 页。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2017

年 1 月，第 22 至 23 页，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701/W020170122589736525121.pdf。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 5 月 4 日，

第 20 页，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705/W020170512615906757118.pdf。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第 22

至 23 页。 
5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 年 7 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08/content_5098072.htm。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第 25 页。 
7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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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和运营技术能力，开拓海水淡化技术服务及工程建设国际市场。”12 

当前我国在海水淡化技术应用走在领先位置的是江苏省，《江苏省“十三五”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在“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将重点突破的海水淡化

技术包括“大型海水淡化热法、膜法关键核心技术，大型自主装备工程技术和百

万吨级集成技术，压汽蒸馏海水淡化、膜蒸馏海水淡化、海水淡化与新能源耦合

技术，海水/苦咸水淡化用反渗透膜及组件制备技术、中空纤维疏水/亲水膜及组

件制备技术、纳滤膜制备技术，低能耗、耐污染新型海水淡化用膜制备技术。”3  

在“一带一路”以及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布局下，江苏省强调要“发

挥我省新能源海水淡化领域领先优势，支持企业走出国门推广新能源海水淡化成

套设备，在沙特、阿曼、马尔代夫、斐济等水资源匮乏国家承揽海水淡化建设工

程。”4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也指出，要加强与印尼和伊朗等

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海水淡化项目。5可见海水淡化成套设备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输出，已成未来的发展方向。 

除了在大陆沿岸城市推广海水淡化产业之外，众多海岛也十分迫切需要海水

淡化工程来解决淡水供给短缺和不便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在 2017

年底出台的《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指出，“我国共有海岛 11000 余个，

陆域总面积约 77000 平方千米，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0.8%；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

的有居民海岛 489 个，其中一半以上海岛依靠管道引水和船舶运水保障用水，200

余个海岛无本岛淡水储存及供应设施，部分海岛地下水超采严重，导致海水倒灌、

水质严重恶化。”6这些基本情况表明在海岛建设海水淡化工程有着迫切需要。 

根据《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的布局，未来将“在辽宁、山东、青岛、

浙江、福建、海南等沿海省市，力争通过 3-5 年重点推进 100 个左右海岛的海水

淡化工程建设及升级改造，初步规划总规模达到 60 万吨/日左右。”7该方案进一

步细致划分，“在面积较大、常住人口在 1000 人以上的有居民海岛或以旅游业为

主的海岛，建设以市政供水为主的大中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设规模不小于 1000

吨/日）”，与此同时“在面积较小、人口分散、常住人口 1000 人以下的有居民海

岛和具有战略及旅游价值的无居民海岛，建设小型海水淡化装置（建设规模小于

 
1 科技部：《“十三五”国家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2016 年 12 月，第 59 页，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6/201703/W02017031562457031

9771.doc。 
2 同上，第 60 页。 
3 同上。 
4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通

知》（苏政办发〔2017〕16 号），2017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17/3/3/art_46479_2557621.html。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7 年 6 月 19 日，第 12

页，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11/W020171116582151403282.pdf。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2017 年 12 月，第 1 页，

http://www.gov.cn/xinwen/2017-12/12/5246261/files/b01b44691d1e4a59be428564ba1cbe16.doc。 
7 同上，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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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吨/日）”1。 

台湾目前在离岛已建有 20 多座海水淡化厂，累积了成熟的海水淡化生产经

验和能力。其中在澎湖岛马公市的乌坎海水淡化厂自 2004 年运转至今已有 10

多年无障碍的经验，该厂由国统公司承包运营，整个制程完全不使用化学药品（如

图 35），RO 逆渗透机组不易结垢，无药品废水排放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产水单

位能耗极低，产水单位耗电量为 2.5-3.0kwh/m3，远低于其他国际大厂（如表 12），

其能源回收器的节能效率最高达到 98%以上；户外机组即便在高严害环境下也能

正常运转，用地极为节约，120 天即完成建厂，建造成本极低，每吨建造费用仅

需 5 万元新台币（如表 12）；该厂海水淡化营运成本为 0.63USD/吨/日，而国际

海水淡化营运平均成本为 0.76USD/吨/日，总体成本比国际平均成本还低（如图

36）。从以上数据来看，台湾海水淡化厂的成本和品质与国际大厂相比具有足够

的竞争力，完全可以服务大陆沿海城市和海岛建设海水淡化厂的需求，并且和大

陆厂商合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套输出建置。 

 

图 35：国统公司与国际海水淡化制程比较 

 
资料来源：国统研发中心海水淡化组：《全球海水淡化厂发展概况以及民间参与海水淡化 BOT

经验分享》，国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2 月 24 日，第 23 页，http://ppp.mof.gov.tw 

/ppp.epaper/home/news.aspx?d=2016030200002_1。 

 

  

 
1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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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国统公司与国际海水淡化厂基本数据比较 

 
资料来源：国统研发中心海水淡化组：《全球海水淡化厂发展概况以及民间参与海水淡化 BOT

经验分享》，国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2 月 24 日，第 35 页，http://ppp.mof.gov.tw 

/ppp.epaper/home/news.aspx?d=2016030200002_1。 

 

图 36：国统公司与国际海水淡化厂运营成本比较 

 
资料来源：国统研发中心海水淡化组：《全球海水淡化厂发展概况以及民间参与海水淡化 BOT

经验分享》，国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2 月 24 日，第 37 页，http://ppp.mof.gov.tw 

/ppp.epaper/home/news.aspx?d=2016030200002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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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海水淡化发展长期受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海水淡化产制过程中电源能

耗成本便占到 30~50%，设立海水淡化机组还必须并联传统电网才能有效运作，

因此最新发展海水淡化的思路是将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海水淡化机组并网建设，运

用可再生能源供应海水淡化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用电。在《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

五”规划》中便指出，在“推广海水淡化在海岛地区供水保障的应用”同时，还

要“鼓励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非并网新能源耦合海水淡化装置建设。”1由此

可见，将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机组与海水淡化厂全套并网建置，

并且形成海岛独立型的电网系统，将成为未来解决沿海城市以及海岛地区海水淡

化需求的主要方向。 

尽管台湾目前尚未有成熟并且已经投入生产的新能源海水淡化系统，不过台

湾澎湖县政府自 2007 年便开始规划推动“以再生能源提供小离岛供电供水计划”，

引进国际厂商的解决方案来，待积累足够经验后，未来可以联合国际厂商一同进

入大陆沿海城市和海岛投标新能源海水淡化标案。台湾方面有新能源海水淡化相

关专利和技术的公司团队，也可以主动与大陆方面进行技术成果转化合作，比如

台北科技大学便具备一种以风力发电驱动海水淡化系统的专利。2此外，台湾已

在东吉屿实施孤岛型智慧微电网系统，将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电与传统柴油

电能并网（如图 37），这种技术可以应用于海岛上，再进一步与海水淡化系统并

网共构。 

 

图 37：孤岛型微电网系统架构图 

 
资料来源：中兴电工集团：《百瓩智能微电网应用于离岛地区》，http://www.chem.com.tw/products/

百瓩智能微电网应用于离岛地区。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2017

年 1 月，第 22 至 23 页，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701/W020170122589736525121.pdf。 
2 台北科技大学专利暨技术网，http://ntut.eipm.com.tw/prod1.asp?ser=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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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为了推进海水淡化建设，以减轻淡水资源不足的压力，对于海水淡

化产业提供足够的优惠措施。在《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表示，要

“落实已经出台的海水淡化税收优惠政策”，并且“作为自来水销售的海水淡化

水依照 3%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从事符合条件的海水淡化企业可享受三年免征三

年减半的所得税优惠，促进节水专用设备购置投资额的 10%可从企业当年应纳税

额中抵免等，鼓励对利用非并网新能源的海水淡化项目给予税收优惠。”1上述优

惠措施对于台湾的海水淡化整套系统和设备厂商进入大陆市场，具有很大的帮助

和吸引力。 

 

七、智能制造 

人类的工业发展先后经历了突破动力与机械化生产的工业 1.0，实现流水线

批量标准化生产的工业 2.0，以及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工业 3.0 之后，在产业互联

网与工业数字化最新技术的结合下，当前全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正迎来以

“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物联网、服务互联网为核心的

工业 4.0，向融合智能生产、智能工厂、智能物流与智能服务的智能制造迈进（如

图 38）。直到本世纪中叶迈入以超级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工业 5.0 之前，未

来 10 到 30 年工业 4.0 将会是全球制造业竞争的焦点。 

在此产业大变革的时代，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均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工业

4.0，尤其是当前制造强国第一方阵中的美国、德国与日本。美国总统科技顾问

委员会（PCAST）于 2011 年 6 月向欧巴马总统递交《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

领先地位》（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2的政策报

告，之后欧巴马政府便开始推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设立了“国家先进制造项目办公室”（Advanced Manufacturing 

National Program Office, AMNPO）以及直属总统经济委员会的“白宫制造业政策

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ufacturing Policy），并在 2012 年 2 月进一步

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3。德国则在 2010 年 7 月出台《德国 2020 高科技战略》（High-tech 

Strategy 2020），并于 2012年 3月出台《德国 2020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High-tech 

Strategy 2020 Action Plan），结合资源大力推动“工业 4.0”。4此外，日本也出台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第 8 至 9 页。 
2 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June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pcast-advanced-manufacturi

ng-june2011.pdf. 
3 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3/11/f4/nstc_feb2012.pdf. 
4 GTAI, The High Tech Straegy, 

https://www.gtai.de/GTAI/Navigation/EN/Invest/Industries/Industrie-4-0/Why-germany/industrie-4-

0-why-germany-policy,t=the-hightech-strategy,did=1798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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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业重振计划”，而韩国则发布了“制造业创新 3.0 政策”。 

图 38：从“工业 1.0”到“工业 4.0” 

 

资料来源：Deloitte, Industry 4.0 and Cybersecurity: Managing Risk in an Age of Connected 

Production, p.9, 2017,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cip/deloitte-cn-cip-industr

y4-0-cybersecurity-en-180119.pdf. 

 

中国作为全球性的制造大国，制造业是经济发展之本，在世界各国发展工业

4.0 的浪潮下，我国国务院在 2015 年 5 月正式发布《中国制造 2025》计划，成

为继“一带一路”之后的另一项重大国策，开始全面推动我国制造业向智能制造

转型升级，力争在 2025 年从制造大国转为制造强国，并通过中国制造 2025、2035、

2045 三步走，至本世纪中叶迈入世界制造强国的第一方阵。1《中国制造 2025》

大力推动的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2此外，

2016 年 12 月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设定了 2020 年前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具体指标，包括“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数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 号，2015 年 5 月 8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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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 7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 50%，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普及率超过 20%，运营成本、产品研制周期和产品不良品率大幅度降低”
1，力图在短短数年内快速抢占工业 4.0 智能制造产业全球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 

在“中国制造 2025”的总体战略引导下，我国政府在 2015 年成立了“国家

制造强国领导小组”2，陆续出台了多项关于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相关的政策文件。

2015 年 7 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智能工厂为发展方向，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加快推

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

进生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着力在工控系统、智能

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加强工业

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有效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

能制造产业生态。”32016 年 5 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将“实施融合发展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工程，推动工业

产品互联互通的标识解析、数据交换、通信协议等技术攻关和标准研制，面向重

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培育一批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组织开展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应用试点示范，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

化、专业化的系统解决方案”。 4此外，陆续出台的 2016 年和 2017 年版的《“中

国制造 2025”分省市指南》，鼓励和支持每个省市就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部

分，突出重点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根据《中国制造 2025》计划，2016 年 4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

财政部联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

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 5 项重点工程的实施指南，5并且在《智能制造工程实施

指南》中重点提出要培育推广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 5 种智能制造新模式。6此后工信部在《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进一步布局打造一批上述 5 种智

能制造的试点示范项目（详见表 13）。7此外，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2016 年 12 月，第 5 页，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5406111/part/5406802.doc。 
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办发〔2015〕

48 号，2015 年 6 月 24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24/content_9972.htm。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2015 年 7 月

4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4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28 号，2016

年 5 月 2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20/content_5075099.htm。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科

技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5 大工程实施指南的通知》，2016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267/n3057273/c5214972/content.html 。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

年 4 月 12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267/n3057273/ 

c5214972/part/5890694.doc。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6 年 4 月，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5360117/part/612701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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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鼓励各省市区申请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在坚持“一区一

案”之下确保各区差异化发展，目标是“形成若干有较强影响力的协同创新高地

和优势突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1 

 

表 13：智慧制造新模式的关键要素与试点示范重点行动 

模式 关键要素 试点示范重点行动 

离散型智

能制造 

车间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

化建模；基于三维模型的产品设计与

仿 真，建 立产品 数据管 理系 统

（PDM），关键制造工艺的数值模拟

以及加工、装配的可视化仿真；先进

传感、控制、检测、装配、物流及智

能化工艺装备与生产管理软件高度集

成；现场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车间

制造执行系统（MES）与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PLM）、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高效协同与集成。 

在机械、航空、航天、汽车、船舶、

轻工、服装、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等

离散制造领域，开展智能车间/工厂

的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推进数字化

设计、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优

化、精益生产、可视化管理、质量控

制与追溯、智能物流等试点应用，推

动企业全业务流程智能化整合。 

流程型智

能制造 

工厂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

化建模；生产流程可视化、生产工艺

可预测优化；智能传感及仪器仪表、

网络化控制与分析、在线检测、远程

监控与故障诊断系统在生产管控中实

现高度集成；实时数据采集与工艺数

据库平台、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

与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实现协

同与集成。 

在石油开采、石化化工、钢铁、有色

金属、稀土材料、建材、纺织、民爆、

食品、医药、造纸等流程制造领域，

开展智能工厂的集成创新与应用示

范，提升企业在资源配置、工艺优化、

过程控制、产业链管理、质量控制与

溯源、能源需求侧管理、节能减排及

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 

网络协同

制造 

建立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企业

间研发系统、信息系统、运营管理系

统可横向集成，信息数据资源在企业

内外可交互共享。企业间、企业部门

间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实

现集聚与对接，设计、供应、制造和

服务环节实现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 

在机械、航空、航天、船舶、汽车、

家用电器、集成电路、信息通信产品

等领域，利用工业互联网网络等技

术，建设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

集成企业间研发系统、信息系统、运

营管理系统，推动创新资源、生产能

力、市场需求的跨企业集聚与对接，

实现设计、供应、制造和服务等环节

的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 

大规模个 产品可模块化设计和个性化组合； 建 在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

 
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通知》，国办发〔2017〕

90 号，2017 年 11 月 23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1/23/content_5241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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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定制 有用户个性化需求信息平台和各层级

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能提供用户

需求特征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服务；研

发设计、计划排产、柔性制造、物流

配送和售后服务实现集成和协同优

化。 

汽车、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家居、

数字视听产品等领域，利用工业云计

算、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等技术，建设用户个性化需求信息

平台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实现研

发设计、计划排产、柔性制造、物流

配送和售后服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

提高企业快速、低成本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的能力。 

远程运维

服务 

建有标准化信息采集与控制系统、自

动诊断系统、基于专家系统的故障预

测模型和故障索引知识库；可实现装

备（产品）远程无人操控、工作环境

预警、运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与自

修复；建立产品生命周期分析平台、

核心配件生命周期分析平台、用户使

用习惯信息模型；可对智能装备（产

品）提供健康状况监测、虚拟设备维

护方案制定与执行、最优使用方案推

送、创新应用开放等服务。 

在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机械、航

空、家用电器、家居、医疗设备、信

息通信产品、数字视听产品等领域，

集成应用工业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软

件、工业互联网联网、工业互联网

IPv6 地址等技术，建设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平台，开展智能装备（产品）

远程操控、健康状况监测、虚拟设备

维护方案制定与执行、最优使用方案

推送、创新应用开放等服务试点。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
南》，2016 年 4 月 12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267 

/n3057273/c5214972/part/5890694.doc。 

 

根据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MIC）的汇整测算，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

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每年以 8%至 11%的增速在增长，至 2019 年预计全球总规

模将达到 2,691 亿美元（如图 39）。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的预估，到 2025

年全球智能制造的市场总规模则将达到 3,952 亿美元。1而咨询公司（Capgemini）

则估算，智慧工厂未来 5 年将为全球制造业注入 5,000 亿到 1.5 万亿美元的附加

值。2由此可见，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必然将成为世界各国制造业必争之地。 

  

 
1 Grand View Research, “Smart Manufacturing Market Size Worth $395.2 Billion By 2025,” 

November 2017,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smart-manufacturing-market. 
2 Capgemini, Smart Factories: How can manufacturers realize thepotential of digit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July 2017, 

https://www.capgemini.com/wp-content/uploads/2017/07/smart_factories-how_can_manufacturers_r

ealize_the_potential_of_digital_industrial_revolu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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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012至 2019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与预估 

 

资料来源：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智能制造，迎战全球工业 4.0 浪潮》，2017 年 7 月 26 日，
https://www.iii.org.tw/Focus/FocusDtl.aspx?f_type=2&f_sqno=z%2FX8dFwqvAhYQiHd

x%2Fsbcw__&fm_sqno=13。 

 

此外，根据德勤（Deloitte）发布的《2016 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标》（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ititiviness Index, GMCI），前 20 名分别是中国大陆、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台湾、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瑞士、

瑞典、泰国、波兰、土耳其、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荷兰，其中绝大多数国家

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上。1在美国政府推动先进制造业强力回流以及对华巨

额产品征收关税的政策下，再加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加速发

展工业 4.0，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过去在制造业方面的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将

受到重大挑战，德勤甚至预估到 2020 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标排行上将

超越中国大陆成为第一（如图 40），而台湾地区则将从第 7 名滑落至第 9 名，因

此加速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进程与两岸合作已是势不容缓。与此同时制造

业竞争力排序在前 20 名的其他国家，也在加紧迈向工业 4.0 智能制造的步伐，

而排序第 7 的台湾地区在此新一轮的制造业竞争中，一方面必须加速从工业 3.0

和工业 3.5 升级至工业 4.0，另一方面则要充分把握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向智能

制造转型的庞大市场机遇。 

 

 

  

 
1 Deloitte, 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iness Index, 2016, p.4,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Manufacturing/gx-global-mfg-c

ompetitiveness-index-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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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2010至 2020年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排序及预测 

 
资料来源：Deloitte, 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iness Index, 2016, p.5, https://www2. 

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Manufacturing/gx-global-mfg-comp

etitiveness-index-2016.pdf. 

 

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PwC）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发布《2018 全球工业

4.0 调查报告》（Digital Champions: How industry leaders build integrated operations 

ecosystems to deliver end-to-end customer solutions），按照全球制造业的数字化运

营程度将企业分为“数字冠军”（Digital Champion）、“数字创新者”（Digital 

Innovator）、“数字跟随者”（Digital Follower）、“数字新手”（Digital Novice）等

四种类别。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全球仅有 10%的制造业企业达到“数字冠军”

的水平，全球三分之二的制造业企业属于“数字跟随者”与“数字新手”，尚未

开始或者正要开始进行数字化；其中 19%的亚洲制造业企业已经达到“数字冠军”

的标准，而美洲制造业企业只有 11%，欧洲、中东及非洲仅有 5%（如图 41）；

在“数字冠军”中，最高的是汽车业和电子业分别占比 20%和 14%，而消费性

产品、工业制造业和加工业均以 6%占比大幅落后（如图 42）。此外，32%的亚

洲企业计划在未来五年建立成熟的数字生态系统，而美洲为 24%，至于欧洲、中

东及非洲则为 15%，亚洲制造业总体上在数字化运营以及端到端整合（end-to-end 

integration）的加速步伐正领先全球其他区域。1从以上报告内容可见，在工业 4.0

制造业智能化的新趋势中，除了美、德、英等最先进的制造业强国外，未来 5

 
1 PwC, Digital Champions: How industry leaders build integrated operations ecosystems to deliver 

end-to-end customer solutions, May 14, 2018, pp.6-7,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media/file/Global-Digital-Operations-Study_Digital-Champions.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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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然以“一带一路”上亚洲制造业主要国家的升级发展需求最为强劲，台湾应

当首先把握中国大陆推动“中国制造 2025”的机遇，进而与大陆产业界携手布

局“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在制造业升级的市场。 

 

图 41：全球各地区制造业的数字营运成熟度 

 
资料来源：PwC, Digital Champions: How industry leaders build integrated operations ecosystems to 

deliver end-to-end customer solutions, May 14, 2018, p.15, https://www.strategyand. 

pwc.com/media/file/Global-Digital-Operations-Study_Digital-Champions.pdf. 

 

图 42：全球各产业的数字运营成熟度 

 

资料来源：PwC, Digital Champions: How industry leaders build integrated operations ecosystems to 

deliver end-to-end customer solutions, May 14, 2018, p.15, https://www.strategyand. 

pwc.com/media/file/Global-Digital-Operations-Study_Digital-Champions.pdf. 

 

智能制造涉及的高新技术和产业领域甚广，而建置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则涉及

智能零组件、单机智能化、智能生产线、智能化工厂、智能工厂网络及供应链（如

图 43）。本报告在综合当前国际、中国大陆与台湾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相对需求

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重点就智能机械与关键零组件、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两个方

面，分析台湾在工业 4.0 智能制造可以把握的机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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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Deloitte, The Smart Factory: Responsive, Adaptive, Connected Manufacturing, 2017, p.15,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cip/deloitte-cn-cip-smart-f

actory-en-180126.pdf. 

 

（一）智能机械与关键零组件 

所谓“智能机械”（Smart Machine），是指在“精密机械”的基础上，进一

步“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使其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適應性加工、自動

參數設定等智慧化功能”。1智能机械是智能制造的基础，只有先实现单机智能

化，才能进而在信息物理系统（CPS）等技术的支持下，进而实现智能化生产线

与智能化工厂。而精密机械又是智能机械的基础，只有在高品质、高效能、低成

本的精密机械制造能力之上进行智能化升级，才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机

械产业。此外，关键零组件是精密机械的核心要素，在未智能化的精密机械上加

设传感器不一定能有效建置完整的智能工厂环境，未来升级版的智能机械需要由

智能化的关键零组件组成。因此，智能机械与智能化的关键零组件，将是未来智

能生产线与智能工厂所必备的基本要素。 

台湾精密机械及关键零组件产业在全球机械制造业中具有高度竞争力，台中

甚至是世界精密机械企业群聚最为密集的城市，在此基础上具有升级并切入智能

机械与智能零组件的巨大潜力。根据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于 2018 年最新发布

的《智慧机械产业白皮书》，2017 年台湾机械业的总产值已经突破新台币 1 万亿

大关，达到新台币 1.1 万亿元，其中出口值为 2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未来

台湾机械业整体规划以智慧机械和智慧制造为双引擎，每年以 5%至 10%的成长

增速，在 2025 年突破机械业总产值新台币 2 万亿元的目标。2据该白皮书的统计，

全台机械业共有约 1.33 万家企业，就业人口约有 23 万人。其中，台湾工具机

 
1 李宛玲：《迎接智慧製造時代銜接智慧機械引領產業革新的橋樑－SkyMars》，《机械资讯》，2016

年 10 月，第 25 页。 
2 《全球首部！台机械公会业者发表智慧机械产业白皮书》，《工商时报》，2018 年 8 月 13 日，

https://m.ctee.com.tw/focus/cedt/19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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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tools）的出口总额占世界第 4 位，制鞋机械设备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

2 位，塑橡胶机械与纺织机械出口总额为全球第 6 位。1此外，当前全球工具机工

业 4.0 相关专利案申请数量中，台湾以 89 项排名在世界第 6 位，仅次于中国大

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如图 44）。以上数据显示，台湾精密机械产业

完全可以凭借自身高度的竞争力，向智能机械转型升级，抢入中国大陆与“一带

一路”的智能机械及智能装备市场。 

 

图 44：工具机工业 4.0相关专利案前 10大专利被申请数量分析 

 
资料来源：陈庭弘、杨耀瑜、董子仪：《工具机工业 4.0 专利趋势分析》，《智慧财产权月刊》，2018

年 1 月，第 66 页。 

 

工具机有所谓“机械之母”的称号，是机械产业的灵魂，而工具机及其零组

件正好是台湾机械产业的主要优势。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的统计

显示，2017 年全年台湾工具机出口目的地前 10 名分别为中国大陆（含香港）、

美国、土耳其、德国、泰国、印度、越南、韩国、俄罗斯、荷兰，除美国外其余

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出口大陆及香港占工具机总出口量的 35%，出

口金额为 11.72 亿美元，较前一年成长 26.8%；美国、土耳其、德国、泰国、印

度、越南、韩国、俄罗斯、荷兰等分别占 11.1%、4.3%、3.7%、3.6%、3.3%、

3.2%、3.0%、2.8%、2.8%（如图 45）。2而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的统计则显示，

中国大陆是台湾工具机零组件出口的最大目的地，2017 年占台湾工具机出口总

额 49.7%，将近一半，同比增长率为 32.1%；除美国和日本以外，其他主要出口

国家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表 14）。显见在全球工业 4.0 浪潮以及中国

大陆发展“中国制造 2025”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助推下，台湾工具机出口取

 
1 《智慧机械产业白皮书：2025 年总产值目标 2 兆元》，《经济日报》，2018 年 8 月 13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306282。 
2 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2017 年 1-12 月台灣工具機出口速報》，

http://www.tmba.org.tw/message_show.php?cid=1448863855&pid=144489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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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显增长。 

 

图 45：2017年 1-12月台湾工具机主要出口目的地比重 

 

资料来源：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2017 年 1-12 月台湾工具机出口速报》，
http://www.tmba.org.tw/message_show.php?cid=1448863855&pid=1444896487。 

 

表 14：2017 年台灣工具機零組件出口主要國家統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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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2017 年台灣工具機零組件出口主要國家統計分析表》， 

http://www.tami.org.tw/statistics/week3-2017.pdf.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大陆和亚洲地区是工具机及其零组件最大的消费市场，

预料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未来智能机械将成为其市场成长的重要来

源。根据国际制造业研究机构“加德纳”（Gardner Research）发布的《2016 年世

界工具机调查》报告，在全球工具机消费当中，亚洲地区便占了超过一半；1国

际统计机构“Statista”的数据则显示，2017 年中国大陆的工具机消费位列世界

第一，占全球总额的 32.5%，超过排在其后的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

总和（如图 46）；而“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在 2016 年发表的《全球

工具机展望》则预估，到 2019 年中国大陆将占全球工具机消费的 38%，超过欧

美市场的总和（如图 47），显见中国大陆的工具机市场将进一步加速增长。此外，

国际咨询机构“Capitalmind”的《工具机报告》指出，在全球的金属工具及市场

中，亚太地区所占份额约为三分之二，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总和（如图 48）。而

德勤（Deloitte）发布的《2018 年中国智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已是全世

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未来 5 年也会是增长速度最大的市场，未来甚至

将超过北美、日本及德国的消费总额（如图 49）。台湾在地理上紧邻中国大陆，

两岸制造业、工具机及其零组件产业链紧密结合，台湾工具机及零组件业者应当

在既有基础上牢牢把握住并继续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工具机市场份额，再进而布局

亚洲等“一带一路”其他市场。 

 

图 46：2017年全球主要工具机消费国家占比 

 
资料来源：Statista, The Leading Consumer Countries of Machine Tools in 2017,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4216/world-machine-tool-consumption-by-country/. 

 

 
1 Gardner Research, 2016 World Machine Tool Survey, 2016, p.3, 

https://www.gardnerintelligence.com/cdn/cms/2016%20WMTS%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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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019年世界各国工具机消费占比预估 

 
资料来源：Oxford Economics, Global Machine Tools Outlook, Spring 2016, p.4, 

http://www.imtma.in/pdf/gmt2016.pdf. 

 

图 48：全球金属切割工具机市场 

 
资料来源：Capitalmind, Machine Tools Report, October 2015, 

https://www.capitalmind.com/wp-content/uploads/2016/04/160415-EGMachine_Tools_Re

port_FINAL.pdf. 

 

智能机械是精密机械行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也是发展智能制造的“前哨

战”。以智能化工具机为例，必须在工具机上加装“CNC 控制器、传感器、智能

化螺杆、智能化主轴”等组件，使其具有“感知、判断、计算与决策等能力”，

从而能够“监测自身的状态，进行自我管理与预知保养，也会根据自身的特性、

加工工法、工件载重与材料性质，自我设定优化控制与加工参数，并且预知加工

件的质量”。1结合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软件加值的智能化工具机，具备“检测与

诊断、量测与补偿、加工引导、优化切削”等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线上综合

误差量测与精度补偿、整机暨零组件状态监控与预防保养、刀具寿命管理与破损

 
1 蔡孟勳：《何谓智慧机械（工具机篇）》，《机械资讯》，2016 年 4 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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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知、加工导航机能、适应性切削控制、切削颤振抑制、动态震动抑制、主轴动

平衡”等技术功能；而通过系统监测能够实时掌控机台的使用资讯，包括“切削

监测与异常诊断、温度监测与异常诊断、故障诊断与报修服务”等（如图 50）。 

图 49：全球主要市场工业机器人销量 

 

资料来源：德勤：《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2018 年，第 5 页，https://www2.deloitte.com/ 

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energy-resources/deloitte-cn-eri-2018-china-smart-ma

nufacturing-report-zh-180726.pdf。 

 

图 50：智能化工具机的功能 

 
资料来源：李宛玲：《迎接智慧製造時代：銜接智慧機械引領產業革新的橋樑－SkyMars》，《机

械资讯》，2016 年 10 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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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工具机厂商为例，包括东台、永进、友嘉、协鸿、庆鸿、

远东、达佛罗等企业，已各自在加工引导、高效率切削、3D 加工模拟/防撞、综

合误差量测与补偿、检测与诊断系统、远端监控与管理等功能方面，实现不同程

度的智能化，其中尤以东台的工具机智能化功能最为完整（如表 15）。 

 

表 15：台湾工具机厂智能化功能 

 

资料来源：方景亮、陈忠平：《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迈向智慧机械的现况》,《机械资讯》，2017
年 5 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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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台湾的机械产业朝向智能化高阶市场前进，由台湾航空制造业者汉

翔、中兴电工、长荣航宇等上百家供应链组成的“航天联盟”（Aerospace Team；

A Team），由工研院负责推动智能制造的“智能团队”（Intelligence Team；I Team），

以及由包括永进、德大机械、百德机械、台中精机、台湾丽驰等工具机及其零组

件厂商组成的“机械团队”（Machine Team；M Team），共同联合组成“A-I-M 航

天工具机产业技术大联盟”，整合台湾精密机械、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化解决方

案的资源，加速推进台湾智能机械产业的发展。1 

台湾当前在推动“智机产业化、产业智机化”的道路上，已形成产、官、学

三方的联合，按照智能化流程主要应用于工业电脑及机器人、自动化产品设计、

自动化生产制造、自动化物料储运、自动化系统整合规划等五个领域。其中具有

竞争力的代表性企业按应用领域分别包括研华、凌华、威强电、洋威；拓志、台

中精机、聚川、宝元；盟立东捷、由田新技、士林电机；拓志、旭东、羽冠、台

朔重工；神通咨询、鼎机、羽冠、耀欣、新能等（如图 51）。 

 

图 51：台湾推动智能机械发展的代表性学校、法人及企业 

 
资料来源：魏傳虔：《工業 4.0 智慧工廠未來發展趨勢與商機》，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产业情

报研究所，2015 年 4 月 15 日，第 23 页，http://www.teema.org.tw/download/doc/ 

0003%5B20150414%5D.pdf。 

 

台湾机械产业除了加紧练好自身内功，从工业 3.0 或 3.5 加速升级到工业 4.0

之外，同时已经进入工业 4.0 的企业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在“中国制造 2025”

最新的发展，把握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在智能机械、智能装备、智能零组件

等方面的庞大商机。中国大陆政府和业界也在大力推动“中国制造 2025”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例如 2017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便首次设立了智能制造

装备展区以及“一带一路”展区，展示领域包括“无人机、智能机器人、3D 打

印、气象设备及服务系统、智能仪器仪表、智能消费电子”等电子信息技术和设

 
1 《启动智能制造之路 台湾 PCB 产业世界第一再造新巅峰》，《数位时代》，2016 年 7 月，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913/bn-20170124140346-q3zvh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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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1未来台湾智能机械业者应主动参与类似展会和对接会，甚至进一步与大陆

同行业者结成联盟，深度开发“中国制造 2025”与“一带一路”在智能机械及

智能零组件的市场机遇。 

 

（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从单机智能化升级到生产线与工厂智能化，需要一整套智能化的“虚实整合

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解决方案：首先在控制层（Controller）上，

以“感测控制”（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和关键零组件实现机械设备的

单机智能化；其次在控制层基础上，于联网层（Pipeline）搭建“联网平台”（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串接机台设备之间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垂直整合

“制造执行系统”（Manufa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电脑整合制造”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以及“制程监控系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导入自动排程、弹性生产、自动调整产

能，升级旧产线并建置新产线，实现生产线上生产管理与设备监控的整线智能化；

然后进而在资讯层（IT）上，搭建“软件平台”（Sofrtware as a Service, SaaS），

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在连结供应链厂商的“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统中，整合“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与“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系统，

将整体供应链的供应端、各个生产线与各个工厂之间的制造端、以及来自全球各

地和互联网上的客户端全部串接起来，实现可视化管理、远程化操控、客制化服

务、产能最佳化与自适应学习的智能运营。 

德勤（Deloitte）发表的《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中，将工业 4.0 划分为

计算机化、连接、可视、透明、预测、自适应等 6 个阶段，而已开始进入工业

4.0 的受访企业有 19%处于计算机化阶段，41%处于连接阶段，28%处于可视阶

段，将近 9 成受访企业尚未进入透明、预测及自适应阶段（如图 52），可见当前

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未来仍有很大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这也是

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增长动能。在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方面，33%的

受访企业于 2017 年的已超过 50%以上，整体而言有 9 成受访企业超过 10%，而

在 2013 年时 55%的受访企业只在 10%以内，显示 4 年来投入于智能制造的企业

在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上均有大幅的提升（如图 53）。这些已经投入智能制造的

企业其实实在在的利润与竞争力增长，将刺激和鼓励其他尚未投入智能制造的企

业加速迈向工业 4.0 的转型升级，同时也为智能制造和整体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供

应商提供广阔的商机。预估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制造业重点国家对于智

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需求，将于未来 5 至 10 年出现大规模增长，这是台湾相

关供应商必须充分把握的机遇期。 

 

 
1 《2017 东博会首设智能制造装备展区和"一带一路"展区》，广西新闻网，2017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70630/newgx5955b61f-163160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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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受访企业工业 4.0所处阶段 

 

资料来源：德勤：《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2018 年，第 4 页，https://www2.deloitte.com/ 

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energy-resources/deloitte-cn-eri-2018-china-smart-ma

nufacturing-report-zh-180726.pdf。 
 

图 53：《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受访企业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 

 
资料来源：德勤：《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2018 年，第 4 页，https://www2.deloitte.com/ 

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energy-resources/deloitte-cn-eri-2018-china-smart-ma

nufacturing-report-zh-180726.pdf。 
 

许多台湾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已积累多年经验，并且具有各自专攻

行业的独到优势。例如整体科技是台湾能够提供一站购足全方位智能工厂解决方

案的系统供应商，在半导体、电子组装、金属加工业、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

（TFT-LCD）等领域的工厂智慧化已积累 20 多年的经验，能够提供从问题诊断、

解决方案研拟、到系统导入与系统维护管理全方位的工厂智能环境建置全方位服

务。若以人体结构为例，整体科技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类似大脑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先进生产排程系统（APS）、以及商业智能系统（BI）；类似小脑的区

域控制系统（BC）及搬运管控系统（MCS）；类似神经的工业物联网 IoT 设备联

机系统；类似眼睛的自动光学检测设备（AOI）；类似手臂的机械手臂（Robot）；

类似脚的无人搬运车（AGV）等（如图 54）。1台湾相关的智慧工厂整合解决方

案供应商，还有研华、鸿海、凌华、华苓、联达电、佳世达、致茂、新汉等。 

 
1 《整技提供工業 4.0/智慧工廠解決方案》，《经济日报》，2018 年 8 月 27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950/332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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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整技科技的智慧工厂解决方案概念图 

 

资料来源：《整技提供工業 4.0/智慧工廠解決方案》，《经济日报》，2018 年 8 月 27 日，https://money. 

udn.com/money/story/5950/3328588。 

 

面对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智能工厂建置上的庞大商机，不少

有实力的台企已经摩拳擦掌甚至捷足先登，例如新汉已经抢下陆资面板和电动车

大厂的智能工厂系统工程，1而佳世达也已跨足大陆的智能工厂市场。2近年来台

湾电子业巨头鸿海集团也积极布局两岸的智能工厂，鸿海旗下的工业电脑厂桦汉

科技收购了厂房机电整合系统厂帆宣科技 51.12%股份，桦汉与帆宣两者上下游

优势整合，未来将可进军预估达 100 亿美元庞大商机的半导体整厂设备整合工程

市场，让鸿海集团得以跨足智能工厂整厂输出的领域。3 

 

 
1 《工业计算机厂 获陆企工业 4.0 大单》，《旺报》，2017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2000631-260301。 
2 《〈佳世達推智慧工廠〉布局兩岸 打進 PCB、無線通訊》，今日新闻，2018-04-25，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4250168-1.aspx。 
3 黄亦筠：《鸿海小金鸡桦汉并购帆宣 抢攻智慧工厂》，《天下》杂志，2018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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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工厂环境的完整建置需要大量投资，这对于拥有充沛资金的大型集团

而言并非难事，但对于众多中小型企业来说便是非常大的成本负担。台湾产业生

态正好是以中小企业占多数，因此当前台湾的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供应者也专门为

中小企业打造合适的产品服务。例如由台湾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PMC）研

发生产的“智慧机械机顶盒”（SMB），将用于帮助台湾众多中小型规模的机械

企业，使目前的机台能够快速进行连网，具备机联网、可视化、远程监控等智能

化基本能力；1资策会开发的“智能制造服务解决方案”（SERVOLUTION），能

够将工厂机械运转的大数据转换为管理人员的可视化信息；2工研院的“智能化

机数位设计及软体整合平台”（VMX）能够帮助企业大幅降低智能制造环境的建

构成本 70%；精密机械研发中心开发的“工具机管理软件”（SkyMars）专门为

工具机工厂提供机联网、多机联机与稼动监测、温升热监测与热补偿、适应性切

削加工导航、机台健康诊断暖机程序等解决方案。3 

在业界方面，联达智能打造的智慧机上盒“MachineBox”与智慧工厂软件

“SynFactory”，能够为中小企业工厂提供有效的智机联网方案；4而由研华开发

的“WISE-4000 系列无线 I/O 模块与无线感测终端”，则能够为中小型工厂提供

“直接上云的轻量型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集数据撷取、数据预处理、上传云

端等功能于一身的 WISE-4000 系列产品不仅外型精巧、易安装、免布传输线，

而且无需数据网关（Gateway）即能与云端平台整合”。5“智能工厂透明化管理

并非是大型制造业者才能享有的效益，中小型传统工厂同样可以透过轻量型的物

联网系统架构将既存产线升级为智慧工厂，利用外加自动数据收集装置取代过去

人工抄写、记录的管理模式，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工厂内所有设备的运作状态。”6

上述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不仅可以用于帮助台湾中小企业迈入工业 4.0，同时也可

以协助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以较低成本进行智能

工厂升级，台湾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供应商可以将市场开发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由于全球智能制造生产设备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通讯标准，各自采取不同

的协定语言，而许多工厂内充斥着各类型多样化的机械设备，成为打造机联网进

而建置智能工厂环境的一大障碍。台湾著名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研华便为

此开发出 WOP-2000G PLC 工業級閘道器，“支援超過 450 種 PLC 的工業通訊协

 
1 《机械公会中区副理事长庄大立：助业界 解决经营难题》，《工商时报》，2018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27000390-260210。 
2 《Servolution 工厂信息管理系统 提升智能制造新效能》，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官方网站，

2016-08-08，
https://www.iii.org.tw/Focus/FocusDtl.aspx?f_type=2&f_sqno=QDLMNAHuM5qD5BlcHctAtw__&f

m_sqno=13。 
3 李宛玲：《迎接智能制造时代：衔接智慧机械引领产业革新的桥梁－SkyMars》，《机械资讯》，

2016 年 10 月，第 25 至 30 页。 
4 联达智能官方网站，https://www.leantec.com.tw/category.aspx?CategoryID=DistributionProduct。 
5 《WISE-4000 物联网无线端到云方案为中小型金属加工厂建置轻量型工厂设备管理系统》，研

华科技公司官方网站，2018-04-25，
http://www.advantech.tw/factory-automation/case%20studies/bf1b6116-b69a-44cf-8012-28e950c7e

67e/。 
6 同上。 



第88页 

议，堪可满足多信道网络/序列数据的转换需求，把天南地北的语言转为共通语

言”，如此“从底端而上，把设备控制层、现场管理层、企业营运层及协同商务

层一路贯通，使上下各类型信息皆趋向透明化且实时呈现，企业便可建构出智能

制造战情室，实时根据生产状况，传送云端进行大数据分析，快速反应营运策略”。
1这项打通各种工业通讯协议的技术，同样可以向中国大陆广大的制造业厂家提

供服务，解决当前传统制造工厂向智能化转型的痛点。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产业在打造智慧工厂时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台湾解决

方案供应商在服务台厂的经验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挖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

国家相关行业的市场需求，并整合多方面的技术与供应链资源，进而为专属特定

产业的智能工厂升级需求量身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整体解决方案。 

 

 

  

 
1 《整合 IT、OT 与 CT 信息 打造智能制造战情室》，DIGITIMES，2017-10-23，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45&cat2=25&id=0000515041_vwol47

mh5vlu0707ct4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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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现代农业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均将农业摆在头等大事，而过去连续 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的主题均围绕着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发展问题

来展开部署，可见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情中始终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截至

2017 年中国大陆仍有 5 亿 7661 万的农村人口（如图 55），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

比重从 2013 年的 46.27%下降至 2017 年的 41.48%（如图 56）；按当前贫困线标

准贫困人口从 2013 年的 8249 万人下降至 2017 年的 3046 万人（如图 57），贫困

发生率为 3.1%。我国国情表明，只有解决三农问题，将农业做精做强、让农村

美丽富裕、使农民脱贫致富，才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从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

标。 

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提出举全国

之力发展“三农”的“乡村振兴战略”，共计 46 项十分具体的实施路径，目标是

结合“两个一百年”的“三步走”进程，首先到 2020 年按现行标准实现全面脱

贫，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 2050 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 1自从“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后，全国产官学各界已掀起了关注

农村、投入农村、发展农村的新热潮，农业和农村成为了全国投资发展的新高地。 

 

图 55：2013-2017年中国农村人口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7/659510.html。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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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013-2017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比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7/659510.html。 

 

图 57：2013-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7/659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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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打造“田园综合体”以及推动“三产融合”全产业链建

设是两大基本思路。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建设“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以及“田园+农村”的概念与“旅

游+”、“生态+”的模式。1之后财政部在当年 5 月引发了《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

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等“三个三”的指导思想，并且划定了河

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

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 18 个省份作为开展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试

点。2 

如今在乡村振兴新战略与新热潮下，推动现代化农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接合作，已成为“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布局。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加强农业对外合作，推动农业走出去”，并且以“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

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加工、

仓储物流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

贸易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推进农产品认证结果互认工作”。32018 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关系”。4

此外，在山东省出台的《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则深入表

示，要“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点区域的农业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布

局产业链条。鼓励企业到国外进行农业资源开发，建设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营

销网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优先建设一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产业园区。推动

企业‘抱团出海’，促进产业集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农业企业集

团。” 

农产品贸易本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合作重点，农业合作应当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为此 2017 年 5 月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

等部门联合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就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合作提出系统性的规划与倡议。其中在优化农产品贸

易方面，重点“鼓励建设多元稳定的‘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渠道，发展农产品

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交流，

共建安全、高效、便捷的进出境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系统”；在拓展农业投资合作方面，将“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加工、储运、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2016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2 财政部：《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2017〕29 号，2017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7-06/03/content_5199122.htm#allContent。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2016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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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投资”；此外，该文件还提出将“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共

建农业产业园区，形成产业集群和平台带动效应，降低农业合作成本，增强风险

防范能力”，并且“引导和支持企业参与农业合作园区建设和运营，围绕种植、

养殖、深加工、农产品物流等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产业链条，为实

现经济走廊和海上通道互联互通提供支撑”。1 

在以上政策的支持鼓励下，今后将带动起一批有实力的农企走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这也为台湾优质的农企提供宽广的机遇，未来台湾农企可以通过中欧

班列将高端的农特产品以及高价值的经济作物输往“一带一路”国家，也可以将

成功的农业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复制推广到境外农业合作园区。 

台湾农业和农村发展较早，自 1990 年代起便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并

大力推动农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迄今已累积了许多成熟的发展经验和技术，

培养了许多技术型、规划型、以及实务型的“三农人才”，完全可以投入于中国

大陆的乡村振兴发展上。本报告结合台湾农业发展的特色与优势，以及当前大陆

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上的重点，选择“精致农业”、“休闲农业”、以及“三产融

合”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精致农业 

台湾由于地狭人稠，天然地理资源受限，难以发展大规模耕作的农业模式，

因此长期着重于精致农业的技术研发与转化，形成了良好的产官学研合作与技术

成果转化的机制，培养出众多高端的粮食性、观赏性与经济性的农产品育种和种

植技术，能够有效大幅提高农产品的单位增值收益。 

2003 年以来，台湾先后设立了“屏东农业生物技术园区”、彰化的“台湾花

卉园区”、台南的“台湾兰花生物技术园区”、嘉义的“香草药草生物科技园区”

与“香菇专业生物科技园区”， 其中屏东县的“屏东农业生物技术园区”是世界

唯一一个以农业专业技术为主的科技园区。这些园区以台湾大学、屏东科技大学、

大仁科技大学、台湾香蕉研究所、高雄区农业改良场、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

农业科研高校和机构为技术支撑，进行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成果转化与生产行

销平台。 

相关研究显示，台湾的农业高新技术具有实用化、针对性和转化率高的特点，

科技技术研发对台湾农业的增长贡献率在 60%以上。2相较台湾而言，大陆的农

业技术研发虽然在绝对存量和增量上非常可观，但是在成果转化与实用化方面仍

需再进一步提升，大陆可以直接从台湾引进农业高新技术并直接转化，而台湾掌

握农业技术的团队则可以运用大陆农业重点省份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平台。3例

如过去福建便与台湾建立多年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的合作，或者也可以选择入驻

 
1 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2017 年 5 月，http://jiuban.moa.gov.cn/zwllm/zwdt/201705/t20170512_5604724.htm。 
2 李晗林：《台湾特色农产品发展策略分析及启示》，《台湾农业探索》，2014 年 5 月，第 4 页。 
3 赵一夫、任爱荣：《大陆引进台湾农业技术的必要性与适应性分析》，《海峡科技与产业》，第

17 至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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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 14 个省市区的 29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特别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便有漳州漳浦、漳平永福、莆田仙游、三明清流、

福州福清、泉州惠安等 6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迄今累计已有 566 家台湾农

企入驻，累计引进台资 10.6 亿美元。1在 2017 年农业部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定为优

秀等级的 11 家园区中，福建便有 5 家园区入选。综合考虑，台湾精致农业业者

以及具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团队，可以优先选择入驻距离台湾最近、气候水土相当

的福建台农创业园。 

此外，福建省当前出台的惠台政策中有几条重点面向台湾农民在闽创业的相

关支持，包括第 6 条表示将“对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台资农业企业、台湾同

胞个体工商户继续实施生产用电优惠电价、土地流转合同到期后优先续租等政

策”，第 7 条表示要进一步“示范推广台湾优良品种、适用技术，建设完善农民

技术培训及市场服务平台，扩大闽台农业技术人才交流培训”，第 8 条明确指出

“在闽从事农业生产的台资企业，同等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第 9 条则表示“在

闽台资企业与福建省企业同等适用相关用地政策”。2而根据福建省农业厅发布的

《2018 年闽台农业合作交流工作要点》，“全省计划示范推广台湾农业优良新品

种 100个、新技术 50项”，并且将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以完成年度投资 7 亿元以上。
3这些政策将对于在福建转化农业技术发展精致农业的台湾项目给予有力的支持。 

另一个台湾精致农业业者与技术掌握着可以优先考虑投入发展的地方，是传

统农业大省山东。当前山东省在农业专业人才的引进上不遗余力，2018 年特别

制定了《山东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方案》，依托“泰山人才工程”、“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工程”，计划引进和强化大量的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目标是到 2020

年支持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团队数量达到 100 个左右，具体将按照“领军人才+创

新团队+优质项目（优势学科）”模式，实行“一事一议”，“面向全球引进顶尖人

才团队，给予最高 400 万元人才津贴、5000 万元综合资助或 6000 万元直投股权

投资，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创新创业团队”。4这些政策与具体的资金支撑，

有利于台湾农业高端技术人才，直接带团队和带项目落地发展。 

此外，四川省与台湾长期保持农业合作，2018 年 9 月 3 日四川省发布了《关

于促进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川台 70 条”），其中便有 12

条是关于支持台湾农企在四川的发展。例如第 11 条关于“做好台资农业项目用

地服务”的部分表示，“台资企业经营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配套设施用地，可使用

现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投资种养业需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经批准可

 
1 《大陆乡村振兴为台湾“新农人”提供机会》，人民政协网，2018-06-07，

http://2t8.www.rmzxb.com.cn/c/2018-06-07/2078470.shtml。 
2 《福建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2018 年 6 月 6 日，

http://www.taiwan.cn/31t/zcfb/201806/t20180607_11962958.htm。 
3 《福建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8 年闽台农业合作交流工作要点的通知》，闽农厅办〔2018〕

14 号，2018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fjam.gov.cn/xxgk/zfxxgkzl/zfxxgkml/nyyw/mtny/201803/t20180330_1490602.htm。 
4 《山东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方案》，2018-05-17，

http://www.lxzgw.cn/about/list02/2018-05-17/2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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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转包、租赁等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第 12 条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和台胞积

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部分指出：“台资企业和台胞来川发展现代农业，同等

享受农业补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政策，鼓励台资农业企业和台胞从事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和台胞

从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给予贷款担保”；“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直接从

事农业生产的台资企业和台胞，购置补贴范围内的先进农业机械，按规定给予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第 14 条表示“鼓励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融

资担保公司加大对台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农业投资公司对台资农业企业

给予资金支持”。第 16 条则特别指出将“支持台资企业和台胞以农业新技术、新

品种、新专利入股龙头企业”，并且“鼓励台资企业和台胞积极申报创业孵化园

种子项目，各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支持”。以上政策均会进一步出台相关细

则办法，这些政策有利于台资农企和具有农业技术的台胞可以选择以多种方式在

四川落地发展。1 

 

（二）休闲农业 

近几年来大陆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着重推进休闲农业的发展，目标是以休

闲农业带动美丽乡村的整体建设。在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农村地区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家乐，

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旅游村

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有序发展新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并且“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发展智慧乡村游，提高在线营销能力”。 2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今后

要“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

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

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同时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打造各类

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发展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

并且“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

企业”，以及“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维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体风貌，有条件的

地区实行连片保护和适度开发”。3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表示，今后将“实

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

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4从中央层面连续数年出台一系列

关于推动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使休闲农业成为大陆“三农”发展的一个重要增

长热点。 

 
1 《关于促进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09-03，

http://www.huaxia.com/jxtf/zcfg/2018/09/5868027.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93 号，2015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04/content_10549.htm。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2016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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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中央政策的带动下，全国各省市、尤其是 18 个“田园综合体”试点

城市均各自出台了相应政策。以山东省为例，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山

东省在 5 月便出台了《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并且制定了

《山东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方案》、《山东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方案》、

《山东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山东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工作方案》、

《山东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工作方案》等 5 个工作方案，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

文化发扬、生态永续以及组织工作等全面推进山东省的乡村振兴工作。在《山东

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方案》中指出，今后将“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

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积极培育发展地理

标志商标和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品牌溢价水平”，同时通过利用“旅游＋”“生

态＋”等模式，“拓展观光采摘和休闲体验功能，打造一批相对集中、业态丰富、

功能完善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园区”，并且“推

进各类主题农业公园、田园综合体、文旅小镇、农业生态（活态）博物馆等建设，

发展齐鲁文旅农业”，计划到 2022 年乡村旅游消费将达到 5300 亿元”。 1 

台湾的休闲农业相对于大陆发展较早，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台湾农业

由于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影响而停滞萎缩，因此开始从单纯的一产转向一二三产综

合发展。以 1980 年“木栅观光茶园”的创设为起点，在 1983 年、1990 年、1996

年分别出台的《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发展休闲农业计划》、《休闲农业辅导

办法》等政策的推动下，多年来台湾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农业服务业，包括休闲

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等，设立了许多观光工厂、休闲农场、休闲牧场、观

光花园、教育果园、市民农场、特色民宿，发展出“农业+旅游”、“农业+文化”、

“农业+教育”、“农业+休闲”等多元化休闲农业发展业态，并且形成各种独具

在地特色的发展经验，培养了大量的休闲农业复合式人才。台湾已成为全球休闲

农业高度发展和密集群聚的示范高地，对大陆休闲农业发展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用，而在大陆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也为两岸休闲农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机

遇。 

以特色民宿产业为例，大陆农村较为普遍的“农家乐”和民宿仍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在品质、风格、特色上总体而言仍需要进一步再提升。此外，特色品牌

连锁民宿目前在大陆市场已逐渐起风，但仍有广大尚待开发和优化的空间。根据

迈点研究院（MTA）发布的《2016 年度中国客栈民宿品牌发展报告》，客栈民宿

仅占所有类型住宿中的 5.6%（如图 58），而只有约 6%的客栈民宿具有品牌价值，

其他 94%称不上所谓的“品牌”。2正好台湾的精品民宿业全球闻名，发展已经非

常成熟，充分发挥创意美学、体验消费、故事营销、在地特色，朝向精致化、多

元化、高价化、高品质化的方向发展。台湾民宿业者可以积极与大陆资本及民宿

业者合作，以多元化、在地化和特色化的方式联手打造优质的特色精品连锁民宿。 

 
1 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方案》，中国农业规划网，2018-05-17，

http://www.agriplan.cn/industry/2018-05/zy-2644_6.htm。 
2 《数据：2016 年度中国客栈民宿品牌发展报告》，品橙旅游网，2017 年 6 月 21 日，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23394。 



第96页 

 

图 58：2016年各类型住宿业态供给统计 

 

资料来源：《数据：2016 年度中国客栈民宿品牌发展报告》，品橙旅游网，2017 年 6 月 21 日，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23394。 

 

（三）三产融合 

当前国内外农业发展的主流新趋势，是将一产向二产及三产进行全产业链延

伸，将一产、二产、三产进行有机融合与加乘发展，形成所谓的“一二三产融合”

与农业“新六产”，亦即“第一产业接二连三，向后延伸；第二产业接一连三,

双向延伸；第三产业接二连一，向前延伸，形成产业链相加”，同时“一产的一

份收入，经过二产加工增值为两份收入，再通过三产的营销服务形成三倍收益，

综合起来是六份收入，产生乘数效益”。1“一二三产融合”与农业“新六产”摆

脱传统单纯局限于一产领域发展农业，改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发展农业，助力农

业和农村发展提质增效，可以说“做强一产、做大二产、做活三产，延伸农业产

业链条，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2 

在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布局下，“一二三产融合”已是当前

我国农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路。2015 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

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3此后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启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1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名词解释》，《大众日报》，2017-02-08，

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70208/Articel03008MT.htm。 
2 《农村产业融合 有望接二连三》，人民网，2016-01-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0/c1001-28033345.html。 
3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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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百县千乡万村”试点示范工程”，在全国确定了 137 个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试点示范县（市、区、旗、场）。1在 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国农业

发展要“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2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省政府将“一二三产融合”进一步向与农业“新六产”

深化，并在 2017 年底系统性出台了指导性政策《关于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

的意见》，指出将打造“种养加”、“贸工农”、“产加销”的一体化，推动“产业

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的“三链重构”，塑造“终端型、体验型、

循环型、智慧型”等四种农业“新六产”的新产业与新业态，具体计划到 2020

年，全省将建设农业“新六产”示范县 50 个，培育“产业链条完整、运行机制

健全、带动作用明显、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新六产”示范主体 600 家，形成

“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的农业“新六产”发展格局。3 

台湾农业由于受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严重挤压，单纯的一级产业难以做大做

强，因此过去数十年来台湾农业总体上采取“农业+N”的多元化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将精致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有机结合。台湾农业“一二三产融合”

的主要经验，是以特定的农业一级产品为核心，向二三级产业全面延伸，以体验

式营销与交互式传播建立消费者品牌，同时也在农作物本身的生技研发上进一步

升级，包括兰花、草莓、凤梨、百香果、茭白笋、茶叶、乳牛等，均是十分成功

的案例。 

例如台湾素有“兰花王国”之誉，2016 年台湾的兰花出口总值达 1 亿 8,781

万美元，兰花流通品种多大 2,000 多种，4目前台湾的兰花产业已经走向全产业链

经营，从最源头的品种培育、花色改良、控制开花时间、增加病虫害的抵抗能力

等一级产业的技术研发与种植，到生产兰花系列的沐浴乳、洗发乳、面膜、香水

等轻加工二级产业，以及温室控制、自动仓储、空运物流等，再到以兰花为主题

的观光园区、科普教育、国际会展、休闲民宿等三级产业，实现兰花产业的“一

二三产融合”以及全产业链发展的乘数加值。5 

台湾在“一二三产融合”上已是相对发展地比较成熟，许多宝贵经验、成熟

项目与成功模式值得借鉴至大陆推广发展，一方面让台湾农企有更加宽广的发展

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协同助力大陆总体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转型升级。 

 
93 号，2015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04/content_10549.htm。 

1 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农经

〔2016〕2869 号，2016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1/t20170125_836756.html。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

意见》，2016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的意见》，鲁政办字〔2017〕208 号，2017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sdny.gov.cn/zwgk/tfwj/zzwj/201712/t20171226_665141.html。 
4 《台湾兰花外销逐年下滑 面临荷兰与大陆竞争》，中评社，2018-01-25，

http://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53&docid=104954596。 
5 周琼、刘德娟：《台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案例分析及启示》，《台湾农业探索》，2016 年 12 月，

第 6 页至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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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台湾产业在“一带一路”中的突破点 

 

 

一、关键突破节点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 2013 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至今我国已先后设立了 12 个自贸区，包括

2015 年通过的广东、天津、福建等 3 个省市自贸区，2017 年通过的重庆、浙江、

辽宁、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 7 个省市自贸区，以及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

平主席亲自宣布将海南全省建成自贸区和自贸港，如此我国自贸区便形成了

“1+3+7+1”的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新窗口，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资

便利化、行政效率化、制度创新化，以及建立法制化、公平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的国际营商环境，是中国大陆境内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沿阵地，也是

台湾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优先选择的突破点。 

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贸易自由化与监管创新化方面，主要按照“一线放开、二

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基本原则，境外商品在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可以免税，

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设立保税展示平台，“允许企业凭进口舱单将货物直接入区，

再凭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向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1，实行“全球维修产业检验

检疫监管、中转货物产地来源证管理、检验检疫通关无纸化、第三方检验结果采

信、出入境生物材料制品风险管理”2，大幅减少了通关的时间与成本，有效提

高了通关效率。以上海自贸区为例，“目前上海口岸 95%的货物申报、100%的船

舶申报，都通过单一窗口办理”,“海关卡口由机器代替人工，货车司机从‘两

下两上四敲章’，变为‘零下零上不敲章’，平均过卡时间从 6 分钟缩短至 30 秒”，
3。 

在金融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企业可以在自贸区开设自由贸易（FT）账户，

打通人民币跨境资金池，自由贸易账户内的资金可以自由汇兑，并以离岸市场的

人民币交易汇率进行汇兑，自贸区内自由贸易账户对外投资改采备案制。此外，

有关“个人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

银行办理大宗商品衍生品柜台交易涉及的结售汇业务、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

变更登记下放银行办理”4，经过几个自贸区积累试点经验后已开始复制推行。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

号），2013 年 9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27/content_4036.htm。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国发〔2014〕

65 号），2015 年 1 月 29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1/29/content_9437.htm。 
3 《不负重托 奋楫者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年回看》，《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4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1/14/content_5159660.htm#1。 
4 同上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27/content_403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1/29/content_943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14/content_5159660.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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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对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对负

面清单1以外的投资领域均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外

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备案制、涉税事项网上审批备案、税务登记号码网上自动赋

码、网上自主办税、纳税信用管理的网上信用评级、组织机构代码实时赋码、企

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创新、取消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2等也已向全国范围

复制推广经验。此外，在投资税收优惠方面，区内企业和股东可以在 5 年内分期

缴交所得税，“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

予以免税”3。 

在行政效率化方面，自贸区致力于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放管服”4措施，致力于实现“证照分离”与“先照后证”，企业办事实行“一

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实施生产许可“一企一证”，“实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在各许可管理环节的‘一码贯通’”5，同时推动“互联网+政务”，让能够

在网上办理的行政业务尽可能让企业在网上自行操作。 

此外，2018 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

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国发〔2017〕

57 号），暂时调整和停止 16 项法规在自贸区内的实施。比如过去按照《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例》，台资企业不能在内地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与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并且内地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当不低于 51%，但今后已允许外资和台资可以

在自贸区内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为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直辖市提供服

务”。6 

在当前 12 个自贸试验区当中，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最早成立也是发展步伐最

快的一个，同时在积累资金、技术和国际化经验方面最为成熟。在中央对“一带

一路”的总规划布局中，将上海自贸试验区定位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2017 年 10 月上海市发布《上海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合作、

增强互联互通功能、科技创新合作、人文合作交流、智库建设等六个方面的专项

行动，提出共计 60 项具体实在的行动任务。7上海、昆山、苏州、杭州、南京等

 
1 当前最新的 2018 年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已于 2018 年 6 月底公布，参见商务部：《由贸易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18 年版）》，2018 年 6 月 29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807/20180702761640.shtml。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国发〔2014〕

65 号）。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

号）。 
4 盛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评估与展望》，《中国经贸》，2017 年第 6 期，第 7 页。  
5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7〕23 号），2017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92.htm。 
6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

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国发〔2017〕57 号），2018 年 1 月 9 日发布，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09/content_5254764.htm。 
7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上海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9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09/content_5254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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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汇聚了大批台资企业，江浙沪三省市的台企可以优先选择进驻上海自

贸区， 

福建、广东、天津三个省市的自贸区，是仅次于上海自贸区设立的第二批自

贸区。在经历几年试点累积经验后，2018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福建、广东、天津

三省市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三省市的方案中各有异同和地方发展特色，

此次政策发布可以称为自贸区的“升级版”或“2.0 版”。 

对比三省市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主要共同之处在于市场准入管理

模式更加开放透明，强调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开放度和透明度，着力构建与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清理和取消资质资格获取、招投标、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别化待遇”。1 

福建是所有自贸区省市中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与台湾之间有着“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天然优势，因此“福建

自贸区是助力台湾经济发展的区域支撑点”2。同时福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源地，因此福建自贸区是台湾产业对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好的桥

梁。此外，在台湾、平潭、欧洲之间的“台平欧海铁联运”，以及“厦门-汉堡”、

“厦门-杜伊斯堡”、“厦门-布达佩斯”、“厦门-莫斯科”、“厦门-中亚”等“中欧

班列”的助力下，台湾产品通过福建自贸区可以更好地运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国家。尤其是从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海沧园区始发的“厦门-汉堡”班

列，是福建全省首列直通欧洲的班列，全程只需 16 天便能抵达，运输成本比空

运减少 12.5%至 25%，比传统海运节省约一半时间，台湾产品也可以通过“海铁

联运”方式经此送往欧洲。3由此可见，对于尚未进到大陆市场落地注册的台企

而言，福建自贸区是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最好的桥头堡。 

在福建对台政策“先行先试”的特殊优势下，国台办指出未来福建自贸区改

革将出台大量对台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4
目前福建自贸区既有的对台特殊政策，

包括实行闽台跨境人民币结算，“允许自贸试验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台湾同业开

展跨境人民币借款业务，支持台湾地区的银行向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发放跨境人民

 
领导小组办公室，2017 年 10 月，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3799.html。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8〕13 号），2018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09.htm；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

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14 号），2018

年 5 月 24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12.htm；国务院：《国

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

15 号），2018 年 5 月 24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13.htm。 
2 《盛九元：自贸区助力台湾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海峡之声网，2015-03-26，

http://www.vos.com.cn/news/2015-03/26/cms853636article.shtml。 
3 《福建省首列直通欧洲班列昨开出》，新华网，2017-07-09，

http://www.fj.xinhuanet.com/shidian/2017-07/09/c_1121287872.htm。 
4 《国台办：福建自贸区改革提出大量对台先行先试政策措施》，中国新闻网，2018-05-30，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8/05-30/8526098.s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379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0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1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24/content_5293013.htm
http://www.vos.com.cn/news/2015-03/26/cms853636article.shtml
http://www.fj.xinhuanet.com/shidian/2017-07/09/c_1121287872.htm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8/05-30/85260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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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贷款，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两岸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1；对于进口台湾食品采

取“源头管理、口岸验放”的管理模式，“经审核符合要求的企业产品在口岸实

施快速验放”2，检验检疫的方形平均时间减少 5 至 6 天；3对于进口台湾水果在

全国首创采取“边抽样检验、边上架销售”的检验检疫监管模式，“通关时间由

3个工作日缩短到 1 个工作日，实现了水果‘上午采摘，下午上架销售’”4。 

福建自贸区由福州、厦门和平潭三个片区组成，其中福州是福建省会，厦门

是福建聚集台商最多、营商环境最为成熟的地方，平潭则是距离台湾最近、政策

先行先试最为超前的片区，这三个片区各有特色与优势。 

目前福州和厦门两个自贸片区，已推行闽台海运快件进出境业务试点，“对

进境非贸易性海运快件采取‘免于检验、严格检疫’和负面清单管理的检验检疫

监管模式”，“利用高速船舶运载快件，以集装箱作为运输容器，增加了快件运载

量，降低两岸快件运输成本 40%”，体现出“海运价格、空运时效”独特的闽台

快件优势。5 

平潭自贸片区则在全国全省范围内率先单方采信台湾地区第三方机构的认

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结果，“即对符合要求的台湾商品验证登录机构和检验检测机

构所出具的结果报告，进行评估和予以认可，免于提供 3C 证书、免于实施实验

室检测。每批货物可为企业节省产品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检测费用，办理相关

手续从原来的 90 天左右缩短到现在的 1 天”。6此外，平潭自贸片区和厦门自贸

片区的大嶝分别设立了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对原产于台湾的预包装食品、

化妆品实施‘快审快核’的标签审核模式”，“平均审核时间由原来的 3个工作日

缩短至 0-5 个工作日”，“审核费用平均每个报检批减少近万元”。7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国台办联合国务院各部委发布《关

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31 条”）之后，厦门市很快

在 4 月 10 日便在全国率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简称“60 条”），共计推出了 60 项促进台商和台胞在厦门落地发展

的具体政策。其中与厦门自贸片区和“一带一路”相关的是：第 8 条指出“支持

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设立独资国际船

 
1 《案例 11：闽台跨境人民币结算》，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2016-08-04，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51.html。 
2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台湾食品“源头管理、口岸验放”管理规定（试行）》（闽检

通〔2015〕78 号），2015 年 5 月 15 日，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1299.html。 
3 《案例 5：检验检疫“源头管理、口岸验放”快速通关模式》，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2016-08-04，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5.html。 
4 《案例 8：进口台湾水果“边抽样检验、边上架销售”监管模式》，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

2016-08-04，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8.html。 
5 《案例 6：闽台海运快件进出境业务试点》，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2016-08-04，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6.html。 
6 《案例 7：采信台湾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结果》，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2016-08-04，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7.html。 
7 《案例 9：台湾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快审快核”模式》，福建自贸试验区办公室，2016-08-04，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9.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51.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1299.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5.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8.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6.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7.htm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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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企业，支

持以合资、合作形式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台资持股比例放宽至 51%”；第 9

条指出“支持注册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的台资银行营业性

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第 10 条指出“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可以在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以独资形式从事娱乐场所经营，可以设立独资演出经

纪机构”；第 12 条指出“鼓励在厦门的台资企业拓展内需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等享受厦门在开拓市场、境外投资等方面出台的相关

扶持政策”，“鼓励对台海运快件业务发展，推动建设连接台湾与中亚、欧洲区域

转运中心和陆海枢纽城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 13 条指出“积极帮助台

湾地区货物通过厦门港过境经中欧班列运输出口，按照过境货物监管模式操作，

加快通关速度”；第 17 条指出“支持台湾民间资本和机构参与“一带一路”知识

产权运营投资基金”。1此外，“60 条”措施的第 7 条明确表示，台资企业和台湾

同胞“在厦门经营活动中可以享有内资企业待遇”，同时其他措施对于台胞在厦

门市的各种生活和发展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政策安排。2以上措施表明，厦门当前

已成为全国所有城市中，各政策对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关照最完善的地方，因此

厦门自贸区对于尚未到大陆境内落地的台湾企业而言，足以作为首选之地。 

除了上海自贸区和福建自贸区之外，已经在大陆经营的台资企业可以按照原

来所在地域，就近选择距离较近的自贸区落地，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台资企业可以

就近选择广东自贸区的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

区；京津冀地区的台资企业可以就近选择天津自贸区的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西部地区的台资企业则可以选择重庆、四川、陕西

三省市的自贸区。 

对于尚未落地大陆的台湾企业，尤其是航运、物流、农业、旅游、文化创意、

酒店地产、医疗美容、体育、游艇、海洋经济等产业，可以聚焦海南自贸区的发

展。根据 2018 年 4 月 11 日正式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3，海南全境建设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全国第 12 个、

也是面积范围最大的一个自贸试验区，并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

该指导意见指出，将“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支持外商全

面参与自由贸易港建设”4，这对台湾航运、港口、物流、运输等产业是一大利

好。此外，该指导意见还表示海南自贸试验区将“高起点发展海洋经济，积极推

进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海底矿物商业化开采，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南海资源开发，

加快培育海洋生物、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研发

与应用等新兴产业，支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这对台湾有关上述的涉海产业

 
1 《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8-04-12，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8538.html。 
2 同上。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新华社，2018-04-14，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4/14/content_5282456.htm。 
4 同上。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853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4/14/content_52824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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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也是一个机遇。此外，国务院批准海南省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海南省

全境对 59 个国家人员实施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免签入境时间延长为 30 天，相较

于此前的 26 国免签政策，此轮开放力度接近倍增，将有助于海南扩大国际知名

度，进一步深化海南全境的改革开放，提升海南旅游观光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这

对台湾从事文旅观光和酒店地产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1 

海南省全境建为自贸区，未来全岛将进一步全面建成自贸港，进出海南境内

的大部分境外产品将免征关税，这对于需要先将产品运至大陆进行组装或轻加工

后再输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台湾产品而言，便可以选择在海南设立组装厂

或加工厂，有效节约入出境的关税成本。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 

商务部自 2006 年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到各国建设或参与开发各类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各种形

态的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开发区、经济特区、自贸港等，目的是为中国企业走

向海外提供有力支撑的对接平台和安全稳定的发展场域，有效降低企业赴海外投

资落地的风险与成本，帮助企业在各国投资形成产业集群与抱团发展，摆脱单兵

作战和散兵游勇的状态，进而提高海外投资办厂的成功率。 

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速和扩大，

截至 2017 年中国企业共计在 44 个国家设立了 99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

4364 家，累积投资额为 307 亿美元；2其中由商务部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

作共有 20 个（参见表 16），分布在 14 个国家，全部在“一带一路”沿线上。3 

 

表 16：通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 

项次 合作区名称 境内实施企业名称 

1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区

投资有限公司 

2 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 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越南龙江工业园 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 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5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中尼经 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 

 
1 《59 国人员赴海南入境免签：扩大范围、延长时间、放宽人数》，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4-19，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dfdt/53420.htm。 
2 《2017 境外经贸合作区生态调查： 阶段性成果已现》，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01-2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44994.htm。 
3 《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商务部网站，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jmhzq/article01.shtml，2018-05-23 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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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区) 

8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 
俄罗斯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

区 
中航林业有限公司 

10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 

11 
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

区 

黑龙江东宁华信经济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12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黑龙江省牡丹江龙跃经贸有限公

司 

13 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 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4 
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

作区 
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16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17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 烟台新益投资有限公司 

18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

作区 
天津聚龙集团 

资料来源：《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商务部网站，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jmhzq/article01.shtml，2018-05-23 查阅。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和中国企业而言是互惠双赢。一方面，由中国企业

筹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建设园区的资金，创造本地的就业机

会和税收贡献，输出产业技术与人才，提供园区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创新的发展模

式。另一方面，东道国则为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税收优惠，

就土地、电力、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以及投资审批、进出口和出入境安排等提

供便利措施，有效提高区内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和投资保障。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入

驻区内的企业提供四大类、16 项服务，助力区内企业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参见表 17）。在信息咨询服务方面，包括政策咨询、法律服务、产品推介，例

如协助区内企业与政府协调沟通，帮助企业了解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为区内企业

搭建市场渠道的对接平台；在运营管理服务方面，包括企业注册、财税事务、海

关申报、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在物业管理方面，包括租赁服务、厂

房建造、生产配套、生活配套、维修服务、医疗服务；此外还为企业提供包括有

效预防和应对天灾与罢工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服务。1 

 
1 商务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的通知》（商合函[2015]4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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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信息咨询

服务 

政策咨询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区企业（简称建区企业）为进入合

作区投资创业的企业（简称入区企业）搭建与东道国

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沟通、协调的平台，提供包括投

资、贸易、金融、产业等相关政策咨询服务。 

法律服务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东道国与投资相关的法律咨

询服务，帮助入区企业了解东道国基本法律，熟悉投

资环境，寻找和委托相应的法律服务中介机构。 

产品推介 

建区企业协助入区企业参加东道国举办的展览会、行

业产品对接会、贸易洽谈会等，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

推介入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为其寻找产品代理商或

经销商。 

运营管理

服务 

企业注册 

建区企业建立与东道国外资管理部门或投资促进机构

的沟通和联系机制，为入区企业提供在东道国注册登

记的相关咨询服务，协助入区企业办理注册登记、投

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和规划设计审批等相关手续。 

财税事务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东道国相关财务和税收方面

的政策咨询，并协助入区企业在财务管理、商标注册、

税收申报和缴纳等方面的工作。 

海关申报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东道国关于海关申报、进口

报关、仓储运输、进出口手续、原产地证明及关税申

报等相关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东道国关于员工管理、人员

签证等政策咨询服务，并协助入区企业相关人员办理

签证、举办员工培训、人员招聘、人才交流等人力资

源方面的事务，帮助招聘本地员工，代办中国员工的

邀请、签证等。 

金融服务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投融资、保险等金融咨询服

务，协助企业办理相关金融手续，建立入区企业和国

内外金融机构联系的渠道。 

物流服务 

建区企业可根据入区企业的要求，为提供必要的物流

服务，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配送、信息处

理等。 

  

 
2015 年 8 月 4 日，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zcfb/jwjmhz/201511/201511011538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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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物业管理

服务 

租赁服务 
建区企业根据入区企业的要求，为其提供标准厂房、

写字楼、仓库、展示厅、堆场等设施的租赁服务。 

厂房建造 

建区企业可在入区企业新建厂房时，提供必要的支持，

协助其办理包括设计、施工招投标、申请厂房建筑许

可证、厂房开工证以及验收执照等在内的相关手续。 

生产配套 

建区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生产配套便利和服务，包括

供电、供水、供暖、通讯、通气、安保、废水处理、

垃圾处理、有毒废料处理等。 

生活配套 
建区企业可为入区企业提供员工宿舍、高级公寓、运

动健身、文化娱乐以及各式餐饮等生活配套设施服务。 

维修服务 
建区企业可为入区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维修服务，

帮助入区企业解决生产、生活遇到的维修困难。 

医疗服务 

建区企业可为入区企业有关人员提供简易医疗救治服

务，并与合作区所在地医院建立畅通的紧急救治通道

等。 

突发事件应急服务 

建区企业应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效预防和应对

火灾、水灾、罢工、破坏活动等突发事件的处理救援

工作，保障园区及入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人身财产

安全。 

资料来源：商务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的通知》（商合函[2015]408

号），2015 年 8 月 4 日，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zcfb/jwjmhz/ 

201511/20151101153854.shtml。 

 

由以上可见，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为进驻区内的企业有效降低风险和成本、

提高保障和效率，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赴海外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滩头

堡，这对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的企业而言皆是如此。 

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执意推动“新南向政策”而不愿融入“一带一路”，但

客观上民进党当局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不可能建立官方关系，也就没有足够实力

为台企南向保驾护航。因此许多南向投资的台企只能自求多福，当遇上各种人为

和不可控的风险时，也只能自行承担风险和损失。例如台塑和中钢合资设立的越

南河静钢铁厂，因废水造成死鱼事件，台塑总裁王文渊视察工厂时曾被越南政府

强制限制出境，并强迫征收 5 亿美元的天价赔偿，台塑只能全部照单全收。 

面对东南亚、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高风险、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台企如欲把握这些地方的市场机遇，可以选择进驻中国大陆在东道国建设的境外

经贸合作区，与大陆企业同样享受大陆政府提供的保障和服务措施，排除不必要

的风险和障碍。大陆方面则可以研拟将当前的对台“31 条”措施延伸至境外经

贸合作区，将促进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享有同等待遇的范围逐步扩大至海外与



第107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进驻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台企和陆企一视同仁、同等服

务。 

目前在东南亚 10 个国家中，便有 7 个国家拥有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其

中泰国的泰中罗勇工业园是目前占地面积和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负责建设该园

区的企业泰国安美德(Amata)，未来还将在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EEC)进一步开辟

两岸企业专区，提供专项的优惠政策。泰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验可以在总结后

进一步提炼，借鉴复制到其他国家。 

未来大陆企业可以和台湾企业一同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同时为两岸企业提供服务，并且将台湾的管理经验和服务

元素导入其中，吸引台资企业前往入驻。闽台两地企业可以首选于东南亚国家共

建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原因在于华人是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支柱，而东南亚

许多华人是闽南人和客家人，闽台两地企业与当地有方言和族群上的天然联结。

例如菲律宾的经济大多由华人商界侨领所掌握，而菲律宾华人中大部分祖籍为闽

南，与闽台两地的闽南方言可以直接口语对话。 

两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另一个作用是与“新南

向”进行对照，台湾产业界可以因此而更加认识到，台企进军东南亚和南亚若没

有足够的保驾护航便很容易铩羽而归，只有台企借着大陆的东风搭船出海，两岸

携手合作共同进军，方能克服海外市场的重重险阻。 

 

（三）台企走西口 

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企业在

用地和用人等经营成本上也不断抬高，造成毛利率低的企业生存已出现困难，许

多企业也需要开始寻找新的获利增长点。此外，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腾笼换鸟”的政策下，加速淘汰劳力密集型、技术低端型、环境

污染型的企业与工厂，不达标的企业必须选择转移到其他地区。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与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提速，越来越多大陆的企业个别

或抱团“走西口”，西进到大西北地区发展，开拓新的市场机遇和获利空间。例

如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东部地区大批的纺织企业接连倒闭，纺织行业开始

转移到新疆发展，直接就地获取棉花原材料，节省中间环节的运输成本。此外，

在能源开发和食品加工产业方面，新疆也利用自身优势吸引了一批东部企业西进

投资。 

有的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发展，目标并不仅限于中国西北的市场或资源要素，

而是以立足西部地区作为进军中亚和欧洲市场的跳板，通过近几年快速开通并大

幅增加班次的“中欧班列”，将产品大量运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

相比于从东部沿海以海运方式运往西欧，还能节省一半的运输成本和时间，在生

产成本上也比东部地区更加具有优势。而根据新疆自治区商务厅所作的测算，仅

仅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市场容量便相当于 7 个西北五省区或 5.2 个广东省，1通过

 
1 《跨出国门“走西口” 新疆开放战略加重对内地引资砝码》，新浪财经，2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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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等西部省区运往中亚与俄罗斯是最快捷的选择。 

西部省区地处“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战略联结和转运枢纽位置，一方面

将东部优质产能向西运出国门，另一方面也将中亚的能源和欧洲的技术引入国内。

其中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银川等省会节点城市发展较为成熟，是企业走西

口优先选择的城市；此外还有较为靠南的重庆与成都，虽然向西陆运时间比西北

地区多一些时间，但其产业发展环境和人才供给更为成熟，因此吸引了大批电子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 

1、新疆边境贸易 

除了省会城市之外，与 8 个国家接壤的新疆拥有 17 个国家一类口岸，包括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等边境

口岸及周边城市均适合发展边境贸易，同时也可以切入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具有

互补性的产业。比如中亚和俄罗斯以生产能源为主要产业，中国可以针对性地供

应能源生产和运输设备；中亚国家着重发展重工业，在轻加工业方面并不发达，

中国的轻加工业的技术与整套均设备可以向中亚国家输出。 

在新疆的边境城市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新疆的伊宁市，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

边境城市，伊宁市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进出的门户城市。目前伊

宁边境经济合作区便十分积极与厦门和东部产业发达的城市对接，重点引入装备

制造、进出口加工、新型建材、生物制造、医疗器械、通讯设备、能源设备、农

业设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方面的产业，成为新疆边境

丝绸之路上的发展亮点。 

2、宁夏穆斯林产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银川，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

上主要是运用其宗教族群的优势来对接中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每年在银川举

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为中国与 22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向外延伸的

57 个伊斯兰国家开展全面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其中清真食品与穆斯林用品

是该博览会的独特板块。 

全球清真食品市场十分广阔，“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有着众多伊斯兰信

徒，此外清真食品也已不限于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非穆斯林消费者出于健康原

因而选择清真食品。中国大陆及台湾也有不少穆斯林人口，这些穆斯林是与海外

穆斯林联系的桥梁，而有效通过国际“清真认证”（Halal Certification）则是企业

进入“一带一路”清真食品市场的关键。 

目前马来西亚拥有 13 项国际清真认证标准，是全球重要的清真食品认证中

心与制造中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马来西亚分公司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于 2017 年 9 月 5 日签署《关于联合开展清真认证业务的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未来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培训技术审核员，

为提出申请的中国企业提供清真食品认证服务，规范中国清真认证体系，帮助中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9-18/doc-ifykynia80253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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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获得进入穆斯林市场的通行证。1未来清真食品企业可以按此渠道积极申

请清真认证，有效打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穆斯林市场的渠道。 

3、西部新高地：重庆、四川、西安 

重庆、四川和西安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重镇，整体环境与产业配套均比西北

省区更为成熟，尤其是重庆和成都目前已成为台商向西部转移的转承地和产业群

聚的新高地，一大批知名大型集团在当地投资设厂，带动产业上下游集聚发展。

宏碁、华硕、鸿海、英业达、广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台湾电子品牌商和代工

巨头均集聚于重庆，零部件厂商也跟进形成产业群聚效应，目前重庆电子信息产

业已经实现 8 成零部件是本地生产，企业可以在 1 小时内采购到 8 成所需的零部

件，而渝新欧线路的中欧班列综合运价已经与海运相当，但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

20 天至 1 个月，大幅降低了产品从组装到出口的物流成本。 

此外，由台湾电机电子同业公会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成都已连续十多年名列

台商最为推荐的投资城市之一。目前“四川业已成为大陆西部台资企业最多、投

资额最大、拥有涉台园区最多、开通直航最早、对台航点最多、获得台湾同胞落

地签注最早的省份”2。由国台办、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共同批准的“海峡两岸

产业合作区”，于 2017 年底在四川的成都、德阳和眉山正式揭牌启动，形成“一

区三园”向台资企业大力吸聚的布局。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班列“蓉欧快铁”从

成都的青白江运行至波兰罗兹只需要 10 天，是所有中欧班列当中运行速度最快

的线路。3在此优势下，“蓉欧快铁”于 2017 年底在全国率先发出第 1000 列，短

短半年之后在 2018 年 6 月底又在全国率先开出第 2000 列。4蓉欧快铁同时也向

四面辐射，台湾产品可以直接经由厦门海铁联运送至成都，再转由蓉欧快铁运往

欧洲。以上种种良好条件，有助于落户四川和成都的台企充分把握“一带一路”

的发展机遇。 

总体客观而言，除了重庆、成都、西安等目前已经十分成熟的西部产业重镇

之外，鉴于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发展较为滞后、配套法规不够健全、营商环境不

够完善等问题，当前产业“走西口”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企业在西进大西

北之前有必要就细分行业和在地市场环境做好充分调研和准备。不过尽管存在上

述问题，当前西部大开发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机遇仍然是史无前例的，

低成本、高潜能、发展空间巨大的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在这一轮新时代“走西口”

的热潮中，在东部沿海已较难生存或者获利空间受到较大压缩的台企，除了转向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之外，也可以审慎积极地评估向大西北地区转移，或者先行进

军目前发展已经十分成熟的重庆、成都或西安，进而把握“一带一路”未来在西

 
1 《中马检验认证机构签署清真认证业务合作协议》，新华社，2017-09-06，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06/c_1121615461.htm。 
2 《成都连续 15 年跻身“台商最推荐投资大陆城市”》，《成都晚报》，2017-10-27，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71027/000827451.html。 
3 《成都国际班列年度开行规模突破 1000 列》，人民网，2017-12-27，

http://sc.people.com.cn/n2/2017/1227/c345167-31079834.html。 
4 《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开行量达 2000 列》，新浪网，2018-06-28，

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8/doc-iheqpwqy3089998.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06/c_1121615461.htm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71027/000827451.html
http://sc.people.com.cn/n2/2017/1227/c345167-31079834.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8/doc-iheqpwqy30899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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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将持续释放的市场红利。 

 

 

二、有效合作模式 

 

（一）积极融入大陆产业上下游供应链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所需的投资规模普遍均较为庞大，除了中鼎集团

这种具有多年国际大型项目统筹承包经验的台企，一般规模的台企倘若单枪匹马

便难有足够实力和条件去投标承接。因此不论是在大陆已经发展的台商，还是在

台湾仍未前往大陆发展的台企，都应该积极融入大陆产业的供应链，成为大型基

础建设集团和制造业巨头的供应伙伴。当这些有条件的陆企在承接“一带一路”

国内外建设项目时，自然而然便会邀集包括台企在内的供应链伙伴一同参与项目，

这便是“借船出海”与“母鸡带小鸡”的基本策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供应链创新应用的指导意见，预计将在

2020 年以前打造基本覆盖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让供应链在促进“降本

增效、供需匹配、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而培育 100 家左右在全球供应链领先的企业。1 

按照该指导意见，在制造供应链方面将重点促进协同化、服务化和智能化。

尤其在协同化方面，将着重“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

协同物流，促进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缩短生产周期

和新品上市时间，降低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2在基础建设产业与制造业供应链

上游的台企，可以根据自身所在行业的供应链生态，向下游直接客户所在地聚拢，

配合下游承包商协同快速回应客户的需求，有效缩短供应链上的生产和运输周期，

从而提升台企在产业供应链中的优势位置。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强化供应链的绿色监管，探索建立统一的绿色产

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鼓励采购绿色产品和服务，积极扶植绿色产业，推动

形成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3这代表绿色制造供应链将成为未来我国的发展趋势，

在制造过程中带有较高污染的供应链将会逐步淘汰。因此台企中掌握高质量、新

技术的绿色制造供应商，可以把握此一机遇，积极打入大陆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

系中，进而随着下游客户一同走向“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与制造业市场。 

 

 

（二）两岸与跨国同行企业建立联盟 

除了垂直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之外，在同一个产业中两岸同质性的供应商之

 
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

84号），2017年 10月 13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13/content_5231524.htm。 
2 同上。 
3 同上。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13/content_5231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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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必须要避免零和竞争，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出口联盟、技术创新联盟，使同行竞

争转为联盟合作，借由强强联合提升集体竞争力、竞标能力与议价能力。 

例如在影视文化产业方面，包括华谊兄弟、爱奇艺、华策影视、京都世纪、

大唐辉煌等十家龙头企业，在 2017 年底联手成立了“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

口联盟”。该联盟是建立在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的基础上，“实

验区已累计将万小时的产品授权覆盖全球 158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G20 所有成

员国海外发行全覆盖”1。 

除了由国内同行集体建立企业联盟之外，国内与国际同行间的跨国企业联盟

也可以起到资源和技术的对接整合。例如浪潮、联合思科、IBM、迪堡多富、爱

立信等五家全球科技巨头，联合成立了“一带一路”数字化经济战略联盟，目标

是“将创新性的整合全球科技和金融资源，为沿线国家信息化建设打造全球领先

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和资金解决方案”2。在大健康产业方面，华大基因牵头发

起“一带一路”生物科技促进联盟，多国产官研跨部门参与其中，未来将着重推

动“一带一路”人类基因组计划、“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计划、“一带一路”农

业基因科技合作计划。3 

类似的产业联盟在一级产业上也可以比照应用，例如“一带一路”奶业联盟

在 2018 年 6 月成立，首批成员来自 6 个国家的 15 个单位，主要聚焦在奶牛养殖、

乳品加工、牧草饲料、环境保护、包装材料、奶业机械等领域的合作。4“一带

一路”茶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在 2018 年 6 月成立，共计有 77 家境内外涉茶领域的

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5有研究建议两岸茶产业也可以建立“一带一路”

茶叶出口联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以绿茶和红茶出口为主，通过出口联盟

两岸茶产业可以携手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出口价格。6
 

面对“一带一路”庞大的国内外市场机遇，台企的行业水平战略应层层递进，

首先与台湾同行抱团合作一起进军大陆境内市场，其次与大陆企业同行建立出口

与供应链联盟，然后积极参与行业内“一带一路”的跨国企业联盟，主动掌握行

业内最新信息，借由行业联盟的集体能量更好地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市

场机遇。 

 

（三）两岸合办“一带一路”对接会 

 
1 徐超：《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成立 影视“一带一路”走出去平台启航》，《华夏时报》，

2017-12-27，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73476.html。 
2 《“一带一路”数字化经济战略联盟成立 助力全球合作共赢》，凤凰网，2017-11-02，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102/15762865_0.shtml。 
3 《贯彻“一带一路”倡议 发起“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新浪网，2018-05-25，

http://news.sina.com.cn/o/2018-05-25/doc-ihcaqueu0934246.shtml。 
4 《农业农村部：“一带一路”奶业联盟成立》，新浪网，2018-06-29, 

http://news.sina.com.cn/c/2018-06-29/doc-iheqpwqy6663457.shtml。 
5 《“一带一路”茶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在福州成立》，凤凰网，2018-06-20，

http://news.ifeng.com/a/20180620/58813366_0.shtml。 
6 刘宇峰：《“一带一路”战略下闽台茶产业合作发展策略》，《台湾农业探索》，2015 年第 6 期，第

28 页。 

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73476.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102/15762865_0.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05-25/doc-ihcaqueu0934246.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8-06-29/doc-iheqpwqy6663457.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80620/5881336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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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自 2016 年再度上台后，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并寻求台湾与

“新南向国家”（如新加坡）及“非新南向国家”（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新南

向目的国”的第三地市场，合办第三地说明会及对接会，试图借由融入“非新南

向国家”的产业价值链，来进入“新南向国家”的市场。 

例如通过新加坡与印度合作单位共同举办“印度食品产业及工业园区说明

会”；邀请新加坡政联企业星桥腾飞集团与胜科城镇发展公司向台湾系统解决方

案业者说明印度智慧城市建设计划的商机；由台湾外贸协会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合作举办“台日第三地合作利基说明会”、“台日第三地商机媒合活动”；在“新

南向国家”举办“台日辅助产业采购洽谈会”；以及在台湾举办“台日企业商机

媒合大会”并媒合日企采购台企零组件于“新南向国家”组装后销往国际市场。
1民进党当局采取以上的政策目标，是寄望于扩大与第三国的多元经贸合作，融

入日本在新南向国家的产业价值链中，从而取得在新南向国家的市场。2 

同样的模式在两岸产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合作，通过各种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

以及大陆官方和非官方的部门，在台湾或大陆各个台商聚集的城市举行“一带一

路”产业的说明会、推介会与对接会，或者组织产业供应链的“两岸队”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接会和洽谈会，推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与产业环境，

介绍“一带一路”境内外建设的具体项目并进行项目对接，帮助两岸产业供应链

深度整合，助力两岸产业界携手合作打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价值链。 

 

（四）两岸企业股权深度合作 

台企进军大陆和“一带一路”市场，必须摆脱单打独斗的习惯，要与大陆企

业同行深度合作，除了融入供应链、参与产业联盟之外，台企可以在审慎评估、

慎选合作伙伴后，通过交互参股、股权并购、合资设立新公司等方式，与大陆企

业进行深度战略捆绑，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扩大发展资源、贯通市场渠道。 

例如台湾的中国信托金控与大陆的中信集团便在 2015 年进行交互参股，中

信集团以新台币 130.9 亿元取得中国信托金控 3.8%股权，而中国信托银行则以新

台币 116.7 亿元并购中信银行子行“信银国际（中国）”的 100%股权，成为两岸

金融业交互参股的首例。3“台资银行若透过设点扩张，顶多每年新增一家分行、

两家支行，透过参股直接取得子行，等于提前同业三年布局大陆。”4此后中国信

托银行便可通过信银国际，联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网店。 

面对大陆企业快速崛起壮大的事实，台企不能自外于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1 刘伦正：《新南向政策，企业如何加强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2017

年 8 月 18 日，第 24 页，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Doc/81893463-4cba-430b-9de6-45

431efd8670.pdf。 
2 同上，第 29 页。 
3 《中資交互參股 吳一揆：大陸曝險比重低》，《工商时报》，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30000107-260202。 
4 《两岸中信签约相互参股 成为两岸首例》，新华网，2015-06-10，

http://www.xinhuanet.com//tw/2015-06/10/c_127898147.htm。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Doc/81893463-4cba-430b-9de6-45431efd8670.pdf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Doc/81893463-4cba-430b-9de6-45431efd8670.pdf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30000107-260202
http://www.xinhuanet.com/tw/2015-06/10/c_1278981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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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多起陆资有意并购或多种形式入股台企，但却遭到台湾当局的封杀，或

者遭到台企的拒绝，这些台企业因此错失与陆企深度合作、联手做大做强的机会，

使得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两岸水平同行间也加深竞争态势。陆企不会因为台企拒绝

股权合作而停止扩张的脚步，台企与其面对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不如与陆企进

行交互参股或者接受股权投资等深度合作，将竞争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 

此外，当前产业跨界融合的趋势已出现在各个产业别之间的全渗透现象，两

岸跨产业之间的股权深度合作，有助于强化产业竞争力，更好地把握“一带一路”

市场机遇。例如台湾专业化的物流企业可以和大陆房地产集团或电商巨头进行股

权合作，联手进军国内外物流地产市场；台湾具有物联网及智慧城市优势技术的

相关企业，可以和地产集团、园区开发商进行股权合作，强化智慧城市、智慧社

区、智慧园区建设的竞争优势；台湾的农文旅创业者可以和大陆的旅游集团、文

化集团、农业集团、地产集团进行股权融资合作，打造乡村综合体以及布局全域

旅游；台湾的生技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也可以和大陆的大健康产业渠道商进行深

度合作，扩展在大陆与“一带一路”的市场。 

 

（五）大陆政府央企牵头、两岸企业搭船出海 

面对“一带一路”浩瀚如海的广阔市场，以及各种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民

营企业十分需要政府或大型央企的引领和搭桥。因此通过大陆政府或大型央企的

牵头，两岸中小企业共同搭着大船出海，更有机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市场。 

具体做法形式十分多元，主要由政府和央企在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洽

谈签订具体的系列项目，然后再组织两岸业者参与其中。例如福建省文化厅推出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驿站”的计划，未来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设立“文化

驿站”，搭建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展示和销售橱窗。该计划不仅面向福建企业，

也面向包括台湾文创业者在内的全国企业，两岸文创业者可以搭乘这条政府的大

船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市场。 

 

（六）台港与内地跨界合作“拼船出海”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及国际投融资的金融枢纽，在“一

带一路”资金融通上具有独特优势。目前内地有 6 成对外投资是通过香港实现，

而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全球 46 个代表处有大约半数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加上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华侨华人聚集的国家有着绵密

的人际网络，使得香港在联结“一带一路”上有着先天优势。此外，香港具有全

球顶尖的法律、会计、市场研究、风险评估、信息分析、投资并购、国际会展、

国际仲裁等现代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因此香港金融业和产业界积极扮演“一带一

路”的“超级联系人”、“融资转换器”和“专业服务者”的角色，向内广泛对接

内地各省市、国企、民企，向外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项目。 

尤其在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签署《关于支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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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之后，香港与内地就“一带一路”

的全面合作开始启动。安排内容明文指出，鼓励香港资本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参与“一带一路”的境内外项目建设，

支持香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可行性及风险评估、保险与再保险的专业服务，

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携手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1在

安排协议的架构下，香港和国家部委及各省市的对接合作全面展开，2018 年 6

月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及其他相关国家部委共同举行联席

会议，建立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部委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机制性的沟通合作平

台，为香港参与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制度平台支撑。2 

此后香港与内地省市在共建“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持续推进，香港充分发挥

自身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将香港资本“引进来”，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形

成香港与内地省市“拼船出海、整体发力”的新格局，面对“一带一路”积极拓

展合作的新模式与新领域。具体合作形式很多，例如香港与上海、重庆、江西、

杭州、宁波等各省市分别合作举办“一带一路”的推介会与合作会议，在这类平

台下已经对接成功不少投资项目。香港还可以充分运用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将国内外投资者与沿线国家的利益相互捆绑，通过股权运作融资贷款以及上市升

股权抵贷的灵活方式，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建设的融资瓶颈。 

由此可见，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是一个能够有效联

结多方并撬动各方资源的枢纽和“超级联系人”，台湾产业界完全可以积极和香

港金融界以及行业协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合作，进而通过香港的资源网络参与内地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与香港和内地的企业资本联手组队，在优势互

补下“拼船出海”，共同承包或投资“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三、相关政策建议 

 

从过去 5 年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历程来看，2017 年底国家发改委和香

港特区政府签署《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对

于香港从官方到民间产业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关键性的推动

作用。在《安排》文本签署前，香港各界虽然一直热议“一带一路”的机遇，但

总体上似乎有些不得其门而入，一方面仍在观望“一带一路”的发展实效，另一

方面许多企业也确实不知从何切入。但是在《安排》文本正式签署后，香港参与

和助力“一带一路”的步伐便高速推进，香港特区政府各个有关业务部门广泛和

中央部委及省市政府进行对接，带动香港民间行业协会与内地行业协会广泛对接，

企业间实质合作项目进一步扩大。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

设的安排》，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3/t20180328_880490.html。 
2 《香港与国家相关部委将举行首次“一带一路”联席会议》，新浪财经，2018-06-10，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8-06-10/doc-ihcufqif3507045.s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3/t20180328_880490.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8-06-10/doc-ihcufqif35070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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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台湾当前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两岸官

方缺乏政治基础，两岸两会两办正式联系已经完全中断，因此大陆中央方面无法

比照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约的方式，由海协会出面与台湾海基会代表进

行官方授权的签约，更别说由国台办与陆委会之间的官方正式签约。因此，可以

考虑的具体做法是采取“官方对民间”单方面制定政策措施的模式，比照《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由国台办与国家发改委研拟并联合出

台《关于支持台湾民间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措施》。按照此

前“31 条”措施出台后各省市陆续跟进的经验，未来有关“一带一路”中央对

台政策统一出台后，也同样可以鼓励各省市政府相继研拟出台相应政策。 

 

（一）参考借鉴《安排》有关条文内容 

在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安排》文本中，主要列出在六个重点

领域、共 26 项政策安排，内容十分具体全面，值得草拟有关“一带一路”对台

政策时参考借鉴。从这些条文内容显示，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同时，也

是充分发挥香港的比较优势来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 

在金融与投资方面，着重突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第 1 条指

出要“促进各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投融资方和项目营运方）通过香港平台共同

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所需资金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包括上市集资、

银团贷款、私募基金、债券融资等服务”。第 3 条表示将“推动基于香港平台发

展绿色债券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资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绿色项目

在香港平台发债集资；推动建立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第 6 条指出“鼓

励香港与内地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并且“进

一步探索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推动

项目建设，并参照国际规范建立项目合作机制和协议范本”。1 

在基础设施与航运方面，主要强调发挥香港在专业服务上的功能。第 7 条表

示“支持香港为‘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可行性及风险评估、研发、

融资，以及规划、设计、建造、监理、管理及养护等专业服务，鼓励内地企业以

香港为平台，与香港企业一起‘走出去’，共同开拓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建市场。”

第 8 条表示“支持香港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保险及再保

险等专业服务”。第 9 条表示建议“利用香港在环境和规划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

例如在港的专业机构提供有关环境影响评估、绿色建筑和污染控制等方面的技术

及服务，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等要求”。2 

在经贸交流与合作方面，则着重突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

角色。第 13 条十分明确指出，一方面“鼓励内地企业根据需要在香港成立地区

总部，以香港作为进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

设的安排》，2017 年 12 月 14 日，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3/t20180328_880490.html。 
2 同上。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3/t20180328_880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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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合规经营”，同时另一方面也“支持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香港成立地区

总部，开拓内地市场，使香港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方面都发挥重要作

用。”1 

在民心相通方面，则强调发挥香港的国际网络优势和地区信息中心的功能。

第 19 条表示“支持在香港举办高层次的‘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

览”，同时也“支持香港各界参与内地‘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览。”

有关民间旅游开发，第 20 条表示“鼓励香港发挥区位优势，与相关国家和地区

合作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利用香港作为亚洲邮轮枢纽地位，积极拓展‘海

上丝绸之路’旅游线路”，此外也“支持香港举办‘一带一路’建设会展活动，

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关系”，同时“支持香港今后加入内地建立的有关‘一

带一路’旅游信息平台，共享‘一带一路’旅游资源、发展机遇等旅游信息。”2 

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第 21 条表示“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大湾区其他城市

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并作为双向开放平台，与大湾区城市共同‘走出去’，

建设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积极参与

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在加强对接合作与争议解决服务方面，具体为香港和内地政府及企事业机构

的合作建立沟通与协作机制。第 23 条表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围绕‘一带

一路’建设投资合作方面的沟通机制，探讨搭建‘一带一路’共用项目库”，并

且“通过项目库建设及相关信息交流，促进与内地主管部门、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和参与项目的内地商协会、企业、金融机构进行充分对接。”第 24 条表示“推动

香港与内地企业及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并充分利用内地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和特区政府的海外经济及贸易办事处、香港贸易发展局及旅游发展局的海外网络，

通过多种方式合作“走出去”，包括共同组织赴相关国家考察、推介和招商。”第

25 条表示“进一步推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地和香港企业、金融

机构建立策略伙伴关系，联合参与项目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降低企业赴相关国

家投资的风险。”第 26 条表示“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

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3 

《安排》内文各条政策既有香港自身的特色优势，也有香港或台湾分别与台

湾合作可供借鉴的共性，同时还有因为两岸官方关系复杂严峻的情势而难以适用

于两岸情境的地方，必须进行量身调整方能适用于涉台领域。比如在条文最后有

关机制建设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联席会议制度，

便无法适用于和台湾官方部门进行联席会议，可以考虑改为支持两岸民间行业协

会之间建立关于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联席会议机制。此外，第 14 条表示“支

持香港参与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及经济体商签自由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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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议及双重课税宽免安排”，以及第 15 条表示“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升级”，目前均无法适用于两岸之间。 

不过在具有共性和可借鉴、可复制方面，《安排》内文中也有许多政策条文

可以直接复制并微调后套用于对台政策。比如“鼓励香港与内地企业、金融机构

共同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可以复制改为“鼓励两岸企业、金融

机构共同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支持香港各界参与内地‘一带一

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览”，可以复制改为“支持台湾民间各界参与大陆

‘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展览”；“支持香港今后加入内地建立的有关

‘一带一路’旅游信息平台”，可以复制改为“支持台湾旅游行业协会今后加入

大陆建立的有关‘一带一路’旅游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的内地和香港企业、金融机构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可以复制改为“进

一步推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岸企业、金融机构建立策略伙伴关系”。 

本报告最后将综合前文各方面的分析，在参考借鉴《安排》文本及对台“31

条”措施的基础上，具体草拟一份《关于支持台湾民间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的若干措施》的具体文本建议稿，以供有关决策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参考。 

 

（二）“一带一路”对台政策具体文本建议稿 

 

《关于支持台湾民间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措施》 

（建议稿文本）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重要思想，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

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指导，建议出台若干措施如下。 

一、金融与投资 

1.鼓励两岸企业及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并与项

目所在地的相关部门、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合作，进一步探索以“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推动项目建设，并参照国际规范

建立项目合作机制和协议范本，充分调动社会投资。 

2.支持台湾民间资本和机构参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运营投资基金。 

3.鼓励台资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4.支持两岸融资租赁企业与国内外工程机械及各类大型成套设备制造企业

合作，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二、基础设施建设 

5.进一步推动两岸企业在信息、能源、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园区、市

政公用工程等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积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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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开展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在发挥大陆基础设施设计和制造方面优势的同时，

带动台湾企业在智能软件、智能机械、智能物流、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管理服

务等领域的发展。 

6.利用台湾企业在环境技术和规划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绿色建筑、污染控制、废料处理、资源回收、绿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及服务，促

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等要求。 

7.支持台湾企业参与和助力大陆城市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进

程，鼓励两岸企业在智慧城市、智慧商圈、智慧园区、智慧交通、智慧厂房、智

慧建筑、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领域开展合作。 

8.鼓励两岸民营医院、医疗科研及金融机构合作，在大陆各省市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规划建设示范医疗院所，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医疗

技术、医疗设备、医疗管理和医疗服务等医疗整体解决方案。 

三、中欧班列与跨境物流 

9.支持台湾地区货物经中欧班列、“桃园机场-台北港-平潭”空海联运、“泸

州-武汉-台湾”江海联运、“台湾-平潭-欧洲”海铁联运、“厦蓉欧”等运输进出

口，为台资企业和台湾地区商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 

10.积极帮助台湾地区货物通过厦门港过境经中欧班列运输出口，按照过境

货物监管模式操作，加快通关速度。 

11.支持台资物流企业承包“中欧班列”车厢及货物，重点鼓励承包自欧洲

及中亚驶回我国的返程车厢及货物。 

12.推动大陆沿海临近台湾的主要港口与台北港互设两岸跨境仓储，提高两

岸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的效率。 

13.鼓励两岸物流企业合作至“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及空港设立海外仓，支

持跨境电商及跨境贸易的物流发展。 

14.支持两岸跨境电商平台发展，鼓励两岸企业共同开拓“一带一路”跨境

电商市场。 

15.支持台湾冷链物流及冷库仓储相关企业至大陆及“一带一路”节点城市

发展，助力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四、一二三产合作 

16.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重点鼓励两岸企业在智能零

组件、智能机械、智能车间、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等智能制造领

域进行合作。 

17.鼓励台湾制造业融入大陆产业供应链，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两岸企业实现

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物流，促进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支持两岸供

应链合作伙伴共同进入“一带一路”市场。 

18.鼓励两岸企业共同开发“蓝色经济”，重点支持海洋能、海洋生技、海水

淡化技术的转化运用，服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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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和助力乡村振兴与田园综合体建设，鼓励台湾精致农

业、休闲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相关企业参与和助力农村地区一二三产融合。 

五、产业园区与企业合作 

20.支持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向“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以及国家级、省级涉台园区（基地）集中集聚发展。 

21.继续在中西部、东北地区设立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鼓励台资企业向中

西部、东北地区转移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内需市场和国际市场。 

22.鼓励两岸和港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节点城市共建境外经贸合

作区，区内台资企业、两岸合资企业、或台湾与港澳合资企业享有与大陆企业同

等待遇及同等服务。 

23.鼓励两岸企业通过交互参股、股权并购、合资设立新公司等多种方式，

形成战略合作，共同“拼船出海”、布局“一带一路”市场。 

24.鼓励各省市区政府及央企牵头搭桥，帮助两岸企业“搭船出海”，共同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六、民心相通 

25.鼓励举办更多交流项目，增加台湾青年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中资企业的实

习机会，支持台湾艺术机构及艺术家参与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文化艺术交流。 

26.支持台湾民间各界参与大陆和港澳“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坛和国际性

展览。 

27.支持台湾旅游行业协会加入大陆建立的有关“一带一路”旅游信息平台。 

七、加强对接合作 

28.进一步完善两岸企业和行业协会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合作方面的

沟通机制，探讨搭建“一带一路”共用项目库。通过项目库建设及相关信息交流，

促进两岸商协会、企业、金融机构进行充分对接。 

29.推动两岸企业及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并充分利用大陆的贸易投资促

进机构和台湾企业的海外网络，通过多种方式合作“走出去”，包括共同组织赴

相关国家考察、推介、对接与招商，助力两岸产业界合作融入“一带一路”国家

的市场与产业价值链。 

30.进一步推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岸企业、金融机构建立策

略伙伴关系，联合参与项目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降低企业赴相关国家投资的风

险。 

31.鼓励两岸行业协会及相同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共同组建产业联盟，鼓励台

湾行业协会及代表性企业加入“一带一路”的国际产业联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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