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投資大陸吃定心丸
歡迎投保協議 冀加大執行力度

蔣耀平︰陸資赴台研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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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龍鳳
集團董事長葉惠德說，投保協議的簽署關係到廣大
台商的利益，今天的成績來之不易，取得的實質進
步 「比春天還溫暖」。他說，協議進步之處主要表
現在三大 「利多」上：將經第三地投資大陸的台商
企業納入協議保護範圍，解決了長期以來的 「台商
身份定義」難題；在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間糾
紛的調處上，首次形成了處理步驟和調處機制；把
台商人身安全的兩岸通報機制縮短到二十四小時，
在共識文件中得以體現。這三大 「利多」，曾經都
是台商最關切的難點問題。

落到實處需要長期過程
上海市台協副會長、元祖集團董事長張秀琬表

示，經第三地投資大陸的台商企業納入保護範圍，
一直是台商呼籲寫入投保協議的焦點，由於這類企
業為數眾多，對台商而言，協議是一顆 「定心丸」
。盡快落實好投保協議是現在台商最大的願景。有
了好的文本，還要執行好，讓對台商的實惠真正
「看得到，也享受得到」。

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台籍執業律師蔡世明分析
認為，從更深層次看，投保協議的達成有利於更大
範圍惠及長期扎根大陸的台籍人士。他也認為，協
議細節多，涉及司法實務問題也多，要落到實處是
一個長期過程，這還將繼續考驗兩岸相關部門的智
慧。

天津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公關部協理陳功儒則
表示，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對於在大陸投資的
台灣中小企業來說意義更突出。因為相比較而言，
他們在大陸發展往往處於初創期，在發展初期就能
得到投資保障，對他們來說會有比較實際的幫扶作
用。

「康師傅」華北西北區董事長張百清表示，現
在 「康師傅」可以更放心大膽地去做中長期規劃，
增加投資力度，配合大陸市場的成長。

定會吸引更多陸企赴台
天津台資協會副會長羅文德則對記者談了 「兩

個必然」：一是簽署《投保協議》是必然趨勢。因
為隨台商來大陸投資的增多，商業糾紛也在增加

，自然需要相應的投資保護配套措施；二是 「雙向
交流」的必然。他認為，兩岸互動多，現在有了投
資的保護，肯定會吸引越來越多的陸資企業到台灣
去， 「不怕有糾紛了」。多位在津台商表示，協議
將給其帶來人身和財產的更大保障。

福建漳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大陸首批涉
台案件台商特邀調解員陳隆峰說，大陸台商對於建
立兩岸制度化的投資保障機制、建立相應的處理涉
台投資糾紛的專門平台的期盼很迫切，兩岸投資保
障協議的簽署很好地回應了大陸台商在這方面的關
切，讓台商在大陸投資興業更有保障。

協議包含兩岸「感情成分」
廣東大麥客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台商葉春榮

表示，投資保護協議包含了兩岸的 「感情成分」，
例如對於兩岸的投資爭端，協議提供了很多解決方
式，這很有 「人情味」。

江蘇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永南
告訴記者，協議對於仁寶這類製造業企業來說意義
較大，將更加便捷台灣銀行到大陸設立網點，這樣
不僅有利於台灣銀行擴充在大陸的業務，也更便捷
台資企業融資，有利於公司的進一步發展。此外，
協議對於土地徵收等問題的申訴有了明確規定，台
商的權益得到進一步的法律保障，投資爭端的化解
也更加便利，投資更有保障。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十日消息：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領導人九日在台北
簽署了《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看到期待已久的投保協議終於 「大功告成」
，大陸各地台商在接受採訪時紛紛表示歡迎，認為此舉無論對於推進兩岸雙向投資，還
是保障投資者權益都將發揮積極作用。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央社台北十日消
息︰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名譽會長蔣耀平（大
陸商務部副部長）十日在台北繼續交流行程，期
間表示，海協與海基會九日簽署《海峽兩岸投資
保護和促進協議》，大陸將之視為契機，將研究
陸企來台投資的配套措施，如金融保險、便利人
員往來等。

十日上午，蔣耀平在兩岸產業合作契機研討會
上表示，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兩岸要深化合作關係
，共同抵禦風險。未來兩岸要循序漸進推進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續協商，促進兩岸貿
易自由化。

他指出，海協會與海基會九日簽署《協議》提
供兩岸投資制度性保障，是大陸企業來台投資很好
的起步及契機。大陸方面將此視為契機，會積極引

導陸企來台投資，除了鼓勵大陸有實力的企業來台
考察外，還會研究陸企來台投資的配套措施，包含
金融保險、便利兩岸人員往來的政策等。

二○○九年六月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七家大陸
企業在台灣設置經營據點，投資金額達三點一九億
美元，包含批發零售、物流、通訊、餐飲及金融業
等，其中不乏知名企業。

籲推新興產業合作
蔣耀平說，兩岸產業互補性強，且各具優勢，

合作空間很大。台灣方面應鼓勵陸企來台投資，加
速開放行業，掌握兩岸合作契機。兩岸應加速推動
產業合作尤其是新興產業更需合作。他認為，可以
合作的產業包括製造業的LED（發光二極體）照明
、精密儀器、汽車等；服務業的批發零售、物流、

金融保險、醫療、文化創意產業等，以及大陸積極
推動的七大新興產業及台灣六大新興重點產業，並
共同推動節能、環保等產業。

蔣耀平一行隨後來到台北內湖科技園區的台灣
工銀集團總部大樓，在該集團常務董事暨集團策略
長駱怡君陪同下，參觀該大樓別具特色的藝文空間
，並與集團主管座談交流。當天，集團旗下工銀科
技顧問與大陸海峽投資管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

陸企赴台投資潛力大
下午，蔣耀平出席兩岸投資洽談會稱，台資企

業投資大陸有三十年歷史，但大陸到台灣投資僅三
年，目前雙方投資額和規模並不對等。兩岸投保協
議簽署後，未來陸資來台投資潛力可期。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
、中新社、中央社十日消息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領海
協會協商代表團一行結束在
台灣的行程，於十日下午抵
達北京首都機場，中共中央
台辦主任王毅到機場迎接代
表團一行。王毅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代表中共中央台辦
對兩會商談取得的成果表示
祝賀，對兩岸所有關心、支
持商簽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
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謝。

王毅說，兩岸投保協議
談判的整個過程表明，儘管
兩岸商談正在逐漸邁入 「深
水區」，但只要雙方共同努
力，相向而行，就一定能達
到預定的目標。這次成功簽
署投保協議為雙方加快ECFA
的後續商談積累了有益經驗
。希望雙方下一步集中精力
推進服務貿易協議的談判，
爭取年內談成，同時促使貨
物貿易商談取得實質進展，
從而為兩岸民眾謀取更多實

在的利益，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更多實在
的內涵，至於具體何時能簽，則要看雙方談的
情況，但會 「成熟一項，簽署一項」。

貨幣清算將有好消息
被台灣媒體問到何時落實兩岸貨幣清算機

制，王毅表示，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大體上已談
好，媒體可 「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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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台北十日消息：在結束與台灣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的第八次陳江會談後，大陸海協會
會長陳雲林一行十日上午參觀了海基會位於台北大直的
新大樓。陳雲林說，兩岸關係如果沒有今天的和平交流
，海基會新大樓可能還無法建成，因此這棟大樓可說是
兩岸歷程的永久紀念。

兩岸第八次陳江會九日下午結束，陳雲林十日上午

在離台前夕，前往海基會新大樓參觀。這是陳雲林自二
○○八年起四次赴台出席陳江會以來，首次到訪海基會
。陪同參觀的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感性表示，他四年前
到海基會之後就有兩個夢想，一個是希望以 「大格局、
大思維和大魄力」開展兩岸關係，另一個就是為海基會
找一個新家，希望將來作為兩會協商的場地，如今陳雲
林實地見證了這兩個美夢的實現。

陳雲林指出，他在海基會新大樓內，看
到兩岸兩會歷次會談接觸的過程，感覺到歷
史是一個過程，這些歷史既是對過去的記載
和定格，更是對未來的昭示。他認為，這棟
大樓既是海基會非常現代化且亮麗的辦公場
所，在他心中留下的，也是兩岸關係的一座
「豐碑」、走過的歷程空間及留下的共同紀

念。

大樓承載民意期待
陳雲林說，很難得會有這麼多企業願意

慷慨解囊捐助一棟現代化的新大樓，這代表
 「民意的期待」，也就是兩岸和平發展，
期待兩岸兩會不斷簽署可以保護企業良好發
展的協議，代表千千萬萬企業家的祝願，意
義十分深遠。

其後陳雲林等人即在江丙坤率員歡送下
，前往桃園機場搭機離台，海基會副董事長
高孔廉等前往送機。

陳雲林訪海基會新廈
譽為兩岸關係豐碑

【本報訊】中新社台北十日消息：兩岸兩會領導人
九日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等兩項協議
，引起台灣輿論高度關注。十日出版的台灣各大平面媒
體紛紛對會談情況予以重點報道，對協議內容進行詳細
解讀，多數輿論反應積極正面。

《中國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發圖文，報道兩會
第八次會談的情況，並重點介紹投保協議的主要內容和
特點。報道認為這是兩會自二○一○年六月簽署 「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來，雙方後續商談所取得的階段
性成果。該報還在內頁 「焦點新聞」版以一整版的篇幅
，介紹了台灣政商界人士對投保協議的反應。

《聯合報》除在頭版報道會談情況、肯定台商人身
安全納入保障之外，在內頁多個版面從各角度對協議的
特色進行解讀。如 「投保協議經第三地也適用」， 「溯
及既往，可第三地仲裁」等。同時，該報文章還以問答
形式回應外界對投資協議可能的疑問。

《工商時報》則發表《 「兩岸投保」帶給台商實惠
知多少》的社論，認為兩岸投保協議曾經洽簽不順，如
今好不容易出爐了， 「實可謂彌足珍貴，也值得兩岸雙
方善加應用。」協議會產生 「事前防範糾紛發生」的功
效，未來台商在大陸陷入商務糾紛窘境的風險可望相應
減少。社論並建議兩岸共組 「投保協議宣導團」向台商
傳達相關資訊，同時，兩岸應盡早建構相關作業機制，
以便有效協助台商處理商務糾紛。而各種糾紛處理結果
的 「執行」效率，亦應設法提高。

《工商時報》還透露，投保協議簽署之後，台灣經
濟部門將加強對陸資招商力度，預計下半年將前往山東
、遼寧、北京、香港和廈門舉辦投資推介。

《經濟日報》A2 版通欄標題 「兩岸簽投保，邁入
新里程碑」，稱外界將焦點集中在台灣關心且爭取的
「保障」上，而大陸關心且爭取的 「促進」方面也反映

在 「逐步減少投資限制」的條文中。並報道台灣工商團
體看法：協議簽署後，最重要的是落實兩岸經濟協議
（ECFA），而 「下一步兩岸要整合資源，尋求彼此的
利基，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產業鏈」。而重慶台商協會常
務副會長陳振豐認為，協議讓台商享有多一層保障，但
兩岸投資狀況不致大幅變動；台商也不能以為拿到免死
金牌，仍應依法行事。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日消
息︰在工商各界期盼下，海基會
、海協會九日簽署了《海峽兩岸
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代表兩

岸投資保障進一步法制化。根據一項問卷調查，多數台商對這
項協議表示肯定，期盼能夠有效落實；台灣工商建研會名譽理
事長賴正鎰更呼籲當局放寬對大陸資金赴台投資的限制，指出
兩者若能加速落實進行，對於台灣今年經濟增長率 「保二」之
戰，將形同如虎添翼。

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十日公布一項針對剛剛簽署的兩岸
投保協議、以在大陸投資台商為對象的問卷調查，內容主要為
簽署時機、適用主體、財產權益保障、人身安全、投資糾紛解
決，以及簽署後的落實監督等方面。整體而言，台商對於協議
的內容多表示滿意，有76.67%的受訪台商給予兩岸投保協議簽
署的時機以正面的評價，更有83.33%的受訪台商對協議適用的
主體感到滿意。

對於人身安全與人身自由保障，有90%的受訪台商給予肯
定；對投資糾紛解決機制，也有86.67%予以正面評價。多數台
商認為，協議簽定後執行及監督是最大的課題。

律師王悅閒說，簽署協議是一個好的開始。此次簽署協議
的內容，也是現階段能做到最好的，應該給予肯定；還有不足
的部分，則是未來修正的空間。

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指出，如今兩岸有了投資保障
協議，對在大陸的五萬多台商提供很大助益。尤其是仲裁制度
，未來台商在大陸若遇業務糾紛可到第三地進行仲裁，遠比過
去只能在大陸尋求仲裁為好。

身兼台灣商業總會理事及工商建研會名譽理事長的鄉林集
團董事長賴正鎰指出，當局開放大陸資金來台至今，大陸企業
投資總額為三億元，
但台企到大陸投資為
三千億元，兩者並不
平衡，希望當局在短
期內啟動第四波陸資
來台檢討，加速建立
共識，對陸資大幅鬆
綁開放。

投保協議彌足珍貴

逾八成台商肯定投保協議
問卷調查

台商對投保協議滿意度
簽署時機

適用主體

人身安全及保障

投資糾紛解決機制

76.67%

83.33%

90%

86.67%
▲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民調顯示，逾八成台商肯定投保協議
，希望能盡快落實 中央社

▲陳雲林（右）10日參觀海基會新大樓時，形容新大樓是兩岸
關係發展歷程的永久紀念，左為江丙坤 新華社

▲大陸各地台商普遍認為，投保協議對推進兩岸雙向投
資具積極作用。圖為一名台灣果農參加10日在蘇州舉行
的兩岸農產品交易會 新華社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名譽會長蔣耀平十日在台北頻
密參訪交流，至少在三場兩岸經濟交流研討會上致辭，
行程滿檔。圖為蔣耀平（左）當天拜訪台灣工業銀行總
部 中新社

台媒建議共組宣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