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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給力 台灣對大陸農產品貿易逆差直降 90%
中新網 2 月 28 日電 據台灣《旺報》報道，受益於《兩岸經濟架構合作協議》(ECFA)，2012 年台灣農產品
銷往大陸的金額大幅增加，從 2008 年馬英九剛上任時，約 3 億美元的逆差，降到去年的 3000 萬美元，變成原來
的 1/10。(詳讀內文)
中國新聞網 2013-2-28 10:05▲回選單

江丙坤：大陸經濟發展的經驗值得台灣學習
中新網 3 月 1 日電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 23 日表示，大陸經濟發展的經
驗值得台灣學習，台灣當局應該要提高行政效率、靈活變化，同時財金政策應該不要過度拘泥于公平正義，才
能讓產業順利發展。(詳讀內文)
中國新聞網 2013-3-1 10:44▲回選單

林毅夫替台灣經濟著急：絕不能錯失機會
中新網 3 月 8 日電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前世界銀行副總裁、北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林
毅夫 7 日在政協委員談科學發展的記者會上說，兩岸若能沿 ECFA 道路進一步緊密結合，大陸經濟發展有利於
台灣，“當然，台灣經濟發展也有利於大陸經濟的發展。＂(詳讀內文)
中國新聞網 2013-3-8 08:57▲回選單

4G 商用提速產業藍圖漸明晰 將形成四大產業集群
諸多跡象表明 4G 商用進程正在提速。
兩會期間，工信部部長苗圩首次明確了 4G 牌照發放時間：“估計今年應該差不多可以下來。＂
曾經一度反對過早發放 4G 牌照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聯通董事長常小兵也在兩會期間呼籲，希望政府儘
快發放 4G 牌照，使得政策明朗，讓運營商作出決定。(詳讀內文)
經濟參考報 2013-3-13 ▲回選單

魯台達成合作共識 共同保護兩地消費者權益
為推進山東省與臺灣地區消費維權領域合作交流，建立消費糾紛處理協作機制，構建消費資訊交流管道，
依法保護魯台兩地消費者合法權益，真誠為兩岸同胞謀福祉，經山東省消費者協會和臺灣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協
商一致，達成合作共識。3 月 14 日晚在濟南“2013 年山東 3•15 國際消費者權益日主題晚會＂現場，山東省消
費者協會會長蔡福安與臺灣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副理事長陸雲代表雙方簽訂了《魯台消費者權益保護合作共識》
(以下簡稱《合作共識》)。(詳讀內文)
中國台灣網 2013-3-15 15:31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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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兩岸商貿示範區打造台灣商品大陸市場“橋頭堡＂
日前，昆山海通國際貿易有限公司有一批台灣食品要運入海峽兩岸（昆山）商貿示範區的台灣 MIT 精品館
進行銷售，讓其負責人頗感意外的是，由於商貿示範區內進口食品檢驗檢疫監管樣板（以下簡稱樣板區）的建
立，原來需要一週左右的通關時間現在被壓縮到 2 天就完成了。樣板區的建立，受益的自然不止海通公司一
家。記者瞭解到，自 2012 年 11 月投運以來，樣板區已檢驗放行昆山及周邊地區 25 個批次的進口食品，總量
達到 37 噸，價值 45 萬美元。(詳讀內文)
華夏經緯網 2013-3-19 09:16:36 ▲回選單

台商陸民看新台幣 精打細算利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 20 日電）「我去台灣玩的時候，很多地方都收銀聯卡和人民幣。」上海人杜小
姐說，去年遊台時未事先在上海兌換新台幣；不過，在大陸從事外貿的台商，則對兩岸貨幣互換有更多期待。
(詳讀內文)
中央社 2013-3-20 20:46:10 ▲回選單

物價溫和上升利於經濟轉型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佈的資料顯示，2 月 CPI 同比上漲 3.2%，創去年 4 月份以來的新高，超出市場預期。
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消費品與服務專案價格的走高，對 2 月物價上漲形成支撐。
從長期看，目前的物價上升，反映了由於工資、能源、原材料價格上漲導致的相對要素價格調整。這種溫
和的通脹，主要是勞動生產率持續增長後的成本推動型價格調整，而非全面的市場供不應求。可以預見，價格
長期溫和上漲會逐步成為未來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運行常態。(詳讀內文)
中證網 2013-3-21 08:11 ▲回選單

林中森：希望兩岸服務貿易協定 3 月底收尾
中國臺灣網 3 月 22 日福建平潭消息

作為大陸距離臺灣最近的海島，近年來，平潭一直受到兩岸的關切和重

視，平潭綜合實驗區也被賦予了兩岸“先行先試＂的職責。21 日晚間，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主任龔清概在第
十一屆兩岸關係研討會歡迎晚宴上致辭表示，今後，平潭將重點突出培育兩岸共同產業，打造兩岸共同市場，
並按照階段性逐步實施，完成目標，往自由貿易港區發展。(詳讀內文)
中國新聞網 2013-3-23 08:29 ▲回選單

國臺辦新主任：對臺政策要變只會變得更好
大陸領導人換屆，對臺政策會不會改變？會有哪些新思路新舉措？人們關注兩岸關係經歷 5 年快速發展
後，如何突破眼下的瓶頸。3 月 22 日，來自大陸和臺灣藍綠陣營的上百名學者在福建平潭舉行的十一屆兩岸關
係研討會上，就這些問題展開交流，提出一些新的觀點。(詳讀內文)
新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3-3-25 07:28:55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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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省經貿參訪考察
廣西省為推進現代物流等產業發展，特邀本會組團前往該省參訪考察，期藉由互動交流、經貿考察等，増
進兩岸企業經濟合作，共創雙贏。本次由林保友理事(台北市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理事長)及吳明鴻監事、
副秘書長陳世理等 6 人前往，期間參加「桂台物流合作發展專題座談會」活動及參訪貴港市台灣產業園及南寧
市、防城港市、欽州市等物流園區相關發展現況；並針對「港口各項資源整合」、「園區經營管理」、「東盟
市場調研規劃」等實施現地考察，為未來兩岸合作推展物流等相關產業發展，奠下良好的互動交流基礎。
▲回選單

契作採購 臺灣虱目魚正式登上“兩岸關係研討會＂宴會餐桌
大陸自 2011 年起連續兩年內，國臺辦的協調下，由上海水産集團
向臺灣臺南市學甲區推動虱目魚契作採購，參與契作的漁戶主要是當
地因病而貧、孤寡而貧、因災而貧的弱勢家庭。在契作採購執行兩年
多來，除增加契作漁民收入外，更擴大了虱目魚市場銷路，廣受當地
漁民的歡迎。
由於大陸消費者初期對虱目魚的名稱較陌生，為能大力提昇虱目
魚的知名度，上海水産集團與台灣禎祥食品公司於 2012 年 3 月 8 日，
研討會的兩場招待晚宴上，臺灣虱目魚將作為接待用

在蘇州禎祥廠共同舉辦「虱目魚美食發表會」宣導推廣活動，發表適應

菜首次亮相。（台灣網 高斯斯 攝）

大陸不同地區口味的全魚料理、魚肚料理包及魚丸、魚松等加工的十多
種産品，除提昇虱目魚全魚的經濟效益外，另進一步提高了虱目魚的産
品附加價值。
以“穩步推進，全面發展＂為主題的第十一屆兩岸關係研討會於
2013 年 3 月 22 日在福建平潭開幕。有來自海峽兩岸的百餘名專家學
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兩岸關係和平發展大計。在本次研討會的兩場
招待晚宴上，最亮眼的就是臺灣虱目魚將首次作為宴會接待用菜。
這次大陸舉辦的兩岸重要交流活動的宴會選用臺灣虱目魚的口
味，包括臺灣傳統口味五柳枝虱目魚肚，以及根據大陸消費習慣調製
成的剁椒口味虱目魚肚和新研發的煙熏去刺虱目魚等菜色，除深獲與

研討會的兩場招待晚宴上，臺灣虱目魚將作為接待用
菜首次亮相。（台灣網 高斯斯 攝）

會人員讚不絕口外，更獲媒體高度重視與評價，代表台灣虱目魚在大陸
推廣活動已全面開展。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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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丙坤先生學術講座
「江丙坤先生學術講座」旨在針對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中，政府與市場應扮演的角色，以及面對全球經濟與
金融變局，企業應如何開創新局、掌握商機。本次講座於 3 月 28 日下午假台北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特邀中國大
陸銀監會前主席劉明康先生與國內學者專家，共同從宏觀的角度作深度的解析，提供我產、官、學各界新的思
維，並對全球經濟低迷，各國競相苦思突破困境之激烈競爭下，日圓率先啟動貶值機制，引爆全球主要經濟體
間之貨幣戰爭，使全球主要經貿國家間之經濟金融與對外貿易產生推拉之作用，企業如何在此次國內外經濟不
振及貨幣戰爭亂局中開創新局，將危機化為轉機。本會致力於推動兩岸相關事務，獲邀與會，經參會人士表示
獲益甚多，對未來企業全球佈局及經營規劃，已有新的見解與格局。
▲回選單

ISSTA 睡眠科學與科技首次來台產業論壇
由國際睡眠科學與科技協會(簡稱 ISSTA)主辦的睡眠科學與科技產
業論壇，於 3 月 18 日下午在香格里拉台北遠東國際大飯店舉辦。該論壇
邀請邀請美國華盛頓州立大學教授 Hans Van Dongen、史丹佛大學教授
Sharon Keenan 及江秉穎教授暢談全球睡眠科技的發展，共同擘劃睡眠
發展新藍海。此次論壇由本會理事冠亞公關公司協辦，特邀我會參與論
壇，本會由紀文斌副秘書長代表出席，論壇中除了專業醫療背景專家學
者，還邀請了包括工程、工業設計、法律、科技與商業管理、休閒旅遊
論壇現場

等領域企業、專家。本會也藉此機會了解相關產業發展機會，並發展相
關人脈，望之後能促進相關兩岸產業交流。
▲回選單

論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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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兩岸機械產業博覽會龍岩市籌委會參訪團來台參訪活動
海峽兩岸機械產業博覽會龍岩市籌委會參訪團由福建省龍岩市對外貿易
經濟合作局邱偉勤副局長率隊一行 4 人來台參訪考察，期間參加「第廿四屆
台北國際工具機展覽會」活動，另為研商協辦「第四屆機械博覽會」和邀請
台灣機械企業參會相關事宜，由賴大彬副主任及李啟福總經理於 3 月 6 日下
午 15 時 30 分蒞會拜會，本會由紀文斌副秘書長負責接待，實施交流座談，
洽談協辦「第四屆機械博覽會」活動事宜，經提出具體建議，已獲共識。
邱偉勤副局長一行人於本會合影留念

▲回選單

上海雅力留學移民國際集團胡靖先生來台參訪活動
上海雅力留學移民集團首席執行官胡靖先生來台拓展交流合作契機，由
梁達君理事陪同於 3 月 8 日下午 4 時至本會紅樹林會館拜會，會中針對兩岸
教育相關議題實施交流，並對人脈資源及企業經營理念，期望能建立合作方
式，經洽談後對進一步交流合作已達具體共識。會後於台北「太春日本料
理」餐廳舉辦聯誼餐會。
▲回選單
胡靖執行官一行人於本會合影留念

浙江省寧波市參訪團來台參訪活動
浙江省寧波市農業參訪團由副市長馬衛光先生率隊一行 17 人，在高雄
市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邀請下來台參訪考察，並於 3 月 12 日下午 13
時 30 分蒞會拜會，本會由紀文斌副祕書長及 CAS 協會洪美英副執行長共同
接待，會中由本會陳世理副祕書長實施業務簡報，另請 CAS 協會洪美英副
祕書長實施業務簡報，會中研討兩岸經貿現狀及農產加工食品方面等議題，
並洽談爾後交流合作項目。此次與寧波市交流座談後，對未來建立合作交
馬衛光副市長一行人於本會合影留念

流，共創商機，已建立初步協商管道。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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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 資財管理產業委員會 召集人 鄭琮寰 撰文

彰顯台灣軟實力

陸資樂於來投資

外資來台投資 推動台灣市場國際化
關於外來投資我國有價證券的相關規定，可源於 1991 年初起實施的外國專業投資機構 (QFII)制度，歷經十
幾年演變，到 2003 年 10 月全面取消總額度上限。外國法人來台投資逐步開放從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到 1996 年進一步開放一般境外法人及自然人（簡稱 GFII）直接投資國內證
券。2003 年取消「QFII 制度」後，將外資區分為「外國機構投資人」（簡稱 FINI）及「華僑及外國自然人」
（簡稱 FIDI）兩類，FINI 投資國內證券完全無額度限制。 NON- QFII（非專業機構投資人）的發展，使得外
資來台投資的面向更多元化，也擴大我國證券市場規模及加速證券市場國際化。

回顧取消「QFII 制度」的證券市場近十年的發展史，當時，台灣不但得面臨全球網路泡沫化的餘蔭，國內又面
臨 SARS 禽流感的摧殘，當時 QFII 外資法人投資台股總市值不若 2 成多，直到 2012 年第三季，外資法人持有
台股市值比重已達 3 成~4 成。
除了外資持有市值比重大增之外，這段時間，台灣證券市場的發展進度也向前跨了一大步。上市櫃公司數大
增、期貨選擇權商品玲瑯滿目、各種指數 ETF 也紛紛問世…，較著墨市場變動的投資人或許產生些想法: 台股
的波動和國際市場連動越來越接近，過去常說的散戶市場、淺碟市場的形容詞，近年越來越淡化了，
獲得的是國際脈動的關切度增高，國際產業網絡的關注度也越來越提升…上述的市場現象是否意味著我國證券
市場朝國際化發展!?
近來逐步加溫的話題為～陸資來台投資，自 2009 年 6 月 30 日政府正式開放陸首波陸資來台迄今 2012 年 10
月為止，政府已核准陸資來台投資案合計僅有 320 件，投資金額也僅 3.3 億美元，實際到位金額恐逾 2 億多美
元而已。扣除中國的銀行在台所設的分行資本額，多數陸資來台目前僅屬投石問路，平均每件投資金額不到
3000 萬台幣。
目前經濟部正在評估第四波陸資來台項目，在歷經前 3 波開放後，開放陸資來台投資製造業有 115 項、服務
業 23 項，以及公共建設 23 項，加計先前開放項目，開放比率分別為 97%、51%、51%，皆已跨過過半門檻，但
相對 2012 年中國對國際投資達 600 億美金以上，陸資來台投資比重微乎其微！

陸資來台投資的緊箍咒
之所以陸資來台目前並不踴躍，主因是經濟部對部分產業項目設有較嚴格的投資限制，例如七大關鍵技術產
業（LED、太陽能電池製造業、面板、積體電路、半導體封裝測試、電子與半導體生產用機械設備以及工具
機），規定陸資不得具有控制能力，同時須經專案小組審查其產業合作策略、陸資投資人於專案審查時承諾陸
資股東不得擔任或指派投資事業經理人、擔任董事人數不得超過其他股東擔任之總人數，以及不得於股東大會
前徵求委託書等限制條件…。政府為陸資來台設限有其多重考量，其限制倒情有可原，如經濟部表示，像是製
造業開放達到 97%，剩餘的 3%屬於非常敏感或涉及國安，第四波的開放檢討重點將放在服務業及公共工程。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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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資的開放若能考量如同當初實施 QFII 制度的經驗，實施 QFII 制度通常是一個針對貨幣不完全自由，資本
沒有完全開放的新興市場或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家經濟市場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制度下，政府為了防止資金過
度流動和短期游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所以外國的投資者想要投資境內市場時，必須在合格機構進行買賣以利
政府進行控管的動作；政府易於管理的心思亦無可厚非，唯開放陸資來台投資的進程已發展到服務業，從政府
管理的角度來看是否利多於弊？抑或是推銷台灣軟實力、輸出台灣經驗的絕佳契機？絕對是可以探討的議題。

陸資來台投資牛肉在哪裡？
在十二五計畫中，中國大陸推動戰略產性新興產業的七大範疇有：新能源、新材料、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設
備製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車等，上述產業發展方向均意味中國企業需朝二、三產業發展；在加上農村城鎮
化的大方針，筆者認為對台灣技術型服務業有著：恰到好處、游刃有餘的商機。總觀中國大陸的需求，可歸納
為技術提昇（產業升級）、民生升級購面，適逢開放服務業讓陸資投資，
台灣應把握這個商機行銷～台灣經驗！

台灣經驗成為台灣價值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製作陸資企業投資台灣說帖內容所述，陸商企業投資台灣的模式有三：直接經營台灣內
需市場；將台灣當作中繼站，進軍歐美；來台與台商結合，回中國大陸擴大市佔率。

一、直接經營台灣內需市場：
以批發零售業為例～
台灣量販店密度是亞洲之冠，便利商店的密度更居全球之冠，台灣業者在批發零售業的經驗豐富，包含分眾市
場行銷、運用 ICT 技術協助商品管理、連鎖商店管理人才等都具有優勢。
陸商到台灣投資，不僅具有語言及文化共通的便利性，可直接經營台灣內需市場，也可以將台灣作為品牌及商
品試驗，進一步拓展全球或大陸本土市場。

二、將台灣當作中繼站，進軍歐美市場(互補＋共同進軍全球市場)
1.提高我方產能利用率模式
以汽車電子產業為例。因中國大陸汽車電子零組件製造能力較弱，市場換技術的策略可在台灣發酵，加上台灣
具有系統量產的能力，ECFA 早收清單也有多項
汽車零組件免關稅。
2 .國際認證模式
陸商取得台灣有機能性紡織品，飛機及汽車之認證，藉此打入中國大陸/國際市場，尤其打入具有龐大商機的
中國大陸載具市場。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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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來台與台商結合，然後回中國大陸，擴大市占率(互補＋共同進軍大陸市場)
1. 大陸(上游)＋台灣(下游)模式(塑膠添加劑) 1
台灣廠商既有下游國際能力強，可結合中國大陸大陸零組件來源廠商並利用陸商通路強處，共同進軍大陸市
場。
2. 大陸(下游)＋台灣(上游)模式(產業用紡織品)
以產業用紡織品為例─
招商策略可採取吸引來台設立子公司、研發打樣中心，或與台商合資生產，短期行銷中國大陸市場，長期則鎖
定歐美市場為主軸。
3. 大陸(通路)＋台灣(支援服務體系)模式(數位內容業)
台灣業者不僅具備書籍數位化的經驗，排版設計精緻度高，且交易平台的商業模式也有很好的發展。中國大陸
廠商則有通路及廣大的閱讀市場，結合後可進軍中國大陸市場，成功機率更高。
以數位內容業為例─在電子書硬體方面，目前全球的雙穩態型電子書閱讀器超過九成由台灣供應，台灣廠商可
掌握上游材料到下游系統。
從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資料所述，上述三種建議陸企來台的經營模式，不外乎行銷台灣經驗、闡述台灣產業
鏈、擴大兩岸市場。
以台灣服務業佔 GDP 比重近七成來看，其中，流通服務業中，批發零售業即佔了約 28％，流通服務業就業人口
佔服務業的比例超過 46％（迄 2009 止），批發零售業均屬小規模經營，中國在鄉村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要
創造所得提昇，台灣這方面的經驗，絕對值得中國學習。
台灣服務業發展現況（2009）

台灣商業服務業的發展也具優勢。台灣教育水平具一定水準外，高等教育環境良好，培養具一定素質的勞
工。且台灣長期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營型態，企業具備彈性、靈活之經營理念，台灣企業表現在資通訊產業實
力雄厚，數位加值型應用服務提升產業獲利也具一定產值，台灣企業的經營模式技術接近歐美日水平，對中國
市場而言，卻有文化語言的共同優勢；上述都是兩岸企業互補合作可開創的優勢面。
然中國企業需要經營技術的升級，第四波即將開放陸資投資的台灣服務產業又多屬中小企業，縱使能發掘兩岸
企業互補合作的商機，但在交易面中的金流如何突破束縛？應是台灣當局可以儘速思考的問題。由於服務業經
營核心在於人，金流無法突破，人流、資訊流、商流、物流…等，恐一邊傾，這也是過去十幾年來在台所見的
現象…在國際經濟局勢不明中，QFII 也好、陸資也好，若是台灣經驗台灣軟實力受歡迎，那就是台灣產業立足
的最大價值。
▲回選單
allen@minve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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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出席廣西崇左東盟商務文化節
廣西省崇左市與本會友好，該市為推進現代農業、美食等產業發展，特舉辦【第三屆東盟商務文化節（壯
族歌坡節）】活動，並邀請本會組團前往該市參訪考察，期藉由互動交流、經貿考察等，増進彼此經濟合作，共
創雙贏。本次參會行程規劃如下：

日 期

4月6日
(星期六)

4月7日
(星期日)

行程項目

台灣→南寧

活 動 內 容

1.桃園→南寧

活動地點

崇左

2.入住酒店

崇左

1.活動報到。

崇左

2.考察中越邊境「跨國大瀑布」景區。
1.0900 時「東盟商務文化節（壯族歌坡

4月8日

開幕式及

(星期一)

項目對接會

節）」開幕式。
2.舉辦兩岸合作專案洽談、項目對接。

崇左

3.招待宴會及文藝晚會。
上午
4月9日

參訪考察

(星期二)

南寧→台灣

赴崇左憑祥縣考察合作項目及友誼
關等地區。

下午 南寧→桃園

承辦人：柯淑惠祕書(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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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兩岸農產加工食品業交流暨參訪活動
為建構兩岸農業資源互補與交流平臺，臺灣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暨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自 2010 年
起，定期邀集兩岸農業及食品相關團體，在台舉辦農業考察及拜會交流活動，以促進兩岸業者之互動交流合
作，有效拓展華人市場規模，具體強化兩岸農（漁）產品之全球競爭力。本次於 2013 年 6 月下旬舉辦，歡迎
會員企業，或是食品相關行業企業，能共襄盛舉，因名額有限，有意者請盡速洽詢本會柯淑惠祕書索取行程相
關資料。
承辦人：柯淑惠祕書(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2013 中小企業產學列車論壇活動
近年來台灣政府、教育部積極推動並鼓勵台灣中小企業與學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本活動特邀請產、官、學
三方學者專家會談；透過本次的論壇，期望能給予萌芽中的中小型文創產業一些新啟發、新思維，走出傳統模
式之束縛，以嶄新的創意迎向未來企業之發展!同時為加速產、學界合作腳步，是日雙方透過產學合作架構協
議之簽署，將創新導入於製程管理、研發與業務等方面，促進雙方的產學合作。故於 102 年 4 月 24 日(三) 9
點到 15 點，在聖約翰科技大學圖資大樓八樓沈祖海國際會議廳，歡迎會員們踴躍參與，名額有限，有意者請
盡速洽詢本會柯淑惠祕書索取行程相關資料。
承辦人：柯淑惠祕書(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上海虹橋台灣商貿中心－七星山財神廣場」聚商活動
上海虹橋台灣商貿中心－七星山財神廣場，為台灣中小企業拓展一個新的市場領域，並開創一個嶄新的契
機。該中心預計 2013 年第三季正式開幕，提供進駐商戶之物業管理、市場營銷、媒體宣傳、品牌推廣、政府
公關等全方位專業服務；藉以給予台灣中小企業前進大陸創業、興業、展業時，能以投入最低的資金，創造最
大的商機，相對的更能獲取更大的保障，增加商業競爭的籌碼。有意者請盡速洽詢本會紀文斌副祕書長或上本
會網站了解。
承辦人：紀文斌副祕書長(bin12134@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會員招募
本協會現持續招募新會員，期能組建更健全之組織體系，發揮更大之團隊力量，提供兩岸會員企業更寬廣
與具深度之服務能力；兩岸企業家如欲廣植人脈、拓展兩岸商機，進而熱心公益、充實人生，本協會是一個具
有實質效益又深具發展潛力的社團，竭誠籲請本會會員熱心推薦企業朋友入會，共同為「兩岸和平發展，企業
交流互助」，共盡一份心力。隨著各縣市分會之逐次成立，本會會員服務全國網絡即將形成，未來將朝團體會
員(公司行號、分級組織，友好人民團體等)參加總會，個人會員參加分會的方向規畫。如欲加入本會會員，請
洽協會秘書處索取報名資料。
承辦人：柯淑惠祕書暫代(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

中華兩岸企業發展協進會 / 會址 : 25170 新北市淡水區中正東路二段 27 之 7 號 2 樓
電話 : 02-28087222 / 傳真 : 02-28087333 / E-mail : helen7222@crossbiz.org

11

▲回選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