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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增強信心，
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那麽，如何
正確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
任彭興韻博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首提新常態，不僅體現了黨和政府
對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客觀經濟主觀認識上的變化，而且會引導宏觀經濟政策符合經濟新常態
的客觀要求。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 (詳讀全文)
金融時報 2014-08-19 07:33:00 ▲回選單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激發市場活力微觀調控
與 8 月上旬不同，官方媒體近日關於高層政務活動報導日趨頻繁。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
（微博)日報》表示，這表明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黨內就中國未來一定時期內的政治、人
事、經濟等重大問題進行過交流，並達成初步一致意見。連日來，《人民日報》、《經濟日
報》等官方媒體密集發文聚焦經濟領域，探討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常態”的表述，中國經
濟最大特點、最大動力、最大抓手等問題。 (詳讀全文)
宏觀經濟第一財經日報 2014-08-18 02:42 ▲回選單

破解融資貴需多方合力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佈《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下稱
“金十條”），要求金融部門和金融機構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第 49 次、第 57 次常務會議
精神，採取綜合措施，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 (詳讀
全文)
上海金融報 2014-08-19 07:07:52 ▲回選單

走“新絲路”要有新思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稱為“一帶一路”，也被稱為“新絲綢之
路”。與之緊密相連的國內沿海港口，均在積極制定規劃，試圖從中謀求新的發展機會。(詳
讀全文)
中國證券報 2014-08-19 00:56:25 ▲回選單

“融十條”清淤化積 為小微企業引“活水”
企業是經濟活動的基本細胞，當前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實問題。8
月 18 日，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章更生稱，“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比大企業確實要高，有的高的
很多，小微融資擔保難、抵押難，社會信用相對比大企業也略低一點。”(詳讀全文)
中國資本證券網 2014-8-20 04:07:53 ▲回選單

經濟增長後勁充足
近期公佈的 7 月經濟資料，在一些領域出現回落。其中，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
增長 9.0%，比 6 月份回落 0.2 個百分點； 1-7 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 17%，增速比
1-6 月份回落 0.3 個百分點。上述兩大指標均低於今年全年預期目標（全年投資目標是
17.5%，工業的目標是 9.5%），固定資產投資更是創下 2002 年以來的最低值。然而，部分資
料回落不改宏觀經濟回升態勢，由於政策儲備充足，未來經濟增長後勁充足。 (詳讀全文)
中國證券報 2014-8-20 03:20:23 ▲回選單

反壟斷有利於建立競合機制
發改委反壟斷局昨天表示，日立、三菱電機、不二越等 12 家汽車零部件廠商因操縱產品供應
價格，被處約 12．4 億元罰款。按照相關調查，在日本車企當中普遍存在著價格同盟等問
題，由於這些車企依靠自身的技術普遍擁有在某些汽車配件領域的優勢，因此其一旦形成價
格聯盟，下游廠商就失去了相應的話語權。發改委稱，日本企業之間通過成立類似於聯絡機
構的組織，協調共同漲價的時機和幅度。 (詳讀全文)
上海商報 2014-8-21 06:58:01 ▲回選單

中國將迎來 15 年海外投資併購好時機
“未來 15 年是中國企業海外併購與投資的大好時機。”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近日在
“2014 中國走向全球化高峰論壇——企業家與學者的對話”上如此表述。
眾多業界觀點認為，目前全球經濟的重心已發生改變，新興經濟體將成為當今世界經濟
的重心，衡量這種觀點的最顯著標誌，就是從去年開始，大量的投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流向新興經濟體。就中國而言，在 8 月 18 日，商務部新聞發發言人沈丹陽稱：“中國對外投
資保持一個比較快的增長速度，並且在不遠的將來，對外投資超過利用外資水準將是一個新
常態。預計今年對外投資仍然會保持比較快的增長，有可能達到 10%左右的增速。”(詳讀全
文)
第一財經日報 2014-8-22 01:49 ▲回選單

經濟現實裡的兩個中國
很多人看不懂 A 股指數，為什麼多年不漲與全球脫節，卻不知 A 股指數已經被所謂的大藍籌
大國企指數綁架；排除他們，很多成長民企已經走了 2 年甚至 7 年的牛市。而這恰恰反映了中
國股市有著靈敏的稱重能力，同時這也是聰明的市場投票結果。離開指數看企業，一定要弄懂
現實經濟的兩個中國畫面。(詳讀全文)
投資快報 2014-08-25 07:09:27 ▲回選單

新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走向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又出現了再放緩的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滙豐 PMI 初值又
回到幾個月以來低點；二是 7 月全社會融資規模及銀行信貸增長急劇下降；三是國內 70 個城
市的房價普遍下跌，住房銷售全面萎縮。(詳讀全文)

上海商報 2014-08-25 ▲回選單

高爾夫球隊 8 月份球敘活動
本會高爾夫球隊 8 月份球敘已於 8 月 15 日(星期五）10 時 30 分，假楊梅市揚昇 Golf 球場舉
行，本次球敘由隊長李志賢先生親自開球，球賽結束後前往紅雞公客家菜館研討 9 月份舉辦
『隊長杯』錦標賽具體規劃、高爾夫球隊幹部改選相關事宜及頒獎，會中已達多項共識，據
以實施。
▲回選單

舉辦『黑龍江綠色農業暨綠色食品考察團』考察活動
為加強與黑龍江省經貿密切交流合作，8 月 5 日至 8 月 9 日本
會由常務理事張晁禎代表隨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先生率領之
企業前往黑龍江省哈爾濱及齊齊哈爾市拜會考察，期間獲黑龍
江王憲魁省委書記親自接見；另前往考察完達山乳業、齊齊哈
爾札龍自然保護區、龍華汽車、一重集團、元盛和牛養殖廠、
交流座談會中

五大連池、海呂科技有限公司及參加「海峽兩岸綠色食品產業
合作交流會」，此行與黑龍江省不啻增益經貿合作之關係，亦
奠定更深厚之情誼。

▲回選單

考察團合影

參加『魯台經濟合作交流座談會』活動
山東省人民政府與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為加強兩岸經貿交
流合作暨保障台商投資應有權益，共同於 8 月 12 日上午假台
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28 樓召開「魯台經濟合作交
流座談會」，主要研討題目為「如何保護台商投資合法權
益」、「資方如何保護勞工作法」，本會由秘書長林淳浩前
座談會中

往參加並代表發言，與會人員感同身受，獲益良多。

▲回選單

舉辦『推廣 APP 軟體課程』活動
本會為使會員企業能夠認識與運用 APP 軟體於商務發展運營，
特於 8 月 13 日下午 1430 時，假本會紅樹林會館舉辦『推廣
APP 軟體課程』，並聘請德霖技術學院客座講師周政哲先生實施
授課，課程區分認識 APP 軟體、如何運用 APP 於商業行為、
APP 設定實作、意見交換等，與會人員咸表受益匪淺。
教學課程中

▲回選單

廣西省崇左市經貿交流活動
廣西省崇左市經貿參訪團由崇左市組織部鐘暢姿部長率隊一行 13 人來台參訪考察，並於 8 月 1 日下午，
假台北市舉辦兩岸經貿交流座談會，本會由蔡長宗副總會長、林淳浩秘書長、紀文斌、陳世理副秘書
長、史志明主任與會，會中針對未來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之推展，雙方充份表達看法與意見，並允諾加強
實施兩地之交流拜會活動，共同創造商機。

▲回選單

互贈紀念品

互贈紀念品

榮譽副總會長李安邦先生近期台灣商會活動簡介
李安邦先生為本會榮譽副總會長，並担任第 20 屆世界台灣商會副總會
長、第 26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對台商服務工作，有深遠
之貢獻，現簡介其於國內外推動之相關活動：
『立足北美，開拓世界』是第 26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主
軸，亦是李安邦先生致力推動的工作目標。2013 年 11 月該會第二次理
事會在北加州灣區 Santa Clara 召開。會中邀請美國商、政界經營有成三
位傑出女實業家分享各自『立足北美，開拓世界』的心得體驗，精彩的
李安邦榮譽副總會長參加總會

演講，讓與會的人深感收穫良多。同時，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蒞臨『台

會員大會留影

商之夜』，為會議帶來高潮。會後蕭前副總統率領數十位台灣重量級企
業家舉辦『台美重要企業論壇』，每一場演講都揭櫫了台灣經濟開放的
必要。
2013 年 10 月，李 安 邦先 生 應 邀參 加 美國 商 務 部於 華 府 舉辦 的
『Select USA』論壇活動，瞭解到美國之所以強盛，乃是在世界各地具
有經濟優勢的前提下，美國政府仍積極廣拓海外商機，不間斷地招攬各
地的企業資源。令人欣慰的是，台灣以及海外北美台商仍是美國重視的
商業夥伴。
該會第三次理事會於 2014 年六月底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來自美加
30 多個地區商會，逾 300 位理事，台灣以及世界各洲重量級貴賓，加拿

TCCNA 26th-3 gala banquet 總會長交接

大三級政府齊聚一堂，冠蓋雲集，展現台灣企業在北美的強大實力，會
後阿拉斯遊輪海上論壇近一百五十餘人參加。
在會議中李安邦先生呼籲會員們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加入 TPP 和
RCEP，大會一致通過，致力推動台灣加入各項區域商業協定; 同時期望
台灣各界早日通過與大陸的服貿協定，俾利 RCEP 之入會申請，增強台
商『立足北美』之競爭力，達到『開拓世界』的大目標。
除了提升商機的交流以及商業發展，促進社會文化交流亦是本會
主要的會務之一。李安邦先生特別著眼於台灣文化的宣傳，將台灣的軟
實力結合硬實力宣揚海外。
2013 年九月舉辦的『花東台南深度之旅』，讓參加的台商們體會
到台灣軟文化之美。行程中參觀嚴長壽先生創建的公益平台，台灣的原
住民文化在此得以保存一片淨土，為台灣土地種下希望。

溫哥華台商之夜合影留念

另值得一提的，北美洲台灣商會感佩阿彌陀佛基金會(ACC)長期資
助非洲窮困原住民兒童的教育，於 2014 年 7 月『台灣愛飛揚』巡演美加
共十個城市，以台語和中文演出音樂戲劇、宣揚台灣大愛的精神與中華
文化。感謝世台基金會、北美洲挺身贊助的各地區台灣商會、台北經濟

▲回選單

榮譽副總會長李安邦先生近期台灣商會活動簡介
文化辦事處、僑務委員會、以及各僑團和樂捐者，出錢出力襄助。感謝加西溫哥華地區由葉憲年僑務諮
詢委員、台加文化協會陳慧中執行長、各社團共同策劃這群非洲兒童 7 月 20 日圓滿演出。
最後，李安邦先生要對這一年來大力支持北美洲台灣商會的楊信總會長、丁重誠監事長、黃正勝
國策顧問、多位名譽總會長及先進，敬致最深的感謝。在所有人的支持下，北美洲台灣商會的會務才能
有此卓越成就。

常務理事戴治中推行關稅法第 20 條之 1 海運承攬申報艙單在立法院二、三
讀通過
業界高度關注，攸關海運承攬業者得自行傳輸分艙單的關稅法修正草
案，終於在八月一日立法院第八屆第五會期臨事會中二、三讀通過，這
項重大突破，也是通關業務的一大變革。海攬物流公會理事長戴治中
（本會常務理事）隨後發表聲明指出，海運承攬業者歷經早期不被船
方、貨主重視，所簽發提單甚至被銀行拒絕等過程，至今躍升為運輸供
應鏈環節及產業結構的主流，共同肩負台灣經濟與物流發展的重任。
戴治中常務理事舉行研討會

這次關稅法修正草案得以通過，係經主管機關多年努力，以及海攬物
流公會歷屆理事長與業者的積極爭取，終於完成制法。理事長戴治中表
示，後續將配合關務署共同研擬制定一套完善的承攬運送業者管理辦
法，也感謝相關人等對於這個法案的支持，希望承攬業者在未來能夠無
後顧之憂，真正落實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
由於這次修法牽動的是未來台灣能否發展多國併裝業務、海運快遞，
以及自由貿易港區、自由經濟示範區貨物是否能快速進儲、轉口的重要
依據，更是海關 e 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理事長戴治中表示，後續將配合關務署共同研擬制定完善的承攬運送
業者管理辦法，除了感謝相關人等對此法案的支持，也希望承攬業者真
正落實政府推動的政策。
▲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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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時代來臨
紀錄消費行為 將成為市場訂價新趨
相信大家都有上網購物的經驗，但是有沒有發現當你在瀏灠一些網頁時，其廣告區塊都會出現特定商品，
細細回想，這些商品應是近期你上網購物的相關商品，或許不夠精確，但這是大數據(Big Data)的範例之
一。
什麼是 Big Data?! Big Data 又稱海量資料、大數據。Big Data 其實早在生活中了，如我們常用的
Google 搜尋資料，只要鍵入關鍵字，Google 就會從全球海量的資料中找出最有可能的答案給你，然這似乎
只方便於個人使用，無法提供適當的商業價值以供企業利用，但隨著資訊的累積，網路無國界、全球數據
化…有多國家、企業發現，可將數據整合累積、並運用交叉、交集等多向的統計分析，得出更精確的數
據，可以運用在氣象、RFID(如:條碼)、社會行為分析等。簡要來說 Big Data 就是，將龐大到無法透過人工
處理的資料規模巨大資料，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
Big Data 含括三種層面： 巨量、即時性及多樣性。
巨量 – 海量資料的特色就在於： 龐大。 企業資料包羅萬端，很容易便達到數兆位元組，甚至千兆位元組
之譜。
即 時 性 – 海 量 資 料 通 常 具 有 時 效 性，一 旦 串 流 至 企 業 便 須 立 即 使 用，方 能 發 揮 其 最 大 價 值。
多樣性 – 海量資料的範疇不僅止於結構化資料，還包含各類非結構化的資料： 諸如文字、音訊、視訊、點
擊串流 (click stream)、日誌檔等等。
從一個近期的例子來說，美國社群網站之一的推特（twitter）公布第二季財報，打破華爾街分析師預期，其
營收結果出乎意料的好，為去年同期兩倍，達 3.12 億美元。其第二季成長並利用世界盃足球賽期間提供各
種服務，提升推特對用戶的吸引力，除了搶在世界盃開賽前教新手如何可以關注足球隊與足球明星外，在
賽期間，並推出新界面，吸引足球迷註冊新帳號來支持自己喜歡的國家隊，其月活躍用戶突破 2.71 億，較
去年同期成長近 25%。
然其最重要的，就是大量運用用戶行為數據，針對每則貼文背後，去分析用戶支持哪些隊伍，並每
天公佈討論度最高與最歡迎的隊伍，並在比賽期間適時公佈用戶數據炒作新聞話題，活絡用戶使用量，促
使營收大幅成長。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見「大數據」大師：英國牛津大學教授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會
中表示，「大數據」是台灣重點發展項目，但根據麥爾荀伯格提出的論述，台灣的投入仍顯不足；加上台
灣科技產業的轉型升級尚未完成，總統希望他此行訪台，能為產業發展方向帶來更多啟發。
趨勢科技創辦人張明正也表示，在大數據浪潮下，所看到台灣的新機會是開發各種各樣每人每天帶
在身上的感測器。可以上傳與下傳分析資料的感測器，一直是台灣強項，現在流行把 5、6 個感測器全部擠
在一個小小的 IC 晶片上，而台灣的 IC 製程高達八成以上就是在做這些事。
麥爾荀伯格也提出：美 國企業長年以來就很會 蒐集客戶資料，有很好的客戶資料庫管理基礎，才有
GOOGLE、臉書這類公司。許多公司到現在還以為，蒐集資料，只是幫他們改善產品，改善行銷宣傳，不
不不！他們得把腦袋整個轉過來，資料本身就是產品了，不是輔助工具而已。

▲回選單

第五屆兩岸中企業合作發展論壇
為凸顯中原腹地是兩岸企業未來合作發展的新陣地，由本會與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河北省邯鄲市
磁縣人民政府共同籌辦『兩岸中小企業合作發展論壇』，以提供兩岸中小企業由沿海向中原轉移的新平台。
本年度第五屆論壇將在9月17日及18日，於晉冀魯豫四省交匯的邯鄲冀南新區舉行，綜觀歷次論壇，參會來賓
反應十分熱烈，深得廣大中小企業的肯定，參會企業名額有限，歡迎會員企業代表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辦法
請洽總會秘書處索取報名相關資料。

承辦人：陳世理副秘書長 (watermiler1216@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第五期『北京清大兩岸企業家高級研修班』活動
本會將於今年11月份與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持續辦理第五期「兩岸企業家高級研修班」召訓活動。
屆時將延攬大陸對台主管官員及兩岸權威學者專家，針對兩岸企業應如何藉勢轉機，實施專題講座研討，並
透過參訪拜會與互動交流座談，建構深度的兩岸企業家交流合作互惠平臺。本期將於9月份接受報名，屆時歡
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承辦人：柯淑惠秘書 (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招募高爾夫球隊隊員
本會「高爾夫球隊」已正式開始球隊運作，除每月舉辦球敘一次外，另不定期舉辦國外或相關比賽，歡
迎有興趣揮桿較技之會友(含各縣市分會會員)，踴躍報名參加球隊，相關辦法請上本會網站查詢或逕電本會
紀文斌副祕書長索取相關資料報名。

承辦人：史志明主任 (ssm5002@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會員招募
本協會持續招募新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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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淑惠秘書 (hui0919@crossbiz.org 02-28087222) ▲回選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