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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經營環境對中小企業台商投資之影響 

第一節 中國總體經營環境變化 

    中國從 1978 年公布改革開放政策，1992 年鄧小平南巡加快改革的腳

步，中國改革開放將屆滿 30 年，南巡迄今也有 15 年，中國經濟 30 年內的

崛起，令多國籍企業驚豔、全球投資人驚訝，對亞洲和全球經濟影響更是

深遠。綜觀全球各國的經濟表現，中國在成長速度及規模擴大上都最為耀

眼，這固然與時代背景有關，但與其本身所具備的條件更是息息相關。由

於潛力(本身具備的條件)可能無窮也可能用盡，因此將會轉為隱憂，在某

種程度上，兩者是存在連帶關係的。茲分天然資源、投資與消費、及生產

等三個面向觀察： 

一、天然資源 

    成長潛力基本來自於 13.28億的豐沛人力，及所擁有之人口構成之內需

市場。另外，幅員廣闊的土地達到 960 萬平方公里，其中可耕面積為 130

萬平方公里，占全部土地比例達 13.5%，為全球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次於

美國及印度。然而，從土地開發潛力觀察，中國可供開發而尚未開發的土

地明顯不足，土地發展的潛力不大，而近年來工業大幅擴張，加上城市發

展、環境污染、水土流失等因素，嚴重壓縮可耕地面積。如欲增加新耕地

面積，其多半又分布於開發難度大、成本高、土質不理想的中西部地區。 

    在水資源方面，根據 2007 年中國水資源公報數據，全國水資源總量為

25,255 億 mm。中國水資源分佈呈現出相當不平均的特色，南方四區水資源

總量占全中國 80%，北方六區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 20%，產生很大一段差距；

但在供水量方面，南北比重各占 56%與 44%，則相對平均許多，主因是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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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資源開發利用率較高。隨著人口增加、工業發展，再加上水源污染

問題，預計中國在未來 20 年左右可能面臨用水不足的窘境，又由於水資源

分佈不均，且北方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高的前提下，開發重點將集中於南

方水資源。為預防即將到來的水資源匱乏問題，中國目前著重於水利工程

建設、節水裝置及控制水污染等工作，而污水處理回收、替代性水資源開

發也都是中國政府積極作為的工作。 

    以能源蘊藏量來看，中國屬於煤碳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以中國能源

產量構成比重觀察，原煤占 76.7%、原油占 11.9%、天然氣占 3.5%，而其他

包括水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等占 7.9%。然而中國本身的石油資源

相對短缺，以 2006 年數據為例，中國對於石油的消費量為 34,876 萬噸，

其中依賴進口的供應比重為 55%，未來隨著對石油的使用量增加，進口需求

也將更為殷切。 

二、投資與消費 

     需求面的消費與投資是經濟發展動力的兩大支柱。在消費方面，中國

家庭目前的消費傾向仍屬偏低，留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適度的成長將有助

於推升中國的經濟成長。在投資方面，中國引吸外資的實力乃有目共睹，

資金與技術大量進入，對經濟成長帶來可觀的效益，但中國本身則存在產

業發展與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 

    依 2007 年中國統計年鑑資料觀察，如表 3-1，2006 年城鎮居民家庭平

均每人消費支出為 8,696.6 元人民幣（下同），最大消費支出在食品方面，

比重達 35.8%，其次為教育文化（13.8%）、交通通信（13.2%）、居住（10.4%）

及衣著（10.4%）等。其中食品支出由 1990 年至 2006 年的比重雖然高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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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呈逐年明顯下降的趨勢。另外值得觀察的現象還包括：(1)城鎮居民

由溫飽型消費轉向小康型消費；(2)因社會型態改變，家庭添購家庭耐久財

（如電視、冰箱、冷氣等）與服務消費（餐飲）的比重明顯增加；(3)隨著

收入增加與生活改善，對於醫療保健、交通通信、居住及教育文化等消費

支出也快速上升。 

 

 

    在農村家庭方面，2006 年平均每人的消費支出為 2,829.0 元，大幅落

後城鎮居民，如表 3-2。在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比重上，食品占最大部份，

於 1990 年高達 43.02%，其次分別為居住（16.58%）、文教娛樂（10.79%）、

交通通信（10.21%）及醫療保健（6.77%）等。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

項    目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元)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元)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元)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元) 1278.891278.891278.891278.89 3537.573537.573537.573537.57 4998.004998.004998.004998.00 7942.887942.887942.887942.88 8696.558696.558696.558696.55

   食  品 693.77 1771.99 1971.32 2914.39 3111.92

   衣  著 170.90 479.20 500.46 800.51 901.78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108.45 263.36 374.49 446.52 498.48

   醫療保健 25.67 110.11 318.07 600.85 620.54

   交通通信 40.51 183.22 426.95 996.72 1147.12

   教育文化娛樂服务 112.26 331.01 669.58 1097.46 1203.03

   居住 60.86 283.76 565.29 808.66 904.19

   雜项商品與服務 66.57 114.92 171.83 277.75 309.49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構成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構成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構成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構成

   (人均消费性支出=100)   (人均消费性支出=100)   (人均消费性支出=100)   (人均消费性支出=100)

   食  品 54.25 50.09 39.44 36.69 35.78

   衣  著 13.36 13.55 10.01 10.08 10.37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10.14 7.44 7.49 5.62 5.73

   醫療保健 2.01 3.11 6.36 7.56 7.14

   交通通信 1.20 5.18 8.54 12.55 13.19

   教育文化娛樂服务 11.12 9.36 13.40 13.82 13.83

   居住 6.98 8.02 11.31 10.18 10.40

   雜项商品與服務 0.94 3.25 3.44 3.50 3.56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表3-1  中國城镇家庭消費基本情况表3-1  中國城镇家庭消費基本情况表3-1  中國城镇家庭消費基本情况表3-1  中國城镇家庭消費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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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在食品支出的比重明顯偏高，惟一如城鎮居民相同呈逐年下降趨勢；

其他值得注意的現象還包括：居住比重穩定偏高，文教娛樂消費比重增加

速度較快，以及醫療保健消費支出比重開始上升。 

 

 

    從中國城、鄉居民消費型態觀察，隨著社會進步與收入提升，過度儲

蓄的現象應會逐漸下降，轉而提高消費，尤其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提升，

將有助於推動產業升級，對國家經濟成長將發揮推升作用；然而，在農村

居民方面，由於傳統文化上對於居住的迫切需求，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加

上對子女教育的意識大為提高，使得家庭消費支出的額度受到一定程度的

單位：%

指    標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生活消费總支出生活消费總支出生活消费總支出生活消费總支出 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食品 58.80 58.62 49.13 45.48 43.02

  衣  著 7.77 6.85 5.75 5.81 5.94

  居住 17.34 13.91 15.47 14.49 16.58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5.29 5.23 4.52 4.36 4.47

  交通通讯 1.44 2.58 5.58 9.59 10.21

  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 5.37 7.81 11.18 11.56 10.79

  醫療保健 3.25 3.24 5.24 6.58 6.77

  其他商品及服務 0.74 1.76 3.14 2.13 2.23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表3-2 中國農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構成表3-2 中國農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構成表3-2 中國農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構成表3-2 中國農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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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不至於過度消費或太快提高消費支出占所得的比重。 

    在投資面觀察，中國近年來吸引國外直接投資（FDI）的比例逐年上升，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2008 年 7月所發表的世界投資報告，

UNCTAD 針對未來三年內最具 FDI 吸引力投資地區進行調查，中國繼

2007~2009 年獲選為最想投資的地區後，於 2008~2010 年的調查中再度蟬聯

第一的寶座。國外投資除了帶動經濟直接成長外，更重要的是，資金連帶

技術、專業人才的引進，實質有效提升了中國的產業競爭力。 

    又就國內投資情形觀察，受到政治制度影響，長久以來中國的投資決

策完全受到政府決策左右，而決策者的偏好又決定了投資結構的特性，因

而導致中國的投資結構產生嚴重失衡的狀態。主要表現在(1)產業結構上：

由於政策上對工業特別注重，使得工業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居

高不下，尤其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達到 58%的高比重，直到近年來服務業

逐漸興起，工業投資比重才逐漸降低，到 2006 年比重降為 44%。(2)國有企

業的經濟比重偏高：在 1990 年之前，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 60%以上，之

後才慢慢降低，2006 年已降到 40%以下。(3)區域分布上：區域間呈現明顯

差距，以城鎮投資額為例，自 1990 年以降，投資於東部（含東北部）的比

重平均在 50%以上，而西部比重卻只在 20%以下，到 2006 年，東部（含東

北部）投資比重更高達 57%，使得東西部經濟發展產生極大落差。 

    過去由國營企業掛帥的經濟成長，經營效率低落、投資報酬偏低，但

隨著政策改革開放，私營企業興起、外資大舉進入，投資效率已逐漸提高。

預計未來私營企業的比重將越來越高，外資投入的金額亦有增無減，此一

趨勢將加快中國經濟發展的腳步，無論是投資的質或量都會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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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面 

    就現今發展而言，工業部門整體技術素質仍不夠理想，在發展過程中

出現規模不經濟的情形，尤其是勞動密集產業最為明顯，加快技術升級為

工業部門未來的努力重點。在產業分工邁向日益精細的時代，中國服務業

發展潛力巨大，而服務業發展又與工業發展息息相關，對於往後中國經濟

進一步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服務業在中國發展情況，請參表 3-3。 

    中國工業在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的進展顯然不足，外界對於中國的

印象仍停留在世界工廠，即代工加工層次，而非真正的工業大國。中國在

智慧財產權、高科技研發等方面的進展都還遠遠落後先進國家，相關觀念

與技術有待改善。目前中國在勞動力方面仍佔有相當大的優勢，在技術不

夠成熟的發展階段，的確為中國經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也成功為中國

吸引大批的外資投入發展。然而隨著勞工所得提高，依靠低廉勞力成本維

持工業發展優勢的作法，遲早將會因經濟持續成長而提高，進而喪失優勢。 

     當前中國中小企業林立，規模經濟不足，可用資源分散，未能充分發

揮潛能；原有的勞力優勢難以長久維持，中國在累積了豐厚資金之餘，是

否將資源轉往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項目，將是未來經濟發展潛力之核心。

若能妥善運用現有資源提升工業技術與創新能力，經濟成長潛能難以估

計；目前在沿海城市積極引進國外具跨國經營經驗之高階經理人，或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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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海歸派」人員返回中國國內創業或服務。 

    在先進國家，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多超過 7成，而中國目

前僅為 4成，工業所占比重偏高，接近 5成之多，顯示服務業仍處於開展

階段，相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見表 3-3。與消費性服務業相較，中國的生

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更有待加強，作為製造業配套產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其

中較為重要的包括金融保險業、通信服務業、現代物流業、國貿服務業、

人力仲介，以及公關服務業等。近年來中國工業化的腳步加快，對於生產

性服務業的需求也隨之大增，所能帶來的商機與就業機會自然十分龐大。 

 

 

 

 

 

 

 

 

 

 

 

 

單位：%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1980198019801980 21.60 67.70 58.30 49.00

1990199019901990 31.50 73.80 60.80 57.60

2000200020002000 39.00 76.90 68.60 68.90

2001200120012001 40.50 78.00 70.10 70.50

2002200220022002 41.50 78.60 70.70 70.00

2003200320032003 41.20 78.70 70.60 70.40

2004200420042004 40.30 78.40 70.50 70.80

2005200520052005 40.10 78.30 70.50 71.30

2006200620062006 40.00 78.50 70.80 71.50

2007200720072007 40.10 79.00 － 71.10

資料來源：CEIC資料庫。

表3-3 中國服務業占表3-3 中國服務業占表3-3 中國服務業占表3-3 中國服務業占GDPGDPGDPGDP比重變化趨勢比重變化趨勢比重變化趨勢比重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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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以年平均 9%的成長率位居全球

首位，但在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中也相對累積許多隱憂問題，將對整體經

濟是否能長期持續成長帶來關鍵的影響。從生產函數來看，主要生產要素

為技術、勞動及資本，其中豐富的勞動力是過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

因素，在全球先進國家普遍存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下，中國充沛的勞動力

仍是優勢，但人力素質有待提升；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稅收充裕，支撐

公共投資持續高速成長，國內企業投資及國外直接投資都持續熱絡，使得

資本快速累積，提供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動能；至於技術水平可能是中國

經濟成長的最主要限制，尤其國內企業的生產技術明顯低於外資企業。若

從產業結構來看，與先進國家比較，工業所占比重偏高、服務業所占比重

偏低，未來服務業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且出口明顯大於進口，擁有大量的貿

易出超，而隨著持續的高額貿易出超，央行所持有的外匯存底便快速累積。

因此中國早已躍居全球外匯存底排名第 1，累積至 2008 年底已達 1.946 兆

美元。但在貿易大國的背後卻也隱藏著對外貿易的隱憂，如貿易摩擦日益

頻繁、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出口產品附加價值低、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及

外匯存底配置性低等問題。 

    又從生產面來看，在薪資提高及勞工保障法令加深（例如勞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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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之下，人力素質並沒有同步提升，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上揚；企

業投資仍有相當比例依賴外資，此由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約五成為 FDI 之

外資企業所創造，而中國的 FDI 每年約 600 億美元，占中國總投資額的 10%

左右，其投資資本報酬率(稅後)約 10%，顯有偏低；國內企業技術水平較低，

所賺取的利潤僅為加工代工產業利潤。過去成長來源主要是生產要素(有形

資本)的累積，而不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可參考表 3-4。產出持續增加的決

定因素在於勞動力、資本等基本投入要素的增加，技術與制度的創新，亦

即成長需要的事環境、基本設施、區域間的開放、財產權及法治、市場秩

序等的配合。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因素，已使得中國的生產優勢逐漸

喪失，將使得未來的成長力道減弱。至於需求面所存在的問題，由於中國

仍屬於集權的政治制度，未來必須逐漸走向民主化，則城鄉所得差距及區

域發展失衡問題將會逐漸浮上檯面，將會引起社會的動盪，也是限制長期

經濟成長的一大隱憂。 

 

 

 

 

 

單位：%

CCCC GGGG IIII (X-M)(X-M)(X-M)(X-M) YYYY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成長率

2004 13.3 12.5 26.8 35.7 10.1

2005 12.9 14.7 26.0 23.2 10.4

2006 13.7 13.9 23.9 23.8 10.7

2007 16.8 19.1 24.8 23.5 13.0

2008 21.6 N/A 25.5 17.8 9.0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表3-4  中國總體經濟各部門成長率表3-4  中國總體經濟各部門成長率表3-4  中國總體經濟各部門成長率表3-4  中國總體經濟各部門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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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銀行業概況 

    金融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歷來受到世界各國的強烈重視。中國金融

業經過現代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洗禮之下，不斷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以

及在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金融業對外開放程

度逐漸增加，也引發許多隱憂問題，像是擔憂外資藉此併購相關產業，明

文規定一家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20%，多家外資合計入股比

例不得超過 25%，但以美國為首的外資積極入股中國的金融業，如銀行、證

券、保險等，希望能爭取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限制提高，充分表現出積極

入股的野心。此外，自 2007 年以來中國 A股市場開放程度增加，特別是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開放額度由 100 億美元擴大至 300 億美元，使 A

股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更加密切，進一步讓中國股市蒙受國際資金的

衝擊，因此中國政府對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加以控管。 

  (一)、中國銀行體系 

    依據 2006 年之中國人民銀行及外資銀行管理辦法等資料整理，中國銀

行業金融機構及類別，詳見圖 3- 4。中國銀行業在經營績效、服務水平及

公司治理等方面，近年來與國際銀行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在日新月

異的環境變遷，也面臨許多新的課題。銀行業以往依賴存放款利差來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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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但在國際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直接融資管道多元化，像是透過

發行股票、債券等，企業融資管道不再只有銀行，直接影響銀行的收入來

國家開發銀行

中國進出口銀行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交通、中信實業、上海浦東發展

中國光大、華夏、廣東發展銀行

深圳發展、招商、中國民生銀行

興業、恆豐、浙商、渤海銀行

城市商銀 上海銀行、北京銀行

農村商銀

外商獨資

外商合資

外商分行

代表人辦事處

城市信用合作

  信用合作社

農村合作社

  金融租賃

  財務公司

  其他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3-1 中國銀行類別圖3-1 中國銀行類別圖3-1 中國銀行類別圖3-1 中國銀行類別

銀行機構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

央

行】

非銀行金融

機構

區域商業銀行

國有商業銀行

股份制商業銀

行

外資商業銀行

政策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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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迫使銀行須建立現代化風險的管理體系來迎接結構性的改變。 

    此外，隨著直接融資的發展，將吸引更多商業銀行參與資本市場，湧

入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團，勢必對銀行業未來的發展有所衝擊。對於銀行自

身的經營，利率與匯率的波動帶來的風險更不容忽視，銀行為國家部分承

擔外匯風險，近兩年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匯兌損失考驗銀行對風險的訂

價能力。在利率方面，銀行以存款短期化、貸款長期化的形式運作，存在

潛在的金融風險。在國際金融市場逐漸開放，銀行業對利率與匯率風險的

定價能力卻仍未臻熟，將因此承擔更大的風險。 

(二)、目前中國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 

1.資本不足 

1998年以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適足率不足 8％，故於 1998年由

中國財政部發行 2,700億人民幣特種國債，將四大銀行資本適足率補充至 8

％以上。然而中國之銀行係採分業經營，投資渠道較少，獲利來源主要仰

賴風險較大的貸款業務，無法有效解決不良資產的包袱。因此部分國有銀

行資本適足率又降到 8％以下。 

為推動國有商銀的改革，2003年底中國政府又動用 450億美元外匯儲

備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這兩家銀行的資產結構較佳），以進行股

份制改造試點工作，希望通過財務重組、內部改革和嚴格外部監管，建立

起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全國股份制銀行的資本適足率雖然一般都高於巴塞

爾協定 BASEL II 的 8％，但因成立時間不長，尚在建立營運基礎中，經營 利



  
頁頁頁頁 - 66 - 

 

  

潤並不顯著，隨著規模日漸擴大，若不能解決增資問題，未來資本缺乏問

題將逐漸顯現。 

 2.不良資產比例仍然偏高 

2002年底，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比例約為 25％。儘管過去，中國國

務院制訂政策來消化不良貸款，如成立四家 AMC 專責處理四大國有銀行抽

離出來不良資產並已有成效（例如，中國建設銀行資產不良率已降到了 15

％），但在短期內處理大量不良貸款仍有相當難度。 

  3.內控機制不完善 

    雖然自 1994年以來，大多銀行都依規定取消行長負責制，轉而實行“審

貸分離” 和“三級審批” 制度，並加強風險防範意識與風險控管機制，但究

因內控機制建設必須不斷追趕市場變化，致未能有效提升競爭力。 

    例如，各銀行不論在制度設計或人員培訓方面，僅以單一側重產業前

景、經濟強度與財務結構為主的企業徵授信制度，去面對國有企業、集體

企業、股份制企業、股份改造制企業、民營企業，甚或三資企業等不同性

質風險的貸款審批工作。 

  4.人員素質與人力平均效益待提昇 

    自全國股份制銀行設立開始掀起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挖角風、至大幅

起用「海歸派」人員，而後推動各項人改方案止，各銀行人力素質顯著提

升，但仍存在著幾個問題： 

(1)人力素質提升尚未能全面化，勉強透過不斷培訓也僅止於中階（處級）

幹部，對於基層幹部與人員，甚或沿海主要城市以外地區仍存在素質嚴重

偏低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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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銀行平均效益過低之因在於冗員過多，（例如四大國有銀行中，最少

職工數達 30萬之多），解決冗員問題決非易事；急了，恐發生工潮與示威，

緩了，勞逸不均、患勞患均的組織弊病勢將衝擊人事改革與激勵機制。 

  5.缺乏金融產品 

    儘管中國的銀行已開展的中間業務有 260 餘種，但實際運用者少，且

集中在收付結算和代理業務。信貸業務亦然，過於集中在國內信用證業務、

出口退稅專用帳戶質押貸款業務，以及票據業務。 

  6.銀行信貸急速擴張 

    以上係中國的銀行普遍存在之基本結構性問題，近年來，由於中國經

濟高速增長，房地產投資開發在 2003年資金達 1.3兆元人民幣，比上年增

幅達 3 成 1，是自 1993年中國實施宏觀調控─銀根緊縮政策以來的最大升

幅；增幅之大引起中國政府的憂慮。其中，由銀行貸出的房地產開發信貸

達 6,70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幅 5 成，也是自 1993年以來的最大升幅。

近年中國房地產市道的熾熱明顯是銀行業信貸支撐而成。有關資料顯示，

近年中國在土地購置、建築施工、裝修及材料方面的資金，8成以上都來自

銀行信貸，對銀行業的經營構成相當大的壓力。 

  銀行貸款突然擴張如此急速，主要係因中國政府為因應 2006年外資銀

行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挑戰，準備推動四大國有銀行上市；而上市除將

資本金充實到「巴塞爾協定」所規定的 8％外，還必須把現有的呆壞帳率從

2003年初的 23％至少降至 15％，而增加貸款、擴大分母是最便捷的方式。

結果去年（2003）年貸款增加了三兆八千億人民幣，銀行呆壞比率也降低

四個百分點，是近幾年下降最多的一年然而中國樓市對銀行信貸的依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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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大，雖宏觀調控提高銀行信貸的門檻，但房地產業已成為銀行貸款的

主要對象，未來一旦樓市全面調整，將對金融體系的安定造成衝擊，也成

為隱藏在繁榮經濟下的未爆地雷。 

(三)、中資銀行授信流程 

  1.中資銀行的授信規範： 

    一般中資銀行授信規範主要有：中國人民銀行出台的《貸款通則》、《商

業銀行實施統依授信制度指引(試行)》、《商業銀行授信工作盡職指引》，及

其他法規與各家銀行之行內規定等。目前中資銀行均採統一的授信管理流

程，如圖 3-2。 

 

 

    基本上，中資銀行在貸款業務之授權制度係採分層授權核准制度，而

其各家銀行之支行已多無核准權限，尤其針對新客戶。支行大多數只是將

企業授信的定性及定量作分析，並完成授信報告，再往上陳送分行的授信

審批中心核決；若非中心權限者，尚須轉呈總行核准。整各授信申請到完

成之作業時間相對較長。 

    中國加入 WTO後之金融開放承諾，在 2006 底全面開放金融業務，又

授信初審 授信審核 授信覆審 授信審查 授信審批 授信覆審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圖3-2 中國銀行業信貸基本流程圖3-2 中國銀行業信貸基本流程圖3-2 中國銀行業信貸基本流程圖3-2 中國銀行業信貸基本流程

授信額

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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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要與國際接軌要求，所以陸續嚴格要求各銀行授信必須實施企業信用

等級評定，及貸款五級分類法。所謂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是指銀行對借款

人(即客戶)的管理層素質、財務結構、發展前景等因素進行測量，以作為銀

行貸款風險管理即貸款准駁的決策依據，並且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是對企

業授信貸放前的審核。而貸款五級分類法係指在企業戶借款期間內，參考

其財務及非財務資料評定期環款可能性，並評定其風險類別(等級)。若為高

風險者，銀行將採取不續借、或要求提前清償借款。也有部分銀行是在企

業戶申貸借款時，就將其財務及非財務資料輸入電腦系統，先預評其風險

類別，一旦屬高風險者則即予拒絕。 

    諸多授信工具中的發行商業本票(C/P)，企業多用在籌措低成本資金用

途上，在中國要發行短期融資票券，此須先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後才能

發行。其在 2005年 5月出台之《短期融資券管理辦法》規定，凡企業發行

融資券，均應經中國境內工商註冊並具備債券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並將

評級結果向銀行間債券市場公示。另一須注意項目是，中資銀行一般會要

求企業在流動資金貸款到其實必須先還款再借，此與一般在台灣的外商銀

行相同，但與台灣的國內銀行作法則有所不同。最後一項，當借款戶預計 

借款到期不能按時還款，必須在到期日前提出展期申請，但其只能辦理一

次貸款展期。 

    中國台商申請貸款基本流程，詳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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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貸款通則貸款通則貸款通則貸款通則》》》》

圖3-3 中國台商企業戶授信流程圖3-3 中國台商企業戶授信流程圖3-3 中國台商企業戶授信流程圖3-3 中國台商企業戶授信流程

受理

資料彙整分析

資信評級作業

通知資料補件

授信簽核程序

簽訂借款合同

設定與公證

確認專用帳號

撥款程序

貸後追蹤管理

授信申請書

繳交批准函

1.向中國人行申請貸款證及貸款卡，取得貸款資格。

2.確認申請人性質（獨資、合資、合營，決定並初審

檢附倶資料之完整。）

3.依申請人性質及其資料，分析有無重大投資風險。

1.有無重大違規營業事項或相關隱憂。

2.瞭解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差額之籌借方式審批內容。

3.其他

1.依據資信評等之等級，研擬是否徵提(副)擔保品(人)。

2.通知申請人進行「外債備案之申請程序」，並確認

其內容。

1.確認批准之外債債權人及有關事項是否相符。

2.以批准函及有關資料，向有關單位徵信申請人之具

體情況。

受理或退回

(依各銀行之企業資信等評等標準規規範辦理)

(研擬適當之償還期限、方式、利率及有關事項)

(視境內、外授信與授信幣別而定)

(還款情形……)

<簽核>

(包括抵押合同、保證合同)

(如為境外授信則免)

(照會專用帳戶開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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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區的銀行貸款業務基本類型：如表 3-5。在中國人民銀行 2004

年 10月後放寬貸款利率管制，採行浮動辦法，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無貸款利

率之限制(下限仍進行管理)。一般而言，以借人民幣之貸款成本，與台灣借

款成本相較，約有 2%~3%的借款成本差距。亦即在中國借款利率成本較台

灣借款成本高。 

 

項目 期限 用途 利率條件

中期─1年以上、5年以內

長期─5年以上者

信用狀(L/C) 進出口開狀（押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5 中國銀行貸款業務種類簡介表3-5 中國銀行貸款業務種類簡介表3-5 中國銀行貸款業務種類簡介表3-5 中國銀行貸款業務種類簡介

即限額透支帳戶

實際交易支票據貸款6個月內銀行承兌匯票

項目貸款為主

視借款戶的企

業規模、知名

度、產業類

別、擔保方

式、期間別等

因素，進行利

率之議定。目

前實施二種計

息方式，基準

利率、浮動利

率。

3個月~1年以內

臨時貸款

短期貸款

實際交易支票據貸款

銀行保證函

聯合貸款

(Syndication  Loan)

商業票據貼現

銀行保函

3個月以內

營運週轉金使用

綜合額度

單筆額度、分次動用

一定額度內，循環動用

中、長期貸款

統一授信

最高額貸款

循環貸款

銀團貸款

協定存款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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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資銀行往來 

    外商銀行挾其多國的營業據點、通匯網路、外匯操作人才，專注並擅

長在外匯結算業務上。在日系、美系及歐系銀行，兩岸三地皆有其營業據

點，以大中華區整體概念提供台資企業之融資業務，惟該等外商銀行通常

僅對大型具知名度或上市、櫃之優良台資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一般而言，

外商銀行提供給台商的融資業務包含外匯貸款、票據貼現、貿易融資(含國

際應收帳款收購)。 對大型台商企業，僅需其台灣母公司出具保證、Letter of 

Comfort、或信用即可考慮往來；然對一般中小企業台商，與該等外商銀行

往來融資業務，有其侷限性，通常外商銀行需參酌台商在中國當地經營情

形，最好能由台灣母公司透過銀行開具 Stand-by  L/C，做為融資往來的保

證。價格方面，外商銀行之外匯資金成本較低，優質的台商可以取得較佳

的加碼利率。在人民幣貸放利率因屬公訂價格，議價空間小，相對外商銀

行其貸放利潤就較高，即使其透過銀行間拆款所取得之貸放資金，貸放後

之利差仍可高達 2.5%~3%之間，利潤相當優厚。此與台灣的金融市場一般

貸放利差(約比較 1.5%)相較之下，承做中國境內台商之融資收益遠高於在

台灣的市場。 

    又該等跨國經營之外商銀行，在業務創新及產品創新上頗為活躍，銷

售經營方式多樣化，加上其一向採取差異化發展策略，發揮其經營特點進

入市場，使得其在中國市場中競爭實力日漸增強。但市其提供之融資服務，

截至目前仍以短期融通為主，中長期資金借貸仍無高度意願。 

    與外資銀行往來的限制：(1).在 2004年 5 月出台的《境內外資銀行外

債管理辦法》，中國政府對外資銀行之外債實施總量管制，管制外債之範圍



  
頁頁頁頁 - 73 - 

 

  

包括境外借款、境外同業拆放、境外同業存款、境外聯行和附屬機構往來(負

債方)等。在某一程度上限制了外資銀行借用境外資金空間，間接地限制了

其擴充業務規模的自由度。再者，中國境內外資銀行向中國境內機構單位

承作外匯貸款，除出口押匯外，不得結匯轉成人民幣。如此對台商而言，

在中國若向外資銀行申貸外匯貸款，通常僅能使用在向國外採購付款資金

上使用，無法轉換成人民幣使用，對台商資金運用上較為不靈活。(2).依中

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在 2004年之函文規定：境內外資銀行不得為境內企業的

人民幣借款提供外匯擔保。如此一來，在外資銀行開立外幣帳戶往來知台

商企業，將減少為其提供擔保向中資銀行融通的管道與工具。一般而言，

中資銀行長於人民幣的業務，外資銀行則擅長外匯業務，因中國外匯局為

防止人民幣與外幣信用移動而加速人民幣升值壓力所訂立之措施，明顯使

得台商資金調度上受到頗大之限制。 

3.舉借外債規定 

    台商舉借外債以支應在中國的人民付款需求，在人民幣升值效應下，

可以享受到升值的效益。但是若舉借外幣貸款，在繳付中國境外金融機構

利息時，必須依規定先到中國當地之稅捐單位，繳交應付利息 10%的扣繳

稅(Withholding Tax)，使得外債借款成本增加。 

    中國政府為防止人為炒作匯率，於 2004年 5月發函規定：外商投資企

業舉借的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和短期外債餘額之和，嚴格控制在審批部

門批准的項目投資總額和註冊資本之間的差額以內。簡單地說，投資總額=

註冊資本額+外債總額，此乃所有外資企業(含台商)在投資註冊設立時，必

須規劃及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中國政府對其境內機構償還外債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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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規範，未經登記，若私自借入，不但無法結匯，將來還本付息時，也

無法從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對外支付。而其辦理流程如圖 3- 4。 

 

 

 

 

 

 

 

 

 

 

 

資料來源：謝碧芬，境外公司與OBU實物解析Q&A

圖3-4  中國辦理外債流程圖3-4  中國辦理外債流程圖3-4  中國辦理外債流程圖3-4  中國辦理外債流程

第一階段：申請 第二階段：提領 第三階段：還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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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資銀行經營現況 

(一)、外資金融機構之定義 

現階段在中國地區設立的外資金融機構，主要可區分為代表機構與營運

機構兩大類，其中只有營運機構得以進行各項營利性的金融活動，目前台資

的金融機構均以代表處型態在中國設立，故不得從事營利性的業務。根據《中

華人民共合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第 2 條，在中

國所設立的外資金融機構有以下五種型態 

1.獨資銀行：指總行在中國境內，由外國金融機構獨資設立的銀行。 

2.外國銀行分行：指外國銀行在中國所設立的分行。 

3.合資銀行：指外國金融機構與中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合資設立的銀行。 

4.外資財務公司：指總公司在中國，由外國金融機構獨資設立的財務公司。 

5.合資財務公司：指外國金融機構與中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合資設立的財

務公司。 

而香港、澳門和台灣的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設立和營業的金融機構，比照

適用《管理條例》的規定。 

 

(二)、經營現況： 

  1.外資銀行規模：依據大陸金融銀監會的統計資料，外資銀行在大陸資

產總額約占大陸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 1.6％，總貸款餘額則超過 200

億美元。 

  2.地區分布：從地區分布特徵看，外資銀行機構主要集中在大陸沿海城

市及經濟較為發達的中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廣州、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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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廈門等地，這些城市外資銀行分行的數量占所有外資銀行分行

的 78％。 

  3.外資銀行來源國別：大陸外資銀行依序以日本、香港、美國、法國、

德國、英國等國最多，主要原因為，這些國家及地區與大陸金融交往

歷史悠久；擁有許多跨國銀行企業，進入大陸發展為其全球佈局重要

環節；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往來密切；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經貿制度將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4.業務拓展： 

   (1)外匯類業務：目前外資銀行在陸外匯類業務品種主要包括，融資

業務、財務諮詢、投資業務、國際結算業務、存貸款業務、擔保

業務、匯款業務、外匯買賣業務、票據貼現業務、證券服務等。 

   (2)人民幣業務：目前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機構達到 100

家與 13個城市，其中以上海的 53家最為密集，另深圳 19家、天

津 8 家、大連 8 家、廣州 7 家等次之。而獲准經營人民幣業的外

資銀行中，有 53家可向中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 

   (3)客戶分布：外資銀行的公司客戶主要為三資企業（外資獨資、中

外合資、中外合作經營）、跨國企業及部分中、大外向型國有企業、上市公

司、同時，外資銀行亦積極吸引在陸外籍人員、港澳台華人等優質中外零

售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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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之外資商業銀行對台商投資經營影響 

 一、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法令之沿革 

    1979年以前的中國政府為單一化金融體制，國內所有的金融業務由中

國人民銀行承辦管理，並禁止外國金融機構在大陸經營各種金融業務，以

避免外資金融機構擾亂中國金融體系。國民政府時期於中國經營之外商銀

行於 1949年後被迫暫停各分行業務或退出中國。1956年後，僅有匯豐、渣

打等外商銀行仍留中國，但多降級為辦事處或代表處，僅能從事資訊蒐集

與諮詢等工作。 

    1979年中國政府確立改革開放後，才真正開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自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外商的投資與外資金融機構的

引進均獲得快速的成長。1985年，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特區

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管理條例》，正式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經濟特區設

立營業性分支機構，此為中國第一部管理外資金融機構的法令，使外資金

機構在中國設立營運機構具有法律依據，在監督管理上亦逐漸步上軌道。

但其僅允許外國銀行在經濟特區設立分支機構，因此尚屬試辦性質。 

    1990年，中國政府為開發上海浦東，吸引外國銀行到浦東設立營業據

點，中國人民銀行訂定《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

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自此之後，中國政府開放 23個沿

海，沿江城市設立外資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設立逐年增加。

然因外資金融機構家數快速增加，原僅適用於經濟特區及上海地區的管理

規定已不敷所需，於是國務院在 1994年 2 月 25 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適用於全中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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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管理條例》施行後，中國人民銀行在 1996年陸續制定許多相關的管

理法規，例如，《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委託註冊會計師對外

資金融機構進行審計管理條例》、《外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繳存管理辦

法》、《關於在華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暫行管理規定》及《外國金融機構

駐華代表機構管理辦法》等，這些法令都是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談判中，

中國為了適應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並符合 GATS 有關透明化原則

規定所制定，以加強和完善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管理，同年 12月，並允許上

海東地區若干外國銀行試辦人民幣業務。1998年 8 月，再開放深圳地區的

外商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 

    而根據中國加入WTO於 1999年 11月與美國所達成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協議之承諾，對外資銀行開放承作之業務及時程如下表： 

時時時時　　　　程程程程 開開開開　　　　放放放放　　　　時時時時　　　　程程程程

資料來源：台灣WTO中心

表3-6 中國入會與美國達成之銀行服務業開放相關承諾彙整表3-6 中國入會與美國達成之銀行服務業開放相關承諾彙整表3-6 中國入會與美國達成之銀行服務業開放相關承諾彙整表3-6 中國入會與美國達成之銀行服務業開放相關承諾彙整

承承承承　　　　諾諾諾諾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開放在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等地域設立的

外資金融機構根據《管理條例》和《實施細則》

向中國銀監會申請准許經營人民幣業務。

2.經中國銀監會批准，外資金融機構得在已開放

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向中國企業供人民幣服務。

2001年12月31日(+)2年

(=)2003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1日即開始實

施)

「入世」後二

年內

2001年 12月31日(+)5年

(=)2006年 12月31日

<開始實施時間未定>

「入世」後五

年內

1.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允許外資金融機

構承做個人居民之人民幣業務；

2.外資金融機構對“國營企業”進行的人民幣業

務，將不受地域限制，權利與大陸本土銀行相

同。

3.承諾每年開放4個城市予外國銀行經營人民幣

業務。所有對外國銀行非審慎性之限制，均將在

入會後5年內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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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資銀行來源國別：中國外資銀行依序以日本、香港、美國、法國、

德國、英國等國最多，主要原因為，這些國家及地區與大陸金融交往歷史

悠久；擁有許多跨國銀行企業，進入中國發展為其全球佈局重要環節；與

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往來密切；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經貿制度將進

一步與國際接軌。 

 二、業務拓展： 

   (1)外匯類業務：目前外資銀行在外匯類業務品種主要包括，融資業

務、財務諮詢、投資業務、國際結算業務、存貸款業務、擔保業

務、匯款業務、外匯買賣業務、票據貼現業務、證券服務等。 

   (2)人民幣業務：目前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機構達到 100

家與 13個城市，其中以上海的 53家最為密集，另深圳 19家、天

津 8 家、大連 8 家、廣州 7 家等次之。而獲准經營人民幣業的外

資銀行中，有 53家可向中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 

   (3)客戶分布：外資銀行的公司客戶主要為三資企業（外資獨資、中

外合資、中外合作經營）、跨國企業及部分中、大外向型國有企業、

上市公司、同時，外資銀行亦積極吸引在中國之外籍人員、港澳

台華人等優質中外零售客戶。 

 三、外資金融機構的經營策略： 

 (一)外資銀行設立分行的標準與業務範圍 

    根據中共 2002年 2月 1日施行的「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及其「實

施細則」之規定，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之外資金融機構分為獨資銀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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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行分行、合資銀行、外資財務公司、合資財務公司等五類。 

    其中外資的商業銀行要在中國設立可以營業的據點（含分行），其門檻

相當高如表 3-7。 

 

 

    如進一步承作人民幣業務，除有營業地域之限制外，另有下列條件： 

1.提出申請前在中國境內開業 3年以上； 

2.提出申請前二年連續盈利； 

3.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其他審慎性條件。 

所謂審慎性條件，如外國銀行分行必須由國外母行匯入等值 3千萬美元之

種　類 外銀分行 外資銀行(獨資銀行) 合資銀行

Head Office 境外 中國境內 中國境內

資本結構 全外資 全外資 中外合資

投資者身份 外國銀行 外國金融機構  皆為金融機構

前一年總資產 200億美元以上 100億美元以上 外資100億美元以上

外資者之母國 有完善金融監理制度 同左 同左

辦事處代表人 二年以上 二年以上 外資者已設立代表處

    表    表    表    表3333----7  7  7  7  中國設立外資銀行中國設立外資銀行中國設立外資銀行中國設立外資銀行（（（（分行分行分行分行））））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

人民幣2億以上等值外幣

同左

最低註冊(即

實繳)資本 人民幣10億等值外幣 人民幣10億等值外幣

中國境內設立的分行

，不少於人民幣1億元

或者等值外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規定：單一家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比例不得超過20%；多家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

行比例不得超過25%。

總行無償撥付

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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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兌換成人民幣，作為該項業務之營運資金等等。 

 (二)、外資投資入股中國銀行方式 

由於中國經濟的磁吸效應，外資銀行投資大陸絡繹不絕。根據中共「外

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規定，外資銀行在大陸開展商業銀行業務可以採取(1)

外國銀行分行、(2)外國獨資銀行、(3)合資銀行三種型態。至於(3)合資入股

方式，根據 2003年 12月 31日起施行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

機構管理辦法」，單個境外機構入股比例不得超過 20％，多個對上市（或未

上市）金融機構入股比例合計達 25％者，對該金融機構以外資金融機構視

之（實施監督管理）。一般入股中資銀行即是為享受身為中資銀行的特權，

故甚少採多個入股而採單個入股方式，但因持股最多只有 20％，控股權非

操之在外資銀行手中，故而至目前為止，較成功的案例只有香港匯豐銀行

收購上海交通銀行 19.9％股份、光大銀行主動轉讓 15％的股權予渣打銀

行，及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入股深圳發展銀行 17.89％等。 

  (三)、實際業務範圍 

    依照中國人民銀行核准的業務範圍，外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和合資

銀行可以部分或全部經營下列種類的業務：外匯存款、外匯放款、外匯票

據貼現、經批准的外匯投資、外匯匯款、外匯擔保、進出口結算、自營和

代客買賣外匯、代理外幣及外匯票據貼現、代理外幣信用卡付款、保管及

保管箱業務、徵信調查和諮詢、經批准的人民幣業務及其他外幣業務。 

    目前中國居民個人、普通非外資企業一般是不能做為外資銀行、外國

銀行分行和合資銀行有關業務的客戶群。而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

根據 WTO的國民待遇和市場准入原則，外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和合資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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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將被准許對中國大陸境內居民和企業提供全面性的金融服務。 

    關於「外匯放款」，因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有外匯管制，相關法規仍

規定非外資企業向外資銀行申請貸款時，視為外債處理，所以需經外匯管

理部門事前審查批准。經批准者包括對 B 股的投資、而該項是外資銀行、

外國銀行分行和合資銀行所特有的業務範圍，與商業銀行法中規定的「中」

資銀行在境內不得從事股票業務擁有更大的彈性。 

 (四)、經營策略分析 

 1.市場區隔及對優勢產品的市場行銷 

    外資銀行的業務策略完全是市場的供需機能導向。而「陸」資銀行受

到政府控管干預，市場的競爭力自不能與外資銀行相比。但外資銀行受到

重重法令規章的限制，業務範圍縮小，例如依照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

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規模只能為其外匯負債的 50％。於是外資銀行

透過市場區隔等手段，鎖定目標客戶，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於優質的高端客

戶，通過掌握 20％的高端客戶以獲取 80％的行業利潤。或是對人民幣貸款

業務集中於個人消費性貸款小額抵押貸款、信用卡融資等高利潤業務。憑

外資銀行嫻熟的經驗，自有其獨特的優勢。 

    2.產品技術創新增加業務利基 

    外資銀行的優勢在於擁有全球性的業務網路、先進的風險控管能力、

成熟金融產品等。因此，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利潤，高技術含量的產品，

並在引入成熟金融產品的同時，根據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特色的

產品和服務。另外由於「管理條例」30 條規定外資銀行從中國境內吸收的

外匯存款不得超過其境內外匯總資產的 70％，而外資銀行的不良資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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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資金實力較雄厚、並有遍布全球的資金調度網路，對於三資企業和國

際貿易型企業提供更方便的服務，進而可以增加對存款的吸收。 

  3.政策允許範圍內擴充銀行據點 

    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大，外資銀行逐漸形成「以點為主、點面結合」的

經營策略，在現行的規定約束下，外資銀行將在政策框架內儘可能設立更

多的分行、在已設立分行的城市設立同城支行、設置自動提款機等措施，

以先進的經營理念及方式擴大銀行業務的覆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