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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黃浴期 社友(40.02.18)Jimmy 
詹智⺠ 社友(56.03.06)Service 
程萬全 社友(45.03.06)Judge 
曾文淵 社友夫人(02.23)Smile 夫人
高智堅 社友夫人(02.24)James Kao
辜久雄 前社⻑夫人(02.25)P.P. E.Fu.Ku
阮良雄 社⻑夫人(03.01)Wireless
紀清田 前社⻑夫⼈(03.02)P.P. Apple
羅國志 社友夫人(03.05)Win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阮良雄 社⻑(67.02.22)Wireless

趙如玉 女士(結婚四十⼀週年紀念日
♥ 羅浚晅 社友(85.02.22)Brain 

許婉慧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 曾文淵 社友(66.03.02)Smile 

廖琇瑩 女士(結婚四十二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珍珠婚紀念
吳培聖社友 Implant 與夫人廖琳妮
2 月 25 日歡度結婚三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生財豬拱戶生財豬拱戶生財豬拱戶生財豬拱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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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James Kao 夫人 

E.Fu.Ku 夫人 
Wireless 夫人 

(03.02)P.P. Apple 夫人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Wireless 

週年紀念日) 

週年紀念日) 

週年紀念日) 
紀念 
廖琳妮女士於 

 

 

 

 

 

 

 

 

 

 

 

 

 

    
    
 

 

 

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8年 2月 19

上午 10：20報到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蘆竹區赤塗崎

~歡迎前來打球

增廣國際情誼

日本高岡、

訂於三月十三日啟程
由Wireless社長及

約下，於三月十三日(

十九日(星期二)返國，

蔵一宮冰川神社、淺草寺等景點

Wireless 社長伉儷、

P.P.Torque、P.P.Apple

P.P.Book 伉儷、P.P.Diamond

儷、P.P.Kai伉儷、P.P.James

P.P.Bank、Michael社長當選人伉儷

伉儷、Stone祕書伉儷

社友伉儷、Judge 社友

友伉儷。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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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高爾夫球賽 

19日(星期二)  

報到 10：43開球 

台北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蘆竹區赤塗崎 34-1號) 

歡迎前來打球~ 

祝您祝您祝您祝您    

諸事吉祥諸事吉祥諸事吉祥諸事吉祥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戶田訪問團 

訂於三月十三日啟程 

社長及 Lawyer國際主委積極邀

(星期三)啟程，預定三月

，訪問之餘，順道遊覽武

淺草寺等景點。此次團員有：

、P.P.Lawyer 國際主委、

P.P.Apple 伉儷、P.P.Bueno 伉儷、

P.P.Diamond 伉儷、P.P.Archi 伉

P.P.James伉儷、P.P.Alex伉儷、

社長當選人伉儷、Life副社長

祕書伉儷、Brain社友伉儷、Jamie

社友、Pipe 社友、Service 社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大陸投資環境的變化化化化    

 

中國製釉集團副總裁 蔡憲德 創社社長 

前言 

大陸人口紅利消失，生產成本遽增；環保法

規趨嚴，動輒停工、限產；在反避稅下，更難逃

被查稅、追稅。相對過去大陸提供租稅優惠、廉

價勞工、土地容易取得等招商引資，如今大陸的

投資環境已經大不相同。 

大陸投資可能面臨的風險 

1、陸籍員工多數缺乏忠誠度造成企業的損失。 

2、地方政府不履行已承諾的租稅返還。 

3、依企業所得稅法已申請核准的投資抵減項目因

稅法修訂而被取銷。 

4、當企業結束營業辦理清算時可能遭國稅局無理

的追補稅。 

5、面對環保整頓和安全生產政策遭遇不合理的要

求和罰款。 

台商面臨的經營困境 

1、缺工，造成缺工原因: 

1.1 計畫生育一胎化的影響初步顯現，民工來源

減少。 

1.2 服務業用人增加，民工移轉至服務業。 

1.3 國家扶持三農政策，農民收入增加不願外

出。 

1.4 內地積極招商，製造業移轉至內地，吸引部

分民工。 

1.5 1980年後出生的獨生子女，欠缺刻苦耐勞，

待不住工廠刻板的管理。 

2、自從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員工就業觀念及工作

價值觀大幅改變，抗爭、罷工及高流動率成為

常態。 

3、人力成本大幅上漲 

3.1 隨著各地勞動力短缺及最低工資標準調高

影響，民企被動調薪的比率已較高。依據大

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險部統計中國企業人

均薪資 2011~2015 期間增幅為 13.1%，

2016~2018增幅約為 11%  。 

3.2 中國社會保險(又稱五險一金)制度已逐漸

健全化，對外資企業強制 要求為員工投保，

保費費率高昂，舉上海、山東兩地為例，上

海企業須按實際薪資的 37%繳社保費及 7%

繳住房公積金，合計為 44%,山東企業需按

去年平均薪資的 33.2%繳社保費，住房公積

金尚未強制實施。 

4、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的開徵，提高企業的固定

成本。 

5、大陸環保整治大動作要求企業停工、減產讓企

業吃不消 

5.1 大陸官方大規模環境整治行動，經常從單一

違規個案進一步擴大到區域停產。 

5.2 舉辦國際性或國家重大活動期間會強制要

求區域內汙染產業停工或減產。 

5.3 大陸為改善空氣品質推動”媒改氣”不僅

天然氣供不應求造成價格狂飆; 而且每逢

冬季供氣不足必須面臨減產的損失。 

5.4 大陸環保意識起步較晚，環保設備商因經驗

缺乏，整治技術不足，改善效果往往不如預

期。 



 

 

6、大陸推動安全生產雙重預防機制增加了企業的

困擾，同時提高企業被罰款風險。 

7、中國推動反避稅防控體系讓外資企業提心吊膽

中國稅局強調以”管理、服務、調查”三位一

體反避稅防控體系。管理環節:對誇國企業的利

潤水平進行監控。調查環節:轉讓定價調查的追

朔年度最長可達 10年。 

7.1 稅務機關在對轉讓定價提出質疑時的關注

點與趨勢： 

7.1.1關注的企業類型 

◆關聯交易數額較大或交易類型較多的企 

  業 

◆長期虧損或微利企業 

◆跳躍性盈利企業 

◆盈利情況不佳規模卻不斷擴大的企業 

◆向境外關聯方大額支付特許權使用費或 

  服務的企業 

◆利潤水準與其所承擔的功能風險明顯不 

  相匹配的企業 

◆與避稅港關聯方發生業務往來的企業 

7.1.2關注的交易 

◆無形資產使用權和所有權交易 

◆關聯勞務交易 

◆金融領域關聯交易 

◆股權轉讓交易 

◆中國市場溢價的量化分析 

7.1.3關注的行業： 

◆製藥 ◆零售 ◆酒店  

◆汽車行業 ◆奢侈品 等 

大陸目前招商態度 

1、中國希望優化外資投資結構，更限制或禁止高

耗能、高污染排放及部分資源性的外商投資案

件。 

2、土地的取得成本和難度比過去高： 

2.1 須經官方認可的投資項目。 

2.2 要取得建廠土地須參加公開掛牌競標。 

2.3 投資強度須達到一訂標準。 

2.4 必須承諾稅收標準考核期和承諾補償。 

新修訂個人所得稅法介紹 

2018.8.31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完成訂於 2019.1.1實

施。 

本次修法五大重點如下: 

1、推行綜合徵稅，由分類稅制邁向綜合與分類相

結合稅制 

2、優化稅率結構自 3%~45% 

3、提高基本扣除費用標準，增加專項附加扣除 

4、引入反避稅規則 

5、修訂非居民個人判定標準無住所個人稅收居民

判定標準： 

依據在華停留時間由一年調整為 183天，也

就是在華停留滿 183天的無住所個人既成為居民

個人，須就全球來源所得課稅。 

根據修訂前的稅法實施條例，無住所個人在

五年期間有一年內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或者累計

超過 90天，既不會在中國產生全球收入納稅義務。

然而此次修訂僅保留單次離境超過 30天 

大陸【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重點整理 

「居民個人」定義： 

新法將「居民個人」的境內居住時間判定，

由原先的一年縮短為 183天，避稅空間縮小。 

非「居民個人」境內納稅標準: 

在大陸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年度連續不

超過 5年；或是滿 5年但期間有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者，僅須繳交大陸境內所發生的個人所得稅，

經向主管機關報備，境外所得可免稅。 

「居民個人」境外納稅標準： 

在大陸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年度連續滿

5年，且在 5年內未發生單次離境 30天者，則從

第 6年起，若在大陸境內居住滿 183天，應就其

境外所得繳稅。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5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2 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anon,Family,Frank,Food,Genial,Joe,Mark,Money, 

Nick,Printer,Steven,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蔡憲德 創社社長 中國製釉集團副總裁 本 社 

PP Building 新竹科園扶輪社 本 社 

鄭美羽 RYE Inboudn 學生 本 社 

Ethan 昆山扶輪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80,916 

Nick 第三期 4,250 

Mark 第二期 4,250 

Mark 第三期 4,250 

Jia-Pin 第三期 4,250 

Sticker 第三期 4,250 

Tea 第一期 4,250 

Tea 第二期 4,250 

Tea 第三期 4,250 

合計  34,000 

累計  NT$1,014,916 

一般捐款 

Book 
1.歡喜 CP Firt 精彩演講 2.歡迎科
園社 Building PP 蒞社參加例會 

2,000 

Care 生日快樂 1,000 

CP Firt 主講費回捐 3,000 

合計  6,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Terry 
1.領唱 2.謝謝主講人 3.歡喜科
園社 Building PP 蒞臨例會 

3,000 

Lawyer 歡迎兄弟社 CP 及 Building PP 1,000 

Glue Firt CP 精彩演講 1,000 

Stone 歡喜主講人精彩演講 1,000 

Shi-Lo 2/15 生日快樂 1,000 

Jet 2/15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8,000 

 

 

 

 

 

 

 

 

 

 

 

 

 

 

 

 

 

 

 

 
 
 

板橋南區社授證 31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8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2 樓如意廳 
 

板橋扶青團第十二屆團慶 

時間：108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  

中午 11：00 註冊 11：30 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 

本 週 節 目     第 2711 例會 

                        108 年 02 月 17 日 

●春節團拜聯歡活動 

節 目 預 告     第 2713 例會 

                        108 年 03 月 07 日 

●主講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許信良 董事長 

●講題：美中關係 

●節目介紹人：簡哲雄 前社長 

節 目 預 告     第 2712 例會 

                        108 年 02 月 28 日 

●適逢 228 連假，休會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