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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外商土地使用權成本上升

依
據中國大陸現行的〈土地管理法〉第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

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土地的

所有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任何單位

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

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據此，

城鎮建設用地所有權的代理者是國務院，城鎮

建設用地使用權規範乃由國務院依法執行。設

立在城鎮的外國企業（含臺商企業），其廠房

用地是屬於城鎮國有土地類別中的城鎮建設用

地。因此，外國企業（含臺商企業）在中國

大陸無法取得廠房用地的所有權，僅能取得

使用權。30餘年來無論中國大陸如何改革開

放，土地的公有制性質始終如一，這與中國

大陸〈憲法〉中「社會主義的公共財 神聖不

可侵犯」的精神是一致的。

中國大陸低廉的國有土地使用成本，曾

當前中國大陸用地政策作法與
發展趨勢

依據中國大陸當前的節約用地政策措施來看，城鎮建設用地供應量大幅縮減，且對

新產業與傳統產業之土地供給採取差別待遇；對臺商而言，除須面對土地使用成本持續

上升的壓力外，且其所屬企業必須是中國大陸所認定之新產業與新業態，否則將遭遇到

土地使用取得困難之窘境。是以我政府如何把握此階段臺商回流之可能趨勢，提出既能

有利於臺商，又有助於我國整體經濟轉型發展所需之具體政策，為根本要務；同時也可

做為臺灣對土地使用政策規範必須與時俱進的借鏡。

田君美／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研究員



62

May 2017

是「中國製造」在全球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因

素之一；然而，這種優勢到目前為止已經逐

步喪失。土地使用權成本不斷提升，成為中

國大陸經濟高成本時代的典型表現之一。資

源的稀缺程度決定其價格，特定用途土地越

用越少就越貴。其次，中國大陸政府執行嚴

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包括土地集約化利用制

度、土地規劃與用途管理制度、城鄉建設用

地調整和總量控制制度，以及加強管理土地

所有權制度等，反映出中國大陸政府對工業

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土地管理愈趨嚴格。政府

對土地管制越來越嚴，民間越不易獲得土地

資源，價格自然就會提高，企業使用土地的

成本自然就會提升，中國大陸土地價格上升

與成本增加，已成為事實與必然。

根據2016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

學部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經濟藍

皮書春季號：2016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顯

示，中國大陸的土地、物流、資金、能源及

配件等成本均高於美國。在各項成本優勢逐

步喪失的同時，以高附加價值為基礎的新優

勢卻尚未形成，導致中國大陸競爭優勢流

失，具體表現為出口萎縮、經濟增長速度下

滑、企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等。

茲根據歷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

等資料顯示，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國有建設

用地出讓總面積及成交總價款在2013年達到高

峰，分別為374,804公頃、43,745億元人民幣；

但2014年卻雙雙呈現遽降之勢，而國有建設用

地出讓單位價款卻持續呈現上漲，顯示中國大

陸的土地使用受政府政策及國有土地使用權成

本上漲之影響外，在中國大陸國有建設用地租

賃方面，歷年租賃總面積、總租金及單位租

金，也都呈現不規則變化，此一現象可能與

該租賃土地坐落地點與用途有關，詳表1。

表1　中國大陸國有建設用地供應統計
單位：公頃、萬元人民幣

年度

出讓 租賃

總面積

（1）
成交總價款

（2）
單位價款

（2/1）
總面積

（3）
總租金

（4）
單位租金

（4/3）

2007 234,961 122,167,208 520 29,397 25,486 1 

2008 165,860 102,597,988 619 3,616 32,495 9

2009 220,814 171,795,256 778 9,030 257,119 29 

2010 293,718 274,644,791 935 553 468,672 848

2011 335,085 321,260,823 959 842 9,788 12 

2012 332,432 280,422,828 844 1,700 83,378 49 

2013 374,804 437,452,967 1,167 2,729 995,056 365 

2014 277,347 343,773,734 1,240 814 20,885 26 

2015 221,400 298,000,000 - - - -

資料來源： 本研究根據《2015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2015年國土資源公報》及歷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中國國土

資源年鑑》之數據整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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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等資料

顯示，中國大陸主要城市（共105個）之綜

合、商業、住宅及工業等各類建設用地的平

均價格水平，均呈現成長趨勢，詳表2。又中

國大陸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也提出

要「提高工業用地價格」。在2016年3月公布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有關土地政策的規

範，再度強調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堅守耕地紅線，全面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執

行「高標準農田」的政策。是以城市建設用

地的增量，勢必受到更嚴格地控制。這都說

明未來中國大陸國有土地使用權成本上升的

趨勢仍將持續。

持續減少城鎮建設用地的供應量

中國大陸在國有土地使用權成本持續

上升的趨勢下，同時減少城鎮建設用地的供

應量。由各城市歷年發布的「國有建設用地

供應計劃」，可知該城市「新增建設用地計

劃（指標）」，此即是當年該城市的國有建

設用地的計劃供應量。根據各城市2016年的

「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顯示各城市之

國有建設用地的計劃供應量較之往年減少或

持平，此乃各城市依據〈十三五規劃綱要〉

實施節約集約用地政策所致。近年來北京

市、天津市、佛山市、南京市、鄭州市、

深圳市政府發布的「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

劃」，除南京市持續維持在3,000公頃的水準

外，其他城市的建設用地供應量都呈現逐年

下降的情況，其中以北京市在2016年的4,100

公頃，相較於2011年縮減63%最為嚴重。而由

於鄭州市位在「一帶一路」的「新亞歐大陸

橋」鐵路重要節點，2014年及2015年鄭州市的

國有建設用地供應量出現大幅增加之態勢，

唯在2016年仍需配合節約集約用地政策，大

幅收縮建設用地供應量。未來若持續落實執

行節約集約用地政策，則國有建設用地供應

量勢必將持續減縮，詳表3。

表2　中國大陸主要城市建設用地價格統計

年度
地面地價水平（元人民幣／米2） 地價同比成長率（%）

綜合用地 商業用地 住宅用地 工業用地 綜合用地 商業用地 住宅用地 工業用地

2009 2,653 4,712 3,824 597 5.00 5.50   7.90 1.60

2010 2,881 5,181 4,244 629 8.60 9.95 10.98 5.34

2013 3,349 6,306 5,033 700 7.02 7.93   8.95 4.45

2014 3,522 6,552 5,277 742 5.16 3.90   4.85 6.03

2015 3,633 6,729 5,484 760 3.20 2.70   3.90 2.40

註：本表資料自2009年開始公布，其中2011年及2012年未公布該項數據。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2015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2015年國土資源公報》及歷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鑑》、《中國國

土資源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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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十三五」期間嚴格要求實施

節約集約用地政策，期能緩解耕地的流失，

確保穀物基本自給、糧食絕對安全。尤其，

為因應「十三五」時期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

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未來維護糧食安全議題

將更受到重視。依據當前的節約用地政策，

城鎮建設用地將大幅減少，土地供給將依據

產業或業態發展進行調整，或在新產業與傳

統產業之間給予差別的待遇，亦即土地政策

與產業政策之間將會持續相互協調發展。

新產業、新業態特殊的用地政策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時期既要實施節

約用地政策，受城鎮建設用地供應量減少的

土地供給制約，又要進行「創業創新」之新

產業、新業態發展的雙重要求下，土地利用

政策乃依據產業及業態發展進行調整，在新

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給予用地差別的待遇，

以兼顧土地供給制約的現實，及新產業、新

業態的發展，使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保持相

互協調發展。根據中國大陸土地利用管理司的

調研顯示，新產業、新業態在用地上主要有五

個特點：一是用地布局以園區集中模式為主，

且普遍呈現出產學研密切合作、高度融合的特

點；二是研發、製造、服務活動融合度高，多

種用地類型混合，功能密不可分；三是以研

發、高技術服務為主要內容的高端技術型人

才，對工作環境要求的多元化、個性化特徵明

顯；四是新產業、新業態中的中小微企業多，

一般需要經歷「研發—孵化—產業化」的過

程，用地期限存在不確定性；五是新產業、新

業態中的企業和項目，在不同發展時期，用地

規模大小不一，階段性特徵明顯。

由於新產業、新業態的用地型態與傳統

產業不同，不易在傳統的土地使用規範中確

認該新產業、新業態的土地用途類型。中國

大陸為支持新產業、新業態發展，配合其對

土地之需求，於2015年9月18日，由國土資源

部等六個部委公布〈關於支援新產業新業態

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用地的意見〉，

這是以土地利用方式轉變來促進經濟發展方

式轉變和結構優化的文件。

表3　中國大陸部分城市之國有建設用地計劃供應量
單位：公頃

城市別

年度
北京市 天津市 佛山市 南京市 鄭州市 深圳市

2011 6,500 7,977 3,001 3,000 4,958 1,953 

2012 5,700 6,958 2,222 3,000 2,331 1,688 

2013 5,650 - 2,109 3,500 1,548 1,710 

2014 5,150 5,469 1,670 4,200 7,318 1,750 

2015 4,600 5,110 1,344 3,000 9,503 1,450 

2016 4,100 3,350 1,037 3,000 4,416 1,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各城市每年發布的「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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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意見〉指出：「依據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相關服務指導目錄』、

『中國製造2025』、『互聯網+』等國家鼓

勵發展的新產業、新業態政策要求，各地可

結合地方實際情況，確定當地重點發展的新

產業，以『先存量、後增量』的原則，優先

安排用地供應。對新產業發展快、用地集約

且需求大的地區，可適度增加年度新增建設

用地指標。」顯示當局對於新產業、新業態

的土地供給，較之傳統產業有優先使用土地

的安排。為加大新產業、新業態新供用地的

保障，該〈意見〉從四大面向著手：（1）優

先安排新產業發展用地；（2）明確新產業、

新業態用地類型；（3）運用多種方式供應新

產業用地；（4）採取差別化用地政策支持

新業態發展。並針對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專

案，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移動通信基站等

新產業，生產性、科技及高技術服務業之土

地利用進行用地說明。

由於新能源汽車產業被列為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土地政策乃配合該國家產業政策

進行調整。2015年9月公布〈關於支援新產業

新業態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用地的意

見〉指出，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移動通信

基站等用地面積小、需多點分布的新產業配

套基礎設施，可採取配建方式供地。其次，

運用多種方式供應新產業用地，新產業專案

用地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可以劃撥供

應。不過，雖然中國大陸當局為支持新產

業、新業態發展，採取差別化用地政策，但

對其用地管理措施仍日趨嚴謹。

現階段中國大陸除極力發展戰略性新興

產業外，也加緊促進生產性服務業之興起。

2014年7月28日發布〈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要以

產業轉型升級需求為導向，加快生產性服務

業發展，引導企業打破「大而全、小而全」

的格局，分離和外包非核心業務，向價值鏈

高端延伸，促進產業逐步由生產製造型向生

產服務型轉變。要鼓勵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發

展，主要任務是生產性服務業要重點發展研

發設計、協力廠商物流、融資租賃、資訊技

術服務、節能環保服務、檢驗檢測認證等。

為達到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

調整升級之目的，提出深化改革開放、完善

財稅政策、強化金融創新、有效供給土地、

健全價格機制和加強基礎工作等政策措施，

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中國大陸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創造良好

環境，在土地政策方面，由發展改革委、工業

和資訊化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土資源部負

責，安排生產性服務業用地，促進節約集約發

展。並鼓勵工業企業利用自有工業用地興辦促

進企業轉型升級的自營生產性服務業，經依法

批准，對提高自有工業用地容積率用於自營生

產性服務業的工業企業，可按新用途辦理相關

手續。此外，由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

部、發展改革委負責，選擇具備條件的城市和

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域，鼓勵通過對城

鎮低效用地的改造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加強對

服務業發展示範區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土

地利用工作的協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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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土地成本高漲劣勢的思維

在中國大陸土地使用成本日趨提高及

城鎮建設用地土地供給日縮的總體經濟環境

下，中共黨中央、國務院為因應當前經濟下

行壓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

發展環境，助推企業轉型升級，增強經濟持

續穩定增長動力，2016年8月8日，國務院印

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認真貫徹

執行。其中，致力於降低企業用地成本是該

〈通知〉重要的一環。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的目標是，經過1-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

濟企業成本工作要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要

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

力較為明顯增強。包括：一是稅費負擔合理

降低；二是融資成本有效降低；三是制度性

交易成本明顯降低；四是人工成本上漲得到

合理控制；五是進一步降低企業用能用地成

本；六是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

由於中國大陸持續上漲的土地成本會降

低實體經濟的利潤，為降低土地成本高漲與土

地節約用地政策所造成之衝擊，該〈通知〉在

降低企業用地成本方面，將完善土地供應制

度，積極推進工業用地長期租賃、先租後讓、

租讓結合供應，工業用地的使用者可在規定期

限內按合同約定分期繳納土地出讓價款，降低

工業企業用地成本。保障物流業用地供應，科

學合理確定物流用地容積率。未來中國大陸當

局對非公益性用途將會減少土地劃撥，使土地

透過市場競爭得到優化配置；將更完善徵地制

度和徵地補償機制，推進徵地過程中公眾參與

和資訊公開程度等配套機制；繼續實施差別化

的土地使用稅政策，以利各項相關政策之推

行；土地出讓金、土地劃撥價格與土地節約集

約利用相互掛勾制衡，提高土地使用成本；建

立閒置土地回收機制，俾利提高土地資源利用

效率。

臺商宜留意用地政策規範的變化

過去中國大陸低廉的土地曾是吸引臺商

業者投資設廠的主因。但近年投資環境已經改

變，廉價的土地成本紅利已不復可得。依據當

前的節約用地政策，城鎮建設用地將大幅收

縮，土地供給在新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給予差

別待遇，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會持續相互

協調發展。對臺商而言，未來只能依循中國大

陸相關政策規定及發展趨勢來為之，仍須面對

土地使用成本上升的趨勢，且其所屬企業是中

國大陸所認定之新產業與新業態，否則將遭遇

到土地取得困難之窘境。對此，臺商應多了解

中國大陸用地政策的變化，俾利及時因應之。

全球政經局勢丕變，兩岸關係詭譎，加

上中國大陸經商環境愈加不利，各種挑戰困

難重重，是以愈來愈多臺商探詢回臺投資的

機會，唯臺商是否回臺投資仍存觀望。面對

新一波臺商回流的可能趨勢，是蔡政府的機

會也是挑戰，如何通盤考量，提出既有利於

臺商，又有助於我國整體經濟轉型發展之具

體政策，是根本要務，同時也可供我政府對

土地使用政策規範必須與時俱進的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