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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WTO议定书》（下称

《议定书》）第 15条到期之后，WTO

成员方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能

否继续适用“替代国”方法引起了

巨大争议。从该条内容与逻辑关系

看，15条的内容明显具备“落日条

款”性质，即 15年过渡期结束后就

应该终止适用。然而，该条到期后，

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内容及逻辑关

系上大做文章，认为过渡期结束后

并不能证明 WTO 成员方负有终止

适用“替代国”方法之法律义务。从

法律的角度看，《议定书》第 15条

设定的是 WTO 成员方对华实施反

补贴、反倾销的基本条件及适用范

围，而并不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整体认定。因此，针对 WTO其他

成员方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滥

用替代国方法，不能简单将其归结

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也不应

该局限于该条设定的内容，而是应

该全面分析 WTO 规则中反倾销替

代国方法的运用逻辑与条件，才能

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反倾销“替代国”方法及

其负面影响

（一）替代国方法的适用逻辑

所谓的倾销，按照 WTO《反倾销

协定》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

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

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

为。可见，认定倾销行为主要是比

较涉案产品的出口价和正常值之

间的偏离幅度。而替代国方法，则

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不按照出口方

国内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来判定

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而是以第三

方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来判定

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适用替

代国方法的前提是，出口方市场条

件迥异于正常贸易条件，反倾销机

构无法基于出口方的国内生产成

本及市场价格来判定涉案产品正

常价值，所以选择一个生产同类产

品且对出口方有出口事实的第三

方国内生产成本及市场价格来判

定涉案产品正常价值。在反倾销实

践中，替代国方法的适用多数是针

对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认可

的 WTO成员方。

进口方在发起反倾销调查中

采用替代国方法，其主要是认为非

市场经济地位成员方企业的生产

要素、商品价格等是由政府所控制

的，生产及交易行为并不是自由市

场经济行为，进而无法判定涉案商

品的正常价值。这也就使得进口方

在反倾销调查中无法找到合适的

生产成本及价格来判定涉案商品

的倾销行为是否成立，进而也就无

法计算倾销幅度。由此，非市场经

济地位国家的市场价格及生产成

本不能作为判定涉案产品正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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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依据，需要用第三方的生产成

本及市场价格来认定。由此可以看

出其认定逻辑：第一，非市场经济

地位国家的生产要素及商品价格

是政府掌控的；第二，政府管控经

济的行为影响了涉案商品正常价

格机制的形成；第三，用第三方特

别是具备市场经济地位的第三方

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来计算可以

更好地判定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这三重逻辑具备递进关系，即政府

掌控生产要素或干预定价是非市

场经济认定标准，非市场经济标准

无法反映生产及市场的真实状况，

由此适用替代国方法具备合理性。

（二）替代国方法的负面影响

第一，导致倾销行为更容易被

认定。采用第三方的数据来计算涉

案商品的实际成本及价格，导致认

定的涉案商品正常价值往往偏高，

使得倾销行为更容易成立。一旦倾

销行为被认定成立，进口方就会对

涉案企业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中

国商务部 2018年向美国商务部提

交的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评论中

认为，美国采用替代国方法认定的

中国涉案商品正常价值是同案中

“市场经济”国家同类商品正常价

值的数倍，最高的达到了 15倍。正

是因为涉案产品正常价值认定过

高，导致中国商品被征收较高的反

倾销税，降低了中国商品在美国的

市场竞争力。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在 2019年的一份反倾销评估报告

中指出，用替代国方法对非市场经

济体输美产品进行反倾销认定，平

均征收的反倾销税率要高出对市

场经济体征收的反倾销税率的

50.85%。

第二，导致倾销幅度更容易计

算。采用替代国计算方法，使得进

口方反倾销部门在计算倾销幅度

上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2001-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了 106

起反倾销调查，而做出了肯定性反

倾销裁决的比例达到了 80.1%，即

85起案件被裁定倾销行为成立。无

论是立案数还是实施反倾销措施

案件数，在同期均位居美国对外反

倾销立案数及裁决措施数的首位。

美国之所以轻易就认定中国商品

倾销行为成立并计算出倾销幅度，

根源就是这 85起肯定性裁决案件

中，有 50起案件用印度作为唯一

替代国，而印度的同类商品生产成

本明显高于中国。最终这 85起作

出肯定性裁定案件的倾销幅度分

别被认定为 20.5%-163.39%不等。

第三，导致出口方企业无法预

判市场结果。采用替代国方法来认

定倾销行为，使得反倾销调查结果

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正常市场

条件下，出口方企业能够基于自身

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来确定销

售价格，由此也可以按照这个价格

来预判是否在销售的时候构成倾

销行为，并提前做好预防措施。但

在采用替代国方法的情况下，出口

方企业对自身的生产成本与正常

市场价之间的差额无法判定，倾销

行为是否成立并不能依据商业行

为来预判，故难以事先采取有效的

预防措施。

二、替代国方法适用的条件

（一）限定条件：“中央计划经

济国家”或入世承诺有授权的国家

《反倾销协定》第 2条第 1款

确立了正常价值的含义，即正常贸

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

品可比价格。换言之，即正常贸易

过程中出口方国内销售价格就可

以认定是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这

是各国反倾销实践中确立涉案商

品正常市场价的普遍做法。而该协

定第 2条第 2款又规定，如果出口

国在正常贸易中不存在该同类产

品或是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量过

低，难以进行价格比较的情况下，

判定倾销幅度可以选择适当的第

三国可比价格进行比较，或是通过

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利润、管理费

用和一般费用来确定。同时，《反倾

销协定》第 2条第 7款规定，如果

进口方进口的商品完全来自于垄

断国家，在其所有价格均在政府控

制的情况下，按照第 2.1条无法判

定其国内销售价，进口方可以考虑

采用第三国的国内市场价格来进

行比较。该条通常被视为是替代国

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该条只是提出

了一种建议的可能性，而非授权进

口方直接采用替代国方法。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该条要求采用替代国

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定条件，即

出口方政府对贸易或生产要素完

全垄断，并控制商品定价。显然，这

一条件是针对“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而设定的。纵观当今世界，很难

找到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从

这个角度看，《反倾销协定》第 2.7

条的内容已经没有适用之基础。

而第 2.7 条内容是来源于

GATT时期，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

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入关

时所作的承诺并在工作组报告中

对适用替代国方法进行了授权，并

确立了期限。而现在，世界上再没

有哪个国家将上述三国视为是中

央计划经济国家，对其出口商品反

倾销调查也不会使用替代国方法。

中国、越南在加入 WTO的时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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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以《议定书》的形式进行了授权

并确定了期限，中国是 15年，越南

是 18年。这就说明，中国、越南等

国的《议定书》与上述东欧三国在

入关时所作的承诺是一种附期限

的授权。由此而论，在现行 WTO框

架下，反倾销依照出口方国内市场

价或生产成本来认定出口价格对

于中国而言，15年授权期已过，其

他国家再对中国商品反倾销适用

替代国方法并无 WTO规则的支持。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并不

是替代国适用的充分必要条件

由于《中国加入 WTO议定书》

第 15条的存在以及发达国家在对

华反倾销实践中频繁适用替代国

方法，导致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中

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所致。其实并

非如此，非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替

代国方法适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具

体而言：第一，WTO规则没有认定非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是替代国方法

适用的条件。综观 WTO一揽子协

议，对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

明确之界定，更谈不上将非市场经

济地位作为采用替代国方法的条

件。《反倾销协定》第 2条第 7款规

定极为明确，替代国方法只能是局

限于贸易、价格被国家垄断的经济

体。由此认定，非市场经济地位并

不等于“中央计划经济”。而且《议

定书》第 15条 d款明确规定，如果

中国某个行业依照进口方国内法

能够证明其具备市场经济地位，替

代国方法就不能适用。这也表明，

WTO规则并未将非市场经济地位作

为替代国方法适用之前提。第二，

将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国方法

进行挂钩并无国际法依据。非市场

经济地位这一提法并不是 WTO规

则中的内容，而是在欧美发达国家

反倾销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不是

国际法意义上的通行规则。而且，

非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只能是按

照进口方的国内法来认可，由此表

明其更不是国际法规则。美国在反

倾销实践中第一次采用替代国方

法是 1960年针对捷克自行车反倾

销案，那时美国国内法中并无“非

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直到

1974年的《贸易法案》出台后，才第

一次规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应当

使用替代国方法，但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界定。

直到 1988年，美国出台《贸易竞争

力法案》，才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

认定标准予以明确。这一标准自从

出台后一直饱受争议，而且对商务

部的授权过大。而欧盟的反倾销法

律中对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标准

从未作出明确的规定，适用替代国

的方法带有更大的随意性。

三、替代国方法滥用背景下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警惕新的替代国方法

因《反倾销协定》第 2条第 2

款中对“特殊市场状况”并未进行

内涵界定，该条的这一未尽之处，

为欧美发达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

找到了新的“法律依据”。当前，对

于中国而言，需要警惕《议定书》第

15条到期后新的替代国方法。对于

第 15条的法律解释及效力认定还

需要 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裁决。

然而，在实践中，欧美等发达国家

已经对中国采用新替代国方法的

情况留有后手。美国在 2018年出

台的《贸易优惠扩展法》中进一步

细化了“特殊市场情况”“市场扭

曲情形”等规定，为其对中国继续

采用替代国方法做铺垫。2017年欧

盟在《贸易现代化法案》中虽然删

除了非市场经济条款，但继而以

“市场扭曲”条款来替代非市场经

济条款，凡是被欧盟认定为存在市

场扭曲的国家，可以继续采用替代

国方法。澳大利亚在 2018年修订

《综合贸易法案》中用“特殊市场状

况”条款来替代非市场经济条款，

替代国方法可以继续适用存在“特

殊市场状况”的国家，而从该法修

订至今，澳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几起

反倾销调查案件，在确定倾销幅度

的时候继续选择韩国、印度作为替

代国。

从上述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

看，无论是以“特殊市场状况”还是

以“市场扭曲”为由，主要是为其在

反倾销中继续采用替代国方法提

供正当法律理由，由此排除了在反

倾销调查中采用出口方的国内成

本和价格来计价的普遍方法。虽然

《反倾销协定》第 2条第 2款存在

模糊之处，但从严格的文本上解

读，并不能为欧美、澳等国家继续

采用替代国方法提供法律依据。实

际上，替代国方法一直在 WTO规则

中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更没有规

则支持替代国方法与非市场经济

地位存在内在联系。WTO之所以持

这种态度，就是对替代国方法滥用

可能带来的风险及贸易保护抱有

警惕，无意将这一歧视性做法上升

为 WTO规则。而通过议定书或入世

承诺等法律文件来对特定成员方

反倾销采用替代国方法的特殊制

度安排，是新成员在加入 WTO后与

各方谈判妥协的结果，本质上是一

种利益交换，只能是阶段性的制度

安排，不能成为永久性规则，否则

就与 WTO奉行的非歧视性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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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待遇原则相违背。

（二）具体应对策略

1.坚决反对将非市场经济地位

与反倾销替代国方法相挂钩。如前

所述，WTO一揽子规则中，从未规定

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国方法之

间有必然联系。WTO规则中既没有

对“非市场经济地位”概念和内涵

的界定，也没有规定“非市场经济

地位”是适用替代国方法的条件。

《议定书》第 15条在过去的 15年

时间内确实为非市场经济地位与

替代国方法之间建立了有限的联

系，但随着条款的到期，这种有限

联系将不复存在。从 WTO规则看，

替代国方法适用具备严格的限定

条件，非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替代

国方法适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因

此，中国应该在多边贸易框架下，

坚持这一主张，从国际法的角度正

本清源，纠正“非市场经济地位”与

替代国方法适用之间相互关联的

不当认识。

2.寻求 WTO争端解决机构来对

部分国家滥用替代国方法的立法

及实践进行遏制。中国已经于 2017

年 12月 11日就《议定书》第 15条

应有含义请求 WTO 争端解决机构

来进行解释，通过 WTO争端解决机

构的权威解释来杜绝发达国家以

“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商

品反倾销继续采用替代国方法的

可能性。但这一过程比较漫长，加

上 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局

面，短期内难有结果。但中国请求

WTO争端解决机构解释的态度是必

要的，是在 WTO框架下对中国合法

贸易权利的维护。同时还应该请求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部分发达国家

国内法的“替代国方法”条款进行

司法审查，纠正这些国家用“市场

扭曲”、“特殊市场状况”等模糊概

念来为其滥用替代国方法提供所

谓法律依据的做法。在 WTO新一轮

谈判尚未推进以及对现有规则还

没有澄清的情况下，《反倾销协定》

中的条文对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

实践及立法依然具有约束力，这些

国家擅自用国内法规则作为其滥

用替代国方法的依据，本身就违背

了 WTO规则。中国要坚决反对未经

WTO授权对《反倾销协定》中相关的

模糊、不尽之处进行随意解释或扩

大解释，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

性及可信度。

3.在新一轮谈判中要对替代国

方法的适用条件与范围进行澄清。

《反倾销协定》第 2.2条、第 2.7条

确实存在部分内容模糊以及对替

代国方法适用授权不明的情况，发

达国家正是利用了这两条内容的

模糊之处，通过国内法来明确新的

替代国方法适用条件。如果 WTO对

发达国家的这些做法不加以制止，

必将危及到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

性和统一性，也违背了 WTO一贯主

张的平等和公平原则。从最近 2年

的专家组裁决的案例看，专家组有

意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读与解

释，WTO争端解决机构应该利用这

一趋向对替代国方法的适用条件

和范围进行谨慎解释。此外，在新

一轮谈判中，中国也应该积极与发

达国家协商和沟通，提请 WTO来澄

清替代国方法适用的具体条件，对

其模糊概念予以明确，防止发达国

家对替代国方法的滥用。

4. 中国企业应该在反倾销个

案中加大对替代国方法适用的抗

辩力度。尽管中国已经向 WTO争端

解决机构提请解释《议定书》第 15

条的效力，但由于 WTO上诉机构只

有 1名法官，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

状态，该条的法律解释短期内难以

出台。而在反倾销实践中，欧美、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继续以非市

场经济地位、市场扭曲、特殊贸易

状况等为名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

查采用替代国方法，进而加大了中

国商品倾销幅度，以此来抬高反倾

销税的税率。因此，对于我国企业

而言，在面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要

积极应诉，援引 WTO相关案例，加

强与进口方反倾销部门的协商，对

替代国的选择程序、方式、方法以

及倾销幅度裁定等具体问题进行

抗辩。实际上 WTO已有相关先例，

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WTO裁

定欧盟以“市场扭曲”为名对阿根

廷企业裁定的反倾销幅度和征收

反倾销税违背了《反倾销协定》的

规定。因此中国企业要积极抗辩，

必要时中国政府可以就具体案件

上诉到 WTO争端解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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