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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

体，两国经济依存度较高。中国从

2001年入世以来，中美双边的货

物贸易急速增长，与之相伴的是

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加

大，2018 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

逆差占到了其全球贸易逆差的

50%。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中美

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从

2017年 8月至今，美国对中国发

起了多轮调查和制裁，严重影响

了双边贸易的发展。特朗普政府

秉持的贸易保护主义态度，在短期

内难以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中美

之间的贸易摩擦还有继续扩大的

趋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2001-2018

年，美国总共对外发起的反倾销

调查为 592起，其中针对中国发起

了 106起调查，位居全球首位。从

某种程度上看，反倾销调查已经是

美国贸易救济的主要手段。同时

美国在 2017年 11月正式拒绝了

中国提出的“市场经济地位”要

求，未来反倾销调查依然是美国实

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杀手锏。因此，

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

及裁决逻辑，是我国采取针对性

应对美国反倾销的重要前提。

一、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

华反倾销的基本态势

反倾销裁决分为肯定性裁决

和否定性裁决，肯定性的裁决就是

认定反倾销行为成立并实施反倾

销措施（通常是征收反倾销税），否

定性裁决就是认定反倾销行为不

成立，不实施反倾销措施。中国入

世以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

不断增加，在 2003-2007年间平均

每年大约 5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后，贸易保护开始增强，从

2008-2011 年见平均每年 10 起左

右，从 2011-2018年大约每年 7起

左右，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平均数

量上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从反倾销裁决的结果看，

2001-2018年 106起案件中，其中

有 85起为肯定性的裁决，21起为

否定性裁决。其中，2001-2004、

2008-2011这 7年间的肯定性裁决

比例为 100%；2013-2014年间肯定

性裁决比例较低，大约为 50%左右，

其他年份肯定性裁决占据多数，比

例约为 60-90%。整体看，2001-2018

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做出肯定性

裁决的比例为 80.1%，这个比例是

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高的。

中国商品之所以被美国反倾

销主管机构频频判定倾销行为成

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

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所导致的。

美国反倾销主管机构认为中国涉

案企业是属于中国政府控制下的

单一出口体系，企业并未取得独

立的出口地位。如果中国涉案企

业要证明自身的独立出口地位，

需要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企业股权

结构、实际控制人、出口授权证明

等大量证据，通过美国商务部审查

之后，在判定反倾销成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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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 2001-2018年，美国对华反倾销力度在不断加大，做出肯定性裁决的案件占据绝大多数。美国

反倾销主管机构在认定反倾销的过程中，通常是确定中国输美产品是否低于正常市场价采用的是替代国计价

方式；在认定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的时候采用的是同类产品限定、美国生产商生产情况和中国生产商价

格及相关信息综合判定；认定因果关系的时候采用的是趋势分析方法。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

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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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单独税率待遇。然而这

个过程极为漫长，程序也比较复

杂。因此在对华反倾销中，每一起

案件中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获得

单独税率待遇，其他的企业均按

照普遍税率来进行征税，而普遍

税率往往会高于单独税率。通过

对上述 106起案件分析后发现，中

国企业在被判定反倾销行为成立

后获得单独税率的机会较少，绝

大部分企业还是按普遍税率来征

收反倾销税。在实践中，普遍税率

低于 30%的案件仅为 4起，占案件

总数的 3.7%；税率高于 70%以上的

案件有 60起，比重为 56.6%，而税

率超过 200%以上的案件占到了案

件总数的 27%。由此看，中国涉案

企业一旦遭到美国反倾销机构调

查后，不仅获得普遍税率的机会

较大，而且征收的普遍税率极高。

从商品类型上看，美国对中国

反倾销主要集中在化学产品和钢

铁及其制品上，在过去 18年时间

内，化学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案

件有 55起，钢铁及其制品遭受调

查的案件有 31起，两者分别占到

了案件总数的 51.8%和 29.2%。同

时，化学产品和钢铁产品及其制品

遭遇肯定性裁决的比例均超过了

80%。这两类产品之所以遭受反倾

销调查的概率较高，主要是因为这

两类产品的可替代性比较强，中国

主要靠价格竞争来获得市场。从

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哪个国家生

产的化学品和钢铁产品在美国均

容易遭遇反倾销调查，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毕竟这两种产品发

展中国国家的生产成本和原来成

本比美国要低。而化学品和钢铁

产品恰是中国的优势产品，积累

了大量的产能，对发达国家市场

有较强的依赖性，面对其他国家同

类产品的竞争，不得不靠低价竞争

来获得市场优势。

二、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

华反倾销的认定逻辑

（一）对正常市场价的认定逻

辑

是否存在倾销行为，需要按照

商品销售的市场价和正常市场价

之间的对比得出。美国反倾销主

管机构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

查是以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地位为

前提的，在判定中国涉案商品的正

常市场价的时候，不能按照中国企

业生产成本来计算，需要按照第三

方替代国的市场价来认定涉案产

品的正常市场价。按照替代国生

产相同产品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

要素、管理、包装等费用以及合理

利润来综合计算得出的。显然，正

常市场价的认定与替代国选择有

直接影响。美国商务部选择替代

国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替代国与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二是替代

国必须是生产涉案产品或同类产

品的生产国家。对美国对华反倾

销的 106起案例看，用了“唯一替

代国”的案件为 60起，其中用印度

作为唯一替代国的案件为 52 起，

比重达到了 86.7%。其他的 46起

案件用了多个替代国，替代国包括

印度、印尼、美国、南非等国家。随

着 2016年美国商务部将更多的国

家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选择

替代国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不确

定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应诉的

力度也在加大。

选择替代国的逻辑是考虑替

代国生产类似产品与中国涉案产

品的成本相同，事实上，这个判断

并不是一个通过计算后的考量，而

是一种大致的判断。从美国对华反

倾销案例裁决结果看，美国商务部

在选择替代国的时候并未论述其

依据及具体标准，选择过程的随意

性和自主性较大；用替代国的生产

要素价格计算正常市场价通常忽

视了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替代国

与中国会计制度差异较大放大了

中国涉案产品出口价和正常市场

价之间的差别，导致最后被认定的

概率较大且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

按照《中国加入 WTO议定书》

第 15条之规定，中国非市场经济

地位到 2016 年 12月 11 日到期，

但美国在 2017年 11 月正式拒绝

了中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诉

求。正是如此，当中国商品和其他

国家特别是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商

品一起被调查的时候，就容易遭到

美国的歧视。在过往的 106起案件

中，有 25起肯定性裁决的案件是

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

并案裁决的，但最终的结果大不相

同。如 2016年的聚乙烯醇案件，涉

及到的中国和韩国相关企业，最终

结果均认定中韩两国的倾销行为

成立，但中韩两国企业裁决被征收

的税率是不一样的，在该案件中，

韩国企业被征收的反倾销税率是

38.74%，而中国企业被征收的反倾

销税率是 107.98%。上述 25起案件

中，有 24起案件中国企业被征收

的反倾销税率超过了并案国家的

一倍以上，最高可达 30倍，如 2017

年的铜版纸案件中，涉及到中国、

印尼、韩国三国企业，最终裁定结

果是对中国企业征收 44.69%的反

倾销税率，对印尼、韩国企业征收

1.46%的反倾销税。因此，对来自于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热点问题

不同国家的同一种产品反倾销，尽

管表面看使用的法律依据、市场价

计算方式是一致的，但裁决结果针

对中国的歧视性是极为明显的。

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对来自

于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基本上是

实施并案调查。如果涉案的国家是

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两者

之间的正常市场价在选择替代国

的时候也会存在不一致的问题，最

低税率往往不会适用于中国。如果

涉案的国家是中国与市场经济国

家，两者之间的正常市场价计算后

的对比更为强烈，对中国企业征收

的反倾销税率会更高。

（二）对实质性损害或威胁的

认定逻辑

ITC 判定中国涉案产品是否

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

害，主要是从美国本土生产相同

产品的成本以及中国涉案产品的

价格变化两者的对比而做出的。

在具体操作当中，美国国内的相

关企业会向 ITC和商务部提交证

据并说明诉求，这些证据包括市

场份额下降情况、企业利润减少

情况、美国进口商信息、中国涉案

企业信息等。在案件受理之后就

进入了调查阶段，ITC会给予申诉

者提交的材料，通过问卷调查的

形式来调查美国国内生产商、进口

商和中国涉案企业，这三类主体需

要按照同类产品限定、美国国内生

产价格以及其他信息三个方面来

进行作答。同类产品限定需要回

答的信息包括相关产品的特性、

用途、制造过程、销售过程等；美

国国内生产价格情况需要回答的

问题包括雇佣人数、产出情况、年

生产能力、利润率、生产转换能力

等；中国涉案生产企业需要回答的

信息包括原材料成本及其在产品

总成本中的比例、运输到美国的

交通成本、汇率、与第三方价格比

较等。在这些信息当中，同类产品

限定是基础，是分析中国涉案产品

和美国同类产品比较的基础。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涉案产品

的市场价格往往是低于美国同类

产品的，在市场份额上对美国同

类产品的压制也较为明显。然而

ITC 在认定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国

同类产品是否造成损害，在前述

三大类信息当中，美国国内生产

价格情况是判定的主要依据，但

这 11项评估要素中，任何单一要

素均不能对产生实质性损害起决

定性作用。特别是出口、生产能

力、进口原料情况、生产转换能力

等四种因素对其影响较为有限，

从前述 106起案件的裁决情况看，

产出、雇佣人数、库存率、利润率

等 7项要素占据主导地位，这 7项

要素是判断中国涉案产品是否造

成实质性损害的关键。这实际上

也给中国涉案企业提供了一个启

示，在以后的应诉中需要针对这 7

项要素提供反驳证据。

（三）实质性损害与反倾销的

因果关系认定逻辑

美国商务部对因果关系认定

是按照“原因论”确定的，一个是主

要原因标准，即倾销行为对美国相

关产业造成了 50%及其以上的损害

就可以裁定中国商品倾销行为成

立；另一个是部分原因标准，只要

是倾销构成了损害，不管损害多

大，就可以裁定中国涉案商品倾销

行为成立。美国法律并不要求商务

部对造成损害的原因或要素进行

衡量或比较，这就是“部分原因”标

准流行的根源所在。

在实践中，美国商务部在判定

因果关系的时候主要是用趋势分

析方法，即按照进口量、进口产品

占有的市场份额、市场影响力、价

格趋势、低价程度和美国国内商

品销售额损失、利润损失来做出

判断，当然这个判断需要划定一

个时间段，至少是 6个月以上。严

格意义上看，美国商务部认定的因

果关系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而是

一种相关关系，以美国对中国钢铁

及其制品的裁决就可以认定其中

端倪。中国钢铁工业在过去 18年

时间内迅猛发展，占到了全球粗

钢产量的 70%和生铁产量的 90%，

与中国钢铁业相比，美国无论是

粗钢还是生铁的产量始终较低，

且从 2008-2018 年之间产能还是

处于下降趋势。在 2001-2008 年

间，美国对中国钢铁制品发起的反

倾销调查并不多，但 2009-2018年

数量开始猛增。从裁决结果看，主

要是因为中国钢铁产品在美国市

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价格还逐

步下降，而美国国内或第三方进

口国产品市场份额和利润率不断

下降所导致的。按照美国商务部

的数据看，从 2009-2018 年，中国

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及其制品从

25.84亿美元上升到 158.97 亿美

元，增幅较大，而占美国钢铁制品

进口量的比重也是从 8%上升到

21%。按照趋势分析方法，美国商

务部就认为美国本土企业各类生

产经营指标在下降是中国钢铁制

品市场份额扩大的结果，对美国钢

铁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而中

国钢铁产品的不断下降与美国同

类产品利润率下降有直接关系，

据此认定中国钢铁产品的倾销行

为与美国钢铁产业产能、利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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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下降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宏观层面

第一，不刻意去追求市场经济

地位的认可。截至到 2019年 6月

底，全球将近有 90个国家已经承

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主

要贸易伙伴如欧盟、日本、美国依

然没有承认，特别是美国的态度

较为坚决，在 2017年 11月就正式

拒绝中国的要求。中国于 2018年

3 月已经就该问题上诉到 WTO，但

最终结果要到 2020 年才能做出。

即便是 WTO争端解决机构仲裁庭

支持中国的诉求，但中国依然无

法因为此前非市场经济地位在反

倾销调查中遭遇的损害而追求赔

偿。实际上，按照《中国加入 WTO议

定书》第 15条 d款之规定，即便是

中国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

并不影响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

地位认可，只要是进口国按照其国

内法律认定中国某个行业具有市

场经济属性，一样可以获得市场

经济地位。因此，对中国而言，没

有必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来换取其

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整

体认可。事实证明，即便是认可了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在反倾销调

查的时候，还是要依靠各个行业的

实际情况来认定，如韩国已经认可

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针对中国

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还是按非

市场经济地位来对待。另外，中国

当前处于新旧产能交替时期，不能

为了完全迎合美国的标准来贸然

改变国内某些产业的扶持政策，

否则就会导致某些产业转型困

难，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利。

第二，大力推进贸易模式转

变。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针

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主

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产品的出口竞

争策略。不论是传统的纺织服装、

钢铁产品、化学产品还是新兴的光

伏产品等，中国企业为了扩大国际

市场，均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

有些企业的低价竞争策略完全是

处于亏本状态，但为了提升自身

产品的影响力，还故意为之。如果

按照正常价出口包括出口成本在

内，只要是进口国在反倾销调查

中选择合适的替代国，反倾销调

查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但如果中

国企业执意低价竞争特别是亏本

竞争来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特别

是美国市场，在认定的时候是极

为容易的。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外

贸出口模式，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

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尽量

减少低价竞争策略的使用。

（二）微观层面

第一，中国企业要积极关注美

国反倾销调查机制，积极应对美国

的歧视性做法。美国拒不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通常使用替代

国计价模式。在选择替代国计算

时，中国企业可以对其施加压力，

尽量选择与中国生产成本相近的

替代国，如此即便是裁定倾销行

为成立，征收的反倾销税也不至

于太高。为此，中国企业应该加强

与美国商务部、ITC之间的对话与

沟通，积极研究美国的反倾销程

序以及评估过程。从短期看，美国

反倾销主管机构还是会沿用替代

国计价模式，中国企业要对自身

的定价策略特别要降低原材料成

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尽量

减少被裁定倾销的可能性或是降

低反倾销税税率。

第二，中国企业要积极应诉，

加大对实质性损害认定过程的参

与度。在过去 18年时间内，中国企

业对美国反倾销主管机构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应诉并不积极，参与

度不高，只有大约 50%的企业积极

回复 ITC的问卷调查。一旦中国企

业不配合调查，那么中国企业可提

供的证据就比较少，导致对中国商

品的裁决不利，也会影响美国反倾

销机构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税的厘

定。为了避免美国反倾销机构作

出的“不参与即不利”的事实推

断，中国企业要积极配合调查和积

极应诉，向 ITC提交详细可靠的生

产数据。当然，单个企业的力量较

为有限，中国涉案企业应该借助于

行业协会来对国内外相关信息进

行把控，加强企业联合的力量。还

必须明确的是，如果中国涉案企业

应诉不积极，不但裁决会对中国企

业不利，也会招致其他国家对中国

相同产品进行调查的概率，必须要

防止这种扩散效应。

第三，中国企业要改变自身的

出口策略，积极关注因果关系的认

定方式。美国商务部在因果关系

认定中，采取的“部分原因”标准，

并通过趋势分析方法来比较中国

进口产品与美国同类产品的市场

份额及发展趋势。基于此，中国企

业在产品出口之前要做好充分的

市场调查，并及时关注美国相同

产品的生产及市场情况，尽量做

好反倾销的规避。另外，中国企业

要关注美国生产商的生产策略，必

要时可以改变出口策略，对出口量

进行监控，完全以低价竞争的出口

策略并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