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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16日，欧盟委员

会（下称“欧委会”）发起对原产于

中国和埃及的进口玻璃纤维织物

（glass fibre fabrics）的反补

贴调查。根据披露的公开文件，该

案申诉人声称：向欧盟出口玻璃

纤维织物的埃及生产商位于埃及

国内的一个经济特区内，该经济

特区受中国政府支持并服务于中

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了推

动该经济特区的发展，埃及生产

商通过中埃两国的协议受益于

“通过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银

行或其他中国国有或国家控制实

体（直接或通过埃及实体）提供的

财政资助”。经过调查，欧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作出肯定性终

裁，决定对上述埃及生产商生产

的玻璃纤维织物产品征收反补贴

税。另外，在欧委会于 2019年 6

月 7日发起的对玻璃纤维增强物

（glass fiber reinforcements）

的反补贴调查中，申诉理由与前

述案件相似，但涉案产品完全来

自埃及。欧委会也于 2020年 6月

25日对该案作出征收反补贴税的

肯定性终裁。

中国企业频繁被其他 WTO 成

员方实施反补贴调查是不争的事

实，但申诉调查对象通常是中国

企业出口产品所受中国政府的补

贴。然而，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调

查对象是具有跨境因素的补贴，

即中国政府（资助国）向在第三国

（出口国）设立的生产商提供资

助，其产品出口到其他第三国（进

口国）。这就使得这些案件与既往

反补贴案例有所不同。因此，这种

跨境补贴能否依据 WTO《反补贴协

议》实施反补贴制裁措施就成为

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反补贴制度来源视角

下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

国政府意识到补贴可能会产生潜

在的贸易扭曲效应。于是，各国开

始讨论在《哈瓦那宪章》（Havana

Charter）和 1947 年《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GATT）中对补贴施加某

种形式的规制。然而，这两份文件

并没有对补贴问题作出实质性规

定，各国依旧竞相对国内出口商

提供补贴，以求捍卫在全球市场

的国家利益。

到 1970 年代，补贴的使用已

成为最常用和最具争议的商业政

策之一，并导致所谓的基于“竞争

性补贴”而非市场力量的贸易，这

促使 GATT 缔约国在东京回合就

《补贴规则》（Subsidies Code）进

行谈判。该《补贴规则》试图消除

补贴的贸易扭曲效应，但其仍明

确承认补贴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

要手段, 并认为彻底禁止补贴将

阻碍发展中国家培育其自身工

业。

《补贴规则》没有消除补贴的

贸易扭曲效应，这导致 1985年乌

拉圭回合筹备委员会着手进一步

解决补贴问题。乌拉圭回合补贴

谈判的议题集中在限制各国为发

展国内产业使用补贴，以免造成

国家间的补贴竞赛。正如 WTO 贸

易 融 资 问 题 专 家 组（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rade Fi-

nancing）所言，乌拉圭回合所通

过的《反补贴协定》“总体上是为

了应对成员国对自身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提供补贴的情形而制定

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补

贴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具有跨

境因素的补贴层见叠出。例如，出

口买方保险和出口买方信贷就是

出口商所在国政府向出口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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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补贴可制裁性考察
■ 李 涛 杨晓慧 河北经贸大学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企业会因从中国获得的融资支持而处于优势地位，这种融资支持

引发了WTO成员方对跨境补贴实施反补贴制裁，2020年 6月由欧盟委员会作出肯定性终裁的两个反补贴案

件即为这一情形。本文结合 WTO《反补贴协定》的规定对跨境补贴制裁的正当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下向海外中国公司提供的融资支持服务于所在国的发展，不应当对其实施反补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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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购买者提供的补贴，其已在

国际贸易得以广泛应用。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会涉及

到跨境补贴的运用。中国国有银

行一直以贷款、出口担保和出口

保险的形式向在中国境外设立的

中国公司提供融资。但是，从 WTO

《反补贴协定》的订立历史来看，

这种跨境补贴本不在规制范围之

列。

二、补贴认定视角下的考

察

根据《反补贴协定》的第 1.1

条，如果某一成员方的政府提供

了财政资助，并且由此而给予某

种利益，则应被认定为有补贴存

在。下文也将结合该条“财政资

助”和“利益”的规定对跨境补贴

展开考察。

（一）接收“政府或公共机构”

的“财政资助”

《反补贴协定》第 1.1(a)(1)

条对补贴的原文限定用语是，“某

一成员方境内的政府或任何政府

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a finan-

cial contribution by a gov-

ernment or any public body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国外学者 Horlick 指

出，由于当时美国是最大的对外

捐助国，为了避免给自身带来不

必要的诉扰，所以在起草该条时

专门加上了“境内”一词作为限定

条件。但是，第 1.1(a)(1)条中的

限定词“在成员国境内”仅指向

“政府或公共机构”，而不限定“财

政资助”一词，也就是说，它没有

指明财政资助的接收人必须位于

何处。

就多边金融机构的援助而

言，欧盟 -大型民用航空器补贴

案（EC–Large Civil Aircraft）

的专家组表示，是否能将其视为

“成员方境内的政府或公共机构”

尚不清楚。该案专家组还指出，并

非所有财政资助的案件都涉及

《反补贴协议》下的可诉补贴。同

样，WTO贸易融资问题专家组也解

释说，多边发展机构提供的援助

不受《反补贴协定》的规制，没有

任何国家认为这种援助是一种补

贴。

因此，尽管《反补贴协定》第

1.1(a)(1)条将多边金融机构提

供的援助排除在规制范围之外，

但它并没有排除向位于补贴成员

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的接收人提

供的财政资助。

（二）给予“利益”

《反补贴协定》第 1.1(a)(2)

的表述是“由此给予利益”（a

benefit is thereby con-

ferred），此行文表面看来没有对

利益接收者的位置施加任何领土

的限制。该条的规定可以说关乎

整个《反补贴协定》的适用，因为

只有确定了利益的接收方，才能

确定补贴的接收方。正如上诉机

构所言，《反补贴协定》没有规定

“利益”的“接受方”的具体定义。

但是，利益的接收方必须是“受反

补贴调查的出口商品的生产商”，

该利益的接收方可能会不同于财

政资助的接收方。因此，确定谁是

接收财政资助并由此获益的生产

商是极其重要的，正是这个生产

商确定了补贴的接收方。

例如，对于买方出口信贷，补

贴不是指买方所获得的利益，而

是指买方购买其产品的出口生产

商所获得的利益。在巴西 -飞机

一案中，巴西和加拿大达成的一

致认定是，出口融资付款是巴西

政府向外国飞机买家的直接资金

转移，但利益将根据巴西飞机制

造商的情况确定。这一认定在后

来的 21.5 条复审程序（Article

21.5 DSU–Canada II）中再次得

到确认，即加拿大需要证明的是

“付款使该产品的生产商受益”，

而专家组所要审理的问题是出口

信贷支持是否使巴西出口商受

益。

因此，尽管第 1.1(b) 条不

对利益接收者的所在地作出限

定，但利益接收者的所在地对于

确定下文所述《反补贴协定》下补

贴接收者的所在地是至关重要

的。

（三）对补贴接收方所在地的

限定

虽然《反补贴协定》的第 1.1

条下的“财产资助”和“利益”不含

有对接收地点的特别限定，但该

协定第 III、V部分规定的关于非

禁止性补贴可以利用的多边和单

边救济措施受到补贴接收方所在

地的限制。这与该协定中关于专

向性、补贴计算方法的规定有关，

甚至也能从协定第 25.2 条关于

通知的规定中发现端倪。

1.专向性。根据《反补贴协

定》第 1.2条的规定，若要诉诸于

单边或多边救济措施，补贴必须

是专向性的。该协定第 2条进一

步规定，除第 3 条所规定的禁止

性补贴外，补贴需要提供给“授予

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行业、

或企业或行业集团方可满足专向

性条件。因此，除非是禁止性补

贴，动用《反补贴协定》下单边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