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情况及应对 

第一节 中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遭受反倾销调查情况 

截至 2008 年年底，全球范围内共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875 起。其中美国和欧盟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多（各为 139 起），其他发起

调查较多的国家依次是印度（124 起）、阿根廷（55 起）、土耳其（51 起）、

澳大利亚（50 起）、南非（43 起）、墨西哥（43 起）、巴西（42 起）、加拿大

（32 起）。 

二、遭受反补贴调查情况  

截至 2008 年年底，共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对中国发起了 24

起反补贴调查，其中美国 13 起，加拿大 8起，澳大利亚 2起，南非 1起，涉案

产品为烧烤架、紧固件、复合木地板、铜制管件、铜版纸等。据 WTO 统计，2007

年全球 11 起反补贴调查中就有 8起针对中国；2008 年上半年全球新发起的反补

贴调查 8起，其中 6起针对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 大目标国。  

三、遭受保障措施调查情况  

截至 2008 年年底，我国共遭受 97 起保障措施调查。发起保障措施的国家主

要有土耳其（21 起）、俄罗斯（21 起）、乌克兰（7起）、哥伦比亚（5起）、

菲律宾（5起）、阿根廷（4起）、突尼斯（4起）、日本（3起）。涉案产品主

要为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轻工产品，食品土畜产品和五矿产品。  

另外，截至 2008 年年底，我共遭受 25 起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分别为美国（6

起）、土耳其（6起）、哥伦比亚（4起）、厄瓜多尔（4起），欧盟、印度、

秘鲁、加拿大、台湾地区各 1起。主要涉及刹车盘等机电产品、钢管等五矿产品、

纺织品和轻工产品。 

四、遭受美国 337 调查情况  

1986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皮毛大衣产品发起针对中国的第一起

337 调查。近年来，随着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的不断增加，涉及中国产品的 337 调

查数量呈现增长趋势。截至 2008 年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对中国产品启

动 89 起 337 调查。仅 2007 年一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 36 起调查中，

就有 17 起涉及中国对美出口产品。 



第二节  中国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的基本做法  

在应对包括贸易救济调查在内的贸易摩擦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商务部、

地方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有关企业“四体联动”的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机制。

商务部加强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协调，有针对性地指导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和贸易

救济措施调查工作。各地方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公平贸易工作，并不断加强组织和

机构建设。许多中介组织较为全面地收集本地区、本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动态与信

息，认真组织本地区、本行业企业应对国外调查。多数企业能自觉运用世贸规则，

积极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维护自身权益。2006 年 7 月 14 日商务部发布的《出

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对“四体联动”机制在反倾销案件应对中的具体

运作作了规定，现结合该规定就我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基本做法简要介绍如

下
1
：  

一、涉案企业的主体地位  

在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中涉案的企业应积极应诉，作为应诉主体，参

加应诉的企业应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企业在应诉方式上有自

由选择的权利，以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另外，企业享有知情

权、获得指导和帮助权、要求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

义务，即应诉企业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其他应诉企业合法权益或可能影响行业

整体应诉工作的活动，以维护我应诉的整体利益。  

二、商务部（含驻外经商机构）的作用  

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对于市场能自发调节的或者企业

和中介组织能通过自律解决的事项，政府不以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商务部主要负

责规范和指导、监督全国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工作，依法开展对外交涉工

作，在必要时代表中国政府行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权利，维护公平贸易环境。各

驻外使馆、领事馆、使团、代表团经商处协助商务部做好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

查应诉有关的工作，并对应诉组织单位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指导和便利。  

三、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作用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做好本地区涉案企业应诉协调工作，做好涉及本地区

企业的案件的信息统计工作、建立信息报送系统、评估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对

本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定期组织有关贸易救济调查法律知识的培训、根据本地

区实际制定促进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应诉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应行业组织的要

求，对本地区涉案企业应诉工作进行协调。  

                                                        
1 “四体联动”机制在不同类型的贸易救济调查应对中内容不一定相同，比如，在反补贴调查应对中，不

仅相关涉案企业是应诉主体，而且各级政府的各相关部门均可能成为应诉主体。有关“四体联动”机制在

各种类型的贸易救济调查应对中的具体体现，也可参见本书第三至第五篇的有关介绍。 



四、中介组织的作用  

中介组织是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具体组织单位，在贸易救

济调查案件应对的预警、宣传、培训、发动和指导应诉、对外抗辩与交涉等方面

起着组织与协调的功能。  

在预警机制运作方面，中介组织的功能是主动根据海关数据等资料，跟踪重

点产品出口情况，制作预警分析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国外对我发起贸易救济

调查的预警信息；及时向有关部门、企业报告或通报案件的预警信息；必要时可

在立案前召开预警通报会。 

在应诉机制运作方面，中介组织围绕多数类型的贸易救济调查应诉工作中的

三个核心环节——应诉动员会，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参加听证会——开展工作。

相关功能包括：在接到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立案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相关产业协会、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涉案企业，并及时召开应诉动员会，在应诉动员会上介

绍案件基本情况、对案件进行初步分析、指导企业如何选聘律师和进行有效应诉；

积极组织行业无损害抗辩工作，积极动员涉案企业参加行业无损害抗辩；对于大

案要案，可组团赴国外参加听证会，会前制定好详细的工作方案，提出其独立的

行业抗辩意见，在参加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听证会之前，应通知我国驻调查国

或地区当地使领馆。  

在信息交流机制运作方面，相关功能包括：在组织贸易救济调查应诉的各个

阶段中，将与贸易救济调查应诉工作有关的重要信息及时通知涉案企业及主产区

商务主管部门并向商务部报告；同时，积极收集应诉企业及其代理律师对案件应

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反映；对于贸易救济调

查案件中国外调查机构的不公正的裁决和做法，中介组织也可以向政府提出交涉

要求。  

第三节  应对贸易救济调查应注意的事项  

一、提高企业对应诉国外贸易救济调查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部分涉案企业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反倾销、

反补贴等案件的特点缺乏了解，因而造成主观上的一些失误；对于国外的贸易救

济调查反应迟钝，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被诉，或惊慌失措，

或无动于衷，无法及时收集、提供有力的抗辩资料。  

当今各国贸易救济措施越来越普遍，甚至南美、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

已经开始积极尝试使用反倾销等手段作为其贸易保护的武器。对我国而言，国外

对我贸易救济案件不断增加，涉及金额不断扩大，被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产

品面临退出市场的危险，有些商品出口额大幅度下降，有的甚至完全失去出口市

场。可见，应诉不单纯是为了某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更应被视为清除贸易障碍的

第一步。因此，我国企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国外的贸易救济调查，积极应诉，

已成为当务之急。而预防投诉、积极应诉、争取胜诉，应该作为企业日常经营管

理活动的重要工作内容。尤其对于出口量大的企业来说，可以力争将应对国外贸

易救济调查作为专项工作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去。  



二、建立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预警机制  

除了国外贸易救济调查开始后的应对之外，建立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预

警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预警机制不仅包括对本国相关产业市场状况的监测，还

包括对进口国相关产业市场状况的监测。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

（地区）市场状况变化的监测、整理和分析，建立预警模型，可以增强国内企业

快速反应的能力，实现贸易救济调查应对工作的前置化，大大节约企业收集资料

和填答问卷的时间。同时，还可以密切跟踪进口国贸易救济调查动向，及早通过

产业界之间的沟通交流，避免和防止国外对我产品提起贸易救济调查。  

三、积极应诉，充分准备，讲究策略方法  

（一）企业要积极应诉，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过去有些企业由于缺乏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救济法律的了解，或不愿承

受高额应诉成本而不应诉，往往导致国外调查机构裁定对其出口产品课以 高额

度的惩罚性关税。而那些积极应诉的企业，普遍的情况是，要么被裁定不存在倾

销行为，要么被裁定课以较低的关税。可以说，不应诉等于不战而降，彻底退出

市场。因此，只要企业认为该国际市场对自己比较重要，就应该积极应诉，因为

不应诉只能是遭受 大损失，而应诉不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 

在应对美欧等一些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我国企业还面临非市场经济地

位问题。有些国家立法和实践提供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机会，此时，企业要积

极争取获得行业或者企业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通常意味着获得

较之其他涉案企业有利的反倾销税率甚至获得零税率，因此，有条件的企业通常

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作为首选目标。为此，一方面企业要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认

真争取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应努力使自身的生产、经营符合市场经

济运行规律，符合中国有关公司、土地、财务等方面的规定，不给对方把柄。 

（二）成立贸易救济调查应诉工作班子  

在遭遇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后，企业可迅速组织由公司负责人牵头，公

司销售和财务等部门参加的应诉团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同时要有一

个具体答卷负责人，负责与律师、企业内部各部门、商协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等

保持联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各部门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做到相互之间

严格一致，并要符合问卷的要求。 

（三）和有关商协会保持良好的联系，必要时求助政府主管部门  

作为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应诉组织和协调部门，有关商协会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应诉经验，对相关国别的情况也较为了解。与这些机构保持良好的联系，涉

案出口企业可以及时获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中的各种信息，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

决策。此外，对于国外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做法，涉案企业也可以向相关政府部门

反映，以便政府部门及时向外国调查机构进行沟通和交涉，维护企业正当利益，

使企业在应诉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四）聘请具有专业经验的律师  

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比较复杂，专业性较强，而且案件持续

的时间也比较长，律师在应诉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要聘请有丰富经

验、熟悉案件发起国家和地区基本情况及法律的律师。选定律师后，律师有必要



给企业提供一个详细的案件进度表，详细介绍调查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及要求，同

时说明各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注意事项，使企业心里有底，便于及时安排人力

和物力。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代理律师可以在获得行政保护令的情况

下充分查阅案件资料，包括申请人提交的保密资料，这样有利于提出可行的抗辩

意见，因此，聘请具有专业经验的律师显得尤为重要。  

（五）注意各项应诉时限  

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都有严格的时限要求，其中，企业通常只有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提交反倾销调查问卷的答卷。在此期间，企业需要提供大量

的数据、证据等材料，还要将答卷翻译成调查机构的工作语言，时限要求比较紧

张，因此，企业和律师要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全面、准确和客观地提供材料，

按时按质完成答卷工作，做好应诉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答卷无法在规定期

限内完成，可以申请延期，但要按照调查机构规定的申请期限提出延期申请。此

外，有些国家的调查的时间较短，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倾销调查，约为半年

左右，因此，应诉企业有必要密切注意相关国家的调查时限。 

（六）充分准备实地复核  

实地复核（on-the-spot verification）
2
是贸易救济调查应对工作的另一

个重要环节，应诉企业应当在律师的指导下，全面、充分、认真地进行准备，接

受复核。应该强调的是，实地复核是企业证明自己主张的好机会，企业也有机会

在复核过程中针对初裁不当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顺利通过实地复核才有可能

取得对企业有利的结果。在复核中，每个关键部门（财务、生产、销售等）都要

有专人负责，每个部门对调查机构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

都要有透彻的理解，以便泰然应对。在复核之前，参加复核会议的人员必须明确

分工，各负其责，对自己拿不准的问题或不属于自己负责的问题，不要轻易随口

回答，以免使企业陷于被动局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反补贴实地复核中，一

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核实企业提供的数据和信息与中国政府在应诉中提供的数据

和信息的一致性，因此，企业所提供的资料应力求准确，所提交的有关税收凭据

等材料应与政府相关部门所持留存联保持一致。 

（七）选取重点问题进行有力抗辩  

1.被调查产品范围的抗辩  

确定自身产品是否属于被调查产品的范围，是企业应诉贸易救济调查时首先

要确定的问题。应诉企业首先应当看看自己出口的产品或者产品的等级和种类是

否在被调查产品范围之内。如果不清楚，可以要求调查机构予以澄清。同时，如

果自己的产品不属于被调查产品，则应诉公司可以提出积极抗辩并提供充分证

据，说明自己的产品不应当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并要求调查机构将其产品从调

查范围中排除。  

2.替代国的抗辩  

由于有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盟等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对

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中，调查机构会选择替代国来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企业应积极应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要素是从市场经济国家

并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采购的，不存在政府的干涉，争取按照自身生产要素的

实际采购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同时，应诉企业应当联合起来，对替代国的选择

进行抗辩，争取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替代国作为正常价值计算依据。  

3.分别税率的抗辩  

                                                        
2 “on-the-spot verification”可以有“实地核查”和“实地复核”等译法，本书统一采用“实地复核”。 



那些没有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在确定我涉案企业反倾销税率

时，对我采用“一国一税”制度，即我所有涉案企业均适用统一的税率，除非企

业能够证明其经营活动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独立于政府从而获得适用于该企业的

单独的税率即分别税率。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

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可以积极进行分别税率抗

辩，争取依照企业自身的价格及成本等数据获得自己的反倾销税率。实践也证明，

越来越多的中国应诉企业通过分别税率抗辩，获得了分别税率，这一税率通常远

低于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税率。在抗辩中，应诉企业应提供各种文件来证明不存在

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政府控制。比如，从美国的做法来看，法律上的相关证明有对

外贸易法、公司法等，美国商务部在先前的案件中已经审查过这些法律，并确定

这些法律可以证明企业在法律上没有受到国家的控制。在事实上应积极提供证据

证明政府不参与出口价格的确定、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权签订销售合同、选择管理

人员时不需要通知任何部门、使用出口收入不受限制、公司对财物损失负责等。 

此外，损害、因果关系以及某些程序性问题也是涉案企业和中介组织可以着

力抗辩的法律点。 

（八）善于借助国外利害关系方的力量  

与国外进口商、消费者团体等加强合作，发挥其在调查国当地的作用，对我

企业应诉帮助很大。调查发起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团体由于身在家门，对本国的

政策变化、政局利益等方面的变化有着 及时、 清楚的了解，他们在贸易信息

的搜寻、纠纷的协调等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进口商尤其是一些有实力和影响力

的进口商以及进口商协会往往能够搜寻到相关有利的贸易信息，能够在适当情况

下做所在国政府的工作，这些往往会对案件的公正裁决产生较大影响。企业可与

涉案产品的大进口商或零售商保持密切联系，鼓励他们向本国政府贸易主管部门

陈述反对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措施的理由；动员消费者协会或组织反映消费者的

呼声。  

四、善于运用调查国复审程序和司法程序  

在调查国对涉案出口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后，涉案企业还可以根据调查机

构所在国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期中复审（或称年度复审、行政复审或再调查等）、

日落复审、新出口商复审等程序，争取取消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或者降低税率，

从而获得较好的市场环境。此外，WTO 要求调查国对行政机构的贸易救济提供司

法审查，发达国家均有较为完善的贸易救济司法审查机制，我企业在美、欧均有

在司法审查阶段胜诉的先例。如果企业发现调查机构的裁决存在法律上或程序上

的错误，或有不公正的做法，则可在当地提起行政复议和/或司法诉讼，请求改

变或撤销原裁决或决定。  

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在生产环节应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企业在生产中应当树立科

学发展观，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的要求，要从以

牺牲环境、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数量扩张型向注重质量、注重效益的质量扩张

型转变，不断增强竞争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情况下，广大中小企业应当



更加注重建立一套完善的、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完善和规范会

计资料，这将有助于争取更有利的计算结果，并在调查中保持主动，尽可能避免

因混乱的企业财会制度而导致不利的结果。  

同时，企业在出口环节要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的经营策略，避免

出口中恶性竞争、低价竞销、低开出口发票等现象。在出口市场的选择上，应避

免市场过于集中，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积极、果断地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联合国内乃至国际大公司，走国际化合作与竞争道路。在

产品营销策略上，注重增加花色品种，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改善售后服务

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