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ＴＯ 进行时

反倾销备忘

在反倾销案件调查过程中将公共利益考虑进去，是将反倾销措施这把“双刃剑”控制在实
质上带来利益大于损害的范围内的“安全阀”
。

公共利益原则能否遏制反倾销措施滥用
文 ／ 舒凤梅

提供与关于倾销、
损害和因果关系有关的

息做出回应。
如果主管机关依据全部信息

信息。”另外，该协议中规定：
“在所有征

明确得出结论，
认为实施反倾销措施不符

随着反倾销使用频率的提高、范围

收反倾销税的要求均已满足的情况下，
是

合共同体利益，则可以不实施该措施。

的扩大，其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因

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及征收的反倾销税

为其在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同时，
却可能

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的决定，

损害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和与被控倾销

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做出。
宜允许在

中国反倾销法中公共利益立法的
进一步完善

出口商品所在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对反倾

所有成员领土内征税，
如反倾销税小于倾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国务院公布了修订

销调查中公共利益的含义，
目前尚无广泛

销幅度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该反

后的反倾销条例，其中第 ３３ 条第一款规

认可的明确界定。
从ＷＴＯ成员反倾销立

倾销税是可取的。”上述规定反映出反倾

定：
“商务部认为出口经营者作出的价格

法和实践来看，
公共利益可以大致理解为

销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即不仅

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

包括国内生产商、进口商、工业用户、消

要考虑本国生产商的利益，
还要考虑进口

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不采取

费者等利害关系方利益在内的国家
（或地

国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
这一规定为

临时反倾销措施或者征收反倾销税。”第

区）整体利益。欧盟法律即将公共利益称

进一步探讨反倾销程序中如何遵循公共利

３７ 条规定：
“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

为共同体利益。
与公共利益相对应的是受

益要求奠定了基础。

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

倾销损害的国内生产商利益或国内产业利

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

致的，
即通过反倾销措施消除倾销对国内

欧盟是 ＷＴＯ 成员中将公共利益评
价运用到反倾销程序的一个典型

我国反倾销案件中接受价格承诺或者终

产业的损害，既是对国内产业利益的保

益。通常，国内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

利益。”据此，在 ６ 月 １ 日新条例生效后，

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２１ 条明确规定实

裁征收反倾销税，除须证明倾销、损害存

护，也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但有时两者

施反倾销措施要符合共同体利益。
该条规

在及倾销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外，还

并不一致，
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可能损害公

定，共同体利益是否要求实施反倾销措

应受到另外一个重要条件的限制，即任

共利益。

施，
要在评价各方利益整体的基础上做出

何决定的作出必须建立在符合公共利益

决定，
其中包括国内工业用户和消费者的

的基础上。
“可以征收”言外之意就是也

ＷＴＯ《反倾销协议》中的公共利益
原则

利益。
为了使主管机关在决定反倾销措施

可以不征收。但在什么情况下不征收，并

是否符合共同体利益时全面考虑各方意

没有作具体规定。而且对于公共利益的

Ｗ Ｔ Ｏ 的《反倾销协议》中没有关于

见，反倾销调查申请方、进口商及其代表

概念和范围，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

公共利益的直接规定，但是在其中规定：

性商会、代表性用户和代表性消费者组

样容易造成对“公共利益”解释的分歧，

“主管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

织，
可以在反倾销调查立案通知中规定的

影响反倾销的预期效果。因此，我国反倾

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
向具有

时间内向调查机构提交有关信息。
这些信

销法应作进一步的改进，达到整体利益

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
使其能够

息向其他当事方公开，
对方有权对上述信

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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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公共利益”
包括的范围或考虑的因素

的实际效果与所造成的下游产业利益损害

会。

之间的大小轻重。

根据 ＷＴＯ 协议的规定，借鉴外国反
倾销的做法，
公共利益一般需要从三个方

Anti-dumping

健全利益平衡机制

申诉产业与受影响产业波及面的宽窄

面来加以考查：国内相关产业的利益、下

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关涉到若干不同

如果申诉产业为仅有的几个大型企

游产业的利益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评估公

的利益关系，
对整个社会的不同群体造成

业，
而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代表的群体范围

共利益应当从三者利益全面考量，
在净损

影响，
因此应重点完善调查阶段的利益平

明显大过申诉产业，
那么只考虑保护申诉

失大于净收益的情况下就不应反倾销。
公

衡机制。
在不同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

产业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利益就会有欠妥

共利益应包括但不限于这三方面的利益，

候，遵循一定的规则加以取舍。重点可以

当。

应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福利，
反倾销机构慎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受倾销冲击的国内产业是新兴幼稚产业还是

重采取反倾销措施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比

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权重的不同

处于产业结构调整边缘的没落产业

如，
国外倾销产品冲击的是不符合绿色环

征收反倾销税将导致消费者购买成

若为前者，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

保的落后产业，
既是对该产业造成了实质

本增加，从而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但同时

期战略，应首先考虑保护该产业利益 ；而

损害也可以从产业政策和国民经济整体效

强化了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
增加了生产

若是后者，
则这部分产业利益可以后于消

益出发，根据“公共利益”原则不采取反

者剩余。
由于两种剩余所具有的潜在购买

费者和工业用户的利益考虑，
甚至借助倾

倾销措施，自然淘汰落后产业。此外，还

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何者

销带来的市场竞争，
将不符合国家产业结

可以在评价公共利益时把倾销对竞争机制

为重应是影响反倾销措施可否实施的重要

构政策的落后产业尽快淘汰出市场。

的影响考虑进去，
如果倾销行为不具有反

因素。

申诉产业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外经贸利益之间

竞争目的，实际上又活跃了市场，促进了

反倾销对象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

的权衡

竞争，迫使相关产业加快结构调整，提高

一般认为利用进口的廉价原材料有

如果受损的国内产业诉诸反倾销调

竞争实力，
这也可以成为当局不采取反倾

利于促进国内产业整体发展；对下游产

查，
而一旦采取反倾销措施可能招致对方

销措施的一个考虑因素。

品甚至成品实施有效的反倾销可迅速带动

的报复而影响更大、
更重要的外经贸利益

完善程序性规定为相关利益群体提供表述意

本国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
有利于产业的

时，也应慎用反倾销措施。

见的切实保障

整体利益。
因此应尽可能将反倾销的矛头

我国在实践中通过向下游产业搜集

指向制成品而尽量减少针对原材料的反倾

证据材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为下游企

销措施。

业在反倾销调查中发表意见提供了机会，

反倾销对象在我国是否有能力生产，
是否依

但缺乏相应的规章约束，
具有一定的任意

赖进口

性，要予以完善。可以以法律或行政法规
形式明文规定向下游企业、
消费者搜集材

如果是那些国内目前还无法生产，

小结：我国反倾销应诉中应重视
引入公共利益抗辩
反倾销的最直接目的往往是保护国
内产业，
特别是各国在实施反倾销过程中
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我国在应诉

或国内产能严重不足、
目前国内生产无法

反倾销案件中总是被裁定征收反倾销税。

料，听取意见的机制，规定除调查机构依

满足供应的相应进口商品，则应区别对

尽管我国自身在倾销、损害、因果关系等

职权取证和召开听证会外，下游企业代

待，采取适当措施，更多考虑保护下游企

方面据理力争，
但却没有很好地抓住公共

表、
消费者代表可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及

业的利益。
因为如果国内生产尚不能满足

利益这个关键，因此，我国应加强在反倾

申请召开听证会，
只要是在合理的期限内

下游企业的需要，
实施反倾销措施而带来

销应诉中公共利益的抗辩。

提出，调查机构都应该接受、考虑证据材

的市场份额仍然可能被其他外国生产商占

由于我国的反倾销立法与实践都处

料或召开听证会。
提供的证据材料除确需

据。
结果是增加了本国下游产业及消费者

于起步阶段，
需要不断结合本国国情以及

要保密的外都应公开并允许利益相对方面

的成本，
申诉产业也未能享受到反倾销带

国际通行规则对公共利益原则的运用机制

答辩；听证会召开应通知利益相关方到

来的最大利益。

加以完善，
以更好的发挥反倾销这一贸易

场并相互答辩，并且，不仅在仲裁作出前

反倾销措施的实际有效性

救济手段的作用，
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

调查阶段允许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主动介

如果损害已经造成，即使采取反倾

入，
在期中复审和终期复审时也应给予他

销措施，
也难以将市场状况恢复到完全没

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利益的机

有倾销时候的水平，
就应考虑反倾销产生

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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