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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邻二氯苯产业申请对原产于日本和印度的

进口邻二氯苯进行反倾销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邻二氯苯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之 

【附件】 

 

 

反倾销调查申请人：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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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邻二氯苯产品生产情况的说明 

附件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4－2017 年版 

附件五： 

附件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邻二氯苯产品进出口数据统计 

日本和印度主要生产企业邻二氯苯产品技术指标 

附件七： 

附件八： 

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日本和印度的贸易环节费用报告 

附件九 日本海关邻二氯苯统计数据 

附件十： 

附件十一： 

印度海关邻二氯苯统计数据 

汇率表 

附件十二： 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附件十三： 申请人企业标准 

  
 

 

 

 







































































































































































 

本附件提供了申请人 2014年至 2017年一季度邻二氯苯的生产能

力、产量、开工率、库存、销量、自用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税

前利润、投资额、投资收益率、现金流及工资就业等数据。同时，该

附件还提供了申请人在上述期间的财务报表。 

 

鉴于申请人邻二氯苯的相关数据及财务报表为企业的商业秘密，

其披露将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

列出。对申请人邻二氯苯的相关数据以指数形式加以表示，同时，还

在申请书公开文本正文部分以指数、变化幅度、数值区间以及图表等

方式进行了披露。 

 

 

 

 

 

 

 

 

 

 

 

 

 

 

 

 

 

 

 

 

 

 

 

 

 



                                         1                         扬农化工集团财务数据汇总 

申请人扬农化工集团 

相关经济、财务指标数据汇总表 

 

1、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产能、产量和开工率数据 

                                                        单位：吨 

期间 产能 产量 开工率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111】 【100】 【90】 

2016 年 【139】 【101】 【73】 

2016 年 1-3 月 【28】 【23】 【83】 

2017 年 1-3 月 【35】 【27】 【79】 

【注：以上申请人产能、产量及开工率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露将对企业造成

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处理不再列出，并以指数的形式表示其变化情况，首年度的指数

设为 100 或-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年度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年度的指数。以下相关数据

的保密处理方式与此相同，不再赘述。】 

注：开工率 ＝ 产量 / 产能。 

 

2、在以下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销售数量数据 

单位：吨 

期间 国内销售数量 出口销售数量 总销售数量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94】 【74】 【91】 

2016 年 【113】 【10】 【98】 

2016 年 1-3 月 【17】 【1】 【15】 

2017 年 1-3 月 【24】 【7】 【22】 

注：总销售数量 ＝ 国内销售数量 + 出口销售数量。 

 
3、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期末库存数据 

                                             单位：吨 

期间 期末库存 

2014 年 【100】 

2015 年 【71】 

2016 年 【45】 

2016 年 1-3 月 【74】 

2017 年 1-3 月 【48】 

 
4、在以下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销售收入净额数据（不含税）                    

                                                        单位：元 

期间 国内销售收入 出口销售收入 总销售收入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77】 【65】 【75】 

2016 年 【76】 【10】 【65】 

2016 年 1-3 月 【13】 【1】 【11】 

2017 年 1-3 月 【19】 【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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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销售收入 ＝ 国内销售收入 + 出口销售收入。 

 

5、在以下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 

单位：元/吨 

期间 国内加权平均销售价格 

2014 年 【100】 

2015 年 【82】 

2016 年 【67】 

2016 年 1-3 月 【73】 

2017 年 1-3 月 【80】 

注：销售价格 =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6、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销售税金及附加数据 
单位：元 

期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邻二氯苯产品 

总销售收入 

分摊 

比例 
公司税金及附加 

邻二氯苯产品 

应摊的税金及附加 

2014 年 【100】 【100】 【100】 【100】 【100】 

2015 年 【91】 【75】 【83】 【129】 【108】 

2016 年 【86】 【65】 【76】 【160】 【121】 

2016 年 1-3 月 【24】 【11】 【45】 【34】 【15】 

2017 年 1-3 月 【28】 【17】 【62】 【51】 【32】 

 

 

7、在下列每一期间公司的期间费用 
单位：元 

期间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期间费用合计 

2014 年 【100】 【100】 【100】 【100】 

2015 年 【94】 【118】 【64】 【107】 

2016 年 【89】 【110】 【-2】 【93】 

2016 年 1-3 月 【19】 【30】 【27】 【27】 

2017 年 1-3 月 【28】 【36】 【29】 【33】 

 

 

8、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分摊的期间费用 
单位：元 

期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邻二氯苯产品 

总销售收入 

分摊 

比例 
公司期间费用合计 

邻二氯苯产品 

应摊的期间费用 

2014 年 【100】 【100】 【100】 【100】 【100】 

2015 年 【91】 【75】 【83】 【107】 【89】 

2016 年 【86】 【65】 【76】 【93】 【70】 

2016 年 1-3 月 【24】 【11】 【45】 【27】 【12】 

2017 年 1-3 月 【28】 【17】 【62】 【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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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税前利润数据 
单位：元 

期间 
邻二氯苯产品 

总销售收入 

邻二氯苯产品 

总销售成本 

邻二氯苯产品 

应摊的税金及附加 

邻二氯苯产品 

应摊期间费用 

邻二氯苯产品 

税前利润 

2014 年 【100】 【100】 【100】 【100】 【100】 

2015 年 【75】 【69】 【108】 【89】 【102】 

2016 年 【65】 【66】 【121】 【70】 【52】 

2016 年 1-3 月 【11】 【9】 【15】 【12】 【19】 

2017 年 1-3 月 【17】 【19】 【32】 【21】 【6】 

注：税前利润 = 销售收入 – 销售成本 – 税金及附加 – 期间费用。 

 

10、 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数据 

                                                                         单位：元 

期间 邻二氯苯产品平均投资额 邻二氯苯产品税前利润 投资收益率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85】 【102】 【121】 

2016 年 【94】 【52】 【56】 

2016 年 1-3 月 【44】 【19】 【43】 

2017 年 1-3 月 【91】 【6】 【6】 

注：投资收益率 ＝ 税前利润 / 平均投资额。 

 

 

11、 在下列每一期间邻二氯苯产品与活动经营有关的现金净流量数据 

                                                                   单位：元 

期间 公司现金流入量 公司现金流出量 公司现金净流量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86】 【85】 【88】 

2016 年 【77】 【78】 【72】 

2016 年 1-3 月 【23】 【21】 【30】 

2017 年 1-3 月 【27】 【27】 【25】 

 

                                                                   单位：元 

期间 
邻二氯苯产品分摊的现金

流入量 

邻二氯苯产品分摊的 

现金流出量 

邻二氯苯产品分

摊的现金净流量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71】 【71】 【73】 

2016 年 【59】 【67】 【36】 

2016 年 1-3 月 【10】 【9】 【13】 

2017 年 1-3 月 【17】 【21】 【5】 

注：现金流量净额＝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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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下列每一期间与邻二氯苯产品生产运营有关的工资和就业情况 

单位：元；人；元/人 

期间 工资总额 就业人数 人均工资 

2014 年 【100】 【100】 【100】 

2015 年 【121】 【105】 【116】 

2016 年 【149】 【112】 【133】 

2016 年 1-3 月 【33】 【107】 【31】 

2017 年 1-3 月 【37】 【119】 【31】 

注：人均工资 = 工资总额 / 就业人数。 





 

本附件提供了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企业标准，内容涉及申请人同类

产品的相关技术指标等商业秘密，其披露将对申请人产生严重不利影

响，且此类信息无法摘要，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