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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原审案件的基本情况 
 

1、提出申请 
 
2006 年 3 月 3 日，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

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进行反倾销调查。 
 
2、立案调查 

 
2006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进行反

倾销调查，并确定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

查期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3、初步裁定 
 
2006 年 10 月 16 日，商务部发布初步裁定公告，初步裁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

纸存在倾销，中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06 年 10 月 20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采用现金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4、最终裁定 
 
2007 年 4 月 17 日，商务部发布最终裁定公告（第 30 号公告），最终裁定原产于日本的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存在倾销，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07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二、 反倾销行政复议的基本情况 

 
1、行政复议的申请和受理 

 
2007 年 6 月 11 日，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NKK 公司）向商务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对最终裁定中涉及的其他国家（地区）进口产品的审查、进口价格审查、损害认定、因果关

系认定、同类产品认定、倾销幅度的计算及裁决说明等问题提出异议，并请求撤销《关于原

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决》（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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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依法受理申请。 
 

2、行政复议决定 
 
2007 年 8 月 3 日，商务部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商法函[2007]42 号），认为终裁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本案的终裁决定。 
 

3、行政诉讼和行政最终裁决 
 
就上述行政复议决定，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NKK 公司）未向相关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也未向国务院申请行政最终裁决。 
 
除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NKK 公司）之外，没有其他利害关系方就本案反倾销措施

提起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三、 第一次期终复审案件的基本情况 
 
1、提出申请 

 
2012 年 2 月 10 日，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

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请求商务部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

解电容器纸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2、立案调查 
 
2012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

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确定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3、复审裁定 

 
2013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 19 号公告，裁定如果终止原反倾销措施，原产于

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有可能继续发生，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再度发生，决定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起按照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

公布的征税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实施

期限 5 年。 
 

四、 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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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目前我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

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率如下： 
 

1、产品范围 
 

产品名称：电解电容器纸（未经浸渍或涂布电解质），也称电解电容器原纸 

 

英文名称：Paper for Electrolytic Capacitor 

 

具体描述：电解电容器纸是每平方米重量在 150 克及以下的一种特种纸，一般用于电解

电容器中吸附电解液的基础材料，并与电解液一起构成电解电容器的阴极。   

 
2、反倾销税税率 

 
（1）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NIPPON KODOSHI CORPORATION） 22% 
 
（2）大福制纸株式会社（Daifuku Seishi Co.,Ltd.）  15% 
 
（3）其他日本公司     40.83% 

 
五、 反倾销措施到期公告 

 
2017 年 9 月 7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 2018 年上半年部分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即将到期的

公告》（第 49 号公告）。根据该公告的相关规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适用的反

倾销措施将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到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

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在措施到期日 60 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商务部提出期终复审申请。 
 

六、 本次期终复审申请的理由和请求 
 
鉴于本申请书中所述原因和理由，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行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

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同时，

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利益。 
 
因此，为维护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

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申请人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

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

日本并向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按照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所

确定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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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申请书正文 
 
一、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情况及信息 
 
（一）申请人和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1、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1.1原审案件的申请人 

 
原审反倾销案件的申请人为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本次复审案件的申请人 
 

本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件的申请人仍为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请人”或“凯恩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1008 号 
邮政编码：  323300 
法定代表人：杜简丞 
案件联系人：傅伟林 
联系电话：  0578-8123563 

 
（参见“附件一：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2、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 
 

为申请题述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之目的，申请人授权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作为其

全权代理人，代理题述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的申请及调查工作，具体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

（请参见“附件一：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根据申请人的委托，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郭东平律师、贺京华律师和蓝雄律

师共同处理申请人所委托的与本案有关的全部事宜。（请参见“附件二：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

业证明”）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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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郭东平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310402136 
贺京华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199510115344 
蓝  雄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310817778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 号，北广大厦 1205 室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82230591/2/3/4 
传    真：010-82230598 
电子邮箱：gdp@bohenglaw.com 
网    址：www.bohenglaw.com 

 
3、国内其他已知的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除了本次期终复审申请人之外，目前国内其他电解电容器纸生产企业包括： 
 

（1）公司名称： 山东鲁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鲁南”） 
公司地址： 郯城县人民路 313 号 
邮政编码： 276100 
联系电话： 0539-6130863 

 
（2）公司名称： 浙江创元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创元”） 

公司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古市镇万寿北路 201 号内 
邮政编码： 323406 
联系电话： 0578-8802109 

 
（3）公司名称： 浙江莱勒克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莱勒克”） 

公司地址： 衢州市衢江区春苑中路 16 号 
邮政编码： 324022 
联系电话： 3377118 

 
（4）公司名称：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鹤股份”） 

公司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通江路 81 号 
邮政编码： 324022 
联系电话： 0570-293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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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提出之日前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申请人同类产品产量 【100】 【109】 【103】 【101】 【122】 

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 12,500 13,500 12,600 12,800 14,800 

申请人产量占国内总产量比例 【50%—90%】 

注：（1）申请人同类产品产量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2）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数据参见“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产量和申请人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数据，涉

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

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同类产品产量数据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

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计算。有关申请人产量占国内总产量比

例数据，申请人以数值区间的形式提供非保密概要。】 

 

根据上述数据统计，2013 年至 2017 年，申请人电解电容器纸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

的比例均超过 50%，符合我国《反倾销条例》有关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规定。 
 
（二）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介绍 

 
电解电容器纸简称电解纸，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种纸，一般用于铝电解电容器中吸

附电解液的基础材料，并与电解液一起构成铝电解电容器的阴极，同时起到隔离两极箔的作

用，也被称为隔离纸。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三大主材之一，电解电容器纸的发展与电容器行

业密切相关。 
 
当今全球，电容器是使用最广、用量最大且不可取代的电子元件，主要包括电解电容器、

陶瓷电容器、有机薄膜电容器三大类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是电解电容器的其中一个品种，

其产量约占所有电容器产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电解电容器在通信电子、汽车工业、家用电器、

工业自动化、军事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因此只要使用了电子设备的地方，基本上

都离不开电解电容器，而电解电容器纸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基础原材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电解电容器纸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技术门槛高，生产工艺需要特殊的生产设备和工艺

技术，除造纸技术外，还涉及电气、基础化学、高分子材料化学、纯水制备等技术，以满足

产品苛刻的物理要求、极高的化学纯度和优良的电气性能。此外，电解电容器纸品种繁多，

用途各异，不同类型的电解电容器往往要求不同品种的电解电容器纸配套，因此电解电容器

纸具有广泛的系列，每个系列又有许多品种，不同品种的产品对原材料和制造工艺的要求都

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该产品研发的难度。目前，全球能够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的

国家主要是中国、日本、德国和美国，其中只有日本的 NKK 公司和中国的凯恩公司（即本案

申请人）能够系列化生产中高压、低压各规格产品。其他公司，如国内的山东鲁南、浙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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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浙江莱勒克、仙鹤股份公司以及美国和德国公司，只能生产系列化产品中的个别规格，

且产量相对较小。 
 
我国电解电容器纸的发展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1970 年，随着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四

机部配套的各种电容器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71 年，浙江省轻工业局要求遂昌造纸厂

研制和生产电容器纸，样品经北京跃进造纸实验厂（轻工部造纸所）和东风纸厂测定各项指

标均符合标准。经过努力，遂昌造纸厂研制开发了一系列电解电容器纸，并多次获奖，成为

国内电解电容器纸的研制和生产基地。 
 
进入 90 年代后，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电子工业时代导致全

球产业进一步分工，中国逐渐成为电子元件产业制造基地。电解电容器行业的飞速发展以及

产品应用领域的迅速拓宽直接拉动了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增长。2000 年，国家科技部等部委

更是下发《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将电解电容器纸列为高新技术产品。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遂昌造纸厂进行体制改革，逐步演变成现在的凯恩公司，被评为国

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浙江凯恩自 2002 年起投资大量资金新建了多条不

同类型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线，并配备自动控制系统。同时，公司先后研制开发了覆盖目前

所有品种的低、中、高压电解电容器纸，其中绝大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多项产品获国

家级新产品证书以及国家、省部级多项科技奖励，产品质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产业技术发展的良好情况，还是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内电解电

容器纸产业都应当持续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日益壮大的国内产业对日本电解电容器

纸的生产商造成了威胁。后者为打压和遏制中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 2003 年

至 2005 年期间对中国大量低价倾销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2006 年 3 月 3 日，凯恩公司作为申请人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向商

务部提起申请，请求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进行反倾销调查。2006 年 4 月 18 日，

商务部立案调查，并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作出最终裁定，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

器纸征收相应的反倾销税，实施期间为 5 年。 
 
2012 年 2 月 10 日，凯恩公司作为申请人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

措施期终复审申请。2012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立案调查，并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作出裁定，

决定继续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反倾销措施有效遏制了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行为，国内

产业抓住机遇并获得了恢复发展。国内电解电容器纸的总产量由 2007 的 5000 吨增至 2013 年

的 1.25 万吨，2017 年进一步增至 1.48 万吨。同期，国内需求量也稳定增长，由 2007 年的 8200
吨增至 2013 年的 1.49 万吨，2017 年进一步增至 1.78 万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发展壮

大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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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受到反倾销措施的有效制约，进口数

量一度由 2013 年的 1716 吨下降至 2016 年的 1409 吨，但 2017 年在反倾销措施即将到期之际

大幅反弹至 1817 吨，所占中国总进口数量的比例则由 2013 年的 56.58%下降至 2017 年的

48.93%，下降了 7.66 个百分点，所占中国市场份额则由 2013 年的 11.52%下降至 2017 年的

10.21%，下降了 1.31 个百分点。同期，进口价格有所波动，总体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由

2013 年的 10720 美元/吨降至 2015 年 9004 美元/吨然后反弹至 2017 年的 10893 美元/吨，2017
年比 2013 年小幅上涨 1.62%。 

 
上述期间，以凯恩公司为代表的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同类产品的产能、产

量、内销数量、内销收入、市场份额、就业人数、平均就业工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总

体呈增长或上升趋势。但是，整个国内产业仍然较为脆弱，经营状况并不稳定，抗风险能力

相对较弱，容易受到日本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证据表明，日本是全球主要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但是其市场严重供过于求，日本厂

商拥有巨大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在全球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情况下，

需求最大且仍在稳定增长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厂商无疑极具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为了消化其大量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日本厂商势必会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全球领导者优

势等，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对中国市场的倾销有可能会继续或再度发生。 
 
届时，国内产业将不足以抵挡日本进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由于被迫降价竞争，进

而会降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利润，导致无法实现应有的利润空间和规模效益。而且，由于

整体竞争能力不高，国内生产企业极有可能会被迫减产，同类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将会严重

下滑，并影响到市场供应。届时，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将会再度恶化，巨额投资将无法得到

有效回收，甚至付诸东流。 
 

基于上述情况以及申请书下文所述的其他相关理由，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

容器纸对国内产业造成的的损害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因此，为维护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请

求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向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日本并向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按照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所确定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

期限为 5 年。 
 

（三）已知的申请调查产品的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情况 
 
申请人在合理可获得的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提供如下已知的申请调查产品的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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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和进口商名单： 
 

1、生产商 
 

（1）公司名称：NIPPON KODOSHI CORPORATION 
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简称“NKK 公司”） 

公司地址：高知県吾川郡春野町弘岡上 648 番地   
邮政编码：781 - 0395 
联系电话：0081 – 88 – 894 - 2321 
传    真：0081 – 88 – 894 – 5401 
网    址：http://www.kodoshi.co.jp 

 
（2）公司名称：Daifuku Seishi Co.,Ltd. 

大福制纸株式会社（简称“大福公司”） 
公司地址：岐阜県美濃市前野 422 番地 
联系电话：0081 – 575 – 33 - 2131 
传    真：0081 – 575 – 33 - 2135 
网    址：http://www.daifukuseishi.co.jp  

 
2、出口商 

 
根据申请人的了解，上述主要生产商本身从事出口业务，即亦为出口商。 
 

3、进口商    
 
国内进口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企业： 

 
（1） 公司名称：南通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通市平潮镇通扬南路 79 号 
联系电话：0513-86726014 

 
（2） 公司名称：深圳江浩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公明镇第六工业区六栋 
联系电话：0755-27156811 

 
（3） 公司名称：立隆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东惠州市惠东县白花镇太阳城工业区 
联系电话：0752-876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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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名称：东莞冠坤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东莞市清溪镇大利村银河工业区 
联系电话：0769-87318000 

 
（5） 公司名称：东莞辉城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东莞市望牛墩镇赤滘工业区 
联系电话：0769-88850218 

 
（6） 公司名称：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第二工业区 
联系电话：0769-85315188 

 
（7） 公司名称：丰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塘尾村塘尾工业区 
联系电话：0755-27177888 

 
（8） 公司名称：广州金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704 号整栋 
联系电话：13501517356 

 
（9） 公司名称：贵弥功（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5A-1 号地块 
联系电话：0510-85342112 

 
（10）公司名称：立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山北路 1220 号 
联系电话：0512-63457588 

 
（11）公司名称：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79 号 
联系电话：0513-86726073 

 
（12）公司名称：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79 号 
联系电话：0513-86726073 

  
（13）公司名称：南通开发区太阳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692 号 
联系电话：0513-8598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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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司名称：尼吉康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1-B 地块 
联系电话：0510-85218222 

 
（15）公司名称：青岛三莹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青岛平度市外向型工业加工区 
联系电话：0532-58657126 

 
（16）公司名称：厦门 EPCOS 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同集南路 413-419 号信达工业园 
联系电话：0592-3602721 

 
（17）公司名称：上海浦籁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553 号 1 号楼 208 室 
联系电话：021-65473192 

 
（18）公司名称：苏州台容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联系电话：0512-66365067 

 
（19）公司名称： 天津三和电机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世纪大道 12 号 
联系电话： 022-23883333 

 
二、申请调查产品、国内同类产品的完整说明及二者的比较 
 
（一）申请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和申请人申请的调查范围 
 

此次申请调查产品的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具体描述与原审反倾销案件和

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件的被调查产品相同，具体如下： 
 
中文名称：电解电容器纸，或称电解电容器原纸 
 
英文名称：Paper for Electrolytic Capacitor 

         
具体描述：电解电容器纸又称电解纸，是每平方米重量在 150 克及以下的一种特种纸，

一般用于电解电容器中吸附电解液的基础材料，并与电解液一起构成电解电容器的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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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电解电容器纸一般用于电解电容器中，用作电解液的吸附载体，并与电解液

一起构成电解电容器的阴极，同时起到隔离两极箔的作用。电解电容器则广泛用在通讯电子、

汽车电子、家用电器、工业领域、军事及航空航天等电子设备领域。 
 
申请调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则号：48059110。 
 
进口关税税率：2013 年以来适用 7.5%的最惠国税率。 
 
增值税税率：17%。 
 
（“附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13 年－2017 年版”） 
 
监管条件：根据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我国目前对原产于

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 15% 至 40.83%不等的反倾销税，实施期限至 2018 年 4 月 17
日。 

 
（二）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比较 

 
根据原审反倾销案件的最终裁定，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与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

物理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评价及销售区域等方面基本

相同，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与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属于同类产

品。 
 
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以申请人为代表的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与原产于

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申请人认为，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

与此次申请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的相同性

或相似性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 
 
1、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理化特性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的理化特性基本相同，均具有特殊的物理

性能、极高的化学纯度以及优良的电气性能，主要技术指标要求不存在实质性区别。 
 

2、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外观及包装方式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的外观基本相同：为卷筒纸，纸的厚度、

紧度和纤维组织均匀，纸面平整。包装方式通常均为：卷筒用防潮纸防护，套上塑料袋封紧，

装入瓦楞纸箱，然后用编织带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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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下游用途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在用途上基本相同，主要用于电解电容器

的生产。电解电容器则广泛用在通讯电子、汽车电子、家用电器、工业领域、军事及航空航

天等电子设备领域。 
 

4、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原材料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基本相同，主要为木浆、

马尼拉麻浆、高纯绝缘木浆以及其他特种纤维等，国内产业部分采用剑麻浆。 
 
5、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生产工艺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的生产技术与装置设备水平基本相当，均

配备自动控制系统，生产工艺原理也基本相同。具体工艺流程简易图为： 
 

 
 
 
工艺过程的具体描述如下： 
 
（1）选料：即对原材料进行挑选，将一些杂质清除； 
 
（2）洗涤：利用各种设备将纸浆清洗干净； 
 
（3）精制与纯化：利用化学物理方法将纸浆中对电解电容器纸有害物质清除，并使各种

化学纯度达到标准要求； 
 
（4）打浆：按不同产品的要求将纸浆纤维进行适当的切断和分丝，以利于抄造及成品物

理指标的实现； 
 
（5）抄纸：绝大多数电解电容器纸都是用湿法来造纸的，即先将成浆（即打好的纸浆）

按规定的要求加入大量的水，形成均匀的悬浮液，经过流浆箱的均匀分布，将悬浮液中的纸

浆均匀沉积于成型网上，经过脱水，形成湿液纸，再经压榨、烘干后卷成纸卷； 
 
（6）分切包装：将纸卷按规定的规格分切并包装，形成产品。 

 
6、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销售渠道、销售地域和客户群体的相同或相似性 
 

选料 洗涤 
精制 
与 
纯化 

打浆 抄纸 
分切 
与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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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的了解，申请调查产品以代理为主、部分通过直销的方式在中国市场进行销

售，国内产业则以直销为主、部分通过代理方式进行销售。两者客户群体完全相同，主要为

电解电容器生产厂家，而且有不少下游用户，尤其是较大的生产厂家，比如【文字保密信息】

等，既购买或者使用申请调查产品，也购买或者使用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另

外，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的市场销售区域也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

华东和华南地区，比如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地。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下游用户的相关信息，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

其披露一方面将会对申请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损害这些下游用户的利益，

故申请保密不予列出。】 

 
7、 结论 

 
综上分析，国内产业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和申请调查产品在理化特性、外观、包装、生

产工艺、原材料、下游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市场区域和客户群体等方面上不存在实质性的

区别，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可以相互替代。因此，二者属于同类产品。 
 

三、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基本情况 
 
（一）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情况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2003 年至 2005 年），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

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调查期内 2003 年从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

的数量为 1110.27 吨，2004 年为 1273.31 吨，比 2003 年增长 14.69%；2005 年的进口数量持续

快速增长，达到 1633.33 吨，比 2004 年增长 28.27%。 
 
此外，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从日本进口的电解电容器纸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 2004 年和

2005 年与上一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3.34 个百分点和上升了 1.69 个百分点，调查期内来自日本的

被调查进口产品占中国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均在 20%以上。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呈先升后降趋势，进口

加权平均价格 2003 年为 5656.78 美元/吨；2004 年为 6570.97 美元/吨，比 2003 年增长 16.16%；

2005 年为 6212.21 美元/吨，比 2004 年下降 5.46%。 
 

（二）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情况 
 
根据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复审调查期间（2007 年至 2011 年），日本电解电

容器纸对中国出口数量分别为 2,452.85 吨、2,240.97 吨、1,640.08 吨、2,375.26 吨、1,983.70
吨，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了 8.64%，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了 26.81%，2010 年有较大幅度

反弹,比 2009 年上升了 44.83%,2011 年比 2010 年下降了 16.48%。与 2007 年相比，2011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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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数量下降 19.13%。 
 
复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29.77%、25.93%、16.87%、

16.67%和 13.43%。2008 年比 2007 年减少了 3.84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减少了 9.06 个

百分点，2010 年比 2009 年减少了 0.20 个百分点,2011 年比 2010 年减少了 3.24 个百分点。 
 
复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呈上升趋势。2007 年至 2011 年，原产于日本的被调查

产品进口完关税后人民币价格分别为 60985.40 元/吨、64153.53 元/吨、79870.43 元/吨、85722.64
元/吨和 87963.63 元/吨。 
 
（三）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情况 
 
1、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进口金额和进口价格情况 
 

2013 年至 2017 年申请调查产品进口统计表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  间 国别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进口价格 数量占比 

2013 年 
中国总进口 3,032 28,340,486 9,346 100.00% 

日本 1,716 18,393,194 10,720 56.58% 

2014 年 
中国总进口 3,123 28,565,322 9,146 100.00% 

日本 1,735 17,199,086 9,912 55.56% 

2015 年 
中国总进口 2,759 24,068,955 8,725 100.00% 

日本 1,627 14,650,415 9,004 58.98% 

2016 年 
中国总进口 2,684 25,436,714 9,478 100.00% 

日本 1,409 15,819,003 11,228 52.50% 

2017 年 
中国总进口 3,714 34,343,669 9,248 100.00% 

日本 1,817 19,792,420 10,893 48.93%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2、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2.1 申请调查产品绝对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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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至 2017 年申请调查产品进口量统计表  
单位：吨 

国别 
期间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日本 
进口数量 1,716 1,735 1,627 1,409 1,817 

变化幅度 - 1.13% -6.23% -13.40% 28.96%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有所波动，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

2013 年至 2017 年，进口数量分别为 1716 吨、1735 吨、1627 吨、1409 吨和 1817 吨，2014
年比 2013 年增长 1.13%，2015 年比 2014 年下降 6.23%，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13.40%，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28.96%，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增长 5.89%。 

 
同期，日本进口产品所占中国电解电容器纸总进口量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分别为 56.58%、55.56%、58.98%、52.50%和 48.93%。2014 年比 2013 年下降 1.02 个

百分点，2015 年比 2014 年增长 3.42 个百分点，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6.48 个百分点，2017
年比 2016 年下降 3.57 个百分点，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下降 7.66 个百分点。 

 
2.2 申请调查产品相对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2.2.1 国内同类产品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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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同类产品需求量的变化情况 
单位：吨 

期间 国内总需求量 需求量变化幅度 

2013 年 14,900  

2014 年 15,900 6.71% 

2015 年 14,600 -8.18% 

2016 年 14,800 1.37% 

2017 年 17,800 20.27%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作为电解电容器的关键主材，电解电容器纸的发展与电容器行业密切相关。当今全球，

电容器乃是使用最广、用量最大且不可取代的电子元件，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子、汽车工业、

家用电器、工业自动化、军事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电容器行业的蓬勃发展为电解电容器纸提

供了市场温床。加之全球产业分工，中国逐渐成为电子元件产业制造基地，也为国内电解电

容器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的需求量分别为 1.49 万吨、1.59 万吨、1.46 万吨、1.48 万吨和 1.78 万吨，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大幅增长 19.46%。 

 
2.2.2 申请调查产品的相对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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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的变化情况 
单位：吨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1,716 1,735 1,627 1,409 1,817 

中国总需求量 14,900 15,900 14,600 14,800 17,800 

申请调查产品所占市场份额 11.52% 10.91% 11.14% 9.52% 10.21% 

增减百分点 - 
下降 0.60

个百分点 

增长0.23个

百分点 

下降 1.62

个百分点 

增长 0.69 

个百分点 

注：申请调查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 中国总需求量。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申请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分别为 11.52%、10.91%、11.14%、9.52%和 10.21%。

2014 年比 2013 年下降 0.60 个百分点，2015 年比 2014 年增长 0.23 个百分点，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1.62 个百分点，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0.69 个百分点，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下降 1.31
个百分点。 

 
3、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的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吨 

国别 
  期间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日本 
进口价格 10,720 9,912 9,004 11,228 10,893 

变化幅度  -7.54% -9.16% 24.69%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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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2）进口价格=进口金额/进口数量。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有所波动，总体呈先降后升的变化

趋势。2013 年至 2017 年，进口价格分别为 10,720 美元/吨、9,912 美元/吨、9,004 美元/吨、11,228
美元/吨和 10,893 美元/吨。2014 年比 2013 年下降 7.54%，2015 年比 2014 年下降 9.16%，2016
年比 2015 年增长 24.69%，2017 年比 2016 年下降 2.98%，2017 年比 2013 年小幅上涨 1.62%。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情况 

 
1、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对其被征收反倾销税基本没有异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49 条规定，反倾销税生效后，商务部可以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也可以在经过一段合理时间，应利害关系方的

请求并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

审。 
 
同时，原审最终裁定也规定，在征收反倾销税期间，有关利害关系方可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向商务部书面申请期中复审。  
 
另外，《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第三条规定，本规则适用于在反倾销措施有

效期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变化了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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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的复审。 
 
事实上，自 2007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实施反倾销措施后，

除 NKK 公司提过行政复议后，没有任何一家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商或出口商提起过任何关

于倾销及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申请。而且，即使 NKK 公司提过行政复议，在商务部决定维持

终裁决定后，NKK 公司也没有提出任何期中复审申请，说明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商或出口

商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并无异议。 
 

2、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商务部 2013 年 4 月 18 日发布的期终复审裁定，在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原产于日本

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仍然存在倾销。 
 

3、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存在倾销 
 

根据申请人目前掌握的初步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电

解电容器纸继续存在倾销行为。以下，申请人以 2017 年全年为申请的倾销调查期间，根据目

前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初步估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的倾销幅度。 
 

3.1 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1）申请人无法详细了解到原产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在 2017 年对中国出口的具体交

易价格，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在税则号 48059110 项下统计的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

出口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计算申请调查产品出口价格的基础。 
 
（2）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日本是电解电容器纸的主要消费国之一，电解电容器纸在

日本市场上具有一定的销售规模，其国内销售价格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商业秘

密的原因，申请人暂无法了解到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实际交易价格，亦无

法掌握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对其他第三国的出口价格。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

的规定：“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

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

国（地区）的可比价格或者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

正常价值”，因此申请人暂以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方式结构其正常价值。 
 
（3）基于上述调整前的出口价格以及结构的正常价值，申请人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在同

一贸易环节的水平上进行比较，进而估算原产于日本并向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幅

度。 
 
（4）申请人根据进一步的资料和信息收集，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以及倾销幅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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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进一步变动和主张的权利。 
 

3.2 日本申请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 
 

（1）调整前的出口价格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2017 年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平均出口价格 

日 本 1,817 19,792,420 10,893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2）价格调整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售条

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A、进口关税、增值税、进口商利润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出口价格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数量和金额计算所得，

是加权平均 CIF 价格，并不包括进口关税、增值税等，此项调整不应适用。 
 
B、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出口价格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数量和金额计算所得，

是加权平均 CIF 出口价格，为了和正常价值在出厂价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应该在上述价格的

基础上扣除日本从出厂到中国的各种环节费用，包括国际运费、国际保险费、港口杂费、国

内或地区内运费、国内保费、包装费、折扣、佣金、信用成本、仓储、商检费和其它费用等

等。总体而言，上述环节费用大致可以分为境外环节费用和境内环节费用。 
 
关于境外环节费用，根据申请人的了解，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出口到中国采用 20 尺集装箱

海运方式进行运输，参照申请人同类产品的装箱单数据，每柜大约可以装载 6.717 吨电解电容

器纸（具体参见“附件六：申请人同类产品装箱单”）。目前，申请人暂无法获得申请调查产品

从日本到中国的实际海运费和保险费。为了对海运费和保险费进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初步获

得的中国到日本的海运费价格和保险费率作为基础对出口价格进行调整。根据申请人获得的初步

证据，20 尺柜集装箱的海运费为 190 美元，按每柜平均装载 6.717 吨电解电容器纸计算，平均单

价为 28.29 美元/吨，保险费率为 0.25%。根据国际惯例，保险费是根据货物 CIF 价值的 110%进

行计算，所以保险费等于 CIF×110%×0.25%。关于其他费用，根据稳健原则，暂不予以扣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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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七：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关于境内环节费用，申请人暂无法获得申请调查产品在日本实际发生的境内环节费用。

为了对境内环节费用进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从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了解到

的日本出口贸易境内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用、装卸费、内陆运输费等）作为基

础对出口价格进行调整。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报告（附件八），日本出口贸易 20 尺柜集装箱

的境内环节费用合计 618 美元，按每柜平均装载 6.717 吨电解电容器纸计算，每吨电解电容器

纸的境内环节费用约为 92.01 美元。 
 
由此，本项调整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出口价格调整 

日本 10,893 - 28.29 – 10,893* 0.25% * 110% - 92.01 

 
C、销售数量和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在其本土市场上的销售数量与其向中国出口

的数量均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而且产品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应考虑。   
 

（3）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经过上述调整，日本申请调查产品调整后的出口价格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日  本 10,743 

 
3.3 日本申请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3.3.1 结构正常价值   
 

由于商业秘密的原因，申请人无法获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实际交易

价格，亦无法掌握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对其他第三国的出口价格。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暂以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方式结构其正常价值。 

 

（1）生产成本 
 

由于商业秘密的原因，申请人无法获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实际生产成本数据。考虑到

纸浆（包括木浆、马尼拉麻浆、剑麻、草浆或其他特种纤维浆等）是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的最

主要原材料，申请人暂以原料浆耗用系数及占成本比重为基础来估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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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根据申请人掌握的初步证据（附件三），通常情况下，生产 1 吨的电解电容器纸大约

需要耗用 1.15-1.25 吨（平均耗用 1.2 吨）的原料浆，占生产成本的比重约为 50%。 
 
目前，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主要是中高端产品，其原料浆包括马尼拉麻浆等。

不同规格的电解电容器纸对原料浆的需求存在差异，并且原料浆配比也取决于企业自身要求，

因此在无法获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实际生产状况的情况下，申请人暂以初步所能获得的马尼

拉麻浆价格来计算生产成本。 
 
根据申请人掌握的情况，日本马尼拉麻浆大部分从菲律宾进口，因为菲律宾是全球少数

能够生产马尼拉麻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马尼拉麻生产国和出口国。马尼拉麻浆在日

本海关的进口税则号归在 470692000 项下，该税则号项下日本从菲律宾进口马尼拉麻浆的相

关信息如下： 
 

2017 年 

1-11 月 

日本从菲律

宾进口数量 

（吨） 

日本从菲律

宾进口金额 

（千日元） 

平均进口价格 

（日元/吨） 

美元兑日元

汇率 

平均进口价格 

（美元/吨） 

马尼拉麻浆 2,501 1,489,188 595,437 111.94 5,319 

注：（1）日本进口数据来源于日本海关，具体请参见“附件九：日本海关马尼拉麻浆进口数据统计”； 

（2）汇率情况请参见“附件十：汇率说明”； 

（3）截止申请书提交之日，申请人暂无法获得 2017 年全年的进口数据，只能获得 2017 年 1-11 月

的进口数据。鉴于 2017 年 1-11 月的进口价格基本上可以反映全年的价格变化情况，因此申

请人暂以 1-11 月的平均进口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调整的基础。 

 
在上述马尼拉麻浆进口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人推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生产成本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马尼拉麻浆 

进口价格 

单位耗用 

（吨/吨） 
占生产成本比重 

电解电容器纸 

单位成本 

电解电容器纸 5,319 1.20 50% 12,766 

注：总生产成本 = 马尼拉麻浆进口价格 * 单位耗用 / 占生产成本比重。 

 

（2）费用和利润 
 

目前，申请人暂没有合理渠道获得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的合理费用和利润。但是，通

过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申请人获得了日本 NKK 公司 2017 年 1-9 月期间公司毛利润率

为 23.25%（请参见“附件十一：日本 NKK 公司财务报表”）。鉴于日本 NKK 公司是一家以电

解电容器纸为主营业务的生产企业，整个公司的毛利润率水平可以合理反映其电解电容器纸

的毛利润率水平，因此申请人暂以日本 NKK 公司 2017 年 1-9 月整个公司的毛利润率作为日

本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在 2017 年的毛利润率。考虑到毛利润已经包含了费用和净利润，因此申

请人以毛利润率为基础进而结构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正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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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价格 

 
基于以上生产成本、费用及利润，申请人结构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正常价值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生产成本 毛利润率 结构价格 

电解电容器纸 12,766 23.25% 16,634 

注：结构价格＝生产成本/（1－毛利润率）。 

 

3.3.2 价格调整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售条

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A、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调整 
 
为了计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和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由于申请人估算的电解电容器纸结构正常价值已是出厂价水平。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

调整，包括境内运费、境内保费、包装费、折扣、佣金、信用成本、仓储和其它费用等的调

整或者扣减不应考虑。 
 

B、税收的调整 
 
由于申请人估算的电解电容器纸结构正常价值不含增值税，此项调整不应考虑。 
 

C、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在日本市场上的销售数量以及向中国出口销

售的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而且在物化特性等方面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应考虑。 
 

3.3.3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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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 16,634 

 

 

3.4 估算的倾销幅度 
单位：美元/吨 

2017 年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 

出口价格（CIF） 10,893 

出口价格（调整后） 10,743 

正常价值（调整后） 16,634 

倾销绝对额* 5,891 

倾销幅度** 54.08% 

注：（1）倾销绝对额* = 正常价值（调整后）－出口价格（调整后）； 

   （2）倾销幅度** = 倾销绝对额 / 出口价格（CIF）。 

 

（二）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1、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出口仍存在倾销，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其倾销

行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甚至更加严重 
 

根据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

纸在原审案件调查期间和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均存在倾销。 
 

如上文所述，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自 2007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

容器纸实施反倾销措施后，仅 NKK 公司提出过行政复议，此后包括 NKK 公司在内的所有日

本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商或出口商均未提起过任何关于倾销及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申请，说明

日本的出口商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并无异议。 
 
而且，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申请调查产品仍存在明显的倾销行

为。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估算，2017 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幅度达到 54.08%。  
 
上述情况表明：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约束的情况下，日本出口商对中国出口电解电容器纸

仍然继续进行倾销。可以预见，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出口商对中国的倾销行为有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甚至更加严重。 
 

2、中国市场对日本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有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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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电解电容器纸产能严重过剩 
 

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产需状况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产  能 35,100 36,100 37,100 37,100 37,100 

需求量 23,300 24,500 23,050 23,300 26,900 

过剩产能 11,800 11,600 14,050 13,800 10,200 

过剩产能占比 34% 32% 38% 37% 27% 

注：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产能和需求量数据来源于“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量总体稳定增长，由 2013 年的 2.33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2.69 万吨。但是，相比需求量，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产能严重过剩，2013
年至 2017 年的过剩产能分别为 1.18 万吨、1.16 万吨、1.41 万吨、1.38 万吨和 1.02 万吨，过

剩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平均比例在 34%左右，处于极高水平。 
 

2.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纸消费市场，对日本电解电容器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消费市场情况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全球需求量 23,300 24,500 23,050 23,300 26,900 

其中：中国需求量 14,900 15,900 14,600 14,800 17,800 

中国占比 64% 65% 63% 64% 66% 

日本需求量 5,000 5,000 5,000 5,000 5,400 

日本占比 21% 20% 22% 21% 20% 

中日两国合计占比 85% 85% 85% 85% 86% 

注：电解电容器纸需求量数据来源于“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和日本是全球电解电容器纸最主要的两大消费市场，中国第一，日本第二，两国消

费量合计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例在 85%左右。其他消费市场相对分散，根据申请人的了解，

包括欧盟、美国、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地区），合计占 15%左右。 
 
在全球消费市场上，中国市场的表现无疑是最突出的。在全球产业分工、电容器产业逐

步转移到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电解电容器的需求量由 2013 年的 1.49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1.78 万吨。而且，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平均高达 65%左右。无论是绝对需求量，还是所

占全球市场份额，均遥遥领先于其他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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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电容器行业仍在全面加速向中国大陆市场转移的趋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及

香港地区有关电容器厂商的新增产能几乎全部设在中国大陆，将带来电容器用量的增加，并

进一步拉动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量增长。在全球需求量 2017 年比 2013 年增加的 3600 吨中，

中国市场就贡献了 80%。 
 
因此，在全球电解电容器纸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之下，相比其他消费市场，需求最大且

仍在稳定增长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电解电容器厂商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下文所述，在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日本厂商要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中

国市场是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不容放弃的重要市场，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市场容量相对有限

的情况下，日本厂商有且只能向中国市场扩大出口。 
 

2.3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始终觊觎中国市场，其很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如下文相关部分所述，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极高，中国则被视为重要的海外目标市场。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即使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制约，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也始终觊

觎中国市场。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进口数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平

均比例仍保持在 55%左右的较高水平，尤其是 2017 年（继续实施期间的最后一年），日本进

口数量比 2016 年大幅增长了 28.96%。也就是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始终不愿意放弃中

国市场，并仍然通过倾销价格来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 
 
因此，结合原审案件以及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件日本对中国出口存在大量倾销

的历史、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日本厂商试图通过加工贸易规避反倾销措施以

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进口数量占中国总进口

量的平均仍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最后一年进口数量大幅反弹等相关事实表明，中国市场将继续

成为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低价倾销以便转移其过剩产能的必争之地。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

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发生，甚至更加严重。 
 

3、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生产、消费以及出口等情况表明，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其对中国的

倾销行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3.1 日本具有强大电解电容器纸生产能力，并且存在大量的闲置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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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生产变化情况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产  能 15,100 15,100 15,100 15,100 15,100 

产  量 9,400 9,400 9,500 9,600 10,000 

开工率 62% 62% 63% 64% 66% 

闲置产能 5,700 5,700 5,600 5,500 5,100 

闲置产能占 

总产能的比例 
38% 38% 37% 36% 34%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2）开工率=产量/产能；  

      （3）闲置产能=产能-产量。 

 
日本是全球两大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之一。2013 年至 2017 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每

年维持在 1.51 万吨，2017 年占全球总产能的比例为 41%。但是，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开工率

处于较低水平，仅有 62%-66%左右。也就是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有 34%-38%的闲置产能未

得到利用，实际闲置产能在 5100-5700 吨。因此，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随时可以释放巨大

的闲置产能来扩大生产，增加产量。 
 
3.2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出口能力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出口能力情况表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产  能 15,100 15,100 15,100 15,100 15,100 

需求量 5,000 5,000 5,000 5,000 5,400 

须依赖出口的产能 10,100 10,100 10,100 10,100 9,700 

须依赖出口的产能 

占总产能的比例 
67% 67% 67% 67% 64% 

注：（1）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产能和需求量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2）须依赖出口的产能 = 产能 - 需求量。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市场需求基本处于饱和状态，2013 年至 2017 年的需求量维持在

5000-5400 吨左右。与巨大的产能相比，本土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具有非常大的须依赖出口的

产能。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2013 年至 2017 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须依赖出口的平均产能在 1
万吨左右，占日本总产能的平均比重高达 66%左右。实际上，全球产能严重过剩，也主要是

日本产能严重过剩造成的，2017 年全球过剩产能 1.02 万吨，日本产能过剩就高达 9700 吨，

占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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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全球及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严重过剩，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纸消

费市场并且需求量仍在稳定增长的背景之下，中国市场无疑是日本厂商不容放弃的重要市场。

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巨大的过剩产能将得到充分释放，其对中国出口电解电容器纸的

能力将大大增强，对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很可能更为严重。 
 

3.3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对外出口情况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产  量 9,400 9,400 9,500 9,600 10,000 

需求量 5,000 5,000 5,000 5,000 5,400 

总出口量 4,400 4,400 4,500 4,600 4,600 

总出口量占总产量比例 47% 47% 47% 48% 46% 

日本对中国出口数量 1,716 1,735 1,627 1,409 1,817 

对中国出口量占总出口量比例 39% 39% 36% 31% 39% 

注：（1）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量、需求量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三：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2）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日本海关不存在电解电容器纸单独的进出口税则号，因此申请人暂

无法获悉日本海关关于电解电容器纸的具体出口数据。考虑到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市场主要由

本土企业供应，申请人暂根据初步获得的产量和需求量数据，倒推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出口

量，推算方法为：总出口量 = 总产量 – 总需求量； 

（3）日本对中国出口数量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

数据统计”。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

家。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出口量占其产量的平均比例高达 47%。这

说明对外出口是日本消化电解电容器纸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的重要渠道。 
 
此外，在有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中国市场在其总出口量的

平均比例仍高达 37%，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对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日

本厂商最为重要且不容放弃的海外目标市场。 
 
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解除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约束，日本厂商极有可能会扩

大生产，加大倾销出口力度，将过剩产能更多地转移到中国市场。 
 
3.4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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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对中国出口情况 
单位：吨 

期   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日本对中国出口数量 1,716 1,735 1,627 1,409 1817 

变化幅度 - 1.13% -6.23% -13.40% 28.96% 

对中国出口数量占 

中国总进口量的比例 
56.58% 55.56% 58.98% 52.50% 48.93%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平均维持在 1400-1800
吨左右，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平均比例高达 55%左右，处于极高水平。而且，在反倾销措施即

将到期之际，2017 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出口数量甚至大幅反弹 28.96%。 
 
因此，上述事实说明，中国市场始终是日本电解电容器厂商最为重要且不容放弃的海外

市场，即使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日本厂商也不始终愿意放弃中国市场。如果终止对日本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反倾销措施，其对中国出口数量很可能进一步反弹或增加，对中国市场的

倾销行为很可能更为严重。 
 

3.5 日本厂商对中国市场的销售具有竞争优势，加大了其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对中国市场非常熟悉，其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仍然较为健全，并且与国内的主要下游客户仍长期保持合作关系，随时

可以加以发展和扩张。事实上，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就充分利

用这些便利条件，继续低价在中国倾销，即使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也试图重新抢占

或维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很可能

利用其熟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出口，加大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三） 结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 
 

1、原审反倾销案件和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件中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

存在大量、低价倾销的历史，以及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其出口价格仍然存在

倾销的事实表明，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或

再度发生，甚至更加严重； 
 
2、在全球电解电容器纸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鉴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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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且需求量保持稳定增长，因此相比其他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电解

电容器厂商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日本厂商要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

中国市场将是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不容放弃的重要市场，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市场

容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日本厂商有且只能向中国市场出口； 
 
3、日本是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大国，但产能过剩极为严重，闲置产能和须依赖出口的产

能巨大，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最为重要且不容放弃的海外目

标市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很可能继续将其更多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以

倾销方式转移到中国市场； 
  
4、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即使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也始终不愿

意放弃中国市场，尤其是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的最后一年（2017 年）对中国出

口数量还大幅反弹。在目前申请调查产品仍继续存在倾销的情况下，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数量很可能进一步反弹或增加，未来对中国

市场的倾销行为很可能更为严重； 
 
5、此外，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厂商熟悉中国市场，也更容易融入中国市场，其在中

国的销售渠道仍保留较为健全，并且与国内的主要下游客户仍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随时可以加以发展和扩张。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厂商可迅速扩展其对中国市

场的出口业务，加大继续倾销的可能性。 
 
鉴于上述情形，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

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累积评估 
 

此次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范围仅为日本，关于累积评估的问题在本次申请中不适用。 
 

（二）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状况 
 
1、原审案件调查期间，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状况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原反倾销案件调查期末，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不断

恶化，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销量下降，开工率下降，开工不足，库存持续增加，市场份

额减少，销售价格、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等指标全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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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2、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间，国内产业的恢复情况 
 
根据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复审调查期内，由于实施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

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得到一定遏制，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

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

市场份额、开工率、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人均工资等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好转。

复审调查期内，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同时，调查证据显示，复审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恢复是建立在反倾销

措施实施后被调查产品逐步量减价增的基础上，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仍然很脆弱。国内产

业为新建和扩建而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产业处在成长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国内产业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和市场环境反应敏感，容易受到进

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闲置产能较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中国是日本电解电容

器纸对外出口的主要市场。中国市场需求的增长对日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

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价格有可能大幅下降，中国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的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对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生。 
 

3、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的发展状况 
 

如上文所述，本案申请人是国内电解电容器纸的主要生产企业，2013 年至 2017 年申请人

同类产品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在 50%以上。因此，申请人同类产品的相关

数据可以反映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状况。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相关经

济指标为申请人同类产品的合计或加权平均数据。 
 
通过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反倾销措施的继续实施

作用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就业人数、平

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总体呈增长或上升趋势，国内产业继续得到恢复和发展。具

体分析和说明如下： 
 

3.1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和开工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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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及开工率的变化情况 
单位：吨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产 能 【100】 【108】 【108】 【108】 【108】 

产 量 【100】 【109】 【103】 【101】 【122】 

产量变化幅度 - 8.55% -5.32% -1.91% 20.74% 

开工率 【100】 【100】 【95】 【93】 【112】 

增减百分点 - 
提高【0】个

百分点 

下降【5】个

百分点 

下降【2】个

百分点 

提高【19】个

百分点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2）开工率＝产量 / 产能。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在需求量稳定增长的背景之下，国内产业增加投资，生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产能 2014 年比 2013 年增长 8.33%，之后保持稳定。 
 
在产能有所提高的同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也呈增长趋势，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

增长 21.71%。 
 
同期，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总体也呈上升趋势，2017 年比 2013 年提高了【12】个

百分点。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和开工率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

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同时，如对外披露开工

率的增减百分点变化幅度，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及开工率可以由此推算得出，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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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率的变化幅度也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的变化情况。首

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计

算。】 

 
3.2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数量及市场份额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数量及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单位：吨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内销数量 【100】 【96】 【95】 【103】 【134】 

自用量 【100】 【151】 【108】 【94】 【31】 

国内需求量 14,900 15,900 14,600 14,800 17,800 

市场份额 【100】 【90】 【97】 【103】 【111】 

增减百分点 - 
下降【10】个

百分点 

上升【7】个百

分点 

上升【6】个

百分点 

上升【8】个

百分点 

注：（1）内销量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2）市场份额 = （内销数量 +自用量）/ 国内需求量。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2017年比 2013
年累计增长 33.71%。同期，国内产业所占市场份额总体也呈上升趋势，2017 年比 2013 年累

计提高了【11】个百分点。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内销数量、自用量和市场份额数据，涉及申请人

的商业秘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同时，如对外

披露市场份额的增减百分点变化幅度，申请人同类产品的内销数量及市场份额可以由此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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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故对市场份额的变化幅度也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的

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

期间的指数计算。】 

 
3.3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变化情况 

单位：吨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期末库存 【100】 【159】 【191】 【178】 【125】 

变化幅度 - 58.99% 20.30% -7.18% -29.49%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由于产量有所增加，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有所

上升，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增加了 25.17%。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期末库存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

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

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

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3.4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收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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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内销收入 【100】 【97】 【90】 【92】 【116】 

变化幅度 - -3.03% -6.67% 1.42% 25.95%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受益于销售数量的增长，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也呈

增长趋势，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增长 15.60%。但由于价格下滑的原因，销售收入增长幅度

明显小于销售数量增长幅度。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内销收入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

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

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

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3.5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价格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吨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内销价格 【100】 【101】 【95】 【89】 【86】 

变化幅度 - 1.27% -6.14% -5.90% -3.34%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2）内销价格 = 内销收入 / 内销数量。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42 -                                     公开文本 



                                       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年比 2013

年累计下降 13.54%。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内销价格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披

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

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

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3.6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税前利润 【100】 【88】 【65】 【38】 【52】 

变化幅度 - -12.29% -25.57% -41.38% 35.90% 

税前利润率 【100】 【90】 【71】 【41】 【45】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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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受销售价格下滑的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总体

呈下降趋势。税前利润 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下降 48%。相应地，税前利润率 2017 年比 2013
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和税前利润率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

秘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同时，如对外披露税

前利润率的增减百分点变化幅度，申请人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率可以由此推算得出，故对税

前利润率的变化幅度也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的变化情况。

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

计算。】 

 
3.7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投资总额 【100】 【97】 【115】 【131】 【149】 

变化幅度 - -2.77% 18.34% 14.24% 13.46% 

投资收益率 【100】 【90】 【57】 【29】 【35】 

增减百分点 - 
下降【10】个

百分点 

下降【33】个

百分点 

下降【28】个

百分点 

上升【6】个

百分点 

注：（1）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2）投资收益率 ＝ 税前利润 / 平均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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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为了满足同类产品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国内产业继续投入

巨额资金新建和扩建同类产品生产装置。2017 年比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平均投资额

大幅增长了 49.14%。 
 
与税前利润趋势相一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总体也呈下降趋势，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下降【65】个百分点。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投资总额和投资收益率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

秘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同时，如对外披露投

资收益率的增减百分点变化幅度，申请人的投资额及投资收益率可以由此推算得出，故对投

资收益率的变化幅度也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据的变化情况。

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

计算。】 

 
3.8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量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现金净流量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现金净流量 【-100】 【30】 【-180】 【-252】 【-310】 

变化幅度 - 
净流入增加

130.18% 

净流出增加

695.93% 

净流出增加

40.36% 

净流出增加

22.71%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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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现金净流量总体呈下滑趋势。除 2014 年

为净流入外，其余年份均呈净流出状态，净流出 2017 年比 2013 年增加了 209.76%。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现金净流量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

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

据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

以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3.9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工资和就业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变化情况 
        单位：人；元/人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就业人数 【100】 【107】 【101】 【95】 【109】 

变化幅度 - 6.96% -5.22% -6.60% 14.77% 

人均工资 【100】 【121】 【106】 【107】 【126】 

变化幅度 - 21.32% -12.70% 0.64% 17.99%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均总体呈上涨趋势。

2017 年比 2013 年，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8.67%，人均工资累计增长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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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

密，对外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

示上述数据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

数据比乘以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3.10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单位：吨/人    

期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劳动生产率 【100】 【101】 【101】 【106】 【112】 

变化幅度 - 1.49% -0.10% 5.01% 5.20%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二：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2017 年比 2013

年累计提高了 12.01%。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数据，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对外

披露将对申请人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表示上述数

据的变化情况。首期间 2013 年的指数设定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期间的实际数据比乘

以首期间的指数计算。】 

 
4、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尽管国内产业继续获得恢复和发展，但仍然较为脆弱，容易受

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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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相关部分所述，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受到了反倾销

措施的制约。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受益于市场需求的稳定增长，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

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以申请人为代表的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的产能、产量、国内销

量、内销收入、市场份额、就业人数、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总体呈增长或上升

趋势。 
 
但是，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仍较为脆弱，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和日本是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家，但是国内厂商的竞争力

远远不如日本厂商。一方面，国内电解电容器纸生产企业相对分散，多数企业的生产规模较

小，只能生产个别型号的产品，并且国内产业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市场，无法依靠全球市场来

转移或降低风险，因此国内产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生产

商无论是在生产规模，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都是极具优势的。在没有反倾销措施的约

束下，如果日本厂商利用这些优势将大量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产业将无法与日本厂商进

行抗衡，极易受到日本进口产品的冲击。 
 
第二、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稳定，包括销售价格、税前

利润、投资收益率、现金净流量等经营性指标总体呈下滑趋势，已经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进口产品重新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势必会破坏国内市场供需秩序，

加剧市场竞争，造成价格的进一步下滑，进而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经营效益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电解电容器纸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继续

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扩产和研发，投入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且面临着折旧和摊销的巨大压

力。而且，国内产业未来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降低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压力。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产业仍然较为脆弱，抗风险能力较差，容易受到日本进口产品的冲

击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下文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很可能大量低

价涌入中国市场，并对国内市场供需秩序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届时仍然较为脆弱的国内

产业将很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 
 

（三）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1、日本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情况 
 

日本是全球主要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年产能高达 1.51 万吨，2017 年占全球产能比例

为 41%。 
 
在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市场极度饱和、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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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剩，年均过剩产能约为 1 万吨，占总产能的平均比重高达 66%左右，需依赖出口的过剩

产能处于极高水平。 
 
尤其是，这部分过剩产能包含了很大比例的闲置产能，在开工率处于极低水平的情况下，

2013 至 2017 年的实际闲置产能在 5100-5700 吨，占总产能的平均比例在 34%-38%左右。也

就是说，日本随时可以释放巨大的闲置产能来扩大生产，增加产量。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巨大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可以为其扩大对中

国出口提供保障，其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能力将大大提高，其对中国出口数量将很可能大量增

加。 
 
2、日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日本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其电解电容器纸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2013 年至 2017
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出口量占其产量的平均比例维持在 47%左右，这说明对外出口是日本

消化电解电容器纸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的重要渠道。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解除了其

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约束，日本厂商极有可能会扩大生产，将过剩产能更多地转移到中国市场。 
 
3、中国市场具有极大吸引力 
 

在全球市场上，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中国第一，日本第二，两国市场

消费量合计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例在 85%左右。其他消费市场相对分散，根据申请人的了解，

包括欧盟、美国、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地区），合计占 15%左右。 
 
其中，中国市场的表现无疑是最突出的。在全球产业分工、电容器产业逐步转移到中国

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电解电容器的需求量由 2013 年的 1.49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1.78 万吨。而

且，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平均高达 65%左右。无论是绝对需求量，还是所占全球市场份

额，均遥遥领先于其他消费市场。 
 
而且，电容器行业仍在全面加速向中国大陆市场转移的趋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及

香港地区有关电容器厂商的新增产能几乎全部设在中国大陆，将带来电容器用量的增加，并

进一步拉动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量增长。在全球需求量 2017 年比 2013 年增加的 3600 吨中，

中国市场就贡献了 80%。 
 
因此，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极度饱和的背景下，需求最大且仍在稳

定增长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厂商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市场是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

转移过剩产能的必争之地。因此，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可

能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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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对中国市场的销售竞争优势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对中国市场非常熟悉，其在中国的销售渠道仍较为健全，并且与

国内主要的下游客户仍长期保持合作关系，随时可以加以发展和扩张。由此可见，一旦终止

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很可能利用其熟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迅速扩大对中

国出口。 
 
鉴于上述事实，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

量可能大量增加。 
 
（四）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1、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分析 

 

申请人认为，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主

要表现在： 
 
第一、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外观和包装方式、原材料、生

产工艺、产品用途等方面不存在实质性区别，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它

们在中国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 
 
第二、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渠道基本相同，均为直接销售和代理销售相

结合。销售市场区域也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地区，比如广东、上海、浙江、江

苏等地。下游客户也主要是电解电容器生产企业。这些事实说明二者产品存在竞争的客观条

件和平台。 

 

第三、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同时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竞争，面对相同的下游客户群

体，尤其是较大的生产厂家，比如【文字保密信息】等，既购买或者使用申请调查产品，也

购买或者使用国内同类产品。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直接的竞争关

系。 

 

【上述括号内的信息为申请人同类产品下游用户的相关信息，涉及申请人的商业秘密，

其披露一方面将会对申请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损害这些下游用户的利益，

故申请保密不予列出。】 

 
因此，在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不存在实质区别，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直接竞

争关系，可以替代使用的情况下，产品价格将成为二者产品直接竞争的主要手段，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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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游用户的采购决定具有重大影响。 
 

2、申请调查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申请调查产品仍存在明显的

倾销行为，倾销幅度为 56.14%。也就是说，目前日本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之所以能

够在相对公平、有序的环境下竞争，完全是因为反倾销措施对申请调查产品倾销行为的遏制。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可能会再度下降并继续对中国市场倾销。 
 

通过上文分析，中国市场对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厂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日本厂商可能会大量向中国市场转移过剩产能，其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可能会大量增加，

将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 
 
目前，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产品质量、用途、销售渠道等方面无实质差别，

价格对下游用户的采购选择有重要影响，价格因素将成为申请调查产品同国内产业争夺市场

份额的主要手段。鉴于国内产业已经在中国市场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和地位，日

本申请调查产品只有通过低价或降价方式才能重新抢回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而且，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主要是中高端产品，由于反倾

销措施的实施，大部分低价的日本中低端产品已经被国内同类产品所替代。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解除对日本进口产品的约束，不仅中高端产品将会继续对中国市场出口，大量低价的

日本中低端产品也势必会重新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将会进一步拉低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进口

价格，并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和影响。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很可能会以低价、降价的

方式继续或再度向中国市场倾销。 
 

3、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根据原审反倾销案件最终裁定以及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裁定的相关认定，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对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反倾

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这种影响仍然存在。 
 
首先，如上文所述，日本和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家，尤其是日

本厂商在全球市场上完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电解电容器消费国，也

是日本最主要的电解电容器纸出口市场，因此其产品价格变化对于全球市场乃至中国市场都

具有重大影响。 
 
其次，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部分下游客户，尤其是生产规模比较大的电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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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生产商，仍与日本厂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继续采购申请调查产品。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日本申请调查产品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下游客户将可以在更多的产品领域，包括利

润率相对较低的中低端产品，与日本厂商进行议价和合作，这必然会导致部分国内同类产品

被日本进口产品所替代。国内产业在与下游客户的产品应用和产品议价中，话语权将会因为

进口产品而被严重削弱。国内产业极有可能会被迫降价以维持客户的稳定。 
 
再次，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随着国内产业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内产业的产

能已经能够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供需基本平衡。但是，如果由于日本进口产品低价、降价导

致下游用户采购进口产品并替代国内同类产品，国内市场的供需秩序将会遭到破坏，市场竞

争将会加剧。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已经有所回落的情况下，国内同

类产品的价格很可能会由于市场供过于求而进一步被压低。在原材料价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

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将会受到抑制，利润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 
 

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申请调查产品极有可能会以低价、降价的方式重新抢

占中国市场，并压低和抑制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 
 
（五）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可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如上所述，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仍然较为脆弱，经营状况并不稳定，抗

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厂商势必会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全球领导

者优势等，重新大量低价向中国市场出口申请调查产品，届时国内产业将不足以抵挡日本进

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很可能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并遭受严重的损害。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将无法继续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企业极有可能会被迫减产，同类产

品的产量、开工率将会严重下滑，并影响到市场供应。产量减少进而导致销量相应减少，因

此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也很有可能会大幅下降。同时，国内产业为了维持市场份

额，将会被迫降价竞争，进而会进一步降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利润，导致无法实现应有的

利润空间和规模效益，而近年来国内产业为扩产、研发和技改而投入的巨额资金将得不到进

一步的有效回收，甚至付诸东流。最终，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恢复和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

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将再次受到严重削弱。 
 

（六）结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国内产业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以上分析表明：  
 
1、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继续获得恢复和发展。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的的产能、产量、国内销量、内销收入、市场份额、就业人数、平均就业工

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总体呈增长或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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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是，国内产业在恢复和发展阶段也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一方面，国内电解电容器

纸产业产能相对分散，并且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全球转移市

场风险的能力，明显不如日本厂商，因此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国内电解

电容器纸产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稳定，效益已经有所下滑。此外，国内产业近年来为扩

产、研发、技改而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面临着巨大的折旧和摊销压力。

因此，国内产业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 
 

3、 证据显示，日本是全球主要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但其市场严重供过于求，日本厂

商拥有巨大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在全球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市场

的情况下，需求最大且仍在稳定增长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厂商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日本厂商势必会利用

自身的规模优势、全球领导者优势等，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4、 为了重新抢占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可能继

续或再度以倾销的价格与国内同类产品直接竞争，并将压低和抑制国内同类产品的价

格上涨； 
 

5、 受上述不利影响，国内产业将不足以抵挡日本进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由于被迫

降价竞争，进而会降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利润，导致无法实现应有的利润空间和规

模效益。而且，由于整体竞争能力不高，国内生产企业极有可能会被迫减产，同类产

品的产量、开工率将会严重下滑，并影响到市场供应。届时，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将

会再度恶化，巨额投资将无法得到有效回收，甚至付诸东流。 
 

综上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

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六、公共利益考量 
 
在 2004 年 4 月 5 日商务部《关于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商务部明

确指出：“产业安全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做好维护产业

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产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免受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和

进口激增造成的损害；为产业创造正常的发展条件，使各产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公平

的市场环境中获得发展的空间，赢得利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指导意见，申请人认为，此次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正是为了

纠正进口倾销产品不公平贸易竞争的行为，进一步消除倾销造成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损

害性影响。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不规范低价倾销行为

的制约，以维护和规范正常的贸易秩序，恢复和促进公平竞争。由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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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中国进行大量低价倾销，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

取反倾销措施有助于进一步恢复这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有利于维护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

的安全并进而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保障中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共利益。 
 
根据上文的大量证据显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对中

国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如果终止

反倾销措施，近年来国内产业为电解电容器纸所投入的资金将会付诸东流，无法获得及时和

有效的回收，国内产业也无法获得健康和持续的发展。因此，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

措施，维护有效的竞争秩序，保障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符合公共利益。 
 
电解电容器纸是构成电解电容器的三大关键材料之一。电解电容器是近年来全球和我国

发展速度最快的电子元件之一，在通信电子、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自动化、军事及航

空航天等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可以说，只要使用了电子设备的地方，基本上都离不开电解

电容器，也就与电解电容器纸密切相关。然而，电解电容器纸的生产需要有特殊的生产设备

和工艺技术，产品开发难度大，研制期长，投入大，属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是目前国家

鼓励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近几年我国成功发射的神州系列飞船中，使用国产电解电容器纸

制造的电容器也得到了应用。鉴于国防军事、航空航天、通信电子等领域涉及到我国的最高

国家安全，这些领域的电子设备采用国产电解电容器纸生产的电解电容器显得尤为重要。因

此，保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健康发展，完全符合国家利益。 
 
而且，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会严重影响下游产业的利益，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完全能

够满足国内下游用户对电解电容器纸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 
 
首先，国内产业现有产能与需求量基本持平，如果能够保持正常开工，国内电解电容器

完全可以满足国内下游产业的需求，足以替代进口产品。 
 
其次，以申请人为代表的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的先进程度与日本企

业相当，同类产品质量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进口产品完全能够互相替代，广大下游用

户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质量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

人还通过技改，研制开发了更多规格型号的电解电容器纸，完全能够满足国内下游用户对电

解电容器纸产品在质量方面的要求。 
 
再次，继续征收反倾销税不但不会对下游产业造成不利影响，相反有利于下游产业正常

生产经营。 
 
一方面，在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国内下游电解电容器行业严重依赖日本进口产品。而

且，日本厂商为了维持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试图通过倾销策略来打压国内产业的发展。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产电解电容器纸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市场最稳定的产品来源，对下游

行业过度依赖进口产品起到了很好的改善作用，提高了下游企业的产品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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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申请人认为，上游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下游企业合理预

测和控制原材料成本并合理规划今后发展规模等。反倾销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内电解电容

器纸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只有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电解电容器纸下游产业才

能基于电解电容器纸市场的正常竞争获得根本利益。一旦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受进口产品

低价倾销的冲击而再次陷入困境时，将给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及其下游产业利益造成巨大

的威胁和压力，势必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此外，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发展对于三农问题也有着积极影响。国内电解电容器产业每

年都要从国内剑麻种植农户采购大量的剑麻生产电解电容器纸，为当地从事剑麻生产的农户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对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也符合国家三农政策，具

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有利于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秩序，也有利于有利于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自主知识产

权、保护农民的利益，因此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国家公共利益。 
 
七、结论和请求 

 

（一）结论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尽管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具有

一定的脆弱性。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日本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同时，

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公共利益。 
 

（二）请求 
 
为维护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及其他

有关规定，申请人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

终复审调查，并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日本并向中国出口的电解电容器纸

按照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公告所确定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

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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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保密申请 

一 、保密申请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对本申请书中的材料以及附件作保密处

理，即除了本案调查机关及《反倾销条例》所规定的部门可以审核及查阅之外，该部分材料

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保密，禁止以任何方式接触、查阅、调卷或了解。 
 
二、非保密性概要 
 

为使本案的利害关系方能了解本申请书以及附件的综合信息，申请人特此制作申请书以

及附件的公开文本，而有关申请保密的材料和信息在申请书及附件的公开文本中作了有关说

明或非保密性概要。 
 
 

三、保密处理方法说明 
 
对于本申请书公开文本中涉及申请人和相关利害关系方的商业秘密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申请人按照如下方法进行保密处理： 
 
第一，对于表格中列示的保密数据，申请人以指数的形式替代原有数据并表示原有数据

的变化情况，包括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开工率、内销数量、自用量、内销收入、

内销价格、市场份额、期末库存、销售收入、税前利润、利润率、平均投资额、投资收益率、

现金净流量、工资总额、就业人数、人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相关数据；以数值区间的形式

表示申请人同类产品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 
 
第二，对于文字中涉及的保密信息和数据，以方括号“【  】”的方式隐去原有数据和信

息，并以表格中的指数或以文字概要的方式提供了相关非保密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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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证据目录和清单 

 

附件一：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附件三： 电解电容器纸市场调查报告 
附件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13 年－2017 年版 
附件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电解电容器纸进出口数据统计 
附件六： 申请人同类产品装箱单 

附件七： 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附件八：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日本贸易环节费用的介绍 
附件九： 日本海关马尼拉麻浆进口数据统计 
附件十： 汇率说明 
附件十一： 日本 NKK 公司财务报表 
附件十二： 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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